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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健身跑步機平台骨架設計時，鐵管的規格種類、使用的數量、焊接補強的方式，都影響

了跑步機整體強度。一般跑步機在結構強度方面須通過靜力負荷測試及疲勞耐久性測試，然而

考量業者缺乏專業量測儀器與技術下，有效運用 CAE（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的技術於跑

步機的結構測試，進行結構強度與耐久性試驗的模擬與分析，可縮短產品開發時程並降低研發

成本。本研究之目的在於如何利用電腦輔助分析軟體 ANSYS 建構跑步機結構有限元素模型，

並依據法規測試條件進行結構靜力負荷測試與疲勞耐久性測試的數值模擬，藉由電腦模擬分析

結果，除確認結構最大應力與變形位置外，並可提供產品結構改善與最適化設計方向。本研究

建立之跑步機測試數值模擬，可提供國內製造商在跑步機結構設計上之應用參考，以改善傳統

的製造流程，大大提升輕量化的設計能力，有效縮短產品的開發時間，設計出最佳產品。 

關鍵詞：跑步機，有限元素分析，最適化設計，結構疲勞耐久性測試，靜態負荷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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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ecification, quantity and weld of a steel tube affect the structural strength when 

designing the frame of a treadmill.  For this strength, the frame must pass both static-load and 

fatigue-durability tests.  However, concerns regarding the lack of a measurement device prevent the 

use of experimental tests.  Since computer simulations can precisely perform the requisite 

structural-strength and fatigue-durability tests, such simulation is an economical and time-efficient 

alternative to physical testing.  In this research, both static-load and fatigue-durability tests on the 

frame of a treadmill were numerically studied by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a regulation test using 

the ANSYS code.  The maximum stress and distortion position can be determined on the basis of the 

numerical results.  Moreover, the results can be consulted for improving and optimizing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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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mprove manufacturing procedures, create the design capability of lightweight structures and 

reduce development time, the results and procedures obtained herein have potential for guid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readmill designs and technologies. 

Key Words: treadmill,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ptimum design, fatigue-durability test, static-load test 

 

一、前言 

  跑步機功能的提升逐漸地被推廣成為養生保健器材。隨

著科技的發展，跑步機的價格越來越便宜，使得跑步機普遍

被一般家庭所接受，故而帶動另一波流行，不僅國內如此，

比台灣較注重休閒活動的歐美先進國家，對於健康休閒、保

健養生風氣更是鼎盛。國內大廠 2005 年生產的跑步機約  

40 萬台，依據上述全世界銷售量而言仍有相當大的拓展空

間，面對龐大的市場商機，各家廠商必須要不斷的推陳出

新，提高價值以快速擴張市場規模，若要在百家企業中脫穎

而出，則必須要加強研發能量，縮短設計時程，以有效降低

生產成本，並增加市場競爭力。 

  反觀現今的傳統產業，在跑步機產品結構的設計上，仍

舊依照過去所留下來的觀念方法來設計與製造，或完全依靠

老師父的經驗，產品真正的好或壞，並沒有一定的方向跟標

準，往往無法跳脫現有的設計模式，如有新的設計式樣產

生，也會對其產品產生質疑；再者小企業只能跟在大企業後

面走，等大企業研發出新產品後，便爭相模仿依樣畫葫蘆，

不然就是僅作小幅度修改。這是一般中小型規模工廠的通

病，即便是幸苦努力了好幾年，工廠規模也有限。產品如何

才能夠具有自己的風格，設計的產品如何比別家廠牌更新

穎，如何主導帶動市場的流行風潮，為目前一般中小型企業

積極思考的課題。 

  降低生產成本，以提升產業競爭力，是目前各家企業積

極努力的重點之一，然而一般企業都還採用土法煉鋼的方

式，當遇到產品出狀況時，哪邊出錯就改哪裡，卻不知真正

問題發生的原因，只重治標不治本的方式，如此一來一往，

無形中浪費許多工時，亦延長了開發的時效，並增加龐大的

成本。目前一般產業縱使有心從事創新研發，卻苦於沒有對

策及有效方法，有鑑於電腦輔助工程（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 CAE）及有限元素方法（finite element method）

