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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據我國重大職業災害資料顯示，墜落在所有職業災害類型中所占比例為最高，

故勞工從事高架作業時，使用適當之防墜措施及防護具實為必須及必要之前置作業。

安全帶為維護勞工生命安全重要之個人防護具，而過去針對防墜安全帶之研究多集中

在功能性與舒適性之探討，對於穿戴方式適當與否，是否影響安全帶對人體受力情況

仍未清楚了解，因此本研究擬探討穿戴不同鬆緊程度之安全帶對人體可能之影響，並

進一步提出可供較佳之安全帶穿戴方式。 

本研究擬選用兩種不同類型之背負式安全帶，並變化三種不同穿戴鬆緊程度，進

行人偶靜態懸吊與動態墜落實驗。透過人偶靜態及動態墜落實驗，量測繩索張力、人

偶與安全帶接觸壓力以及墜落姿態變化等參數，並以實驗結果做為電腦模型之建構基

礎，建置出穿戴安全帶之人偶電腦模型，並套用我國人體計測資料調整電腦人偶模型，

進一步探討國人體型於不同穿戴鬆緊程度下，安全帶對於人體之生物力學影響，其結

果可供安全帶穿戴及選用之參考。 

本研究結果顯示，靜態實驗中安全帶穿戴較鬆垮之方式，會使人偶懸吊角度增加，

造成穿戴者無法維持頭部向上的較佳姿勢；動態實驗中發現，安全帶穿戴較鬆垮，會

使胸前綁帶在墜落過程向上滑動並壓迫頸部，可能造成勞工之傷害；電腦模擬結果中，

人偶墜落姿勢及安全帶滑動情況與墜落實驗之表現相似，安全帶對人偶最大壓力位於

大腿處，但交叉式安全帶在穿戴較鬆時，人偶最大受壓處已由大腿移至頸部。此外，

動態墜落實驗發現，安全帶墜落後綁帶纖維材料產生破壞且變形，可能影響安全帶之

功能。因此，本研究建議不宜穿戴過鬆之安全帶進行高架作業，且不宜重複穿戴已經

歷過一次墜落防護之安全帶，以維護勞工之作業安全。 

 

關鍵詞：墜落、背負式安全帶、安全帶鬆緊程度、電腦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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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data of previous severe occupational accidents in Taiwan, fall 

has the highest occurrence rate in all occupational accidents.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ccounts for the highest death cases caused by fall among all occupations.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s (PPEs) are the last resorts to secure the safety of workers. In recent 

studies of PPE, most researches focused on PPE's function and comfort. But it is still 

unknown regarding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PPE fitness on human musculoskeletal system 

during fall.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provide references on the possible injuries on the 

human musculoskeletal system when wearing PPE with different fit conditions during fall. 

Two types of full-body harnesses with three different fit levels were compared in this 

study, to carry out static suspension and dynamic fall experiments. The mechanical responses, 

such as the lanyard force, harness contact pressure and posture of the falling dummy were 

collected. Computer simulation models were validated by experiment results, and Taiwanese 

anthropometric data were used to modify computer models to estimate the biomechanical 

effects for falling people. These results were provided to the proper fitness and selection 

guidelines for har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ooser harness wearing makes the suspension torso angle 

increased, and may cause the worker not be able to keep in a steady upright posture. The 

looser harness wearing also makes the chest straps slip to neck in the dynamic fall process, 

which increase the injury risk for worker. The computer simulations show that the dummy 

falling posture are similar with the experiment results, and the greatest contact pressure is 

found at thigh. Only the over-the-head harness with looser wearing fitness has the greatest 

contact pressure at neck. In addition, the fibrous of harness straps are permanently damaged 

after the dynamic fall experiments. Therefore,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workers should wear 

full-body harness with proper fitness, and should be forbidden to wear a harness that has 

been used during a fall arrest. 

 

Key Words: Fall, Full body harness, Harness fit, Computer simul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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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簡介 

