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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E-TRxe

型号：E-TRx

       E-TRxe 是一款设计新颖，功能强大的跑步机。它将时尚的外

观和完美的用户体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直观的触摸屏，方便

操作的 Hot BarTM 控制系统，为用户提供了 棒的选择。

E-TRxe 跑步机            

● 产品重量 -447lbs(216.4kg)

● 跑板面积 -60"×21.5"（152×55cm）

● 设备宽度 -36"（91cm）

● 设备长度 -85"（215cm）

● 设备高度 -63"（160cm）

型号：E-TRxe

E-TRx 跑步机 型号：E-TRx

● 产品重量 -471lbs(213.6kg)

● 跑板面积 -60"×21.5"（152×55cm）

● 设备宽度 -36"（91cm）

● 设备长度 -85"（215cm）

● 设备高度 -63"（160cm）

  E 系列跑步机   87   E 系列跑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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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 / E-TCi  沙滩漫步机

    

●产品重量 -700 lbs (317.5 kg)

●跑板面积 -52"x9" (132 x 23 cm) x 2

●设备宽度 -35.8" (91.1 cm)

●设备长度 -82.3" (209 cm)

●设备高度 -69" (175 cm)

TreadClimber® 沙滩漫步机 型号：E-TC

●产品重量 -719 lbs (269.6 kg)

●跑板面积 -52" x 9" (132 x 23 cm) x 2)

●设备宽度 -35.8" (91.1 cm)

●设备长度 -82.3" (209 cm)

●设备高度 -82.5" (209.5 cm)

TreadClimber 沙滩漫步机 型号：E-TCi

● 专利外形设计，独特的运动模式帮助客户达到 大的热量消耗， 
  相对比传统跑步机可以燃烧高达 2 倍的卡路里

● 双重可升降踏板为客户带来坡度顶峰全程下降到水平面的独特

  运动体验，一次性体验跑步机、椭圆仪和台阶器三位一体的训练

  效果

● 人性化设计控制面板和按键、大号滚动信息窗口、用户专用健身

  程序、心率专用显示窗口、Polar 心率遥测技术、多功能水杯、  
  杂物托盘

● 一体式 15.6"(39.6 cm) 高清液晶电视，电视频道和音量控制按

  键设置简单、直观，为用户带来个性化的视觉体验 ( 仅适用于  
  E-TCi)
● Hot Bar® 热键区融合了一键式速度和坡度控制键、一体式停止

  按键和接触式心率握把，操作更加简单、直观

● 一体式 iPod® 连接器，用户可通过一体式高清电视播放喜欢的    
  音乐或视频内容 ( 仅适用于 E-TCi)
● 5 匹交流马达

● 中心双重可调节式风扇，训练起来更加舒适

● 大承重 350 磅（158.7kg）

型号：E-TCi

型号：E-TC

•相对比传统跑步机可以燃烧高达 2 倍的卡路里

• 双重可升降踏板为客户带来坡度顶峰全程下降到水平面的独特运动

  体验，一次性体验跑步机、椭圆仪和台阶器三位一体的训练效果

• 中心双重可调节式风扇，训练起来更加舒适

 TreadClimber   109   TreadCli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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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别于传统的拳击训练方式，拳击选手训练起来更加具有针对性和高效性，多轮动作

组合，高强度间歇训练，不但能达到非常好的减脂效果，同时打造真正的拳击高手。

BoxMaster 拳击训练器

选配一 选配二 选配三 选配四

ABDUCTION/ADDUCTION GLUTE PRESSLEG PRESS LEG EXTENSION CHEST PRESSLEG CURL

SHOULDER PRESS DELTOID RAISE BICEPS CURLROWLAT PULL DOWN PEC FLY/REAR DELT

BACK EXTENSION DUAL ADJUSTABLE PULLEYTRICEPS PRESSTRICEPS EXTENSIONBILATERAL ARM CURL ABDOMINAL MACHINE

REALIZE STRENGTH.

INSPIRATION 系列力量训练设备是美国星驰 2009 年全新推出的针对高端市场的力量设备方案。无论是从其 为科学的力学系统，还是其独到的

革新设计，或是其豪华的外观，INSPIRATION 将是新一代力量训练解决方案中的佼佼者。

BOXMASTER   12

● 12 个不同的击打位置，适用于不同的击打方式

● 专利弹簧臂设计，为用户提供 优质的震动吸

   收效果，帮助用户 大化训练效果同时防止受伤

● 可调节拳击站和拳击垫，满足不同身高需求的

   人群（152.4cm--208cm）

● 30 分钟的 7 轮循环训练，真正调动全身的训练 
   体系

● 二次收费小团体训练必备的利器

● 提供全面具体的目标拳击课程，让教练更加有

   效地指导多个会员进行训练

带基座拳击台 不带基座拳击台

●产品重量 -240.4 kg ●产品重量 -111.6 kg

●产品宽度 -179 cm ●产品宽度 -84 cm
●产品长度 -209.5 cm ●产品长度 -76.2 cm

●产品高度 -207 cm ●产品高度 -200 cm

型号：K9403 型号：K9401

11   INSPRITION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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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NCT   1413    MAX RACK

一种自然的、与生俱来的天资、冲动或能力

一种由潜意识反应所传达的行为

一种经常对特定刺激作出反应的、天生的行为模式

Instinct®

星驰 Instinct® 系列力量训练设备突破了传统力量器械的固有模式，全部采用椭圆管的设计，外观精美、时尚。无论是专业运动员还是健身

初学者，都可以在星驰 Instinct® 系列力量训练设备上得到安全、快速、简单的训练体验。此外，它还具备独特的循环训练模式，任何基础的用

户都可以在教练的指导下或者独自完成 30 分钟的 Instinct® 循环课程，大大提高了用户的健身效率和乐趣。Instinct® 可以选配 先进的 Lock N 

Load® 拨片配重选择系统，只需轻轻一拨，即可调整配重，避免了以往的插销式配重选择的繁琐和不便。同时，星驰公司将有氧设备的设计理念

应用于此系列产品中，使其更具星驰产品家族化特点，与星驰有氧设备一起构成了完美的星驰健身设备。

坐垫色 框架色

MAX RACK®

MAX RACK® 三维史密斯训练器是目前市场上唯一能结合传统史密斯机的安全性和奥林匹克

杠铃自由力量训练功能的专业训练架，适用于从初级到高级的自由力量训练。   

MAX RACK® 三维史密斯机采用了难以置信的平滑轴承设计，把史密斯机的训练带入了三维

的训练空间，这种设计也是训练器械领域中独一无二的 3D 专利技术 , 前后多层杠铃杆架设计，

直通前端的设计可以放置多功能训练椅。

三维史密斯机与传统的史密斯机相比，不但加强了史密斯机的安全特性，同时也融合了自由

力量训练的功能，它全方位的安全杆和保护设计，3D 设计防止杠铃片倾斜，可调节安全边杆可

以应用于全部训练中，满足所有安全标准要求 , 从而使训练者在安全稳定的基础上能够 大限度

的提高肌肉的综合运动能力。

为了便于训练者使用 MAX RACK® 三维史密斯机，机器上还附有 4 套专业训练指导图为训练

者提供详细的 20 多种训练方法及其指导 , 并随机配送 DVD 指导光盘。

坐垫色 框架色

调和色

坐垫色 框架色

传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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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部伸展训练机 IL-S1010 坐式腿部弯曲训练机 IL-S1011

腿部弯曲 / 伸展训练机 IL-D1014蹬腿 / 小腿双功能训练机 IL-D1013 大腿内收 / 外展训练机 IL-D1015

臀肌训练机 IL-S1012 胸部推举训练机 IL-S2100

上斜推胸训练机 IL-S2301 多向推举训练机 IL-D2120 高拉 / 划船双功能训练机 IL-D3340 高拉训练机 IL-S3310

划船训练机 IL-S3320 肩部推举训练机 IL-S4100 夹胸 / 后三角双功能训练机 IL-D2110 二头肌训练机 IL-S5100

三头肌训练机 IL-S5110 三头肌下压训练机 IL-S5130 二头肌 / 三头肌双功能训练机 IL-D5120 转体训练机 IL-S6300

腹肌 / 背肌训练机 IL-D6330 双滑轮小飞鸟训练机 IL-D2002 多方位可调训练椅 IN-B7501

可调式腹肌椅 / 下斜训练椅 IN-B7200

罗马凳 IN-B7502

铃片架 -4 面 IN-B8003

腹肌训练椅 IN-B7505

10 对双层哑铃架 IN-R8001 10 对三层哑铃架 IN-R8002

平卧推举训练椅 IN-B7201 上斜推举训练椅 IP-L5002

Instinct® Instinct®

INSTINCT   1615    INSTIN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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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anSport® 系列是星驰的双功能绳动力量训练设备。该设备的设计旨

