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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言：自行车运动中的坐垫高度、握把高度之设定不同，会改变使用者的骑乘姿势，进而对运表现产生影响。

常见在比赛中途或一般骑乘者在面临冲刺、爬坡等高负荷骑乘时，会将身体躯干向前俯卧骑乘，此点除了减

低风阻的因素外，先前研究却指出采用俯卧骑姿会较前倾骑姿消耗更多能量，提前使阔背肌疲劳等情形。而

本研究之目的即为比较俯卧骑姿与前倾骑姿对于自行车运动中踩踏输出功率的影响。方法：研究实验中共有

12 名健康大专男性参与者，身高 175.0±2.6cm、体重 71.9±7.0kg、年龄 24.2±1.6yrs。实验中将六轴向测力器装

置于飞轮健身车左侧踏板，以撷取使用者骑乘过程中的踩踏力量数据。共进行俯卧骑姿与前倾骑姿两种实验

情境，分析使用者采用不同骑姿时的垂直踩踏力量与前后踩踏分力，以及力量分布趋势。结果：实验发现采

用俯卧骑姿的垂直踩踏力量达 0.19BW，大于前倾骑姿的 0.13BW，增加了 46%。踩踏前后分力方面俯卧骑姿

也较前倾骑姿高出 28%，且力量峰值皆提早发生。讨论：探讨踩踏力量增加的原因为采用俯卧骑姿时，身体

重心较前倾骑姿前移，因此体重向前分配，形成采用俯卧骑姿时坐垫所受重量减少而握把及踏板处所受的重

量增加，因此增加了踩踏力量。且使用俯卧骑姿时，延展了股二头肌、半腱肌、半膜肌等肌群的收缩前长度，

因此使踩踏过程中的肌肉收缩力量更大，也是增加踩踏力量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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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绪论 

近来台湾健康意识抬头，除了工作之外，有越来

越多的人们投入健身运动以追求健康的身体与心理。

而近两年因休闲自行车运动风行而使全台吹起一阵单

车热，每逢假日即可见大批单车族穿梭在各地。相较

于其它运动项目，早年单车运动在台湾是较冷门且令

人感觉乏味的运动，因此一般从事单车运动的使用者

对于骑乘姿势、如何调整与设定车辆细节等单车运动

的相关知识也较其它诸如球类等热门项目来得不足。   

经长时间观察以自行车为运动器材的使用者发

现，一般单车使用者普遍有骑乘姿势不良、车辆设定

不佳等问题发生，其中又以骑姿对于骑乘自行车的影

响为大。 

  自行车运动中的车辆设定会影响使用者的骑姿，

因而与运动表现息息相关。最常见的部分为坐垫高度

与把手位置的相对位置，歷來不断有研究欲找出最佳

的踏車运动坐垫高度值，虽然每篇研究所采计的數值

与测量点不尽相同(Burke & Pruitt, 2003; MacAuley, 

1995; Gregor, Broker & Ryan, 1991; Mellion, 1991)，但

最终所量测出來的坐垫高度值大都相去不远。而目前

最佳坐垫高度方面的研究，尚无一最精确值的原因为

下肢作用肌与拮抗肌之肌电活化數值，是随着坐垫高

度的改变呈消长现象，因此整体來說踏車运动的坐垫

最适高度依然落在某区间内，不过不同骑乘者所要之

确实坐垫高度仍需要长时间的骑乘依骑乘者经验做个

人化的微调(MacAuley, 1995)。而改变设定即让使用者

骑乘时的躯干前倾角度产生变化。骑乘自行车过程中，

使用较俯卧的骑姿可以降低风阻的影响（图一），增进

运动表现，但也因长时间俯卧而造成阔背肌疲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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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酸痛等现象(Callaghan, 2005)，与采用一般前倾骑姿

