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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多样的 OpenHub ™控制
面板选择

Soft Trac三层悬浮减震系统为用
户提供最大的减震效果。

人性化设计，按键和接触式心率握

把，多功能水杯和杂物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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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x 跑步机            

产品重量-447lbs(216kg)

●跑板面积-60"×21.5"（152×54.6cm）

●设备宽度-36"（91cm）

●设备长度-85"（215cm）

●设备高度-63"（160cm）

型号：8-TRx

●产品重量-576lbs(261kg)

●跑板面积-60"×21.5"（152×54.6cm）

●设备宽度-32"（81cm）

●设备长度-81"（206cm）

●设备高度-60"（152cm）

8系列跑步机   1110   8系列跑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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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机高度     -12”（31cm)

● 设备总重量     -719 Ibs（326kg)

● 设备宽度     -36" (91 cm)

● 设备长度     -83" (211 cm)

● 设备高度     -83" (211 cm)

TreadClimber® 沙滩漫步机 型号：8-TC

型号：8-TC TreadCl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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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总重量     -120 Ibs （55kg)

●飞轮重量            -41 Ibs（18.6kg)

●设备宽度       -21" (53 cm)

●设备长度       -57" (144 cm)

●设备高度       -40" (102 cm)

Studio 7 单车 型号：Studio 7

型号：Studio 7

    

●设备总重量     -134 Ibs （61kg)

●飞轮重量            -41 Ibs（18.6kg)

●设备宽度       -21" (53 cm)

●设备长度       -54" (137 cm)

●设备高度       -40" (102 cm)

Studio 5 单车 型号：Studio 5

型号：Studi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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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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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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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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Curve 3.0 Curve XL 物理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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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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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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范围 0-270kg 分度值为 0.1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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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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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产品手册-新.indd   10-11 16/8/30   下午4:54



综合产品手册-新.indd   2-3 16/8/30   下午4:58



综合产品手册-新.indd   4-5 16/8/30   下午4:58



综合产品手册-新.indd   6-7 16/8/30   下午4:58



综合产品手册-新.indd   2-3 16/8/31   下午1:51



综合产品手册-新.indd   4-5 16/8/30   下午5:02



综合产品手册-新.indd   2-3 16/8/30   下午5:02



综合产品手册-新.indd   4-5 16/8/30   下午5:03



综合产品手册-新.indd   6 16/8/30   下午5: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