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8 

 

*通訊作者: 鍾寶弘 Email: pchungtw@tpec.edu.tw 

學校：臺北市立體育學院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 

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 7(2012) 118-121 

 

 

 不同轉速下發電式自行車訓練台發電與踩踏功率之效益 

 

倪典亘 鍾寶弘*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 

摘 要 

前言：「綠能」概念應用於運動器材的開發越來越被重視，例如：自行車訓練台結合發電機。本研究目的在

比較不同轉速下發電式自行車訓練台發電與踩踏功率之效益。方法：6 位年輕男性為本研究受試者，在發電

式訓練台以隨機次序進行四種迴轉數（60、75、90、105 rpm）以及三種齒輪比（50/21T、50/16T、50/12T）

的自行車踩踏測試。踩踏功率計與發電式訓練台裝置於自行車後輪，並以發電機產生之電力通過負載時的電

壓與電阻計算電功率，再比較各種測試情況下的發電效益。結果：速度與踩踏功率、電功率間皆有高度相關

性。在所有齒輪比下 105 rpm 的發電效益皆顯著高於 60 rpm。另外，在 50/12T 齒輪比下 105 rpm 的發電效益

顯著高於 75 rpm，且 90rpm 的發電效益也顯著高於 60 rpm。結論：發電功率會隨著速度增加而變大。發電效

益在高和中齒輪比時由低到中轉速時增加不明顯，但在低齒輪比時轉速對發電效益之影響較大。 

 

關鍵詞：綠能、齒輪比、發電效益 

 

 

壹、 前言 

能源於人類經濟活動中扮演重要的地位，且終將

匱乏，全球皆以向能源永續發展目標邁進，並減少能

源使用對環境的衝擊。自行車已成為最環保的代步工

具之一，不需能源又可達到運動效果，臺灣 2008 年腳

踏車運動人口已達 23.5%（中華民國 97 年運動城市排

行榜調查，2008），且每年成長率均上升。融合綠能概

念的發電設備應用於自行車上近年來已有增加趨勢，

在歐美國家，平均每三輛自行車就有一輛使用發電機

(黃仲賢，2010)，可見此產品的開發極具商業價值。 

儘管自行車騎乘時只需騎乘者的體力，不需額外

的能源。且運動時週期性迴轉產生的電力，藉由儲電

後在需要時可以更有效的利用。 

由以上自行車訓練台結合發電機的原理可以得

知，自行車踩踏的運動方式與發電量有一定程度的關

聯，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比較不同轉速下發電式自行車

訓練台踩踏與發電功率之效益。 

 

貳、研究方法 

6 位年輕男性為本研究受試者，非專業運動員但

有騎乘自行車習慣，(年齡:23.8±0.7 歲；身高:174.8±5.9

公分，體重:74.5±11.1 公斤，告知受試者實驗流程並

簽屬受試者同意書，經同意後再進行實驗，使用 Fuji 

Roubaix 公路自行車固定於勁多科技有限公司的發電

式自行車訓練台上(如圖一所示) 。 

 

 

 

 

 

 

 

 

圖一、 自行車及發電式訓練台 

名詞解釋 : 踩踏功率 (Bike power) ；發電功率

(Electrical power=v2/R) ； 發 電 效 益 (Generator 

efficiency= Electrical power /Bike power) 。 

踩踏頻率以節拍器與碼表控制，動力學量測儀器:

使用 Garmin Edge 500 自行車碼表，用於紀錄踩踏時

速度、迴轉速、功率等數據收集，取樣頻率為 1Hz。

Power Tap 自行車功率計，量測自行車踩踏功率(B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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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在自行車發電式訓練台做踩踏測試，以隨機次序