的發展已相當成熟，如何將產品實體模型導入電腦，並應用

CAE 於產品設計開發，進行模組化設計與結構有限元素分

析，藉由問題根源的解決，進而提升產品設計能力與品質，

大幅降低生產成本，使企業保有競爭優勢。 

  運動器材用品種類非常的多，跑步機僅為眾多運動器材

種類的其中之一，因跑步機的使用率最普及，相對的也最具

代表性。一般從事運動器材之研究項目包括有：性能測試評

估標準研究、電控系統顯示操作控制、馬達驅動控制、人因

工程分析、結構設計與分析、運動生理學應用研究及虛擬實

境研發等。國內外相關跑步機功能與結構研究等重要文獻簡

述如下：在跑步機避震系統對地面反作用力之影響方面 

[2]：當跑者在跑步時，所產生的撞擊峰值可能會達到每次

1.5 至 2.5 倍的體重，最大負荷率的範圍可能介於每秒 70 至

120 倍體重，所以說，過度使用所造成的傷害是潛在的，因

此研究比較著重在跑步機上的避震系統上，企圖減少地面反

作用力的撞擊力量峰值及最大負荷率。避震器的狀態分別為

一般狀態、塑膠式及氣墊式避震系統狀態，當在快跑以及慢

跑狀態時，塑膠及氣墊式避震系統在撞擊力量峰值以及最大

負荷率都顯著低於一般狀態，當增加速度時，氣墊式避震器

又比塑膠避震器效果佳；依據研究結果得知，在跑步機上裝

置避震系統可以減少地面反作用力，可以有效避免下肢關節

部位傷害的發生。在跑步機性能測試標準評估研究方面 

[5]：主要目標在於建立健身跑步機機械性能測試評估方法

之研究，係從各國有關機械元件安全要求規範當中整理分析

並運用於健身跑步機相關安全要求測試。藉此發展出有關跑

步機馬達系統、整體結構部份、腳踏平台部分、跑步台部分

等測試技術，提供業者對於跑步機性能測試上有所遵循，在

檢測方法上能符合產品的需求，使跑步機品質水準能持續提

昇。在健身器材虛擬實境之開發方面 [3]：隨著電腦科技快

速進步，虛擬實境的發展至今已成炙手可熱的技術，運動器

材與虛擬實境的搭配應用更是一項完美的結合，藉由虛擬實

境的效果使跑步機使用者身歷其境，讓室內健身運動更加盛

行。在電動跑步機控制系統研究方面 [1]：控制系統在缺乏

技術背景的支撐下，大部分以組裝為主，再者，由於近年來

國內產業不均衡發展，導致傳統產業電子、電機之優秀人才

不足，所以應針對電動跑步機進行控制系統之開發與研究，

以提昇國內廠商的技術水準。在跑步機在結構強度及輕量化

設計方面，因礙於專業檢驗人員不足，再加上檢驗儀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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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貴，一般傳統產業生產的產品皆以送測檢驗為主，或者僅

