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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壓力感測套筒，係套接於一腳踏車車架的一固定座中，可供一中軸總成通過，該中
軸總成具有一總成外壁、一踏板轉軸與一軸承，該固定座具有一固定座壁，該中軸總成

係為圓柱形，該踏板轉軸可透過該軸承相對於該總成外壁轉動，該壓力感測套筒係包

括：一套筒本體，具有一套筒中心部、一套筒周緣部與一收納空間，該收納空間係位於

該套筒中心部與該套筒周緣部之間，該套筒中心部係具有一套筒中心部內壁，該套筒周

緣部係具有一套筒周緣部外壁；其中，該套筒中心部與該套筒周緣部分別設置有用於卡

接彼此的一內卡接部與一外卡接部，使該內卡接部與該外卡接部可相互卡接，而限制該

套筒中心部與該套筒周緣部兩者間的相互轉動；其中，該套筒周緣部係可穿設進入該固

定座，而使該套筒周緣部外壁固定於該固定座壁，該中軸總成係可穿設進入該套筒中心

部，而使該總成外壁接觸該套筒中心部內壁，當該踏板轉軸相對於該總成外壁轉動時，

該套筒周緣部被該固定座壁所固定，而該套筒中心部被該套筒周緣部所固定，如此使該

收納空間不會繞著該踏板轉軸轉動，該踏板轉軸可對該套筒中心部內壁施加一側向壓

力，俾使該收納空間變形；以及至少一壓力感測體，設置於該收納空間中，係藉由該收

納空間的變形，而感測該側向壓力的壓力值；其中，由於該收納空間不會繞著該踏板轉

軸轉動，如此使該壓力感測器不會繞著該踏板轉軸轉動。

2.　一種壓力感測套筒，係套接於一腳踏車車架的一固定座中，可供一中軸總成通過，該中
軸總成具有一總成外壁、一踏板轉軸與一軸承，該固定座具有一固定座壁，該中軸總成

係為圓柱形，該踏板轉軸可透過該軸承相對於該總成外壁轉動，該壓力感測套筒係包

括：一套筒本體，具有一套筒中心部、一套筒周緣部與一收納空間，該收納空間係位於

該套筒中心部與該套筒周緣部之間，該套筒中心部係具有一套筒中心部內壁，該套筒周

緣部係具有一套筒周緣部外壁；其中，該套筒中心部與該套筒周緣部係成形為一體，且

該收納空間係由該套筒本體上的一凹槽所提供，該套筒中心部與該套筒周緣部兩者間無

法相互轉動；其中，該套筒周緣部係可穿設進入該固定座，而使該套筒周緣部外壁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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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固定座壁，該中軸總成係可穿設進入該套筒中心部，而使該總成外壁接觸該套筒中

