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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三种不同设计概念座垫（以形状设计上为主）的压力分布结果，并将简易压力测试片应用于自行

车座垫压力之量测。方法：实验招募 9 名具有骑乘自行车习惯的男性受试者，于固定式健身车进行十五分钟

相同阻力及固定回转速（60rpm）的骑乘，以简易压力测试片应用于标准座垫、中空座垫和短鼻头座垫，三种

不同自行车座垫之压力量测。结果以扫描机扫描并依照五段压力表以目视的方式将不同压力等级分布位置加

以区别并描绘出来，对其压力等级大小以及分布趋势做质性讨论。结果：标准座垫的整个座垫压力分布较平

均，没有特别高的压力峰值出现，但是在前端压力会出现中等等级的压力，长时间骑乘可能因为会阴部压迫

产生不适及伤害，而中空座垫有较小于标准座垫的座垫前端压力，但在座垫后端则出现较大于标准座垫的压

力等级，短鼻头座垫有最小的座垫前端压力，但是也有最大的座垫后端压力，对会阴部有其保护的功效，但

后端压力集中，可能发生坐骨伤害。结论：不同设计的座垫的确会产生不同的压力分布结果，消费者可以依

照自己的性别、骑乘习惯以及座垫的压力分布图来选择较适合自己的座垫；本实验结果压力测试片之压力图

形和先前座垫压力相关研究有相近结果，表示此压力测试片应用于座垫表面压力量测是可行的。 

 

关键词：固定式健身车、五段压力表、压力分布 

  

 

壹、 绪论  

    近年来自行车运动在台湾蔚成风潮，随着以环岛

为主题的电影上映之后台湾掀起了一股单车热，自行

车运动俨然已经成为了一项热门的休闲活动。近年来

政府为推广休闲观光产业，积极的兴建自行车道，间

接提高了民众从事自行车运动的机会以及时间。随着

运动的时间以及强度的增加，产生运动伤害的风险也

会随着提高，在自行车骑乘中所产生的伤害相关研究

指出，以臀部区域发生的伤害比例为最高，骑乘自行

车时常因为与座垫接触所产生之压力、震动、摩擦与

骑乘姿势不当而造成坐骨关节伤害、肌肉疲劳、疼痛

及皮肤发炎的情况发生甚至泌尿器官产生病变 

(Weiss, 1994; Mellion, 1991; Asplund, Barkdull, & Weiss, 

2007)。主要因素为骑乘时座垫必须支撑人体大部分重

量，长时间骑乘自行车，会阴部内侧动脉因为长时间

承受压力负荷，而可能产生臀部软组织伤害与不孕等

情 况 (Frauscher, Klauser, Hobisch, Pallwein, &Stenzl, 

2000)。Wilson 与 Bush（2007）研究指出骑乘自行车

时，座垫要支撑大约整个人体 60%的体重，其中座垫

的垂直力最大约为 49-52%之体重，座垫向后的剪力约

为 11-12%之体重，座垫的垂直力和剪力都是会造成会

阴部伤害的因素。所以一个适合自己的座垫不但可以

增加骑乘时的舒适性更可以减少运动伤害的累积。因

此为了因应各种骑乘上的需求，市面上也出现了各种

不同设计的座垫，有的在形状上有特殊的设计，有的

在材质上有特殊的设计，目的就是要造成座垫压力分

布的改变，以期增加骑乘时的舒适感以及减少会阴伤

害的发生。 

    而现今自行车行皆没有提供座垫压力之量测，座

垫压力的量测大多都得在研究室中进行，而且加上仪

器昂贵、操作不易等因素，消费者在面对不同的座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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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常没有比较具体的信息，使得大部份的骑乘者就

必须以时间及金钱换取经验的方式，慢慢且盲目的找

寻适合自己的座垫。 

罗明哲学者（2005）所研发的简易压力测试片，

材质为 TPE-PS 吸震材质，藉由荷重施于表面产生压力

图形，是一种具有耗材便宜、操作简易且可以直接以

目视判读压力分布、测试与分析快速等优点的压力量

测工具。 

本实验的目的在观察三种不同设计概念座垫（以

座垫形状设计上为主）的压力分布结果，并将简易压

力测试片应用于自行车座垫压力之量测，提供骑乘者

在选购座垫时的依据。 

 