在为用户提供 好的综合力量训练以及 稳定的训练。HumanSport® 系列：简

单、直观、自然。6 件设备均配有双配重塔，可进行 12 种不同训练模式的绳动

设备，采用双配重塔为全身的训练提供了广泛的选择，其中包括基础力量，核

心稳定性以及动态运动训练。史无前例的将锻炼环境诠释为一个如此优美的自

然运动空间。HumanSport® 系列力量训练设备精巧、实用、智能、节省空间，

是训练者 实用的训练工具。

精致外观与多功能绳动训练的完美结合

色系一 色系二

基础力量训练
增强个别肌群的力量与外部稳定性

·简单、安全的健身训练起点。

·针对特定身体部位、有支撑的孤立运动。

·易于完成的单平面动作。

·利用外部支撑帮助保持平衡和稳定性。

·有氧需求 低。

核心力量稳定性训练
结合核心稳定性并引入多平面运动

动态协调训练
综合提高全身力量、平衡能力和协调性

·基本动作与核心稳定性训练相结合。（不使用支撑垫）

·稳定性是完成屈体、伸展和转体运动的先决条件。

·综合的核心稳定性训练有助于提高全身力量和健身安全。

·减小因核心力量不足而导致背部损伤的危险。

·中度有氧需求。

·面向全身训练，强化专项动作。 
·地面训练为主，基本不依靠外部支撑。

·增强力量、平衡能力和协调性。

·全面改善日常生活中各种身体活动的质量。

·较高的有氧需求，提高练习者的有氧运动能力。

肩胸部综合功能训练器 HL-M9204 高拉提举双功能训练器 HL-M9202高拉背肌 / 高拉划船训练器 HL-M9205

三角肌全功能训练器 HL-M9203臂力腹肌综合功能训练器 HL-9206 腿部综合功能训练器 HL-M9201

HumanSport    1817     Hum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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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姿蹬腿训练机 LA-S1305 腿肌伸展训练机 LA-S1312 卧姿腿肌弯曲训练机LA-S1301

跪姿腿肌弯曲训练机 LA-S1311 大腿内收训练机 LA-S1308 大腿外展训练机 LA-S1307

站姿小腿训练机 LA-S1309 坐式推胸训练机 LA-S4301 上斜推胸训练机 LA-S2301

IMPACT® IMPACT®

三角肌训练机 LA-S4304 固定式高拉训练机 LA-S3303 高拉训练机 LA-S3305

坐式划船训练机 LA-S3301

后三角肌训练机 LA-S4302

低位划船训练机 LA-S3306

二头肌训练机 LA-S5301

坐式推胸训练机 LA-S4307

三头肌训练机 LA-S5302

三头肌下压训练机 LA-S5303 助力式引体向上训练机 LA-S6302 下背肌伸展训练机 LA-S3302

腹肌训练机 LA-S6301

IMPACT    2019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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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Woodway 专业训练跑步机

     美国 WOODWAY 公司是世界著名的专业运动训练跑步机制造商。其生产的跑步机以其独特的设计和技术以及卓越的性能被誉为世界上寿命

长、故障 少、减震 好、动力性能 强、适用竞技项目 广泛、使用 舒适、安全的专业训练跑步机，也因此被世界著名的众多奥林匹克训

练中心以及超过 90% 的 NBA、NFL 球队所广泛采用。在中国，WOODWAY 专业训练跑步机也得到了包括国家体育总局体能训练中心、辽宁省

体育局运动训练中心等专业机构的使用和认可。

专业训练跑台

Woodway——承载如下全球著名专业训练机构的信任

——国家的信任！

奥林匹克训练中心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运动员体能训练中心

美国 The Home Depot 国家奥林匹克训练中心

美国奥林匹克训练中心 ( 加州 Chula vista)
美国奥林匹克训练中心 ( 科罗拉多州 Colorado 
Springs)
美国奥林匹克训练中心 ( 纽约州 Lake Placid)
加拿大奥林匹克训练中 --- 太平洋区

加拿大体育训练中心 --- 大西洋区 (CSCA)

职业球队

90% 的美国 NBA 球队

97% 的全美橄榄球联赛（NFL）球队

93% 的美国棒球联赛（MLB）球队

大学体能训练中心

哈佛大学

斯坦福大学

康奈尔大学

缅因大学

印第安纳大学

伊利诺伊大学

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戴维营美军基地

卡尔文森号退伍军人医疗中心

美国中央情报局

美国国土安全部

美国国务院

美国航天局约翰逊航天中心

美国联邦调查局

美国特工处

西点军校

军队体能训练中心

Woodway 跑步机 其它跑步机

跑步舒适度

维护要求

速度范围

经济实用

使用寿命

数据显示

3/8 英寸硫化橡胶板条

专利跑带设计，吸震充

分，不会对骨骼、关节、

肌肉和肌腱造成任何伤

害。

轴承传动系统意味着接

近于零的摩擦、磨损及

维护要求，从而降低了

维护成本，延长了设备

寿命。无跑板设计保证

了跑步带无侧偏、上蜡

等问题的出现。

零起始速度，以 0.1 英

里 / 时的速度递增，即

使重量级用户也能达

到 25 英里 / 时的 大

速度。（ 大体重为

360kg 用户以 4 英里 /
时速度行走）

高性能设计降低了摩

擦，省电性能更突出。

另外，低维护降低了运

营成本，比常规跑步机

节电可达 50%。

跑步带平均寿命达 20
万英里或 32 万公里。

整机寿命还是未知，

事 实 上 几 乎 每 一 部

Woodway 跑步机（自

1990 年开始生产）至

今还在运转。

轴承传动系统完全消除

跑步带打滑的情况，速

度精算可精确到 0.1 英

里 / 时。跑步区无任何

遮挡或覆盖，视野更加

开阔，可方便进行步态

分析。

速度的测量师通过对马

达的速度推算出来的，

从而会受到使用者体

重、跑步带打滑等情况

的影响。电机罩对步态

分析造成不便。

在正确维护保养和定期

更换部件的情况下普通

跑步机运行可达 4-6 万

英里。

平均运行 1 万 -1.5 万

英里需更换一次跑板和

跑带。高运转状态下，

6-12个月需更换一次。 

0.5 英里 / 时的起始速

度， 高达 12.4 英里 /
时。承重范围为 90kg-
158kg。

需要每周维护；跑板上

蜡或更新；跑带定期校

位、调紧。

跑步带为 PVC、棉及

尼龙等材料制成，由普

通木质跑板支撑，脚部

容易受到冲击。

独创专利履带式跑步带，无跑步板设计，保

证了跑步带无侧偏、上蜡等问题的出现。吸

震充分，安全舒适。

硫化橡胶板条跑带，坚固耐用，平均寿命达

30 万公里，20 年无需更换。体验舒适，适

合各专项运动员使用。

独创专利精密轴承传动系统，摩擦接近于零，

顺畅，无拖沓和黏着。低噪音、低耗电量、

低故障率、低维护成本。并消除跑步带打滑

的情况，速度精算可精确到 0.1 英里 / 时。

跑步区无任何遮挡或覆盖，视野更加开阔，

可方便进行步态分析。

产品特点：  WOODWAY 跑步机与常规跑步机技术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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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板选择