（图二）比较下，更容易造成提早疲劳。过去在运动

生理学中关于能量消耗的研究中也曾指出，使用俯卧

骑姿时，因四肢与腹背肌等需支撑身体重量，故动用

到的肌群较多，亦使能量的消耗较一般前倾骑姿增加

(Gnehm, Reichenbach & Alpeter, 1997)。 

  而影响自行车运动中能量消耗的两个最大因素分

别为外在负荷与骑乘输出功率，因此欲得到良好的自

行车骑乘表现必须改善以上两点。首先，外在负荷主

要由路况、行车速度与风向三者共同构成，其中，路

况对骑士的影响以上坡路段为主，在相同行车速度之

下，比较平地路段与爬坡路段所输出的踩踏功率，在

相同长度而斜率为 5%爬升路段需消耗平地路段 5 倍

之功率，相同长度而斜率为 10%爬升路段则需消耗达

平地路段 9 倍的输出功率，在平地路程与上坡路程的

负荷量是呈现等比级数上升。著名的体育盛事环法自

由车赛（Tour de France），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赛段

是通过阿尔卑斯山脉（Alpes）与庇里牛斯山脉

（Pyrenees），最高海拔达 2600 公尺，平均爬升率

5-8%，最大爬升率超过 15%，每年赛程途经此处时仍

会有不少职业选手退赛，可见运动负荷对于自行车运

动的影响。 

  其次，关于踩踏频率(pedaling rate)与踩踏力量

(pedaling force) 的部分，过去关于下肢肌电学

(electromyography, EMG)的研究指出改变躯干骑乘姿

势会使下肢肌肉活化程度改变 (Bieuzen, Lepers, 

Vercruyssen, Hausswirth & Brisswalter, 2007)，但并无

法确定是否能够因此增加踩踏输出功率。根据Neptune 

and Hull(1999) 的研究表示 90 rpm(revolution per 

minute)为较高效率的骑乘回转速，换言之，与其它回

转速相较且不额外增加能量损耗前提下，采用 90 rpm

的回转速有可能产生较大的踩踏力量让行车速度更

快。Takaishi, Yasuda, Ono and Moritani (1996)关于踩踏

回转速的研究中结果也呈现相同观点，其研究中是分

别量测曾受自行车训练者与未受自行车训练者之下肢

肌肉活化情形，结果呈现曾受自行车训练者较佳踩踏

频率约为 90 rpm，而未受训练者之最佳踩踏频率则因

动作协调度不佳而略低。 

另外，人体所施予自行車的踩踏合力方向并非沿

着曲柄旋转的切线方向，而是在人体坐标的垂直轴与

前后轴上做往復性运动（图三）。每当踏板通过曲柄上

死点 (top dead center, TDC)与下死点 (bottom dead 

center, BDC)的瞬间，人体所提供的垂直踩踏力量是对

维持曲柄回转没有作用的虚功(virtual work)，因此必

须施加一水平牵引力量以使踏板能顺畅的通过死点

(Gregor & Rugg, 1986)， 维持踩踏动作流畅性。Hasson, 

Caldwell and Emmerik(2008)对于踩踏流畅度的研究中

指出，踩踏的总合力方向线越趋近于曲柄切线对于维

持踩踏效率是有帮助的（图三），此可以透过不断練习

來改善。 

图一、俯卧骑乘姿势 

 

图二、前倾骑乘姿势 

 

 为了寻求更好的运动表现，自行車的車体设定往

往是一个重要的因素(Asplund & Pierre, 2004)，其对于

自行车运动员的骑乘姿势有直接性影响。因此促使自

行車运动员采用特殊的骑姿从事踏车运动，以求增加

输出功率与减少空气阻力。而 Callaghan(2005)的研究

认为过度追求躯干水平的低风阻骑姿可能较容易招致

伤害产生，临床上好发的症状就如髌骨疼痛、下背痛

等。然而实际观察自行车竞赛中，除了踩踏技术与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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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比较训練前后对踩踏合力方向的改善(Hasson, Caldwell 

&Emmerik,2008 ) 

 

踏回转速的部份之外，可发现当面临冲刺阶段或是连

续爬升坡等高强度高负荷情境时，选手会采用上半身

近乎水平的俯卧姿势骑乘。而在普通街道、上坡路段

等类似情境时，一般未受训练的自行车骑乘者也会不

自觉将身体往前趴低来骑乘，形成近似俯卧骑姿的动

作。回顾先前研究却指出使用俯卧骑姿可能造成提早

疲劳、能量损耗增加、甚者影响人体健康等问题，但

实际情况下骑乘者仍会采用此骑姿。这表示使用俯卧

骑姿除了有减低风阻的益处之外，应当有其它得利因

素存在，本研究之目的即为探知是否另有其它对骑乘

有利的因素来驱使骑乘者选择俯卧骑姿。研究中假设

采用俯卧骑姿可较使用一般前倾骑姿产生较大的踏板

踩踏力量，预计透过量测俯卧骑姿与前倾骑姿在踏车

运动过程中的足底踩踏力量，来进行后续分析比较。 

 