贰、研究方法  

    本研究共招募 9 位健康男性，平均年龄为

24.20±1.09 岁，平均身高为 175.00±4.99 公分，平均体

重为 69.50±4.95 公斤，平均腿长为 88.20±3.80 公分，

惯用脚皆为右脚。受试者皆有骑车习惯，但非竞赛选

手。所有受试者皆无严重下肢骨骼伤害病史。 

实验工具使用与罗明哲学者所开发的简易足底

压力测试片之相同方法作为检测座垫压力之工具，以

5mm 厚测试片加上造型网布和黏扣带公扣组合而成

（图一），黏扣带公扣的部分以双面胶固定于座垫上避

免测试片与座垫间产生滑动。本研究使用三张不同座

垫（图二），选择利用削减设计概念的座垫与标准座垫

进行比较，三张座垫的宽度接近。固定式健身车（期

美 DX-946P）。 

    实验动作使每人每张坐垫进行单次 15 分钟相同

阻力及 60rpm 固定回转速的骑乘，座垫位置依照受试

者的身高以及脚长进行设定（张铮璇、罗怀保、相子

元，2010）。测试骑乘时间经前导研究，在相同阻力下

分别进行 5、10、15 分钟不同踩踏时间的测试发现，

测试时间 15 分钟压力显示最明显且最容易判读 

，固定为 15 分钟。 

    将简易压力测试片实验结果以扫描机扫描成图文

件，依照五段压力表将压力等级由大至小依序以红、

橙、黄、绿和蓝五种颜色代表（图三），五段压力判断

依据分别为：5 最大：厚度压缩小于 1mm，花纹错乱。

4 次大：花纹结构破乱，产生条状纹路造型花纹有整

体下陷而产生格状布纹。3 中间：花纹结构完整且上

凸，凹点呈圆点，造型花纹和花纹间有布纹产生。2

较小：造型花纹内有长条细撇或圆凹点。1 最小：显

现细圆平面造型花纹。（罗明哲，2005）。以 Microsoft 

Visio 2010 将压力等级分布位置以目视的方式分别框

选描绘出来加以区别，压力的判断皆为同一人进行，

并依照压力区块等级，填满代表之等级颜色，完成压

力分布绘图，将座垫依照 Bressel, Bliss, 与  Cronin, 

(2009)的方法分为前、后两端（图四）进行压力等级大

小以及分布趋势做质性讨论。 

统计方法使用 SPSS 15.0 版软件，依照不同座垫分

组，使用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单向随机模块（one way random）单次检测（single 

measure），测试简易压力测试片的信度。 

 

 

图一、测试片+造型网布+黏贴带公扣组合之复合式组合 

 

 

图二、标准座垫、中空座垫和短鼻头座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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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压力等级代表颜色（引自 罗明哲，2005） 

 

图四、座垫区域划分 

 

参、结果与讨论  

  结果发现不同座垫的压力分布如图五所示，标准

座垫的整个压力分布较平均，没有特别高的压力峰值

出现，但是在座垫前端压力会出现较多的等级 3 压力分

布（表一），短程骑乘可能因为压力平均分布能够有

较舒适的骑乘感受，但长时间的骑乘可能因为会阴部

压迫产生不适及伤害。而中空座垫有较小于标准座垫

的前端压力，且由于有切除中间部份座垫所以在图形

中可明显看出会阴部位极少有压力值呈现，短鼻头座

垫有三张座垫中最小的前端压力，但是也有最大的后

端压力，最大有出现等级 5 的压力分布。三个座垫结果

的组内相关系数值(ICC)分别为：标准座垫 0.883、中空

座垫 0.875、短鼻头座垫 0.926。结果与 Bresse 等 (2009)

有类似的压力分布情形，该研究所使用的是由 Vista 

Medical 公司所提供的电子压力垫 FSA system，研究中

也指出前端切除的座垫在座垫后方有较大的压力峰

值，且骑乘时有较差的稳定性。Mestdagh (1998)指出，

骑乘者会增加大腿内侧与座垫的摩擦，来增加骑乘时

的稳定性以及操控性，在本研究结果中，短鼻头座垫

的压力分布中有类似的结果发生。 

Potter, Sauer, Weisshaar, Thelen, 与 Ploeg, (2008)，指

出性别差异的确会影响座垫压力，Carpes, Dagnese, 

Kleinpaul, de Assis Martins, 与 Mota (2009)指出在使用中

空设计的座垫时，不同的躯干角度会有不同的平均座

垫压力，而且只在男性受试者中发现，所以性别也是

在选择座垫时一相重要的考虑依据。张铮璇等（2010）

亦指出，不同骑姿由于重心位置的不同会造成不同的

把手、踏板以及座垫的重量分配，故姿势以及性别的

差异，在乘坐于不同设计的座垫中，对于座垫压力的

分布所产生的影响，是未来可以再进一步探讨的方向。 

 

标准座垫 中空座垫 短鼻头座垫 

   

   

   

   

   

圖 1、測試片+造型網布+黏貼帶公扣組合之複合式組合 

5 最大    4 次大    3 中間       2 較小 1 最小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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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Ⅳ Ⅲ Ⅱ Ⅰ 图五、九位受试者三种座垫压力分布图 

 