心部內壁，當該踏板轉軸相對於該總成外壁轉動時，該套筒周緣部被該固定座壁所固

定，而該套筒中心部被該套筒周緣部所固定，如此使該收納空間不會繞著該踏板轉軸轉

動，該踏板轉軸可對該套筒中心部內壁施加一側向壓力，俾使該收納空間變形；以及至少

一壓力感測體，設置於該收納空間中，係藉由該收納空間的變形，而感測該側向壓力的

壓力值；其中，由於該收納空間不會繞著該踏板轉軸轉動，如此使該壓力感測器不會繞

著該踏板轉軸轉動。

3.　一種壓力感測套筒，係套接於一腳踏車車架的一固定座中，可供一踏板轉軸通過，該踏
板轉軸具有一轉軸外壁，該踏板轉軸係為圓柱形，該固定座具有一固定座壁，該壓力感

測套筒係包括：一套筒本體，具有一套筒周緣部、一套筒中心部與一收納空間，該套筒

中心部係具有一套筒中心部內壁，該套筒周緣部係具有套筒周緣部外壁並可穿設進入該

固定座，而使該套筒周緣部外壁接觸該固定座壁；一軸承，係具有一軸承外壁與一軸承

內壁，該軸承外壁係施力於該套筒中心部內壁，該軸承內壁係接觸該踏板轉軸，而該收

納空間係位於該套筒中心部內壁與該軸承外壁兩者相互抵接的區域內；其中，該套筒中

心部與該套筒周緣部分別設置有用於卡接彼此的一內卡接部與一外卡接部，使該內卡接

部與該外卡接部可相互卡接，而限制該套筒中心部與該套筒周緣部兩者間的相互轉動；

其中，該踏板轉軸係可穿設進入該軸承，而使該轉軸外壁接觸該軸承內壁，當該踏板轉

軸相對於該總成外壁轉動時，該套筒周緣部被該固定座壁所固定，而該套筒中心部被該

套筒周緣部所固定，如此使該收納空間不會繞著該踏板轉軸轉動，該踏板轉軸可透過該

軸承而相對於該套筒本體轉動，及透過該軸承對該套筒中心部內壁施加一側向壓力，俾

使該收納空間變形；以及至少一壓力感測器，設置於該收納空間中，係藉由該收納空間

的變形，而感測該側向壓力的壓力值；其中，由於該收納空間不會繞著該踏板轉軸轉

動，如此使該壓力感測器不會繞著該踏板轉軸轉動。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至 3項之其中一者所述之壓力感測套筒，其中，該軸承係為滾珠軸
承。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至 3項之其中一者所述之壓力感測套筒，其中，該內卡接部與該外
卡接部具有外形互補的輪廓。

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5項所述之壓力感測套筒，其中，該內卡接部與該外卡接部均係為波
浪狀結構，且該內卡接部的波峰部位正對於該外卡接部的波谷部位。

7.　一種壓力感測套筒，係套接於一腳踏車車架的一固定座中，可供一踏板轉軸通過，該踏
板轉軸具有一轉軸外壁，該踏板轉軸係為圓柱形，該固定座具有一固定座壁，該壓力感

測套筒係包括：一套筒本體，具有一套筒周緣部、一套筒中心部與一收納空間，該套筒

中心部係具有一套筒中心部內壁，該套筒周緣部係具有套筒周緣部外壁並可穿設進入該

固定座，而使該套筒周緣部外壁接觸該固定座壁；一軸承，係具有一軸承外壁與一軸承

內壁，該軸承外壁係接觸該套筒中心部內壁，該軸承內壁係接觸該踏板轉軸，而該收納

空間係位於該套筒中心部內壁與該軸承外壁兩者相互抵接的區域內；其中，該套筒中心

部與該套筒周緣部係成形為一體而無法相互轉動，且該收納空間係由該套筒本體上的一

凹槽所提供；其中，該踏板轉軸係可穿設進入該軸承，而使該轉軸外壁接觸該軸承內

壁，當該踏板轉軸相對於該總成外壁轉動時，該套筒周緣部被該固定座壁所固定，而該

套筒中心部被該套筒周緣部所固定，如此使該收納空間不會繞著該踏板轉軸轉動，該踏

板轉軸可透過該軸承而相對於該套筒本體轉動，及透過該軸承對該套筒中心部內壁施加

一側向壓力，俾使該收納空間變形；以及至少一壓力感測器，設置於該收納空間中，係

藉由該收納空間的變形，而感測該側向壓力的壓力值；其中，由於該收納空間不會繞著

該踏板轉軸轉動，如此使該壓力感測器不會繞著該踏板轉軸轉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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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或 4項所述之壓力感測套筒，其中，該壓力感測體包含有感壓銀
漿，該感壓銀漿係充填在該收納空間中。

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或 4項所述之壓力感測套筒，其中，該壓力感測體係位於該踏板轉
軸的下方。

1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或 4項所述之壓力感測套筒，其中，具有多個壓力感測體，係環繞
該套筒中心部而隔開設置。

1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或 4項所述之壓力感測套筒，其中，該套筒中心部係由一左套筒中
心部殼與一右套筒中心部殼所構成；該套筒周緣部係由一左套筒周緣部殼與一右套筒周

緣部殼所構成，該左套筒中心部殼與該左套筒周緣部殼係設置在該固定座壁的左側，該

右套筒中心部殼與該右套筒周緣部殼係設置在該固定座壁的右側。

1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或 4項所述之壓力感測套筒，其中，該套筒周緣部係由一左套筒周
緣部殼與一右套筒周緣部殼所構成，該左套筒周緣部殼係設置在該套筒中心部的左側，