贰、研究方法 

本研究共招募十二位健康大专男性受试者参与，

身高 175.0±2.6cm、体重 71.9±7.0kg、年龄 24.2±1.6 年，

最近一年内皆无下肢骨骼、肌肉伤害等相关病症史。

实验地点为台北市立体育学院运动器材科技研究所之

运动表现实验室。 

研究设计以两种骑姿进行运动测试，俯卧骑姿

(drop position, DP)：透过调整飞轮健身车(fly wheel 

fitness bike)之把手位置，达到仿真骑乘公路自行车时

手握下把的躯干前倾角（图四）。前倾骑姿(top position, 

TP)：透过调整飞轮健身车之把手位置，达到仿真骑乘

公路自行车时手握上把的躯干前倾角（图五），两种运

动测试之骑姿除了躯干角度有所不同之外，其余如脚 

 

 

 

 

 

 

 

 

 

 

 

图四、俯卧骑乘姿势(drop position, DP) 

 

 

 

 

 

 

 

 

 

 

 

 

图五、前倾骑乘姿势(top position, TP) 

 

踏位置、运动负荷量(第 4/15 段阻力)等变项皆相同。

实验设计以 70 rpm 的曲柄(crank)踩踏速度，在原地飞

轮式健身车上进行两种骑姿的踩踏力量测试。测试方

法为在飞轮健身车之左侧踏板上安装六轴测力计

(force/torque sensor)（图六），撷取频率为 1200 Hz，以

供全程记录受试者骑乘过程间的踩踏力量变化。踩踏

时脚掌之踩踏位置统一规范应以脚掌第一趾指关节垂

直投影于踏板中轴上（图七），兩侧脚掌互成平行位置，

不可使用内八字或外八字之踩踏方式，此踩踏位置可

保有下肢髋、膝、踝关节较佳的活动自由度，并且降

低自行车曲柄上、下死点对于踩踏过程中所可能造成

动作迟滞现象的发生机会。飞轮健身车之座垫高度调

整法以 MacAuley(1995)所提出之测量法为主，测量方

式为由受试者下肢大转子位置与脚跟足底之联机的

95%距离，设为该名受试者所适用之自行车骑乘座高，

此坐垫高度为进行踏车运动时下肢作用肌活动效 



张铮璇、罗怀保、相子元 / 华人运动生物力学期刊 2 (2010) 48-56 
 

图六、六轴测力计设置于左侧踏板 

 

图七、合适之踏车运动脚掌踩踏位置 

 

率较好的位置。资料收集方法以每位受试者至少两种

骑乘姿势各成功测试三回，每回撷取 15 次循环(cycle)

之足底踩踏力量数据，经体重标准化(normalized)后做

为数据分析的数据来源。配合 Motion Analysis 动作分

析系统（取样频率 120 Hz）进行资料同步化与动作分

期，受试者全身黏贴 25 颗反光球(Helen Hayes)，由

Motion Analysis 计算身体质心位置(COM)，左侧踏板

中轴及前后两端等三处各分别设置一颗反光球，以供

判定运动测试过程中下肢肢段位置以及健身车踏板在

空间坐标中的位置等。分期方式为曲柄自踏板上死点

起始，每旋转 90°为一个时期，经下死点后回复到起

始位置，曲柄旋转一圈 360°共划分为四时期，以供判

定动作型态。 

实验设备以飞輪式原地健身車一台 (IC Elite, 

GIANT, Taiwan)，踩踏阻力设定为第六段，采用 ATI

六轴测力计含外围计算机与连接设备(660-60 ATI, 

U.S.)，以及以动作分析系统(Eagle Digital Real Time 

System Motion Analysis, U.S.)。 

数据处理首先将所有数据经过受试者间的标准

化处理，以求得可相互比较之基准值。藉由动作分析

系统找出踩踏动作的起始位置，滤除动作起始的前几

次不稳定踩踏数据，将同一受试者所接受同样情境的

所有测试数据以单一次踩踏平均值呈现。两种实验情

境的组间比较法则用所有受试者的踩踏数据施以平均

值呈现。以相依样本T考验做为统计分析方式，分别

分析曲柄下踩期间的最大作用力以及曲柄上升期间

(270°)的作用力，以比较两种实验情境间整体受试者

的依变项改变情况。最后均以一次踩踏循环的数据表

示之，并将动作过程中的垂直踩踏力量（Z）与前后

踩踏分力（X）分列表示（图八）。 

 

 

 

 

 

 

 

 

 