表一、座垫压力区块等级 

受试者 标准座垫 中空座垫 短鼻头座垫 

 前 后 前 后 前 后 

1 3 4 3 4 3 4 

2 3 4 2 4 2 4 

3 2 4 2 4 1 5 

4 3 4 3 4 2 5 

5 3 4 2 4 2 5 

6 3 4 1 4 1 5 

7 3 4 3 4 2 5 

8 3 4 2 4 2 4 

9 2 4 2 4 2 4 

数字越大，压力值越大 

由压力分布的图片我们可以观察出，该压力测试片可

以明显地检测出不同设计的座垫的压力分布图并且在

不同的受测者之间在同样的座垫骑乘中有类似的结

果。该压力测试片应用于座垫压力测量上与罗明哲学

者应用于足底压力测量时有几点不同，分别为测验时

间以及测试后测试片无法永久变形两点，大概经过一

天的时间部份压力图形便逐渐恢复，在测试时间方面，

罗明哲学者指出该测验片在经过 500 步（左右脚合

计），112 步/分钟的步频测试后，也就是大约 4 分钟

半左右的测验时间即可，但是当应用在座垫压力测量

时骑乘时间必须达 15 分钟以上所呈现的压力分级区

别才清楚、明显，推测是因为相对于足底以及鞋底，

人体臀部与座垫皆为柔软的表面，所以在测验的时间

上必须花较长的时间，若需将结果存盘纪录，建议在

检测完毕立刻将测验片扫描成图文件。 

    在产业应用及其衍生效益方面，但因现今座垫压

力量测仪器在量测上受限于材质，质地较硬，因此在

量测上与曲面之密合性较差，无法量测到座垫曲面之

压力，且可能因为皱褶而造成量测上的误差。从本研

究结果来看简易压力测试片可观察出座垫压力之变

化，并且发现此测试片能够观察出座垫在侧边以及鼻

头侧边之压力，造成的原因可能为骑乘时大腿内侧的

碰撞所造成，可见本压力测试片具有柔软且不伤人体

的材质优势，可完全服贴于座垫曲面，本测试片具有

此特点能够弥补现今压力量测仪器价格昂贵与感应器

型变所造成量测误差之缺憾。未来在实际应用上，自

行车店可将一般较常见的几种款式座垫，制作出其统

一规格的复合式模块，黏扣带公扣及造型网布皆可重

复使用，仅需更换测试片，遇到特殊规格的座垫也可

以当场以手工制作模块，测试片的结果可以直接以目

视做分析，或者扫描建文件，针对每个顾客的不同骑

乘需求，以压力测试片结果搭配专业咨询，作为顾客

选择座垫的依据，帮助找出其最合适的座垫。 

 

肆、结论与建议  

    不同的座垫的确会产生不同的压力分布，消费者

可以依照自己的性别、骑乘习惯以及座垫的压力分布

图来选择较适合自己的座垫。 
实验结果本压力测试片之压力图形分布和先前座

垫压力相关研究有相近结果，且压力等级判读容易，

表示此测试片应用于座垫表面压力量测是可行的。 
本研究针对于固定式自行车以及固定回转数、强

度进行测试，未来可以更进一步针对一般骑乘情形或

不同骑乘姿势、回转数、强度、性别进行测试；15 分

钟的测试时间对于一般消费者似乎还是较长的时间，

未来建议可以针对自行车座垫压力分布测试，寻找更

适合的材质，缩短测试时间。 

1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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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observe the pressure distribution among three different 
saddles using the pressure measuring mat. Methods: There were nine male participants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age 24.2±1.09 years; height 175.0±4.99 cm; weight 69.5 ± 4.95 kg). They were asked to pedal on a 
stationary bicycle at a controlled cadence (60rpm) and workload under three different saddle conditions: 

standard saddle, partial cutout saddle and short nose saddle. The pressure measuring mat was placed on 
the saddle while cycling. After 15 minutes riding, the pressure measuring mats were scanned to record the 

results of pressure distribution immediately. Five pressure levels according to the saddle pressure scale 
were differentiated. Results: The pressure distribution was more even while riding on the standard 

saddle. However, higher pressure was observed in the anterior region of standard saddle, which could 
increase the pressure on perineum and cause discomfort or injury during prolong riding. The short nose 

saddle showed higher pressure than standard saddle and partial cutout saddle in the posterior saddle 
region. Conclusion: The different pressure distributions were observed among three kinds of saddles. 

The customers can choose their own saddle depend on their gender, riding hobby, and saddle pressure 
distribu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similar to other relative studies. It indicated that the pressure 

measuring mat can be a quick and easy dynamic pressure measurement tool and it is also a reliable and 
valid method to measure the saddle pressure. 

 
Keywords: stationary bicycle, saddle pressure scale, pressure distribu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