能憑著經驗實施粗略的檢查，鮮少有能力自行檢驗校正；結

構強度在相關的研究上，也多以性能評估檢驗為研究要點，

並未對運動器材結構強度、輕量化等設計方式作一探討。因

此本文特別著重在跑步機結構輕量化上的研究，搭配設計理

論及檢測標準，使運動器材這方面的研究更加完整。 

  一般跑步機若要輸出國外，在結構強度方面須通過靜力

負荷測試及疲勞耐久性測試，例如法規安全要求中規範當結

構承受某額定負荷時，其永久變形量不得超過 3%，一般傳

統行業大部分沒有足夠的技術對跑步機的變形量進行測

量，並且若要培養專業測試人員及添購測試儀器，動輒都要

好幾十萬。在種種條件不允許下，也只能回到傳統的做法，

重複的修改測試或者是從客戶端訊息的回饋，來得知產品的

問題。在現今競爭非常激烈的社會中，如果不能改變現況，

將會喪失競爭優勢。因此有效運用 CAE 的技術於跑步機的

結構測試，進行結構強度與耐久性試驗的模擬與分析，可縮

短產品開發時程並降低研發成本。本研究之目的在於利用電

腦輔助分析軟體 ANSYS 建構跑步機結構有限元素模型，並

依據法規測試條件進行結構靜力負荷測試與疲勞耐久性測

試的數值模擬，藉由電腦模擬分析結果，除確認結構最大應

力與變形位置外，並可提供產品結構改善與設計方向。本論

文之研究可有效改善傳統設計製造流程，設計出真正好的產

品，能對國內製造商提供實質的幫助，使得台灣的運動器材

繼續成為世界的第一領導品牌。 

 

二、跑步機平台骨架測試實驗 

  跑步機法規主要有靜力負荷測試、機械結構疲勞測試等

項目，不同國家有不同的測試規範要求，目前法規有歐盟的

EN 957、美國的 ASTM F1250、日本的 JIS T1214、AS 4092

等；其中以歐盟所制定的 EN 957 最為完整且嚴謹，故製造

商通常以 EN 957 [7, 8] 作為室內健身器材的安全性檢驗標

準。由於平台骨架是跑步機整體結構重要的部份，其設計的

好壞關係著跑步機品質的穩定性以及跑步時所帶給使用者

的舒適度。因此本文特別著重於跑台結構的分析，利用實驗

與電腦軟體模擬交叉比對，來確認設計的合理性與可靠度。

在實驗方面，主要使用的設備名稱如下： 

（1） P-3500 Digital Strain Indicator & SB-10 Switch and 

Balance Unit。 

（2） 應變規型號：KFG-5-120-C1-11L1M2R。 

（3） 跑步機平台骨架組× 1 台。 

（4） 重量壓塊：大鋼板 81.8 kg；小鋼板 49.35 kg。 

（5） 重量壓塊：石塊約 50 kg。 

（6） 跑步機動態試驗機。 

（一）跑步平台靜力負荷測試 

1. 靜力負荷測試法規 

（1） 測試目的：利用設備測試出跑步面、跑步板、腳踏平

台、仰角功能等承載能力是否有任何損壞或破裂現象

產生。受到使用者重量的壓力、跑步產生的衝擊力，

都考驗跑步機整體的剛性與強度，太過軟弱，無法承

受使用者的重量與跑步衝擊負荷，將造成產品容易損

壞，故結構強度為法規的測試重點之一。 

（2） 測試步驟與規範：a. 跑步面：跑步機於跑步帶從後端

算起 2 L/3（L：跑步帶長度）處，如跑步機具有坡度

傾斜升降功能，在水平、中間及最高位置，施力面積

為 300 mm × 300 mm，均應能承受 400kg（Class H；

家庭用），或 600 kg（Class S；俱樂部用）之負載而

無破裂產生，且功能仍能依製造商說明書之說明正常

操作，如圖 1 所示。b. 腳踏平台：跑步機須具有腳踏

平台，及在中間位置須有面積至少 70 mm × 400 mm

之防滑面，其長度與跑步帶相同（不含後軸蓋長度），

寬度至少為 80 mm。當在防滑面中間位置施 2000 N

力，持壓 5 分鐘後，其骨架永久變形量不得超過 3%，

如圖 2 所示。 

2. 跑步面靜力負荷測試實驗 

  本實驗將跑步機平台置於地面處在水平位置，因跑步面

在受到壓力的狀況下，左右鋼管會產生彎曲應力及扭轉應 

 

 
 

圖 1. EN957-6 跑步面靜力負荷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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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EN957-6 腳踏平台靜力負荷測試 

 

