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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中文摘要 目的：本篇研究中，將透過生物力學運動學分析的方式，探討

自行車騎乘的動作分析，希望可以瞭解調整座墊高度，下肢髖、膝、踝關

節角度、角速度對自行車騎乘最佳化的影響。方法：運用二台高速攝影機



擷取自行車騎乘之動作，再利用 Kwon3D 動作分析軟體進行運動學之分

析，再使用 SPSS 19.0 版作運動學參數分析。結果：一、座墊調整前後，

下肢同側髖、膝、踝關節之角度皆有顯著的差異。座墊調整前，自行車騎

乘姿勢有右傾的趨勢，調整後，兩側關節角度差距明顯變小。右側髖關節

在座墊調整前與調整後之角度分別為 80.50 deg 與 88.02 deg；左側髖關節

則為 81.02 deg 與 88.41 deg。右側膝關節之角度分別為 119.35deg 與

123.87deg；左側膝關節為 124.89 deg 與 128.73 deg。右側踝關節之角度分別

為 110.21 deg 與 114.85 deg；而左側踝關節則為 112.64 deg 與 117.83 deg。

二、座墊調整前後，下肢同側髖、膝、踝關節角速度比較中，有達到明顯

的差異。右髖關節的平均角速度在調整前後為 22.16 deg/s 與 28.03 deg/s；

左髖關節的平 ii 均角速度為 21.13 deg/s 與 27.38 deg/s。右側膝關節的平均

角速度為 27.90 deg/s 與 32.12 deg/s；左膝關節的平均角速度為 26.48 deg/s

與 30.42 deg/s。右踝關節的平均角速度為 64.55 deg/s 與 85.82 deg/s，左踝關

節的平均角速度為 76.68 deg/s 與 91.01 deg/s。 關鍵詞：自行車運動學、自

行車、運動學、角度、角速度 總頁數：48 

摘要

(英) 

ABSTRACT Objective: In this study, by means of biomechanics and kinematics 

analysis to discuss the motion analysis of riding bicycle, hoping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that by adjusting the stature of saddles to change the joint angles and angular 

velocity in hip, knee and ankle of the lower limbs to the optimization of riding 

bicycle. Methods: Use two high-speed cameras to capture the motions of riding 

bicycle, and Kwon3D motion analysis software to proceed with kinematic analysis, 

then apply SPSS 19.0 version to make the kinematic parameter analysis. Results: 

1.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joint angles in hip, knee and ankle of the 

lower limb in the same side,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adjusting the stature of 

saddles. Before adjusting the stature of saddles, there is a right lean tendency 

towards the position of riding bicycles, but after adjusting, the difference in the joint 

angles of two sides becomes small obviously. Before and after adjusting the saddles, 

the angles of the right hip joint are 80.50 degrees and 88.02 degrees, of the left hip 

joint are 81.02 degrees and 88.41 degrees; of the right knee joint are 119.35 degrees 

and 123.87 degrees, of the left knee joint are 124.89 degrees and 128.73 degrees; of 

the right ankle joint are 110.21 degrees and 114.85 degrees; of the left ankle joint 

are 112.64 degrees and 117.83 degrees respectively. 2. It reaches a significant iv 

difference in compared with the angular velocity in hip, knees and ankles joints of 

the lower limbs in the same side,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adjusting the stature of 

saddles. Before and after adjusting, the average angular velocity of the right hip 

joint are 22.16 deg/s and 28.03 deg/s, of the left hip joint are 21.13 deg/s and 27.38 

deg/s; of the right knee joint are 27.90 deg/s and 32.12 deg/s, of the left knee joint 

are 26.48 deg/s and 30.42 deg/s; of the right ankle are 64.55 deg/s and 85.82 deg/s, 

of the left ankle are 76.68 deg/s and 91.01 deg/s. Key words: kinematics of bicycle, 

bicycle, kinematics, angle, angular velocity Total pages: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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