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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了解當小摺車騎乘於不同減速路面時的衝擊大小對人體的影響。測量方法主要利用 LabVIEW 程式儀控系統

操作，將加速規放置自行車前叉、人體第七節頸椎(C7) 測其加速度與合加速度。實驗主要儀器為 LabVIEW 儀控系統，加

速規 2 組（Biopac TSD 109F 50G）、紅外線光閘 1 組（型號為 E3Z-T61）、無線 NI 類比數位轉換盒（WLS-9163）及 NI 類

比數位轉換盒（USB-6211）；以 10 名具騎乘經驗的大專生為實驗參與者，每人進行 50 公尺橫越不同障礙路面並騎乘三次，

以收取最大的加速度值為採樣依據。實驗場地為 50 公尺，在障礙路面前 1 公尺處設置紅外線光閘 1 組以獲取實驗參與者通

過減速路面的時間與速度參數，透過無線 NI 類比數位轉換盒傳送至 LabVIEW 儀控系統。以相依樣本 T 考驗進行統計檢定，

顯著水準 α=.05。結果：前叉方面：加速規的衝擊指數有顯著差異，因為欠缺避震器的減震功能，衝擊指數明顯。C7Y 軸

與 C7 合加速度方面：主要原因是因為人體遭遇衝擊時，受試者用手臂力量支撐上半身，以抵抗衝擊，達到減震的功效。

結論: 前叉方面加速規的衝擊指數有顯著差異，達到.05 顯著水準。因為欠缺避震器的減震功能，衝擊指數隨之而高。C7Y

軸與 C7 合加速度方面衝擊指數沒有顯著差異，主要原因是因為人體遭遇衝擊時，受試者會用手臂力量支撐上半身，以抵

抗衝擊，達到減震的功效。 

 

關鍵字: 折疊式自行車、減速路面、衝擊 

 

 

壹、研究背景

摺疊自行車在路面上的騎乘狀態較一般公路車不

同，一般而言一般路面狀況較不佳，所及之處對於自

行車騎士也有很大響，最直接的就是對人體脊椎的影

響。Seidel, H., and Heide, R. (1986)指出，就平均來講，

暴露在較高強度或較長久的震動環境中，是會對健康

帶來風險的。故本實驗欲測驗在不同路面下，騎士通

過的速度與衝擊對頸椎穩定度所造成的影響，盼能對

騎士在選購自行車與自行車設計者有所幫助。 

故而欲以科學化的觀點探討自行車運動對於人體

的影響是許多學者目前的努力之一。本實驗旨在期望

能建構出一有效自行車騎士模擬騎在不同減速路面

下，對騎士通過的速度與衝擊對頸椎穩定度所造成的

影響，期望其結果可以做為自行車在設計以及選購時

的幫助及參考依據，並做長期的追蹤分析，是目前運

動科學發展的趨勢之一。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實驗參與對象年齡約為 22.3+2.58 歲，10 名具

騎乘經驗的大專生為實驗參與者(一年之內並無遭受

到神經及肌肉骨骼傷害)，在參與本實驗前，先向受試

者說明本研究的目的、實驗過程與可能發生的危險。 

(二)實驗時間與地點 

實驗地點:國立屏東教育大學體育學系運動生物

力學研究室。 

實驗時間:2012 年 5 月 20 日 

(三)操作性名詞定義 

1.踩踏動作分期 

So、Ng 及 Ng (2005) 指出，整個自行車踩踏動作

週期，可分成以下三期進行描述（如圖一之一）。 

2.動力輸出期（propulsive/power/downstroke phase）本

動作期間，主要由下肢髖、膝、踝等關節同時地進行

伸展動作，以推動曲柄前進。主要功能是對曲柄作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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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產生能量。 

3.動力回(ulling/recovery/upstrokephase) 

指下肢關節同時地收縮，將曲柄拉回上死點位置的期

間。主要有兩項功能：其一，減少對側腳在動力輸出

期中對曲柄的阻力；其二，提供足夠的收縮以旋轉曲

柄，並協助對側腳進行推進作功。 

4.推蹬期(pushing phase) 

有時候更可細分出一推蹬期，是指足部在上死點處往

前推蹬的短暫期間。 

5.死點(dead spots/center) 

如圖一之一，自行車踩踏時，當兩曲柄剛好在垂

直線上的時候稱之，也是踩踏力矩最小時。一個完整

的踩踏「曲柄週期（crank cycle）」，會有上下兩個死

點，分別稱為「上死點（top dead center, TDC）」與「下

死點（bottom dead center, BDC）」（So et al., 2005）。 

 

 

 

 

 

 

 

 

 

 

圖一之一 、 自行車踩踏動作分期（So et al., 2005） 

(四)實驗儀器與設備 

1.透過 LabVIEW 物件程式儀控系統進行相關參數資

料收集，包括 NI 類比數位轉換盒（USB-6211)，採樣

頻率為 1000Hz。 

 

 

 

 

 

 

圖一之二、NI 類比數位轉換盒 

2.單軸加速規二組、三軸加速規一組：貼附於自行車

前叉上方、坐墊下方與受試者第七節頸椎。 

 

 

   

圖一之三、加速規 

3.紅外線測速光閘一組：裝置於減速路面前一公尺

處，測量自行車通過減速路面時的車速。 

 

 

 

 

 

 

圖一之四、測速光閘 

4.不同減速路面： 

 

 

 

 

 

圖一之五、 橡膠減速路面

(減速墊) 

 

 

 

 

圖一之六、水泥減速路面(減速丘) 

5.自行車測速碼表： 

 

    

 

 

 

 

 