技术优势：

● 点触式控制按键

● 侧位速度和坡度按键

● 超大号杯托 & 杂物盘

● 心率反应扶手

● 流线型扶手，适应不同身高人群

● 两侧加长防滑带

● 新型板条跑带设计，更加耐用

● 面板和侧面机身均采用单独定制结构，方便零部件更

换和维护

● 钢制框架结合 114 个滚珠轴承

● 占地面积小，空间利用 大化

标准显示屏

速度、坡度、停止按键

LED 数据显示速度、坡度、距离、时间和心率

CSAFE 兼容

内置高清电视配标准 LED 显示面板 19” 
高清电视 – 不需要独立电源线

屏幕长宽比例 16:9

跑步机一体式遥控器

私教显示屏 ( 适合于所有型号 )
菜单驱动 LCD 彩色屏幕

10 种预编程程序

自定义健身程序 ( 多达 99)
测试程序 ( 预编程美国军队、医疗和消防

部门训练程序 ）
LED 数据显示速度、坡度、距离、时间、

心率以及新城代谢量。

● 速度：使用者速度

● 承重：跑步时 227kg, 疾走时 363kg
● 动力：使用者人体动力，无马达驱动

● 跑步面积：56cm×173cm
● 传动：114 个轴承组成的独家专利轴承传动系统

● 跑带：60 枚含金属硫化橡胶板条组成的独家专利履带式跑步带

● 阻力：电磁式阻力 6.8kg-68kg
● 重量：254kg
● 电源：220V

Force 系列物理参数：

Force 系列：
·Force 1.0   ·Force 2.0   ·Force 3   ·Force1.5   ·Force 2.5

高水平的运动员如何更有效地提高运动成绩？这是国内外教

练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由美国 Woodway 公司研制的 Force 多
功能专业训练跑步机是专为高水平运动训练与体育科研而研发的

一款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无动力式跑步机。

经过多年实践验证，Force 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运动员的力

量和耐力、速度以及加速度等运动能力，也因此被中国国家体育

总局运动员体能训练中心、美国著名奥林匹克训练中心、NBA 和

NFL 等众多顶尖职业球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训练中心等机构

广泛使用，做为提高专项运动员体能和竞技水平的专业训练设备。

无动力专业训练跑步机

技术优势：
●  采用非电机制动模式 , 跑步机的运转完全依靠使用者自身的跑动产

生动力。

●  电磁式阻力系统 , 在既定训练目标设定的情况下在跑步带上加设阻

力，可以 大程度满足爆发力、耐力等高强度专项训练。

●  平衡装置 , 位于机身后部，使运动员在高强度训练时能够保持身体

平衡和重心稳定。并可进行正向跑动、侧向跑动及后退跑动训练。

●  履带式跑带设计与精密轴承传动系统，将 大程度的减轻训练时

足关节、膝关节的负担。

●  多功能的预设程序 , 可以充分满足各种竞技项目教练员的训练要求。

Force 1.5 软件页面

Force 3.0 软件页面

WOODWAY   2423  WOOD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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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面板

● 传动：114 个轴承组成的独家专利轴承传动系统

● 跑带：60 枚含金属硫化橡胶板条组成的独家专利

●  履带式跑步带

● 动力：使用者人体动力，无马达驱动

● 倾斜度：精密弧度跑台设计

● 电源：无需电源

● 显示面板：训练速度、训练时间、训练距离、心率、代谢能量

Curve 系列技术参数：

速度：无限制

承重：跑步时 200kg，疾走时 320kg
跑板面积：L170cm X W43cm
面板显示：理想速度、实际速度、时间、燃烧热量 代谢 能量、

步速、  距离和心率

跑带：60 枚含金属硫化橡胶板条组成的独家专利履带式跑带

传动系统：114 个轴承组成的独家专利轴承传动系统

板面：硫化橡胶

速度控制：900W 大功率涡流制动系统

设备重量：135kg
电源：12V/12A 铅蓄电池，机载发电机和电池系统

物理参数 :

舒适：吸震充分，即使在赤足或穿军靴时都能感受到跑步的舒适。速度随心，动静

之间，舒适驾驭感受带来真正户外跑步体验。

安全：EcoMill 设定的初始 大速度为 1.6 公里 / 时，以防止训练过程中的加速过度。 
训练中拉动安全绳可使速度立即降至 1.6 公里 / 时的初始速度。

省钱：电费零支出、耗损部件更换零支出、日常维护支出接近于零。

省心：无需跑带上蜡、校准等日常繁琐维护、超低噪音。

环保：完全无需外接任何电源 ，训练过程中可对其电池系统进行充电，保证了训练

的流畅性，低碳环保

适合项目：
适用于所有运动队进行有氧及瞬时提速训练，尤其是田径、

球类等瞬时提速项目。

WOODWAY EcoMill 绿色跑步机

技术优势：
●  绿色低碳：EcoMill 是一款无需马达动力即可达到用户理想

速度的新型绿色跑步机。独特的电磁制动系统使整个训练过

程的速度控制更加高效、顺畅。

●  安全优势：EcoMill 设定的初始 大速度为 1.0 英里 / 时，

这样就可以防止训练过程中的加速过度。训练过程中拉动安

全绳即可恢复到 1.0 英里 / 时的初始速度。

●  电池系统：保证了训练的流畅性。训练过程中可对其进行充电。

     全新 CURVE 绿色跑台，传承 WOODWAY 品牌三十年无动力研发精华，以专利履带式跑带、精密轴承传动系统结合开创性完美弧线跑台，

演绎至臻跑步乐趣，更享至强经济效益！

舒适：吸震充分，即使在赤足或穿军靴时都能感受到跑步的舒适。完全无需外接任何电源 ，100% 依靠人体动力运行，速度随心，动静之间，舒

适驾驭感受带来真正户外跑步体验。

省钱：电费零支出、耗损部件更换零支出、日常维护支出接近于零。

省心：无需跑带上蜡、校准等日常繁琐维护、超低噪音。

环保：零耗电、可回收材质、低碳环保。

适合项目：

适用于所有运动队进行有氧及瞬时提速训练，尤其是田径、球类等

瞬时提速项目。

技术优势：

● 无速度限制，跑台速度完全取决于使用者的速度，随心所欲。

● 精密的弧线型跑台设计，使用者通过调整落脚点的位置（对应

跑台倾斜面的不同高度），来控制 自身的跑动速度。加快速度

只需向前调整落脚点，放慢速度只需向后调整落脚点直至停止。

反应快速、即时。

● 可与运动专项相结合，实现正向跑动、侧向跑动、后退跑动三

种训练方式。

● 完全无需外接任何电源，消耗的是 100% 的人体

能量，是完全的低碳、绿色跑步机。

● 近乎于零的维护和使用成本。

Curve 系列：

·Curve    ·Curve 3.0    ·Curve XL

WOODWAY CURVE 速度训练跑步机

Curve XL 物理参数

设备尺寸 ( 宽长高 )
跑板面积

设备重量

承重

显示屏

79cm×173cm×173cm
43cm×170cm
111kg
跑步时 227kg, 疾走时 363kg
LED

79cm×173cm×173cm
43cm×170cm
111kg
跑步时 227kg, 疾走时 363kg
LED 配备训练跟踪和步态分析软件

97cm×218cm×191cm
55cm×218cm
250kg
跑步时 227kg, 疾走时 363kg
LED

Curve 物理参数项目名称 Curve 3.0 物理参数 Curve XL 物理参数

WOODWAY   2625   WOOD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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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

国际认证课程

灵活的训练方式

Testimonials

International 
Certified Course

Flexible Training 
Method PowerPlate® 科学、高效的训练

方式可以满足不同会员的训练需

求。在 PowerPlate® 设备上一

对一的训练课程还提供了一种全

新的方式，可以 大限度的提供

您的私教的使用率。

PowerPlate® 直观、简单的操

作界面非常适合导师在小团体

课程上授课，用户可以迅速地

掌握操作和训练技巧。客户可

以体验到更多个人训练的乐

趣，并在一个群体的环境下享

受分组训练的活力。

Power Plate® 不仅仅是一款高

效的训练设备，时尚、大方的

外形设计摆放在客厅或者卧室

更像一件艺术品。繁忙的工作

回家后，在家中短短 15 分钟

的训练让你随时保持好的精神

状态。

私教

Power Plate Level I 基础培训 ---- 利用振动训练为不同人群设计训练课程

Power Plate Golf 专项训练培训 --- 有针对性地训练高尔夫场上动作，提高挥杆的转动幅度和准确性

Power Plate 产后培训 --- 改善孕妇产后橘皮组织，减少皮下脂肪堆积

小团体训练 个人

      Power Plate® 让你每一天都在进步！由于振动训练能

够帮助身体募集更多的肌肉纤维，所以用户能够更短的时

间内训练更多的动作 - 不需通过额外负荷。通过加入温和

的拉伸以及放松按摩，30 分钟就可以完成全身的训练方案

了。

“到更年期以后，我在两年内丢失了 20% 的骨密度。我

开始每周进行三次 Power Plate® 的振动训练，8 个月后我

的脊柱骨密度神奇的增加了 3.5% ！我没有使用任何药物

和激素。很感谢 Power Plate® 这款神奇的振动设备！”

