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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X是 Total Resistance Exercise的缩写，即“全身抗阻力锻炼”，又称为“悬

吊训练系统”。

TRX 悬吊健身系统可以帮助训练者完成几乎全身肌肉的训练，提高力量、柔

韧性和核心稳定性。TRX 训练系统包括 TRX 悬吊训练设备和 TRX 训练棒、训练

课程和培训教育。

主要构成部件为悬吊带、训练棒、主绳、手柄和足环组成，只要找到一个悬吊点，

不论是家、宿舍还是户外都能成为健身场所。

英超利物浦队一直使用 TRX 进行
体能训练。

TRX 适用于如下四种训练模式：

1.TRX 专项体能训练：足球、篮球、网球、高尔

夫、 拳击、武术等专项体能训练

2.TRX 军用体能训练

3.TRX 私教、小团队健身训练

4.TRX 运动康复训练

悬吊训练带

起源于美国海豹突击队，是 TRX 的旗舰产品，通过抗衡训练者

的自身重量，利用训练工具进行上百种不同的训练方式，从而

提高训练者的力量、平衡力、灵活性和核心稳定性。

功能训练棒

发明者为美国奥林匹克跆拳道运动员 , 专为格斗训练和物理治

疗而进行的创新型训练方式，通过利用训练棒和阻力绳进行不

同的旋转和阻力训练，从而提高用户的旋转爆发力和核心力量。

   TRX   65   TRX

TRX STC 认证教练培训：

上午： 下午：

悬吊训练历史和 TRX 训练
基础理论

如何利用 TRX 增进课程销售
和商业应用

TRX 基础使用和 6-6-3 训练
原则

TRX 上肢训练动作详解

TRX 力量训练实践 TRX 核心训练动作详解

TRX 锚点固定解决方案 课程设计方案

TRX 下肢训练动作详解 不同人群的课程案例分析

TRX RTC 认证教练培训：
上午： 下午：

课程概况和培训目标
如何利用 Rip 增进课程销售和商业应

用

Rip 训练基础理论 Rip 授课过程中的教学要点

Rip 训练实践 Rip 推、拉系列动作详解及应用

Rip 锚点固定解决方案 Rip 旋转、击打系列动作详解及应用

Rip 基础使用和训练原则 Rip 进阶训练动作及课程设计方案

Rip 基础训练动作讲解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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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奥力来中国公司正式成为KBC中国区唯一教育代表，

全面负责开展在中国区的国际认证培训、导师选拔、培养以

及持续教育等业务 。
KBC 在中国已成功举办了一轮课程培训，同时 KBC 是

LifeFitness SYNRGY360 在中国唯一认可的配套课程体系。

在中国 KBC 将联合 TRX、 SPINNING、Ugi 推出持续教育

课程，不断提升认证课程的含金量，努力的为中国学员提供：

持续吸收国际健身资讯的平台。

KBC 壶铃  8

自 2002 年以来，KBC 已经是众多国际著名健身俱乐部所认可的

壶铃教育认证体系。

KBC 是第一个在健身行业内提供 CEC 认证的培训课程。经过 KBC

认证培训的学员可获得 CEC-approved course( 国际认证学分机构 )

的认可，并获得相应学分，为您的成长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壶铃一般用铸铁制成，按重量分别

有 8 磅、10 磅、12 磅、20 磅等规格。

中国古代的壶铃—外形似锁状的石锁。

壶铃这种铸铁类健身器械已有 300 余

年的历史。这种外形酷似炮弹的健身器

械是 18 世纪初俄国大力士创制的，旨

在用来快速增强身体的肌力、耐力、平

衡能力以及灵活性。在中国民间也有外

形似锁状的石锁，用法与壶铃大致相同。

用壶铃进行健身锻炼时，可以做各种推、举、提、抛和蹲跳等练习。

壶铃训练与哑铃、杠铃训练的不同之处：壶铃对于全面提高整体的爆发力更加有效，因此壶铃与

石锁自古便受到格斗士和武术家的喜爱。

近年来，壶铃训练深受健身爱好者喜爱，大有风靡全球之势。

KBC 在健身行业内第一个提供 CEC 认证课程。

KBC 第一个在国际行业教育展会上开设壶铃培训课程。

第一个在健身行业开展 CEC 认证团操课程培训。

第一个在壶铃培训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

KBC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超过 30 位大师级国际导师，负责 KBC 全球培训业务。通过 KBC 认

证培训之路，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成为国际导师，参与到 KBC 的全球教育业务中来。

通过 KBC 认证的俱乐部、合作培训机构可获得相应的市场推广支持、免费在线资源 Community

交流平台、教学资料更新、社交平台交流、IDEA 课程注册、以及俱乐部盈利方案支持等。更多

技术更新在 KBC 官方网站。

KBC 壶铃认证教练培训（Level 1）
第一天上午： 第一天下午：

壶铃训练的历史和安全 课程设计

壶铃训练中的解剖学 爆发力动作学习

基础动作学习 基础动作复习及进阶

壶铃训练中的运动生理学

壶铃训练中的生物力学

第二天上午： 第二天下午：

如何利用壶铃训练增进课程
销售和商业应用

理论复习

复习基础和进阶动作 笔试理论考试

动作教学演练 动作考点复习

融合式、配对式、衔接式和
壶铃创新动作

训练动作考试

7   KBC 壶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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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i 的特点
Ugi 可以集成到几乎任何种类的锻炼 , 无论年龄、性别、健康水平、训练目标