力，預先研判可能產生最大撓度的位置，並先將鋼管上的烤

漆磨除作為應變量測點，分別在左右鋼管前、中、後三個位

置的上下方共 6 個部位貼上應變規，如圖 3 所示。從跑步機

骨架後端算起 2/3 長中間的位置約（845 mm 處），放置一

面積為 300 mm × 300 mm 的鋼板，上方再疊放較大片的鋼

板。然後採漸進的方式放置重量壓塊使負載達 400 kg（含鋼

板重量），如圖 4 所示。在不同重量壓塊負載下讀取量測點

的應變數值並紀錄量測結果，如表 1。 

3. 腳踏平台靜力負荷測試實驗 

  本實驗同樣將跑步機平台置於地面處在水平位置，實驗

規範要求須於左右腳踏平台中央位置，分別施以 2000 N 之

負載，施力位置與前次實驗施力的前後的相關位置差距不

大，因此取相同的位置作為應變的量測點，同樣在鋼管前、

中、後三個位置的上下方貼上應變規共 6 個部位，如圖 3

所示。法規規範要求須在左右鋼管（腳踏平台）上方，面積

至少 70 mm × 400 mm 範圍內施加 2000 N 之負荷，故在鋼

管上設置 4 個支撐鐵座作為施力點，施力面積為 20 mm ×   

 

 
 

圖 3. 靜力負荷測試應變計黏貼位置 

 
 

圖 4. 跑步機步面靜力負荷測試圖 

 

表 1. 跑步面 400 kg 靜力負載左梁應變比較表（應變值單 
位：10-6） 

應變規編號

方法 
1 2 3 4 5 6 

數值模擬值 245 202 275 213 272 265

實驗測試值 292 244 322 285 364 281

誤差率 0.16 0.17 0.14 0.25 0.25 0.06

 
30 mm，如圖 5 所示。在 4 個鐵座上方放置鋼板，在鋼板上

採漸進的方式放置重量壓塊使負載達 400 kg（含鋼板重

量），如圖 6 所示。法規規範為左右樑各施壓 2000 N 共   

4000 N，本實驗取 400 kg 之負載約 3,920 N 之力，在不同重

量壓塊負載下讀取實驗的應變數值並紀錄，如表 2。 

（二）跑步機機構疲勞耐久測試 

1. 疲勞耐久測試法規 

（1） 測試目的：使用相關輔助設備來模擬使用者跑步的情

況，在測試完成時可得知跑步機整體結構包括傾斜功 

 

 
 

圖 5. 腳踏平台靜力負荷施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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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腳踏平台靜力負荷測試圖 

 

表 2. 腳踏平台 400 kg 靜力負載左梁應變比較表（應變值單 
位：10-6） 

應變規編號 

方法 
1 2 3 4 5 6 

數值模擬值 243 199 292 245 254 282

實驗測試值 326 265 403 341 342 373

誤差率 0.25 0.25 0.27 0.28 0.25 0.24
 

能元件、馬達本體總成及跑步機操作性能與機構耐久

性能。 

（2） 疲勞測試步驟：業界最常使用的疲勞測試方式為使用

跑步機動態試驗機，設備裝設有機械腳以模擬人們實

際於跑步機上跑步的情況。跑步機置放於機械腳下

方，機械腳配重至 75 kg，以左右腳連續踩踏的方式，

衝擊頻率維持至少 0.5 Hz，衝擊跑步面 12,000 次

（Class H）或 100,000 次（Class S）以上，觀看整台

機構有無破損現象發生。 

2. 跑步機機構疲勞耐久測試實驗 

  此實驗採用業界最常使用的疲勞測試方式：跑步機動態

試驗機，在設備上裝設有機械腳，以模擬人們實際於跑步機

上跑步的情況，如圖 7 所示。先將跑步機置放於機械腳下

方，再將 4 個地面的支撐點固定，機械腳配重至 75 kg，動

態衝擊位置從跑步帶後端算起 2 L/3 的區域，以左右腳連續

踩踏的方式，衝擊頻率維持至少 0.5 Hz。測試規範須衝擊跑

步面 12,000 次（Class H）以上，且整台機構不得有破損現

象發生。在此跑步機疲勞測試實驗中，衝擊跑步面 12,000

次後，詳細的檢視跑步機鋼鐵構件的每一個部位，跑步機並

無任何損傷情形發生；接著再連續進行 48 小時的運轉測

試，相當於 86,400 次的衝擊測試，跑步機同樣沒有任何損 

 
 