圖一之七 、自行車時速碼表 

 (五)場地布置 

本研究之實驗場佈置如圖一之八所示，受試者騎

乘摺疊自行車自起點線出發，以固定速度向減速裝置

前進(圖一之八)，最終橫越減速裝置上方，共三次。

同步以 LabVIEW 物件程式平台進行資料截取、收集，

並紀錄現場實驗狀況。 

 

 

 

 

 

圖一之八、實驗佈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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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實驗步驟 

本實驗共分為三個步驟，下列將對各個步驟加以

簡略說明：  

1.儀器校正 

在受試者未到之前，先進行各儀器設備校正之前

置工作，包含 Labview 物件程式平台的校正及整合同

步設定。當所有設定均確認無誤後，進行測試，以確

認各儀器整合無誤，且能同步進行動作資料的截取過

程。 

2.黏貼加速規 

為避免因衣服所造成的位移誤差，請求受試者穿

著貼身的運動衣褲，將加速規(Biopac TSD 109F 50G)

黏貼於自行車前叉上方、與貼附受試者第七節頸椎

(C7)。  

3.開始實驗 

在順利收集妥三次騎乘動作試驗資料之後，進行

截取收取最大的加速度值，作為穩定性研究之依

據。 

(七)資料處理 

本實驗擷取資料方式使用 LabVIEW8.5 程式儀控

系統分析其蒐集訊號得知自行車速度與加速度值（如

圖 1-8）；以最大的加速度值做為採樣依據，所得結果

利用 SPSS for Windows 12 統計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

及相依樣本 T 考驗，自變項為不同減速路面，依變項

為衝擊程度。      

圖一之九、LabVIEW8.5 程式介面  圖一之十、收集之訊號 

 

參、結果與討論 

受試者基本資料 

本實驗共有10位受試者完成2種減速路面騎乘測

試，受試者基本資料以平均數+標準差表示，平均年

齡 22.3+2.58 歲(範圍介於 19~26 歲)、平均身高

177+6.86 公分(範圍介於 168~188 公分)、以及平均體

重 72.5+8.07 公斤(範圍介於 63~88 公斤)。 

 

 

表一之一、受試者基本資料表 

n=10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年齡 19 26 22.3 2.584 

身高 168 188 177 6.864 

體重 63 88 72.5 8.073 

一、 不同減速路面對摺疊自行車前叉與 C7Y 軸之衝

擊的影響 

表一之二、不同路面對自行車衝擊的影響衝擊統計摘要表 

 變項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前

叉 

墊 10 3.27 .00 
-4.06 .00* 

丘 10 3.29 .01 

C7 

Y

軸 

墊 10 3.24 .04 

-.12 .45 
丘 10 3.24 .07 

* p<.05 

由上述表一之二結果發現：通過「減速墊」與「減

速丘」時前叉上方加速規的衝擊指數有顯著差異，達

到.05 顯著水準。而不同減速路面對 C7 Y 軸衝擊的影

響發現：通過「減速墊」與「減速丘」時 C7 加速規 Y

軸的衝擊指數沒有顯著差異，相依樣本考驗的 t 值

=-.122(p＞.05)，未達到.05 顯著水準。 

三、不同減速路面對 C7 合加速度衝擊的影響 
表一之三、不同減速路面對摺疊自行車 C7 合加速度衝擊統計摘要

表 

 變

項 

人

數 

平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P 

C7 合加速度 
墊 

1
0 

5.32 .04 
-1.21 .13 

丘 10 5.37 .14 

* p<.05 

由上述表一之三統計摘要表發現：通過「減速墊」

與「減速丘」時 C7 加速規合加速度的衝擊指數沒有

顯著差異，相依樣本考驗的 t 值=-1.212(p＞.05)，未達

到.05 顯著水準。 

 

肆、討論 

  根據結果顯示發現前叉方面加速規的衝擊指數有

顯著差異，並達到.05 顯著水準。因為欠缺避震器的吸

震效果，衝擊指數隨之而高。C7Y 軸與 C7 合加速度

方面衝擊指數沒有顯著差異，主要原因是因為人體遭

遇衝擊時，受試者會受潛意識控制以手臂力量支撐上

半身，受到衝擊時抵抗衝擊，進而達到減震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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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impact to human body when riding folding bike on 

different deceleration road. The measuring Methods:by LabVIEW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putting the accelerometer on the front fork and the seventh cervical vertebra (C7) to test the 

acceleration and total acceleration. The main instruments for the experiment were LabVIEW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2 sets of the accelerometer (Biopac TSD 109F 50G), 1 RTFS 

contained infrared shutter (E3Z-T61), Ni WIFI analog-digital set-top box (WLS-9163), and NI 

analog-digital set-top box (USB-6211). 10 college students with riding experiences were the 

participants. Each of them rode across 50 meters of different obstacle 3 times to collect the biggest 

acceleration as the sample. The experiment field was 50 meters with one RTFS contained infrared 

shutter set up at 1 meter before the obstacle road to acquire the passing time and speed parameters, 

which was transmitted to LabVIEW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through NI WIFI analog-digital 

set-top box. A statistic test was performed with dependent sample T-test, the prominent 

standardα=.05. The Results: front fork- the impact index of the accelerometer has prominent 

differences. The impact index was obvious because there was no cushion for damping. C7Y axis 

and C7 total acceleration- when human body encounter impact, the test respondents support the 

upper body with the arms to resist the impact and further damping. The Conclusions: front fork- the 

impact index of the accelerometer had prominent differences, reaching .05 standard. As there was 

no cushion for damping, the impact index was high. C7Y axis and C7 total acceleration- there had 

no obvious differences in impact index. The main reason was that the test respondents would 

support the upper body with the arm strength to resist the impact and feather damping. 

 

Keywords: Deceleration pavement, Impact, Folding bicyc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