進行四種迴轉數（60、75、90、105 rpm）以及三種齒

輪比（50/21T、50/16T、50/12T）的踩踏測試。功率

計裝於後輪花鼓，轉動的後輪帶動與發電機轉軸結合

在一起的轉子，和靜止部分的定子藉由電磁感應原理

而產生電流，並以發電機產生之電力通過負載時的電

壓與電阻計算電功率，再比較各種測試情況下的發電

效益(Generator efficiency)。 

每項測試擷取穩定時的三十秒進行事後分析，兩

次測驗間隔休息時間為 1 分鐘。電學量測儀器使用 NI 

USB-6008，資料擷取具有類比轉數位訊號的功能，取

樣頻率為 1000Hz，搭配 DASYLab 資料擷取圖控軟

體，具備即時分析與控制功能，並可建立客製的圖形

化使用者介面，用於監控發電機的電功率，如圖 2 所

示。 

圖二、DasyLab監控模組 

過高的坐墊設定會導致騎乘者臀及下背的運動傷

害（Burke & Newsom, 1988）；過低會導致髕骨股骨

症候群。標準坐墊高度為胯高×88%的長度＝五通軸心

至坐墊面上緣的長度(Bressel & Larson, 2003)。座墊前

後位置設定在脛骨粗隆與腳踏板中軸的垂直線上，此

時曲柄水平於地板(Bressel & Larson, 2003) 。 

以 SPSS 18.0 統計軟體，分析自行車發電與踩踏

功率之相關性。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固定齒輪比對

於不同迴轉數發電效率之差異，以 Tukey 法進行事後

檢定，顯著水準訂為 p<0.05。 

 

參、結果與討論 

表一、各參數間之相關性係數 

參數 速度 踩踏功率 電功率 

速度 — 0.965* 0.962* 

踩踏功率 — — 0.926* 

電功率 — — — 

*. 顯著水準 p<0.01 

速度與踩踏功率、電功率三者間皆有高度相關性。 

 

圖三、不同轉數下發電效益趨勢圖 

註: *代表發電效益顯著高於60rpm p<0.05 

#代表發電效益顯著高於75rpm p<0.05 

在所有齒輪比下 105 rpm 的發電效益顯著高於

60 rpm。另外，在 50/12T 齒輪比下 105 rpm 的發電

效益顯著高於 75 rpm，且 90 rpm 的發電效益也顯著

高於 60 rpm。 

先前自行車發電的研究多為輪轂式發電機，輪胎

轉動時同時帶動磁鐵，線圈組固定在車架上不動，但

輸出功率僅為 3~6W，為提供自行車照明用電，速度

在低速時，發電效益較高，隨著速度的增加，功率僅

有 些 許 的 提 升 而 發 電 效 益 卻 是 下 降 (Heine, J. ＆ 

Oehler, A. 2005) ，輸出功率相較於本實驗小的許多，

所以在設計時只需以低速即可驅動。 

自行車後輪因摩擦帶動發電機輪軸帶，而動摩擦

力分為滑動摩擦和滾動摩擦兩種，滑動摩擦力之值維

持固定，與運動之快慢無關，滾動摩擦力為物體沿接

觸表面滾動時的作用力，兩者比較下滾動摩擦比較小。 

 

肆、結論 

發電功率會隨著速度增加而變大。發電效益在高

和中齒輪比時由低到中轉速時增加不明顯，但在低齒

輪比時轉速對發電效益之影響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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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tion: More and more “Green Power” concepts have been appli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 equipments, ex. the bike trainer combined with power generator.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efficiency of electrical / bike power transmission in different 

cadences on bike trainer with generator. Methods: Six young male were recruited as subjects and 

performed on the bike trainer with generator with 60, 75, 90 105 rpm cadences and 50/21T, 50/16T, 

50/12T gear transmissions by a random sequence. The power meter and the bike trainer were 

attached on the rear wheel, and the electrical power was calculated by the voltage and resistance of 

load connected to the generator.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 correlations among speed, 

bike and electrical powers. In all gear transmissions, the efficiency of power transmission on 105 

rpm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60 rpm. In 50/12T gear transmissions, the efficiency of power 

transmission on 105 rpm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5 rpm, and 90 rpm was also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60 rpm. Conclusions: The electrical power has increased by speed. The change of 

power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was obvious from low to high cadences in the higher gear 

transmission, but the effect of cadence would become higher in lower gear transmission. 

 

Keywords: green power, gear transmission, generator efficien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