或训练场所，都可随时进行训练，这也使得 Ugi 的课程迅速风靡全美。

Ugi 倡导将训练者回归大自然，在身心愉悦、轻松中完成每次训练。将赤足

训练提高本体感受、神经传导的理念融入其中。

Ugi 在中国
2014 年奥力来中国公司正式成为 Ugi 中国区唯一教育代表，全面负责开展中

国区的国际认证培训、培养以及持续教育等业务。

Ugi 教育体系
Ugi 认证培训时长为为 8 小时，通过将获得 Ugi Ball 课程国际

认证教练资格证书

旨在教授教练员如何运用 Ugi Ball 完成力量、有氧、核心、和

柔韧性等一系列的训练。

如何将 Ugi Ball 与其他健身设备相结合，为个人、小团体和操

课设计课程。

提高教练员在授课中如何下达口令以及指导会员的上课技巧。

课程内容还包括：赤足训练和课程设计技巧、策略等。

完成此课程还将获得 ACE、AFAA、NASM 学分

Ugi 的组成
Ugi Ball由特制聚酯纤维和可再生橡胶制成，具有挤压力、稳定性、

挑战性的特点，富有弹性、耐久性高。Ugi Ball 的形状会随使用

者的动作改变发生而变化和还原。

Ugi 分为：6lb/2.72kg、8lb/3.63kg、10lb/4.54kg、12lb/5.44kg 四

种重量，选配其色彩亮丽的四色，使得装点健身房的同时成为会

员争先恐后的训练配件。

Ugi 认证教练培训：

上午 下午

训练理念 /Ugi 历史 功能性解剖 / 动作控制

赤足训练 课堂设计 

功能性训练 / 基础训练元素 核心 & 力量动作库

能量系统 Ugi 拉伸

基础动作 课程设计

有氧动作库 结束

Ugi Ball   109   Ugi 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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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UMP?
Thump 将复杂的拳击课程转变成有趣、有效、安全的拳击体适能课程

是让 Thump 在体适能产业中成为领军课程的关键因素。Thump 正成

为全球体适能产业内最好的格斗体适能课程。

Thump Boxing 国际 CEO --------Adam

Why is THUMP ？ -- 客户篇
对于客户而言：

利用拳击进行训练带来的好处，不仅仅局限于减重，肌肉耐

力的提升以及心肺适能等身体方面的提高。同时在情绪的宣

泄方面也是有帮助的。更重要的是，能够在一个安全，有效

并且有趣的课程中愉快得完成训练。Thump 移除了因为拳击

技巧不足而给予客户带来的障碍，让更多普通人能够通过拳

击进行体适能训练。

Why is THUMP ？ -- 教练篇
对于教练而言：

通过两天的学习便能掌握基本的拳击技巧，还能根据科学的

课程架构制定一套严谨的训练计划。在局限的空间里，可以

利用极少的器材（拳靶及拳套），创造出一套极少关节冲击

的高强度间歇全身功能性训练。同时，教练还有能力进行课

程的进阶和降阶，以适应不同人群的不同健身需求的训练。

Why is THUMP ？ -- 俱乐部篇
对于俱乐部而言：

需要的空间很小，课程类型多样性（私教，小团体课程，大

型课程或活动）。两者相加便是其效益的最大化。除了效益外，

俱乐部最为关注的是课程的安全性。而 Thump 课程对于安

全的控制是及其严格的，对于教练的训练又是很严格的，教

练需要同时通过理论考试以及实践考试才有资格拿到认证。

Boxing For Fitness 是 Thump 崇尚的理念，Thump 移除了因为拳击或格斗技

巧不足带给会员的障碍，每个人都可以 Thump，每个教练都可以带领参与者感

受 Thump Boxing Training System 的魅力。

Thump Boxing    1211   Thump Boxing 

Thump Boxing 认证教练培训
第一天上午： 第二天上午：

Thump Boxing 的历史与格斗技术的发展 拳击进阶动作教学（Elbow、
Wave、Duck、Knee）

Boxing For Fitness 的理念 使用进阶动作进行课程安排

运动生理学在拳击体适能中的运用 特殊训练目标的课程安排

拳击基本技术教学（Jab、Cross）

第一天下午 第二天下午：

拳击基本技术教学（Upper Cut、Hook) 小团体课程的编排与演练（2）
组合拳的编排 学习重点回顾

小团体课程的编排与演练（1） 基本动作教学评估

理论知识测试与评估

Training System 训练体系
Thump 既可以做私人教练课程，也可以做小团体课程，甚

至可以完成大型的团体课程的需要。

课程背后的原理及科学依据又是其一大特点，针对不同人

群不同身体级别的客户制定出符合其目标的运动方案。速

度，爆发力，敏捷，平衡，反应等竞技体适能元素也涵盖其中，

对于提高非格斗型运动员的运动表现也是及其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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