 --Kay Smith，54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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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参数

PowerPlate® My5TM

PowerPlate® pro5TM

PowerPlate® pro6+

PowerPlate® pro5HP

尺寸（W ｘ D ｘ H）

训练台尺寸（W ｘ D）

DualSyncTM 双电机系统

PrecisionWaveTM 精确波形震动技术

频率 / 预设频率

尺寸（W ｘ D ｘ H）

训练台尺寸（W ｘ D）

DualSyncTM 双电机系统

PrecisionWaveTM 精确波形震动技术

频率 / 预设频率

整体尺寸（W ｘ D ｘ H）

训练台尺寸（W ｘ D ｘ H）

DualSyncTM 双电机系统

proMotionTM 动态震动技术

频率

整体尺寸（W ｘ D ｘ H）

训练台尺寸（W ｘ D ｘ H）

DualSyncTM 双电机系统

稳定系统

频率

69cm ｘ 89cm ｘ 147cm

68cm ｘ 56cm

双电机系统确保设备在任意频率和振幅下均能保持精确的震

动平衡，从而达到肌肉震动的 高效率训练。

精确的波形震动系统为用户带来无可比拟的训练体验和训练

效果。

30 － 40Hz/30,35 或 40Hz

87cm ｘ 107cm ｘ 157cm

87cm ｘ 72cm

DualSync 双电机系统确保设备在任意频率和振幅下均能保

持精确的震动平衡，从而达到肌肉震动的 高效率训练。

精确的波形震动系统为用户带来无可比拟的训练体验和训

练效果。

25 － 50Hz/30,35,40 或 50Hz

96cm x 116cm x 152cm 

96cm x 94.5cm x 30cm 

双电机系统确保设备在任意频率和振幅下均能保持精确的

震动平衡，从而达到肌肉震动的 高效率训练。

三种张力调节选择 ; 内置模块化连接选项

30 － 39Hz

96cm x 114cm x 30cm 

96cm x 94.5cm x 30cm

双电机系统确保设备在任意频率和振幅下均能保持精确的

震动平衡，从而达到肌肉震动的 高效率训练。

先进的稳定和平衡补偿系统

25 － 50Hz

根据力量增长的超负荷原则，加速度可以使肌力较高的增长。

振动刺激能激活肌梭特别是初级传入纤维的兴奋性，反射地引起梭

外肌纤维收缩。在肌肉主动收缩的前提下，可以 大限度的募集运

动单位参与活动，有效提高肌肉的 大力量。

适用于竞技体育、运动康复、大众健身

力量和爆发力的提高

适用于医学、太空、运动康复、美容、大众健身、竞技体育

在进行振动训练时，振动所引起的摆动可以激活体内已经失活

和一些潜在的神经肌肉传导通路，而且可以协调不同肌肉或者肌群间

的收缩，从而产生精确、协调的运动。

改善机体的本体感受和协调性

适用于医学、运动康复

进行振动训练时，肌梭和振动 - 收缩反射引起的反射性刺激可以

激活体内已经失活或者潜在的神经肌肉传导通路和神经传导通路，促

进适应、动作学习和生长的潜力。

帮助康健人士重新行走或站立

适用于医学、运动康复、大众健身、美容

由于牵张反射和强直振动反射所引起的肌肉交替的收缩与放松，

可以对循环系统的管路进行挤压和放松，加速了各种液体在循环管道

中的流动速度。结果就是代谢能力提高，机体运输氧气和营养物质的

能力提高，加快淋巴循环。把营养物质运输到最深层的细胞，同时带

走霉素和代谢废物。

振动训练可以改善循环功能

适用于医学、运动康复、美容、大众健身

改善免疫系统功能
增加康复和再生
增进健康和活力

适用于医学、太空、运动康复

振动训练能够提供每秒 30-50次机械牵拉；虽然每次牵拉都很小，

但是已经足够刺激骨产生骨重建反应。很多其它疗法只是减缓骨丢失

速度，而振动训练能够刺激骨组织再生。

增加骨密度

更快速安全的训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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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项目：
适用于所有运动队，尤其是举重、摔跤、柔道、跆拳道、拳击等重竞技传统优势项目，以及游泳、

体操、球类等对力量要求较高的项目。

技术优势：

3-1-5 训练模式
采用独特的 3-1-5 训练模式，即进行 3 秒钟向心训练后紧接着 1 秒钟静力训练，最后进行 5 秒钟

离心训练。科学证明，3-1-5 训练模式不仅帮助运动员更安全的控制训练过程，并且可以很快的达到

力竭状态，更不会感到采用其他方式训练至力竭状态时的疼痛感。

如何通过与专项特点、运动实践密切结合的体能和力量训练，更有效的提高运动员的竞技水平？这是国内外优秀教练员们一直思考的问题。

由瑞典 X-Force 公司研制的 315 离心力量训练器是专为高水平运动训练和体育科研而研发的一套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全自动离心训练辅助设

备。经过多年实践证明，X-Force 可以更加科学、高效、安全、可控的提高运动员的整体体能和专项力量水平，它的应用遍及运动训练、康复训

练及运动医学等广泛领域。

全自动负荷加载
采用瑞典完美级工业设计，在离心训练阶段，X-Force

的配重片会自动完成 45 度角倾斜以加载 40% 负荷。整个

过程无需任何人工操作或辅助，即使无教练保护，也能独

立完成力竭训练。

向心训练阶段，配重片

与地面呈 45 度角倾斜

离心训练阶段，配重片

与地面呈 90 度角倾斜

由瑞典 X-Force 公司研制的 315 离心力量训练器是专为高水平运动训练和体育科研而研发的一套

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全自动离心训练辅助设备。

经过多年实践证明，X-Force 可以更加科学、高效、安全、可控的提高运动员的整体体能和专项

力量水平，它的应用遍及运动训练、康复训练及运动医学等广泛领域。

 X-FORCE   3231   X-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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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式推胸训练机 上斜推胸训练机 肩部提举训练机 肩部推举训练机

三头肌下压训练机 二头肌弯举训练机 腹肌训练机

卧式曲腿训练机

划船训练机

四头肌训练机

胸部推举训练机

背阔肌圆周训练机蹬腿训练机

高拉训练机

离心训练是指训练时肌肉在进行离心收缩，即在张力的作

用下被拉长。在向心训练阶段，举起重量意味着肌肉用力的同

时在缩短。而在离心训练阶段则相反：在下落的时候肌肉抵抗

重量，这意味着肌肉在用力的同时也在拉长。相比较而言，肌

肉离心收缩承受的负荷要远远大于向心收缩，而较大的负荷则

意味着更有效的训练和更快速的产生训练效果。

什么是
离心训练？

基础体能训练

力量和体能储备是运动员取得高水平比赛成绩的基

础。使用 X-Force 可以在 短的时间内获得专项运动项

目所必需的力量素质和稳定性，以便能够集中精力去提

高技巧。特别是在非赛季，每周使用 X-Force 训练一次

即可保持高水平体能基础。

专项力量与爆发力训练

传统训练方式下运动员通常会采用全身性心肺耐力

训练（例如跑步、自行车、跳绳等）作为热身，接下来

再针对专项肌肉群进行多组数的力量训练直到疲劳状态。

而使用 X-Force 训练则只需要运动员每个动作只进行一

组就可以达到疲劳状态，以提高专项爆发力和稳定性。

例如摔跤运动员可针对手臂和躯干，足球运动员可针对

腿部和躯干进行 X-Force 3-1-5 专项训练。

康复训练

使用 X-Force 进行 3-1-5 康复训练，物理治疗师可

在整个过程中指导患者，在向心阶段给予辅助，同时让

患者自己进行离心阶段的训练。在安全、可控的条件下

让肌肉、关节、韧带等受伤运动组织接受更多的刺激，

使它们更加的稳定和强壮，更快更好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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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特点：