圖 7. 跑步機動態疲勞實驗測試圖 

 

傷發生，實驗結果說明該跑步機並未產生疲勞破壞。 

 

三、跑步機平台骨架測試數值模擬 

（一）跑步機平台有限元素模型 

  跑步機有限元素模型的建立，採用在 ANSYS 軟體當中

以直接建模的方式進行，在跑步機有限元素模型的建構中，

首先根據跑步機骨架的主要結構，將其形狀結構複雜部份，

給予簡化並且忽略不重要的複雜幾何形狀及零件。本文所採

用的跑步機骨架材質為 JIS G3131 軟鋼，其材料之楊氏係數

為 200 GPa，密度為 7.86×10-6 kg/mm3，蒲松比為 0.29，降

伏強度為 225 MPa。跑步平台有限元素模型如圖 8 所示。有

限元素選用立體元素 Solid 95，輸入參數定義材料性質；先

將此有限元素模型依照實驗環境設定邊界條件，將有限元素

模型 4 個支撐於地面上的節點，做自由度位移的限制；從跑

步機骨架後端算起 2/3 的位置，於模型跑步面上面積      

30 mm×300 mm 上施加 400 kg（3920 N）之負載。 

 

 
 

圖 8. 跑步機有限元素模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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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跑步面靜力負荷測試數值模擬 

  在跑步面靜力負荷測試模擬方面，從跑步機骨架後端算

起 2/3 的位置，於模型跑步面上面積 300 mm × 300 mm 上施

加 400 kg（3920 N）之負載；當一切邊界條件設定完成後即

可進行求解的動作，並判斷最大應力值是否大於降伏強度。

圖9為模擬分析結構應力圖及表1為跑步機骨架端之數值分

析應變值；由圖 9 之跑步面靜力負荷測試模擬結果得知結構

最大應力值為 66.2 MPa，小於結構材料降伏強度 225 MPa，

顯示骨架結構無破裂產生；另由表 1 可看出模擬分析應變結

果與實驗量測值接近，顯示跑步機靜力負荷測試數值分析模

型的正確性。 

（三）腳踏平台靜力負荷測試數值模擬 

  此實驗因主要受力件為左右兩端的主梁，中間跑步面連

接的部分為避震墊軟性材質而非剛性材料，故有限元素模型

可再簡化，以減少節點與元素數量，同時也可降低系統矩陣

方程式的數量，增加電腦求解的速度與準確性，建構之腳踏

平台有限元素模型如圖 10 所示。根據實驗於跑步機模型左

右鋼樑上方 4 個位置，面積區域各為 20 mm × 30 mm，分別

受到的壓力為 3920 N/4 = 980 N 之力。圖 11 為模擬分析結

構應力圖及表 2 為跑步機骨架端之數值分析應變值；由   

圖 11 之腳踏平台靜力負荷測試模擬結果得知結構最大應力

值為 0.58 MPa，遠小於結構材料降伏強度 225 MPa，顯示骨

架結構無永久變形產生；另由表 2 可看出模擬分析應變結果

與實驗量測值接近，顯示跑步機靜力負荷測試數值分析模型

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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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跑步面靜力負荷測試數值模擬應力圖 

 

 
 

圖 10. 腳踏平台靜力負荷測試之有限元素模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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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腳踏平台靜力負荷數值模擬應力圖 

 