 

 

 

 

图八、实验坐标轴方向定义 

 

参、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中使用不同骑姿对于踩踏力量的整体影

响分析如表一，采用俯卧骑姿(DP)时垂直踩踏力量(Z

轴)明显增加，经受试者间的体重标准化后，曲柄下降

期间踩踏力量峰值达到体重的0.19±0.02BW，显著大

于使用前倾骑姿(TP)时的0.13±0.02BW（表二，图九），

约增加了46%的踩踏力量。且力量峰值出现时间提前，

约提早16°曲柄旋转角度即达峰值，踩踏力量峰值提前

出现对于整体踩踏力量有效性及踩踏效率均可提升。

原因为以杠杆机构来分析自行车曲柄的踩踏过程时

（图十），施力点越趋近踏板的水平位置，施力臂可

达到最长，因此使用相同的踩踏输出力量，施力臂越

长时自行车BB(五通中心, Bottom Bracket)所得到的驱

动扭矩则越大，而输出力量的增加可以帮助维持面临

高负荷时曲柄回转速稳定或是提升变速机构齿轮比来

增加行车速度。 

另一部分，可由图九中发现，垂直踩踏力量值在

经过180°的曲柄下死点后，使用俯卧骑姿时的踩踏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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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板位置 

表一、不同骑姿之踩踏力量分析 

骑姿 

参数 
前倾骑姿(TP) 俯卧骑姿(DP) 

躯干与水平线夹角
Ψ 52° 37° 

垂直方向踩踏分力
Ω(Z)(BW) 0.13(± 0.02) 0.19(± 0.02) 

前后水平踩踏分力(X)(BW) 0.032(± 0.002) 0.041(± 0.005) 

垂直力量峰值
β
期 169°(± 12°) 153°(± 14°) 

水平力量峰值期 151°(± 26°) 119°(± 21°) 

Ψ:躯干与水平线夹角为肩关节与髋关节之联机，相对于坐标中水平

线之夹角 

Ω:踩踏分力值以受试者体重表示之(BW) 

β:力量峰值出现时机自曲柄上死点起计算 

 

表二、不同骑姿之踩踏力量峰值统计分析(单位：BW) 

 踩踏力 

骑姿 

垂直方向踩踏分力 

(Z axis) 

前后水平踩踏分力 

(X axis) 

前倾骑姿(TP) 0.13 ± 0.02 0.032 ± 0.002 

俯卧骑姿(DP) 0.19 ± 0.02* 0.041 ± 0.005* 

*.与前倾骑姿(TP)达显著差异(p< .05)  

 

表三、不同骑姿之曲柄上升期间踩踏力量统计分析 (单位：BW) 

 踩踏力 

骑姿 

垂直方向踩踏分力 

(Z axis) 

前后水平踩踏分力 

(X axis) 

前倾骑姿(TP) 0.49 ± 0.07 -0.038 ± 0.001 

俯卧骑姿(DP) 0.40 ± 0.05* -0.032 ± 0.002 

*.与前倾骑姿(TP)达显著差异(p< .05)  

 

直力量下降且略低于使用前倾骑姿之踩踏力量。曲柄

经过下死点后，往上死点回升的过程间，另一侧的踏

板正值下踩过程，理论上减少上升侧踏板的垂直作用

力可使踏板回升速度较快且顺畅，并避免做负功且使

能量不必要的消耗。然而使用俯卧骑姿时踏板上升的

垂直作用力确实较使用前倾骑姿减少(表三)，配合向

下踩踏的力量增加，对于维持曲柄回转的流畅亦有正

向帮助。 

而自行车曲柄踩踏的水平分力值在对于维持曲柄

踩踏的顺畅与稳定性上也有重要影响性，当曲柄由上

死点下踩时，若无前向分力引导曲柄通过上死点，单

只有垂直下踩的力量时，将无法驱动曲柄旋转，此位

置乃所谓上死点。而下死点亦同。因此，在踏车运动

过程中人会因为动作学习而使自然踩踏动作产生前后

向推蹬力以维持顺利踩踏，故踩踏动作中的前后向分

力对于整体踏车动作过程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本

研究中测试了俯卧骑姿与前倾骑姿两种不同型态的踩

踏动作模式，除了探讨垂直踩踏力量之外，在不同骑

姿间踩踏之前后水平分力(X轴)也达显著的差异（表

二，图十一）。使用俯卧骑姿时前后向的踩踏分力为

0.041±0.005BW，前倾骑姿为0.032±0.002BW，因此使

用俯卧骑姿约增加28%的踩踏力量，且力量峰值提前

32°出现。水平分力增大可增加曲柄通过上下死点的流

畅与保持回转速稳定，其产生的牵引力可避免死点影

响踩踏时腿部动作型态以及造成迟滞现象。 

 