該右套筒周緣部殼係設置在該套筒中心部的右側；該左、右套筒周緣部殼分別設置有左

內卡接部與右內卡接部，套筒中心部的左右兩側分別設置有左外卡接部與右外卡接部，

用於卡接該左、右內卡接部。

1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或 4項所述之壓力感測套筒，其中，該套筒周緣部外壁係具有一第
一螺接部，該固定座壁具有一第二螺接部，該第一螺接部可與該第二螺接部相互螺合，

使該套筒周緣部外壁螺接該固定座。

14.   一種具有壓力感測功能的腳踏車車架，可供一中軸總成通過，該中軸總成具有一總成外
壁、一踏板轉軸與一軸承，該中軸總成係為圓柱形，該踏板轉軸可透過該軸承相對於該

總成外壁轉動，該腳踏車車架係包括：一固定座，係具有一固定座本體、一固定座壁與

一收納空間；該收納空間係位於該固定座本體和該固定座壁之間，如此使該收納空間不

會繞著該踏板轉軸轉動；其中，該中軸總成係可穿設進入該固定座本體，而使該總成外

壁接觸該固定座壁，以對該固定座壁施加一側向壓力，俾使該收納空間變形；以及至少

一壓力感測體，設置於該收納空間中，係藉由該收納空間的變形，而感測該側向壓力的

壓力值；其中，由於該收納空間不會繞著該踏板轉軸轉動，如此使該壓力感測器不會繞

著該踏板轉軸轉動。

1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4項所述之腳踏車車架，其中，該固定座本體係具有一本體內層與一
本體外層，該收納空間係位於該本體內層與該本體外層之間。

16.   一種具有壓力感測功能的腳踏車車架，可供一踏板轉軸通過，該踏板轉軸具有一轉軸外
壁，該踏板轉軸係為圓柱形，該腳踏車車架係包括：一固定座，係具有一固定座壁與一

收納空間；一軸承，係具有一軸承外壁與一軸承內壁，該軸承外壁係接觸該固定座壁，

該軸承內壁係接觸該踏板轉軸，而該收納空間係位於該固定座壁與該軸承外壁兩者相互

抵接的區域內，如此使該收納空間不會繞著該踏板轉軸轉動；其中，該踏板轉軸係可穿

設進入該軸承，而使該轉軸外壁接觸該軸承內壁，該踏板轉軸可透過該軸承而相對於該

固定座壁轉動，及透過該軸承對該固定座壁施加一側向壓力，俾使該收納空間變形；以

及至少一壓力感測器，設置於該收納空間中，係藉由該收納空間的變形，而感測該側向

壓力的壓力值；其中，由於該收納空間不會繞著該踏板轉軸轉動，如此使該壓力感測器

不會繞著該踏板轉軸轉動。

圖式簡單說明

圖 1，係本發明壓力感測套筒之第一實施例的示意圖。
圖 2，係圖 1所示壓力感測套筒的使用狀態示意圖。
圖 3，係圖 2所示構件的分解圖。
圖 4，係圖 2所示構件沿 AA線段截切的截面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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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係圖 2所示構件沿 BB線段截切的截面圖。
圖 6，係本發明壓力感測套筒之第二實施例的示意圖。
圖 7，係本發明壓力感測套筒之第三實施例的示意圖。
圖 8，係本發明壓力感測套筒之第四實施例的示意圖。
圖 9，係本發明壓力感測套筒之第五實施例的示意圖。
圖 9A，係圖 9所示部分構件的分解圖。
圖 10，係圖 9所示構件沿線段 GG截切的截面圖。
圖 11，係圖 9所示構件沿線段 HH截切的截面圖。
圖 12，係本發明壓力感測套筒之第六實施例的示意圖。
圖 13，係圖 12所示壓力感測套筒的使用狀態示意圖。
圖 14，係圖 13所示構件的分解圖。
圖 15，係圖 13所示構件沿 CC線段截切的截面圖。
圖 16，係本發明具有壓力感測功能的腳踏車車架之第七實施例的示意圖。
圖 17，係圖 16所示構件沿 DD線段截切的截面圖。
圖 18，係圖 16所示構件沿 EE線段截切的截面圖。
圖 19，係本發明具有壓力感測功能的腳踏車車架之第八實施例的示意圖。
圖 20，係圖 19所示構件沿 FF線段截切的截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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