● 全金属框架

●  ABS 塑料板

● 密封电子元件

● 计算机摇控焊接

● 电子和机械部件采用工业标准

● 双链驱动

相关参数：

● 重    量 : 280kg
● 高    度 : 142 cm
● 基本尺寸 : 230 x 109 cm
● 马    达 : 3 匹

● 把    手 : 均配有速度和急停按键

● 安全系统 : 四个光敏元件和安全强绳设计

● 显 示 屏 : 图表化用户界面

● 软件升级 : 可升级软件

reACT 是一款拥有独特专利设计的离心训练设备。它可以为高水平运

动员提供安全、高效、可控、零冲击的肌肉离心训练，以达到快速增强爆

发力、耐力、核心稳定性以及促进康复的训练目标，也因此被广泛的应用

于专项训练、康复训练和运动医学研究等领域。目前，美国奥林匹克训练

中心、美国国家滑雪队、美国海豹突击队以及包括超级碗冠军纽约巨人队

在内的多支 NFL、NBA 职业球队都在使用 reACT 离心训练运转机进行高

水平、零冲击的体能和专项训练。

 reACT 离心训练运转机

™

技术优势：
● 可进行独一无二的零冲击离心训练，使训练对于下肢关节的冲击降到 低，

大大减少了受伤风险。

● 可在无人辅助的情况下，通过调节训练强度，快速、高效、安全的达到力

竭训练效果。

● 可采用正向、侧向和反向三种不同姿势踩在训练板上，完成耐力训练、无

氧训练、核心稳定性与动态平衡训练，特别可以

提高下肢肌肉关节承受冲击的能力。

● 可用于运动性损伤的康复，特别是下肢肌肉关节在受伤中后期的恢复性训练。

● 可让运动员在保持身体平衡和核心稳定性的基础上， 大强度的提高下肢

肌肉的爆发力和耐力。

适合项目：
适用于所有运动队，尤其是重竞技、田径、短道速滑、跆拳道、武术、

足球等下肢力量要求较高的运动队。

VASA ERGOMETER 游泳模拟训练器是时下 受各大游泳强国的游泳运动员、教练员推崇的一款游泳模拟训练

器 , 其公司至今具有 23 年的体育设备研发及生产经验。VASA ERGOMETER 目前被美国、澳大利亚、荷兰、俄罗

斯等游泳强国广泛使用，在一些顶级游泳运动员的训练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国家游泳队已经将 Vasa 系
列训练设备用作运动员的主要训练设备。

 Vasa   3635   re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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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有氧训练设备

      JACOBS LADDER 爬梯训练器是一款为高水平运动员打造的具有专利技术的

训练设备。相比传统有氧训练设备，JACOBS LADDER 更可以充分调动全身肌群

参与运动，特别是上肢与核心部位，达到高强度有氧训练的效果。运动员可以根据

训练要求自我调控速度，攀爬越快，设备运转速度也就越快，保证了训练的安全。

JacobsLadder 爬梯训练器可以实现有氧训练、无氧训练、间歇训练、康复训练等多

种模式，其独特的 40度倾斜角度设计大大降低了训练者下背部的压力，并实现独特、

高效、富有趣味性的训练效果。目前，JACOBS LADDER 爬梯训练器受到了包括美

国大学训练中心、职业球队、海豹突击队、联邦调查局及消防警察局在内的众多客

户的使用和认可。

37   JACOBS LADDER 

科学优势

● 40 度角设计，确保用户以 自然的方式攀爬，完全消除

腰部、髋部和膝盖的压力。

● 动感、持续的攀登模式确保用户

在整个运动过程中腿肌和腰肌的充

分参与，同时帮助用户提高心肺功

能和 大慑氧量。

● 身体前倾不仅能够增加脊椎肌肉组织的稳定性，

还能够提高身体的平衡力。

● 通过上身训练加强三头肌、胸肌、背阔肌和三角肌等肌肉

组织，与此同时提高用户心肺功能和 大慑氧量。

● 低冲击运动可消除髋关节、膝关节和脚踝在运动过程中的

磨损。

● 用户可根据个人需求调节高度，确保了运动的舒适性。

● 运动过程中，用户在确保四肢参与的同时还要保持身体的

协调性，从而达到提高用户核心稳定性的效果。

● 用户能够自我控制速度和节奏，即使没有教练和专业医护

人员，也能避免用户出现训练不足或过度训练的现象。

JACOBS LADDER   38

JACOBS LADDER 以其独特新颖的外观、富

有激励性的体验和高效的功能性训练效果，已经成

为全球知名连锁健身俱乐部品牌和专业训练队推崇

的特色训练设备。

JACOBS LADDER 也因其独特的优势被风靡

全球的减肥真人秀节目“Biggest Loser”选用，成

为节目中 受欢迎的健身设备之一。（CCTV2 曾在

2011 年购买该节目版权并在周末黄金时间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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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po 的发明人为 Marius Popescu。13 年美国国家柔道队的比赛经验。专业队下来后，在圣荷西州立大学继续从事柔道训练的教学工作。

Marpo 不仅仅是攀索训练的替代性工具，是非常高效的功能性训练工具。Marpo 是提高力量、耐力、心肺和体能的功能性训练工具。现在

Marpo 攀索训练器用于世界 30 多个不同国家俱乐部、康复中心和健身会所。

 MARPO   40

VMX--- 多模式绳索训练器

VMX 绳索训练器可进行多模式训练 - 水

平、斜向、垂直以及逆向拉动绳索。绳

索调节滑动器调节方便，随时方便用户

进行力量、有氧和功能性训练的方式转

换。多元化的高度、握姿和拉动方向共

同打造 VMX 多功能训练器。

V250--- 助力式绳索训练器

V250 助力式绳索训练器模拟实际攀索体

验。座椅会根据用户的训练上下浮动，

用户能够体验到真实的攀爬体验，训练

核心肌群、手臂和握力。助力式座椅能

够抵消用户的身体自重，任何体能的人

群都能够从这种独特的训练方式中受益。

迅速拆卸座椅能够帮助用户进行下半身

训练、站姿动作训练，甚至轮椅用户进

行训练。V250 在确保用户安全训练的

同时，为用户提供高强度的有氧和力量

训练。

VLT--- 简约型绳索训练器

VLT 绳索训练器是一款简约型、低重量

器械，可以充分消除由于层高限制大设

备无法进入的尴尬。

迅速拆卸座椅能够帮助用户进行下半身

训练、站姿动作训练，甚至轮椅用户进

行训练。VLT 绳索训练器可以帮助用户

进行力量、有氧、体能、康复训练，为

用户提供安全、可行的训练项目。

39    MAR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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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Coaster® 是一款全新的，革命性的腹肌训练设备。突破传