 

 

 

 

 

 

 

 

图九、不同骑姿之垂直踩踏力量 

 

 

 

 

 

 

 

 

 

 

 

图十、最佳踩踏效率之角 

 

 

 

 

 

 

 

 

 

 

图十一、不同骑姿之水平踩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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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不同骑姿之踩踏合力分布 

 

一、不同骑姿之前后踩踏合分力 

而踩踏过程中的总合力分布如图十二，可由图十

二得知使用俯卧骑姿时，自上死点起踩踏力量始高于

使用前倾骑姿。俯卧骑姿之合力峰值约在上死点起

115°，达0.21±0.02BW，而前倾骑姿之合力峰值约在

上死点起123°，达0.14±0.02BW。使用俯卧骑姿在踏

板下踩期间的力量较大，配合变速机构可使用较高齿

轮比之档位，有助于维持车速。 

探讨使用俯卧骑姿可增加踩踏力量值的原因之

一，为采用不同骑姿时所造成身体重心的改变所影响。

一般踏车运动中，骑乘者之体重由坐垫、两侧踏板与

两侧把手等五处共同承担，采用前倾骑姿(TP)时，身

体重心位置较接近车后（图十三）。其配重在后故坐

垫所承受的重量较大，把手与踏板承受重量相对较小。

而当使用俯卧骑姿(DP)时（图十三），身体重心前移 

 

图十三、实验坐标中的身体重心位 

故坐垫处配重减轻，身体重量前移由把手与踏板承受，

使把手与踏板受压增加，因此增加了踩踏力量。另外，

使用俯卧骑姿时因为身体重心的前移，使坐垫处受压

减小，长时间骑乘之下可减少鼠蹊部因压迫造成的不

适感(Bressel & Cronin, 2005) 。 

 

肆、结论 

根据实验后所得之结果，本研究证实与采用前倾

骑姿进行踏车运动相较，同样的踩踏频率与负荷之下，

采用俯卧骑姿进行踏车运动确实可以得到更大的踩踏

力量(pedaling force)。而较大的踩踏力量可以配合变速

机构调整齿轮传动比，以较高的文件位进行相同频率

踩踏时，可直接提升车速。除此之外，力量峰值均提

前出现，此点对于踩踏力量的有效性以及踩踏效率有

良善帮助。另一点，关于踏板回升期间的负功效应，

采用俯卧骑姿进行踏车运动时，负功现象也有减少的

趋势，在整体踏车运动过程中，这些现象对于维持稳

定的踩踏回转速以及运动表现，或者延长运动参与时

间等皆可提供正面效益，亦增进运动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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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In cycling, the setup of seat and handlebar will change user’s trunk position and 
affect rider’s performance. Generally, the competitive cyclists or normal users will choose drop 
position when they confront high intensity cycling as sprint or uphill to reduce air resistance. But 
according to previous research, the drop position on in cycling will also increas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accelerate fatigue compared with the top posi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the pedal power output between the drop position and top position during cycling. 
Twelve male normal riders (height 175.0±2.6 cm, body mass 71.9±7.0 kg) were recruited in the 
study. A 6 axis load cell was set at left pedal of flywheel fitness bike to capture the subjects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pedaling force data in drop position (DP) and top position (TP) for analyzing riders’ 
vertical pedaling power, the component of pedaling forces front and rear, and force distribution 
tendency.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vertical pedaling force in DP attained 0.19 times 
mean body mass greater than TB’s 0.13 times mean body mass with 46% increase. Moreover, the 
DP was also 28% greater than TP in the component of pedaling forces front and rear and the peak 
pedaling force also appeared earlier in DP than in TP. Discussion: The DP having more pedaling 
force increase was due to the subjects’ center of mass shifting more forward in DP than in TP, 
therefore the body weight was distributed over handlebar and pedals leading to the reduce of seat 
load and the increase of pedal load; as a result, the pedaling force increased. The other reason was 
that the length of bi-articular muscles were extended when taking DP leading to a stronger muscle 
contraction force during pedaling and resulting in greater pedaling force. Conclusions: In cycling, 
the pedaling force in DP was indeed greater than in 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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