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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自行車輪，其具有垂直於一旋轉軸之一縱向平面，該自行車輪包含：一輪輞，其具
有位於該縱向平面之相對側上之第一及第二側面；一輪轂，其具有位於該縱向平面之相

對側上之第一及第二端部且相對於該輪輞軸向對準且同心安置；及一對單一側體元件，

其安置在該縱向平面之相對側上且耦合至該輪輞及該輪轂，且該等側體元件之各者具有

一環形側壁、一凸緣部分、整體互連該環形側壁及該凸緣部分之複數個輻條，該等側體

元件包括第一及第二側體元件，該第一側體元件之該環形側壁係固定至該輪輞之第一

側，且該第一側體元件之該凸緣部分係固定至該輪轂之該第一端部，且該第二側體元件

之該環形側壁係固定至該輪輞之第二側，且該第二側體元件之該凸緣部分係固定至該輪

轂之該第二端部，該等第一及第二側體元件之該複數個輻條係在該等各自第一及第二側

體元件之該側壁與該凸緣之間張緊；其中該第一側體元件之該等輻條係與該第二側體元

件之該複數個輻條對準定位，該等第一及第二側體元件之各輻條具有鄰近於該等側壁之

一端部，且接近該等環形側壁該第一側體元件之各輻條之該端部係繫至該第二側體元件

之一對準輻條之該端部，以限制繫在一起之該等端部在垂直於該縱向平面之方向上遠離

彼此移動，及其中該第一側體元件與該第二側體元件之各凸緣部分係使用一蓋以固定至

輪轂之各別端部，其中該蓋係抓住在該蓋之頭部與該輪轂之間的各凸緣部分之一部分。

2.　如請求項 1之車輪，其中該對單一、側體元件為基於纖維之側體元件且該複數個輻條整
體互連該環形側壁及該凸緣部分，其中連續的第一纖維橫跨在該環形側壁及該等輻條之

間，且其中連續的第二纖維橫跨在該等輻條及該凸緣部分之間。

3.　如請求項 1之車輪，其中該等第一及第二側體元件之該等側壁各自具有固定至該輪輞之
一徑向外部嚙合部分及自該徑向外部嚙合部分徑向向內安置之一內邊緣部分，其中該等

第一及第二側體元件之該等內邊緣部分係彼此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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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請求項 1之車輪，其中該等第一及第二側壁自該輪輞徑向向內延伸且朝向彼此彙聚，
且該等第一及第二側壁之徑向向內邊緣部分實質上在該縱向平面處彼此連接。

5.　如請求項 1之車輪，其中該等單一側體元件各自為單一碳纖維結構。
6.　如請求項 5之車輪，其中該第一側體元件之該等輻條之一者之至少一部分及該第一側體
元件之該凸緣部分之一部分係由一基於纖維之材料層之至少一連續部分構造。

7.　如請求項 6之車輪，其中該固化、基於纖維之材料層為一碳纖維材料。
8.　如請求項 6之車輪，其中該第二側體元件之該等輻條之一者之至少一部分及該第二側體
元件之該凸緣部分之一部分係由一基於纖維之第二材料層之至少一連續部分構造。

9.　如請求項 5之車輪，其中該第一側體元件之一輻條之至少一部分、該側壁之一部分及該
凸緣部分之一部分係由至少一固化、基於纖維之材料之連續層之一部分構造。

10.   如請求項 9之車輪，其中該第二側體元件之一輻條之至少一部分、該側壁之一部分及該
凸緣部分之一部分係由至少一固化、基於纖維之材料之連續第二層之一部分構造。

11.   一種自行車輪，其具有垂直於一旋轉軸之一縱向平面，該自行車輪包含：一輪輞，其具
有位於該縱向平面之相對側上之第一及第二側面；一輪轂，其具有位於該縱向平面之相