  由表 1 與表 2 之跑步機骨架試驗的量測值與 ANSYS 軟

體數值模擬結果比對顯示，有限元素數值模擬分析的結果與

實驗所量測之應變值仍有偏差，推敲其主要原因可能有： 

（1） 由於跑步機有限元素模型局部區域的零件予以省略

簡化，引起模型在強度與重量方面稍有差異，造成誤

差。 

（2） 跑步機骨架結構為焊接件，因此焊接的好壞與焊接的

位置、方式等對於結構強度有直接的影響，而在數值

模型中無法考量焊接條件與焊接品質。 

（3） 在模擬建構跑步機骨架模型時，對於孔穴部份均予以

省略，且鋼材間的焊接工事在模型建構時均視為一

體，因此會對整體結構分析結果產生些許的差異。 

（4） 在跑步機結構方面，其活動轉軸部分的聯結方式是栓

及螺絲連接，但在模型模擬當中則視為一整體，此方

式的不同對於分析結果也會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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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跑步機機構疲勞耐久負荷測試數值模擬 

  由實驗得知，跑步機動態試驗機裝設的機械腳配重至

75 kg，當在跑步機上走路或跑步時，跑步機所承載的重量

為人體體重的 0.8~2.5 倍，則 75 kg × 2.5 倍為 187.5 kg，故

取 190 kg 為模擬的負載，從模型後端算起 2/3 L 的區域（同

實驗位置）予以施壓，接著輸入材料疲勞 S-N 曲線數值。

衝擊頻率為 12,000 次（Class H），ANSYS 之疲勞分析模組

將依據先前輸入的 S-N 曲線 [4, 6]，進行疲勞線性累積損傷

公式計算，並得到疲勞破壞總累積損傷值 D 當總累積損傷

值 D = 1 時，代表結構產生了初始裂縫 [9]；此累積損傷值

D 是由 ANSYS 疲勞分析模組依照 1945 年 Miner 提出的線

性累積損傷理論公式計算得到。在疲勞試驗中，測試物件在

給定的應力或應變位準循環作用下，損傷可以認為是與應力

或應變循環次數呈線性累積關係，當損傷累積到某一個臨界

值時，就產生疲勞破壞，其公式如下： 

 

⋅⋅⋅++=⋅⋅⋅++=
3

3

2

2

1

1
321 N

n
N
n

N
nDDDD  （1） 

 
其中： 

D: 總累積損傷值 

Di: 在循環應力幅值σi 下經 ni 次循環後的損傷值 

Ni: 在循環應力幅值σi 位準下的總壽命 

ni: 在循環應力幅值σi 下的循環次數 

本研究疲勞分析之最大 von Mises 應力點應力值約為     

48 MPa，如圖 12 所示。總累積損傷值經分析後得到       

D = 0.0008，其值非常的小表示應力集中點距離額定的疲勞

壽命次數仍有非常大的一段距離，不會產生疲勞破壞，而當

循環次數增加至 3 百萬次，其總累積損傷值僅為 0.2，如   

表 3 所示。推估平均一台跑步機在正常情況使用下可達五~

六年以上，也不會有疲勞破壞產生。實際上鋼材的疲勞破壞

次數因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如溫度、時間頻率等，會有一

定的誤差存在，此循環次數為分析軟體推算出之理論疲勞壽

命，可當作為結構疲勞設計上的參考。 

 

四、跑步機平台骨架最適化設計 

  一般傳統產業在設計產品時，無法很明確的判定跑步機

的鋼管骨架最少須要使用多少數量鋼管以及何種規格的鋼

管尺寸才算合理，若欲降低採購成本就必須對跑步機平台骨

架進行最適化設計，其最主要的目的是為了使產品達到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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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疲勞分析最大應力點 

 

表 3. 疲勞破壞衝擊次數與疲勞損傷數值 

衝擊次數 累積疲勞損傷數值 D 

12,000 0.0008 

1,500,000 0.1 

3,000,000 0.2 
 

化設計。跑步機的ㄇ形鋼管主梁規格為 30 mm×70 mm，有

六組跑步支撐座，在跑步機支撐於地面的 4 個腳分別施予模

型邊界條件位移自由度的限制，於六組跑步節點支撐座位置

分別施加 400 kg/6 之力，如圖 13 所示。 

1. 設計變數 

  設計變數為自變數，往往是結構的長度，厚度，直徑等

幾何參數，為一獨立參數。跑步機鋼管主梁的設計變數設定

為方管寬度（B）與方管高度（H）；後橫梁的設計變數設

定為方管寬度（B1）與方管高度（H1）。初始值如下： 

主梁方管寬度（B）= 30 mm 

 