统的腹肌训练模式，Ab Coaster® 采用“bottom up”——由下向

上提膝卷腹的训练轨迹，使腹肌训练更加简单高效。目前全球众多

职业运动员、健身健美爱好者都将 Ab Coaster® 视为打造完美腹肌

的 佳训练设备。

技术优势： 

●  机身采用钢制结构、钢制扶手、钢制轴承保障设备的安全稳定性以

及长时间的使用寿命。

● 手柄支撑设计让训练者在训练过程中减少了手臂肌肉和肩部肌肉的

参与，使训练过程对肩膀及颈椎不产生任何压力，完全孤立腹部肌

肉群使得腹部肌群得到充分的锻炼。

● 旋转式椅垫设计，使运动员在训练的过程中仅仅通过自身轻松的转

动就可以轻而易举多角度的训练到腹直肌、腹横肌、腹内外斜肌等

全部腹部肌肉。

● 滚动式轴承设计使身材魁梧、下肢体重较重的一些大块头运动员也

可以轻松完成“bottom up”：由下向上提膝卷腹训练，从而高效完

成腹肌训练。

相关参数 AbCoaster  CTL：
● 重负荷钢构造

● 可调节钢制扶手

● 氨基甲酸乙脂塑模衬垫

● 可移动脚轮

● 可调节座椅

● 拆装快捷

● 重量：59kg
● 承重：203kg
● 外观尺寸（长宽高）：130×104×145cm

相关参数 CS3000：
● 重负荷钢构造

● 超级滑翔尼龙滚轮

● 6.35cm 不锈钢导轨

● 氨基甲酸乙脂塑模衬垫

● 可调节钢制扶手

● 密封钢制轴承

● 可移动脚轮

● 可调节座椅

● 拆装快捷

● 重量：68 kg
● 负重：203 kg
● 外观尺寸（长宽高）：155×84×147cm

41   Ab Coster

Ab Coster® 健腹轮

Ab Solo 投篮器

Ab Solo 投篮器是一款有趣、高效的腹肌训

练器械，专利投球计数设计可以让用户非常轻松、

有效地完成核心和腹部肌群的训练。全新的 Ab 
Solo 投篮器设计更加新颖、人性化，占地面积更小，

训练起来更加安静。3 个“目标触点”增加了用户

训练的多样性和趣味性。创新型充气缓冲座椅可

以让用户更加有效地进行核心训练。

特点简介

结构：刚强度钢制结构

运动特点：核心肌群和有氧训练

特色功能：计数器

附加功能：三色目标触点

性能配置：静音设计

标准配件：6 磅和 8 磅的药球

安装：快速、简单

尺寸：213*104*178cm（长 * 宽 * 高）

重量：275 磅

Abs 腹肌训练椅

Abs 腹肌训练椅采用双向轴心训练轨迹，用

户可以非常自然地进行双向卷腹动作，包含 了正

向卷腹和反向卷腹动作。正向卷腹和反向卷腹可

以独立或者同时完成，非常具有创新性的腹肌训

练方式。Abs 腹肌训练椅是市场上唯一一款商用

版腹肌训练椅，可以同时让上腹和下腹肌群参与

训练。 设备的前侧和后侧都加入了铃片挂杆，这

样就方便用户在训练期间随时改变训练强度，进

行有挑战难度的训练。背部靠垫和脚挂钩均根据

自然地生物力学轨迹进行设计，无论用户的体型

大小，都能为用户带来舒适、稳定的训练。

特点简介

结构：刚强度钢制结构

运动特点：正向卷腹和反向卷腹

附加功能：两个配重片挂杆

最大配重：50 磅奥林匹克配重片

安装：快速、简单

尺寸：208*91*104cm（长 * 宽 * 高）

重量：175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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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vigym 多功能功能运动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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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久坐，迎接办公新时代

研究证明久坐生活状态和运动的缺乏是不健康的，我们也

因此患上肥胖症和许多慢性疾病。是时候“重新思考我们是如

火如何工作的”了！不必再为如何在工作时尽量不动二烦恼了，

因为 LifeSpan 莱仕邦已然替我们将体育活动又带回了办公场

所！

源自美国的 LifeSpan Fitness ( 中文品牌名为莱仕邦 ) ，在国际市场上提供全系列家用、

商用和办公系列的健身器材品牌。

LifeSpan 莱仕邦总公司于 2001 年设立美国盐湖城，除了美国总部之外，LifeSpan 莱仕邦

也在世界主要国家设立经销商，以提供更完善的服务质量。

LifeSpan莱仕邦除了专注于健身器材研发外，更积极将健康生活方式的理念结合高端科技，

运用在 LifeSpan 莱仕邦产品上，有效的落实个人健康管理，发展出 LifeSpan 健康生活馆。

LifeSpan 莱仕邦健身器材在登录中国大陆市场不久后，便以此健康生活馆的概念在业界造

成一股风潮，并获得市场上的肯定。

重新思考我们是如何工作的

研究显示，久坐之工作者死于心脏疾病之机率为跑上、跑下之工作者

的两倍；腰部和髋关节之疼痛问题，以及平衡力和活动力变差，甚至包

括糖尿病、忧郁症、罹癌风险提高，也是跟久坐有关。“走”是人体最

简单、最基本的运动方式。人体全身有近五百条肌肉，三分之二集中在

下半身，故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心脏外科主治医生保罗●怀特博士，首

先提出“脚是第二心脏”的说法，常言也道 :“老化从腿开始”。

Rethingking How We Work
办公也能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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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专业健身球

PU 哑铃PU 铃片

壶铃

凹点球

产品名称 材质 规格 产品介绍

包胶壶铃 环保橡胶 4、6、8、10、12、16、20、24KG
材质环保，手柄和内部由钢 + 生铁组成，壶铃表面由天然橡胶

作成。

PU 哑铃 环保聚氨酯 2/4/6...20/22.5/25/27.5…50KG
造型来自于世界顶级跑车轮胎的设计理念，环保无味，一体成型，

抗冲击力强，防锈

PU 铃片 环保聚氨酯 2.5/5/10/20/25KG
造型来自于世界顶级跑车轮胎的设计理念，环保无味，不锈钢

圈耐磨防锈， 一体成型，抗冲击力强

防爆专业健身球 环保 PVC 65CM，3300G 环保，安全防爆，高弹力，抗压， 大承重 1.5 吨

凹点球 天然橡胶 1/2/3/4/5/6/7/8/9/10KG 天然环保，造型设计来自于高尔夫球

51   TANITA DO!T    52

●  已取得中国二类医疗器械认证：国食药监械 ( 进 ) 字 2008 第 2213493 号。 
●  采用生物电阻抗分析法（BIA 法），并以 DXA 法作为基准，对人体多想

身体成分进行综合分析。"
●  本设备可用于分析与身体成分及体重有关的多种成人疾病，用于监控并

预防脂肪组织过度堆积而造成的多种疾病、如糖尿病、高血脂、胆结石和

脂肪肝等。

●  可以有效监控与脂肪组织有关的身体成分变化情况

●  不仅适用于人体健康而且也适用于健美领域、可以有效评估人体营养摄

取情况以及运动量大小

●  操作简便、不需要专门的场地及操作专业技能

●  测量程序简单方便，在过程中不会对患者造成任何不便

●  测量体重、体脂肪率、脂肪量、除脂肪重、肌肉量、体水分率、BMI、细

胞外液、细胞内液、内脏脂肪等级、推定骨量、基础代谢量等身体数据。

●  进行肌肉综合评价、脂肪综合评价、肌肉平衡分析、体型判定、目标体重、

重量控制、肥胖程度、综合评分、体重控制、肌肉控制、脂肪控制。

●  记录人体成分分析历史记录、每个节段和频率的电阻抗值

随着人体科学技术的发展，身体成分的测量的方法，从源自于阿基米德定律的水下称重法（测量体成分的黄金标准）、皮褶测量法、发展到

生物电阻抗法、红外线法、MRI/CT 扫描法等多种测试方法，而生物电阻抗法是作为简便易用、准确度高的测量方法已经在近 10 年的科研、运动、

临床等领域的应用中得到了很好的推广。

       作为全世界第一台人体生物电阻抗法的发明者日本百利达（TANITA）公司在 1989 年至今已经推出了 3 代体成分分析产品， 近百利达

（TANITA） 又推出 BC 系列是专门针对亚洲人群设计的身体成分系列产品。

       百利达（TANITA）BC 系列人体成分分析仪，采用生物电阻抗分析法（BIA 法），利用四点接触电极，单回路方法对人体多项身体成分进行

综合分析。该分析仪操作简便，测试数据稳定，受试者只需站在足部电极上，用 20－ 30秒钟的时间即可完成全部测量，并立即得出人体的体脂肪，

体水分、蛋白质、肌肉、内脏脂肪等级的测量值等多项指标，并根据不同受试者的各项测试指标指数得出个性化的分析评定报告。

型号：MC-780

百利达简介

产品功能

应用领域

测量范围 0-270kg 分度值为 0.1kg

输入内容 : 5 岁 ~99 岁 / 小单位 1 岁 ;  90cm~249.9cm/ 小单位 1cm                                          

220V AC 电压 ; 功率 : 25VA  ; 额定电流 90uA 以下

机身尺寸 : 94×360×1165mm

专业人体脂肪仪 MC-780

●  体育、科研单位 ●  高等院校 ●  医疗、康复、保健、疗养机构 ●  专业健身机构 ●  健康住宅、社区

●  广泛应用于运动医学、康复医学、健美减肥中心等多个领域，可为控重、减脂、增肌训练、营养平衡和诊断疾病等方面提供科学有效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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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肌伸展训练机 / SP-5000