對側上之第一及第二端部且相對於該輪輞軸向對準且同心安置；及一對單一側體元件，

其安置在該縱向平面之相對側上且耦合至該輪輞及該輪轂，且該等側體元件之各者具有

一環形側壁、一凸緣部分、整體互連該環形側壁及該凸緣部分之複數個輻條，其中第一

連續纖維橫跨在該環形側壁與該等輻條之間，且其中第二連續纖維橫跨在該等輻條及該

凸緣部分之間，其中該等側體元件包括第一及第二側體元件，該第一側體元件之該環形

側壁係固定至該輪輞之第一側，且該第一側體元件之該凸緣部分係固定至該輪轂之該第

一端部，且該第二側體元件之該環形側壁係固定至該輪輞之第二側，且該第二側體元件

之該凸緣部分係固定至該輪轂之該第二端部，該等第一及第二側體元件之該複數個輻條

在該等各自第一及第二側體元件之該側壁與該凸緣之間張緊，及其中該第一側體元件與

該第二側體元件之各凸緣部分係使用一蓋以固定至輪轂之各別端部，其中該蓋係抓住在

該蓋之頭部與該輪轂之間的各凸緣部分之一部分。

12.   一種用於一自行車輪上之一對單一側體元件，該車輪具有一輪輞、一輪轂及一縱向平
面，各側體元件為具有一環形側壁、一凸緣部分、整體互連該環形側壁及該凸緣部分之

複數個輻條之一單一構件，且其中各環形側壁係經組態以固定地連接至該輪輞且各凸緣

部分係經組態使用一蓋以固定地連接至該輪轂，該等環形側壁之各者具有一徑向內邊緣

部分，該徑向內邊緣部分經組態以牢固地附接至該等側壁之另一者之該徑向內邊緣部

分，且該等第一及第二側體元件之該複數個輻條經組態以在該側壁與該凸緣之間張緊，

各側體元件係經組態以在該等輻條張緊時位於該縱向平面之相對側上而不橫穿至該縱向

平面之另一側，其中鄰近於該等側壁將來自該等側體元件之各者之輻條之端部彼此相繫

且限制該等端部在垂直於該縱向平面之方向上遠離彼此移動，且其中該蓋係抓住在該蓋

之頭部與該輪轂之間的各凸緣部分之一部分。

13.   如請求項 12之該對單一側體元件，其中該等側體元件之各者為一基於纖維之側體元件，
其中第一連續纖維橫跨在該環形側壁與該等輻條之間，且其中第二連續纖維橫跨在該等

輻條與該凸緣部分之間。

14.   一種用於一自行車輪上之一對基於纖維之側體元件，該車輪具有一輪輞、一輪轂及一縱
向平面，各側體元件為具有一環形側壁、一凸緣部分、整體互連該環形側壁及該凸緣部

分之複數個輻條的一單一構件，其中第一連續纖維橫跨在該環形側壁與該等輻條之間，

且其中第二連續纖維橫跨在該等輻條與該凸緣部分之間，且其中各環形側壁係經組態以

固定地連接至該輪輞且各凸緣部分係經組態使用一蓋以固定地連接至該輪轂，該蓋係抓

住在該蓋之頭部與該輪轂之間的各凸緣部分之一部分，且該等第一及第二側體元件之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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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數個輻條係經組態以在該側壁與該凸緣之間張緊，各側體元件係經組態以在該等輻條

張緊時位於該縱向平面之相對側上而不橫穿至該縱向平面之另一側。

15.   如請求項 14之側體元件，其中該等環形側壁之各者具有一徑向內邊緣部分，該徑向內邊
緣部分經組態以牢固地附接至該等側壁之另一者之該徑向內邊緣部分。

16.   如請求項 14之側體元件，其中一第一側體元件之該等輻條之一者之至少一部分及該第一
側體元件之該凸緣部分之一部分係由一基於纖維之材料層之至少一連續部分構成。

17.   如請求項 16之側體元件，其中該第一側體元件之該輻條之至少一部分及該第一側體元件
之該側壁之一部分係由該基於纖維之材料層之至少一連續部分構成。

18.   一種可繞一中央軸旋轉且具有垂直於該中央軸之一中央縱向平面之車輪，該車輪包含：
一輪輞，其具有第一及第二側面，該輪輞實質上為圓形且圍繞該中央軸安置，且其中該