 
 

圖 13. 跑步機六組支撐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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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梁方管高度（H）= 70 mm 

後橫梁方管寬度（B1）= 25.4 mm 

後橫梁方管高度（H1）= 50.8 mm 

2. 限制條件 

4mm＜主梁方管寬度（B）＜30mm 

4mm＜主梁方管高度（H）＜70mm 

4mm＜後橫梁方管寬度（B1）＜25.4mm 

4mm＜後橫梁方管高度（H1）＜50.8mm 

σmax ＜225 MPa。 

3. 目標函數 

  因一般常用的鋼管厚度以 2 mm 厚居多，故本分析將方

管的厚度 2 mm 設為定值，設定最小方管斷面積值為目標函

數，進行平台骨架之輕量化設計。 

  最適化設計採用ANSYS有限元素分析軟體中最適化設

計模組，本研究欲求得目標函數為方管斷面積的最小值，故

採用零次方法做最適化設計。分析後可得初始分析結果之

von Mises 應力最大值約為 18.5 MPa，如圖 14 所示。經最適

化分析後得到之 von Mises 應力值約為 206 MPa，如圖 15

所示，滿足限制條件；最佳設計變數值分別為 B = 16 mm、

H = 20 mm、B1 =20 mm 及 H1 =29 mm；目標函數：主梁鋼

管斷面積之初始值為 384 mm2，經最適化分析後得到之最小

值為 128 mm2，目標函數比初始值佳且為相對最小值，整理

後如表 4 所示。 

 

 
 

圖 14. 初始設計之平台骨架 von Mises 應力圖 

 

 

 

 
 

圖 15. 最適化設計之平台骨架 von Mises 應力圖 

 

表 4. 最適化分析結果 

設計變數（mm） 

項目 
目標函數 

AREA（mm2） B H B1 H1 

限制條件

Smax≦225

（MPa）

初始值 384 30 70 25.4 50.8 18.5 

最佳值 128 16 20 20 29 206 
 

五、結論 

  本論文以ANSYS工程分析軟體建構一跑步機平台有限

元素模型，並進行跑步面與腳踏平台靜負荷分析、動態衝擊

疲勞分析數值模擬另以相關的實體測試實驗研究結果進行

比對。本論文除可建立國內跑步機結構數值模擬分析能量，

並可藉由跑步機模型之建構提供運動器材製造商及相關研

究單位進行跑步機輕量化設計改良研發之方向，以使國內健

身運動器材在國際上保有競爭力。本論文研究所得結論有以

下幾點： 

1.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了解如何利用電腦輔助工程有限元

素分析之技術，來提升跑步機結構設計之輕量化，同時

可將技術應用推廣至全系列的健身運動器材。藉由跑步

機結構之分析可以清楚掌握產品設計之優缺點，可作為

日後結構設計變更參考之方向。 

2. 在本文中利用跑步機骨架之測試實驗與跑步機有限元素

數值分析結果進行驗證比較，提高了數值模擬的可靠

性。可將 CAE 技術推廣至傳統產業界，對跑步機進行結

構之最適化設計，大幅提升國內產業的研發能力。 

3. 本文主以有限元素分析作為輔助工具，帶入材料疲勞 S-N

曲線模擬結構疲勞強度，此方法更快掌握跑步機結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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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反覆衝擊後，最容易發生破壞的部位，其分析方法

將可以改善產品使用壽命。 

4. 本文在最適化設計部份，主要根據鋼管的斷面性質與應

力強度等觀念來進行結構設計之調整。利用此一設計之

方式，可以得到一組合適的結構強度的跑步機骨架。 

5. 本研究建立之跑步機法規測試有限元素模型與測試數值

模擬，可提供國內製造商在跑步機結構設計上之應用參

考，以改善傳統的製造流程，大大提升輕量化的設計能

力，有效縮短產品的開發時間，設計出最佳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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