•外观尺寸：117×107×145cm
•配重：77kg/95kg/113kg
•装船重量：191kg/210kg/228kg

坐式划船训练机 / SP-5900

•外观尺寸：112 x 175 x 145cm
•配重：77kg/95kg/113kg
•装船重量：192kg/210kg/228kg

肩部推举训练机 / SP-6200

•外观尺寸：145 x 137 x 145cm
•配重：77kg/95kg/113kg
•装船重量：234kg/252kg/270kg

坐式小腿训练机 / SP-6500

•外观尺寸：97 x 150 x 145cm
•配重：77kg/95kg/113kg
•装船重量：176kg/194kg/212kg

大腿内收训练机 / SP-5300

•外观尺寸：66 x 173 x 145cm
•配重：77kg/95kg/113kg
•装船重量：200kg/218kg/236kg

三头肌训练机 / SP-5600

•外观尺寸：130 x 122 x 145cm
•配重：77kg/95kg/113kg
•装船重量：222kg/240kg/258kg

坐式屈腿训练机 / SP-5100

•外观尺寸：125×147×145cm
•配重：77kg/95kg/113kg
•装船重量：223kg/241kg/259kg

下背肌伸展训练机 / SP-6000

•外观尺寸：130 x 114 x 145cm
•配重：77kg/95kg/113kg
•装船重量：198kg/216kg/235kg

腹肌训练机 / SP-6300

•外观尺寸：112 x 107 x 145cm
•配重：77kg/95kg/113kg
•装船重量：184kg/202kg/220kg

臀肌训练机 / SP-6600

•外观尺寸：99 x 147 x 145cm
•配重：77kg/95kg/113kg
•装船重量：179kg/197kg/215kg

大腿外展训练机 / SP-5400

•外观尺寸：66 x 173 x 145cm
•配重：77kg/95kg/113kg
•装船重量：206kg/224kg/242kg

扩胸 / 后三角训练机 / SP-5700

•外观尺寸：142 x 167 x 191cm
•配重：77kg/95kg/113kg
•装船重量：257kg/275kg/294kg

蹬腿训练机 / SP-5200

•外观尺寸：112×185×180cm
•配重：95kg/141kg
•装船重量：288kg/325kg

高拉训练机 / SP-6100

•外观尺寸：125 x 132 x 236cm
•配重：77kg/95kg/113kg
•装船重量：208kg/226kg/245kg

转体训练机 / SP-6400

•外观尺寸：127 x 94 x 145cm
•配重：77kg/95kg/113kg
•装船重量：200kg/218kg/236kg

二头肌训练机 / SP-5500

•外观尺寸：152 x 97 x 145cm
•配重：77kg/95kg/113kg
•装船重量：201kg/219kg/237kg

蝴蝶式扩胸训练机 / SP-5800

•外观尺寸：142 x 107 x 180cm
•配重：77kg/95kg/113kg
•装船重量：247kg/265kg/283kg

霸力门 SP 系列 霸力门 SP 系列

 PARAMOUNT SP 系列   5453   PARAMOUNT SP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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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力门 XL2 系列

腿肌伸展训练机 / XL2-100

• 外观尺寸：147 x 112 cm
• 配重：77kg / 114kg

大腿肌内外侧训练机 / XL2-400

•外观尺寸：163 x 79cm
•配重：77kg / 114kg

坐式推胸训练机 / XL2-900

• 外观尺寸：119 x 135 cm
• 配重：77kg / 114kg

坐式屈腿训练机 / XL2-200

• 外观尺寸：180 x 104 cm
• 配重：77kg / 114kg

二头肌训练机 / XL2-600

• 外观尺寸：117 x 117cm
• 配重：59kg / 86kg

肩部推举训练机 / XL2-700

• 外观尺寸：147 x 132 cm
• 配重：77kg / 114kg

扩胸 / 后三角肌训练机 / XL2-1000

• 外观尺寸：150 x 147 cm
• 配重：77kg / 114kg

蹬腿训练机 / XL2-300

• 外观尺寸：188 x 109 cm
• 配重： 95kg / 141kg

肩部侧举训练机 / XL2-800

•外观尺寸：89 x 112 x 145cm
•配重：59kg/87kg

 PARAMOUNT XL2 系列   5655    PARAMOUNT XL2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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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式划船训练机 / XL2-1200

• 外观尺寸：122 x 140 cm
• 配重：77kg / 114kg

三头肌下压训练机 / XL2-1500

• 外观尺寸：130 x 109cm
• 配重：77kg / 114kg

下背肌伸展训练机 / XL2-1300

• 外观尺寸：117 x 122 cm
• 配重：59kg / 86kg

坐式转体训练机 / XL2- 1700

•外观尺寸：127 x 94 x 145cm

腹肌训练机 / XL2-1400

• 外观尺寸：104 x 107cm
• 配重：59kg / 86kg

卧式屈腿训练机 / XL2-1800

• 配重：77kg / 114kg

高拉训练机 / XL2-1100

• 外观尺寸：137 x 345 cm
• 配重：77kg / 114kg

57   PARAMOUNT XL2 系列  PARAMOUNT FS 系列   58

霸力门 XL2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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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力门 FS 系列 霸力门 FS 系列

蹬腿 / 小腿训练机 / FS-51

• 外观尺寸：180×104×165cm
• 配重：77 kg / 114 kg
• 重量：227 kg / 263 kg

胸部推举训练机 / FS-64

• 外观尺寸：94×140×145cm
• 配重：77 kg / 114 kg
• 重量：195 kg / 231 kg

多向推举训练机 / FS-54

• 外观尺寸：208×135×145cm
• 配重：77 kg / 114 kg
• 重量：227 kg / 264 kg

背部 / 腹部训练机 / FS-57

• 外观尺寸：112×125×145cm
• 配重：77 kg / 114 kg
• 重量：201 kg / 237 kg

大腿内外侧训练机 / FS-52

•外观尺寸：155×145×165cm
• 配重：77 kg
• 重量：218 kg

肩部推举训练机 / FS-65

• 外观尺寸：94×140×145cm
• 配重：77 kg / 114 kg
• 重量：200 kg / 236 kg

扩胸 / 后三角肌训练机 / FS-55

• 外观尺寸：152×142×185cm
• 配重：77 kg / 114 kg
• 重量：212 kg / 249 kg

腿肌伸展训练机 / FS-60

• 外观尺寸：165×112×145cm
• 配重：77 kg / 114 kg
• 重量：192 kg / 228 kg

腿肌伸展 / 弯曲训练机 / FS-50

• 外观尺寸：160×109×145cm
• 配重：77 kg / 114 kg
• 重量：215 kg / 251 kg

腿肌弯曲训练机 / FS-61

• 外观尺寸：160×117×145cm
• 配重：77 kg / 114 kg
• 重量：207 kg / 243 kg

高拉 / 划船训练机 / FS-53

• 外观尺寸：196×122×213cm
• 配重：77 kg / 114 kg
• 重量：217 kg / 254 kg

二头肌 / 三头肌训练机 / FS-56

• 外观尺寸：119×130×145cm
• 配重：77 kg / 114 kg
• 重量：216 kg / 252 kg

 PARAMOUNT FS 系列   6059   PARAMOUNT FS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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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力门 FW 铃片负载系列