第一側面係定位在該縱向平面之第一側上，且該第二側面係定位在該縱向平面與該第一

側相對之第二側上；一輪轂管，其具有與該中央軸對準且徑向安置在該輪輞內部之第一

及第二端部；一單一、第一側體元件，其耦合至該輪輞及該輪轂管，該第一側體元件係

定位在該縱向平面之該第一側上，且該第一側體元件具有固定至該輪輞之該第一側之一

第一側壁、耦合至該輪轂管之該第一端部之一第一中央凸緣部分、在第一端處整體連接

至該第一側壁且在第二端處整體連接至該第一中央凸緣部分之複數個第一輻條，該等第

一輻條係安置在該縱向平面之該第一側上且在該縱向平面之該第一側上連接至該第一側

壁；及一單一、第二側體元件，其耦合至該輪輞及該輪轂管，該第二側體元件係定位在

該縱向平面之該第二側上，且該第二側體元件具有固定至該輪輞之該第二側之一第二側

壁、耦合至該輪轂管之該第二端部之一第二中央凸緣部分、在第一端處整體連接至該第

二側壁且在第二端處整體連接至該第二中央凸緣部分之複數個第二輻條，該等第二輻條

係安置在該縱向平面之該第二側上且在該縱向平面之該第二側上連接至該第二側壁；且

其中該等第一輻條在該第一側壁與該第一中央凸緣之間保持張緊，且該等第二輻條在該

第二側壁與該第二中央凸緣之間保持張緊，且其中該等第一輻條之各者與該等第二輻條

之一各自者對準以在該縱向平面之相對側上形成一對對準輻條，使用一連接構件將該對

對準輻條之該等第一及第二輻條之各者之在該環形側壁附近的該等第一端部繫在一起，

該連接構件限制該對對準輻條之該等第一端部在垂直於該縱向平面之方向上遠離彼此移

動。

19.   如請求項 18之車輪，其中該第一側體元件之該第一側壁具有一第一徑向內邊緣部分且該
第二側體元件之該第二側壁具有一第二徑向內邊緣部分，該第二徑向內邊緣部分固定至

該第一徑向內邊緣部分以防止該等第一及第二徑向內邊緣部分在垂直於該縱向平面之方

向上分離。

20.   如請求項 19之車輪，其中該等第一及第二徑向內邊緣部分實質上在該縱向平面處彼此固
定。

21.   如請求項 18之車輪，其中該等第一及第二側體元件之各者係由一基於纖維之材料製成。
22.   如請求項 18之車輪，其中該複數個第一輻條之各者係安置在該縱向平面之該第一側上且

不橫穿至該縱向平面之該第二側，且該複數個第二輻條之各者係安置在該縱向平面之該

第二側上且不橫穿至該縱向平面之該第一側。

23.   如請求項 18之車輪，其中該第一輻條之至少一部分及該第一側壁之一部分係由至少一固
化、基於纖維之材料之連續層構成。

24.   如請求項 23之車輪，其中該至少一固化、基於纖維之材料之連續層為一片碳纖維織物。
25.   如請求項 23之車輪，其中該第二輻條之至少一部分及該第二側壁之一部分係由至少一固

化、基於纖維之材料之連續層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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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如請求項 18之車輪，其中該等第一輻條之一者之至少一部分、該第一中央凸緣部分之一
部分、及該第一側壁之一部分係由至少一碳纖維材料之連續層構成。

27.   如請求項 26之車輪，其中該等第二輻條之一者之至少一部分、該第二中央凸緣部分之一
部分、及該第二側壁之一部分係由至少一碳纖維材料之連續層構成。

28.   一種製造一自行車輪之方法，該自行車輪具有一輪輞、一輪轂及一對相對的單一第一及
第二側體元件，其中該車輪具有一旋轉軸及垂直於該旋轉軸之一縱向平面，該方法包