PARAMOUNT FW 铃片负载系列    6261   PARAMOUNT FW 铃片负载系列

单轴转动式高拉训练机 / FW-1400

•外观尺寸：144 x 155 x 180 cm
•重量：148 kg

站式屈腿训练机 / FW-1600

•外观尺寸：99 x 109 x 112cm
• 重量：80 kg

单轴转动式坐式划船训练机 / FW-1300

• 外观尺寸：114 x 157 x 150 cm
• 重量：129 kg

蹬腿训练机 / FW-7800

• 外观尺寸：175 x 241 x 132cm
• 重量：212 kg

胸部综合训练机 / FW-8700

•外观尺寸：112 x 226 x 94 cm
•重量：138 kg

腿部综合训练机 / FW-8800

•外观尺寸：91 x 211 x 152cm
• 重量：257 kg

肩部综合训练器 / FW-9200

•外观尺寸：135 x 173 x 180cm
• 重量：138 kg

蹬腿训练机 / FW-300

•外观尺寸：165 x 157 x 132cm
• 重量：134 kg

二头肌弯曲训练机 / FW-600

•外观尺寸：114 x 97 x 94cm
• 重量：101 kg

三头肌伸展训练机 / FW-500

•外观尺寸：114 x 132 x 152cm
• 重量：101 kg

单轴转动式肩肌推举训练机 FW-1100

•外观尺寸：114 x 130 x 130 cm
•重量：112 kg

腿部伸展训练机 / FW-100

•外观尺寸：119 x 150 x 99cm
• 重量：90 kg

单轴转动式推胸训练机 / FW-800

•外观尺寸：117 x 147 x 188 cm
•重量：148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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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式小腿训练椅 / PFW-5700

• 外观尺寸：64x 155x 99 cm
• 重量：67 kg

罗马凳 / PFW-5600

• 外观尺寸：61x 122x 87 cm
• 重量：43 kg

哑铃架 / XFW-4700

• 外观尺寸：155x 76x 84 cm
 241x 76x 84 cm

划船训练器 / PFW-5500

• 外观尺寸：117x 219x 115 cm
• 重量：84 kg

可调式腹肌板 / PFW-5300

• 外观尺寸：61x 163x 102 cm
• 重量：45 kg

哑铃训练平椅 / PFW-7000

• 外观尺寸：64x 122x 137 cm
• 重量：25 kg

三头肌训练椅 / PFW-4400

• 外观尺寸：61x 81x 107 cm
• 重量：23 kg

杠铃片架 / PFW-6300

• 外观尺寸：77x 77x 97 cm
• 重量：20 kg

臂部曲伸凳 / PFW-5000

• 外观尺寸：92x 107x 102 cm
• 重量：43 kg

霸力门 FW 自由力量系列

平卧推举训练凳 / PFW-7100

• 外观尺寸：130x 168x 140 cm
• 重量：84 kg

可调式哑铃练习椅 / XFW-6700

•外观尺寸：76 x 130 x 47cm

上斜推举训练椅 / PFW-7200

• 外观尺寸：130x 161x 140 cm
• 重量：96 kg

屈膝收腹训练器 / PFW-6400

• 外观尺寸：69x 105x 153 cm
• 重量：52 kg

三向推举训练凳 / XFW-8200

• 外观尺寸：130x 201x 140 cm
• 重量：118 kg

63   PARAMOUNT FW 自由力量系列 

XFT-100 功能性训练设备

可调节支撑柱旋

转 360˚ 允许用户

在多个平面之间

转换，进行功能

性训练

终极旋转臂
可调节 14 个水平位置，总范围达 169˚ 。滑轮距离 近

可达 17"， 远可达到 67½".

20 个不同的位置选择总距离达到 58"

参数 :
尺寸 : 美制 / 公制

小面积 :        大面积 :
直径 - 39" / 99 cm        39" / 99 cm
宽度 - 71.5" / 182 cm    71.5" / 182 cm
高度 - 83.6" / 213 cm*  86.8" / 220 cm

设备重量 : 553 lbs. (251 kg)
地板压力 : 44 lbs. / ft² (215 kg/m²)
配重 : 130 lbs. (59 kg) ea.
阻力配重 : 65 lbs. (29.5 kg) ea.
拉力增加量 : 5 lbs. (2.3 kg)
钢线长度 : 6.4' (95 cm) per handle

选配 :

配件组合 :
三头训练绳 , 运动把手 , 脚踝固定

绳 , 椭圆把手 (2)

可增加配重 :
配重片按照 2.5 lbs. (1.2 kg) 重
量递减

多功能训练座椅 XFW-6700

* 需要有选配横杆

彩色标识训练指导图清晰地标示 18 个基础动作的开始和结束位置， 一共分为 6 个类别。

• 运动专项 • 胸 & 背 • 核心

• 肩部动作 • 腿 • 手臂

夹胸 / 飞鸟

垂直位置 A-T 
水平位置 12-14

二头弯举

垂直位置 T 
水平位置 1

小臂

垂直位置 F-K 
水平位置 10-12

大腿外侧

垂直位置 T
水平位置 10-12

XFT-100 功能性训练设备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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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FT-300 功能性训练设备 PFT-200A 功能性训练设备

可调节训练柱可

旋转 360˚ ，允许会员

在多个平面上自由地

完成各种训练动作。

64" 高度范围内标示有

字母 AW，为用户提供 23
个不同的训练位置选择。

终极旋转臂

14 个不同的水平调节位置，可旋转幅度

169˚，滑轮的距离可从 27" 达到 86½".

彩色训练指导图清晰地展示了如何开始以及结束 18 个基础训练动作，所有动作总共分为 6 类。

• 运动专项 • 胸 & 背 • 核心

• 肩部 • 腿部 • 手臂

US/ 公制

最小面积 :           最大面积 :
直径 - 43" / 109 cm    43” / 109 cm
宽度 - 68" / 173 cm    98" / 249 cm
高度 - 92" / 234 cm    92” / 234 cm

飞鸟  垂直方向 A-W
 水平方向 14

二头弯举  垂直方向 W
 水平方向 1

单手摆臂  垂直方向 I-P
       水平方向 10

大腿外侧  垂直方向 W
       水平方向 10

框架颜色 : 银白色

mp 多站位
MP 系列直观、简洁的功能设计成就了目前市场上同

类产品中性价比最高的二、三、四站位的训练器械。商用

级别的结构设计采用了最科学的生物力学设计，是酒店、

健身房、住宅区健身中心的首选。

霸力门 PFT-200A 一直以来都以其简约的设计和强

大的功能而被客户所认可。无论是健身用户、体育专项

或者康复人员都能从 PFT-200A 无数种功能性训练动作

中选出合适自己的。

PFT200A 特点：

● 占地面积小 99 X 162.56 cm
● 在垂直和水平方向分别可以提供 12 和 9 个不同的调节

位置

● 插销和弹簧加压式负载调节系统，更加人性化

● 封闭式内平衡和内部钢线设计，更加安全

● 16 号粉末涂层钢架，高强度耐用

65   XFT-300 功能性训练设备 PFT-200A 功能性训练设备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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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使用 2XL 产品的高端酒店品牌：

2XL 致力于为酒店、健身房、医疗机构、高密度活动区域提供专业湿巾和湿巾解决方案，让客户享受绝对安全、洁净的环境。

2XL 湿巾采用特殊配方，可以轻松移除汗渍、污垢和病菌，不伤害健身器材表面以及其它高密度使用表面。

Gymwipes/Carewipes 产品特点

 强力消灭 99.9% 的病菌、细菌和真菌

  EPA 美国环保局注册产品，强力杀菌，可杀死 50 种以上致病菌，包括耐药性金黄葡萄球菌、HIV 和 H1N1 流感病毒。

采用抗菌配方，长时间抑制细菌滋生

清香型配方，不含防腐剂、酒精或漂白剂，不伤害皮肤

经健身设备生产商检测和认证，不伤害健身器材表面

仅需要一片湿巾。斜向抽出湿巾（45 度角）可以

更好地断开湿巾，擦拭物体表面后请丢入垃圾桶。

2XL湿巾采用独特配方可以轻松移除汗渍和污垢，

而不伤害训练器材表面。可用于擦拭坐垫、腿部

和手臂靠垫、训练椅、握把、镀铬表面、涂漆面、

钢制和橡胶表面以及控制面板表面。

医疗行业健康 / 健身设施

学校 / 教育机构

公司 / 企业

美容 / 水疗中心餐饮行业

67   2XL 2XL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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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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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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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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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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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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ump Boxing    7877   Thump Bo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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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因为拳击或格斗技巧

不足带给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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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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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