含：將該等第一及第二單一側體元件附接至該輪輞，其中該第一單一側體元件具有一第

一凸緣部分、具有一第一外部嚙合部分及一第一內部嚙合部分之一第一環形壁、及安置

在該縱向平面之該第一側上且整體互連該第一環形側壁及該第一凸緣部分之第一輻條，

且該第二單一側體元件具有一第二凸緣部分、具有一第二外部嚙合部分及一第二內部嚙

合部分之一第二環形側壁、及安置在該縱向平面之該第二側上且整體互連該第二環形側

壁及該第二凸緣部分之第二輻條，其中該第一外部嚙合部分係附接至該輪輞位於該縱軸

之第一側上之第一側，且該第二外部嚙合部分係附接至該輪輞位於該縱軸之第二側上之

第二側；將該第一側壁之該第一內部嚙合部分固定至該第二側壁之該第二內部嚙合部

分；使用一蓋以將該第一凸緣部分附接至該輪轂位於該縱向平面之該第一側上之一第一

端部；使用一蓋以將該第二凸緣部分附接至該輪轂位於該縱向平面之該第二側上之一第

二端部，其中該等第一及第二凸緣部分與該縱向平面之分離使該等第一輻條在該第一側

壁與該第一凸緣部分之間保持張緊且使該等第二輻條在該第二側壁與該第二凸緣部分之

間保持張緊；及使用一連接構件將該等第一輻條之各者之一徑向向外端部繫至該等第二

輻條之一對準者之經對準的徑向向外端部以界定若干對對準輻條，來限制該等對準輻條

對之該等徑向向外端部在垂直於該縱向平面之方向上遠離彼此移動。

29.   一種製造用於自行車之基於纖維之車輪之方法，其包含：形成單一基於纖維之第一及第
二側體元件，其等各自具有一環形側壁、位於該側壁之徑向內部之一中央凸緣部分、及

在該側壁與該中央凸緣之間延伸之複數個輻條，其中藉由堆疊經塑形以形成該側壁、該

中央凸緣及該等輻條之複數層基於纖維之材料且在一固化程序中使用熱及壓力固化整個

側體元件以形成一固化側體元件來形成各側體元件，其中至少第一連續纖維在該凸緣與

該等輻條之間延伸且至少第二連續纖維在該等輻條與該中央凸緣之間延伸，其中該等輻

條整體連接至該側壁及該凸緣；鄰近於一輪輞且在該等輻條彼此對準之情況下定位該等

第一及第二側體元件；將該等第一及第二側體元件之該等側壁固定至該輪輞之相對側

面；將該等第一及第二側體元件之該等中央凸緣定位在一輪轂上，且定位該等第一及第

二側體元件以使得該等輻條張緊；及使用一蓋以將該等第一及第二側體元件之該等凸緣

固定至該輪轂，該蓋係抓住在該蓋之頭部與該輪轂之間的各中央凸緣部分之一部分。

30.   如請求項 29之方法，其中堆疊複數層基於纖維之材料包括堆疊形成該側壁之一部分、至
少一輻條及該中央凸緣之一部分之至少一層基於纖維之材料。

31.   如請求項 30之方法，其中堆疊該至少一層包括定位該至少一層基於纖維之材料，使得複
數個纖維沿著該側壁、該至少一輻條、及該中央凸緣連續延伸。

32.   如請求項 29之方法，其進一步包含鄰近於該等側壁將該等第一及第二側體元件之對準輻
條之端部繫在一起，以限制該等對準輻條之該等端部遠離彼此地側向移動。

圖式簡單說明

圖 1為根據本發明之一實施例之一自行車輪之一局部分解等角視圖。
圖 2為圖 1之車輪之一側視圖。
圖 3為實質上沿圖 2之線 3-3取得之一橫截面圖。
圖 4為實質上沿圖 2之線 4-4取得之一橫截面圖。
圖 5為實質上在圖 4之區域 5取得之一放大截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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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為實質上沿圖 2之線 6-6取得之一橫截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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