第一節 背景分析 

依據本會近三年勞動檢查年報指出，墜落為我國勞工重大職業傷害死亡的主因之

一[1-3]。其中，又以營造業為發生墜落事故之最大宗，因營造業具有作業期短，且多

於高空作業，並具有多層承包與勞工高度流動性等特性，相較於其他行業，在人員之

安全衛生管理、安全衛生習性、作業安全防護等各方面教育訓練的落實較難以掌握，

尤其在墜落安全防護方面，高空施工作業過程中須時常移動作業機具與設施，設施又

大多為臨時性結構等因素，勞工稍有不慎即有墜落死亡之虞[4]。依據勞動檢查年報重

大職災案例分析，墜落發生原因主要可分為物及人為兩大面向。在物的面向，包含不

良之施工環境與設施、設計不當之結構物等；在人為的面向，則為人為疏失及不安全

行為所導致之災害。然而，上述之分類可簡便將災害發生原因加以歸類，對於瞭解實

際產生災害的原因與提升墜落災害防治助益並不大，而導致同類型之災害持續發生，

唯有勞雇雙方對於自身安全意識之提升及相關安全防護具正確架設使用，才能有效減

少墜落事故發生。 

常見用於預防墜落意外事故發生之措施有安全帶、防護欄、安全母索及安全網

等，其中又以安全帶為高空作業人員的基本墜落防護措施。高架作業之安全帶大致可

分為繫身型安全帶(Body Belts)與背負式安全帶(Full-Body Harness)兩種；於我國，依

據營造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二章第二十三條，規定安全帶之材料、強度及檢驗應符

合國家標準 CNS 7534 Z2037 高處作業用安全帶、CNS 6701 M2077 安全帶(繫身型)、

CNS 14253 Z2116 背負式安全帶及 CNS 7535 Z3020 高處作業用安全帶檢驗法之規

定，但未明訂禁止不得使用繫身型安全帶作為墜落防護機制；由於繫身型安全帶於墜

落過程中會產生力量過度集中腰腹部之現象，可能導致勞工脊椎和腹部器官承受過度

壓力而造成傷害之風險；且美國已於 1998 年修改其職業安全衛生法，禁止以繫身型

安全帶作為墜落防護機制，僅可作為限制作業範圍之使用。 

為確保安全防護措施能正常發揮其作用，對於各防護措施之規範與評估便有其重

要性。一般而言，安全帶之評估方式可分為兩種；第一為安全帶之功能測試，張銘坤

等研究人員(1994)[5]針對市售之 31 種不同類型安全帶，依照中國國家標準(CNS 7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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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5)與英國國家標準(BS 1397:1979)進行強度測試，該研究測試結果顯示，當安全帶

於 CNS 標準靜態拉伸強度測試下皆符合規範；當安全帶於 BS 標準靜態拉伸強度測試

下，有三種安全帶不符合規範；當安全帶於 CNS 標準動態衝擊試驗下，有兩種安全

帶不符合規範；根據該研究結果，可確保市售安全帶安全強度，提供勞工選用安全帶

之依據，同時保障勞工生命安全。第二為評估不同安全帶型式對於作業安全人員之生

理反應及舒適度，何先聰等研究人員(2009)[6]以 60 名受測試者進行不同類型安全帶於

懸吊情況下人體之生理反應與舒適度之研究，其研究結果顯示，不同類型安全帶對於

受測試者之心跳、血壓及舒適度皆有顯著之影響，其中，又以繫身型安全帶所產生之

負面影響最為顯著。Hsiao 等研究人員(2012)[7]針對不同合身程度安全帶對於人體懸

吊時間影響進行探討，該研究結果顯示，因受測試者體型上之差異導致安全帶出現不

合身之情況，而不合身之安全帶所產生之不舒適感亦會縮短受測試者所能承受之懸吊

時間。 

上述評估安全帶之方法，雖能獲得安全帶之強度、使用者之舒適度與懸吊耐受時

間，但卻無法得知當墜落發生時，安全帶於墜落過程中人體之生物力學影響。本研究

基於安全性考量，實務上無法使用真人進行實際墜落實驗獲得真實生物力學參數，如

墜落時安全帶與人體表面受力及人體內部受力情形等，故取而代之使用人偶模型進行

墜落相關實驗及電腦模擬分析，取得近似於人體之生物力學參數作為安全帶穿戴及選

用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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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主旨 

本研究探討墜落時穿著安全帶鬆緊程度對人體危害之評估，針對目前市售常用之

兩款背負式安全帶，調整安全帶之鬆緊程度，分別以靜態懸吊及動態墜落實驗，探討

安全帶對於人體接觸部位受力分布的影響，並以我國人體計測資料建構電腦人偶數值

模型，模擬動態墜落，以瞭解不同安全帶鬆緊程度對於國人體型勞工骨骼肌肉傷害之

程度。本研究之具體目標如下： 

一、探討安全帶在不同設計型式及不同穿戴鬆緊程度情況下，於墜落時對人體受力之

影響。 

二、以人偶模型穿戴不同型式安全帶在不同鬆緊程度之情況下，將其人偶模型以靜態

懸吊之方式，量測安全帶與人體間之壓力值。 

三、依照我國人體計測資料，建立人偶數值模型，探討不同安全帶鬆緊程度對國人體

型之骨骼肌肉傷害影響。 

四、提出安全帶配戴方式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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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墜落因素 

為避免墜落意外再次發生，針對墜落意外發生之原因進行分類與歸納，以瞭解容

易發生意外之族群而提出預防之措施。因此，蒐集國內外墜落因素分析相關研究進行

探討。 

Chi等研究人員(2005)[8]針對我國621個營造業墜落重大職災案例進行墜落發生因

素與墜落環境之相關探討，研究結果顯示，造成墜落的原因有超過40%是未依規定架

設鷹架、施工架及開口部分不安全，且未正確使用個人安全防護設備。 

紀佳芬等研究人員(2008)[9]分析臺灣地區民國90到94年間營造業墜落重大職業災

害共414件案例，探討引發營造業墜落重大職災的主要情境。該研究先找出每件墜落個

案的個人因素(年齡、性別、工作經驗)、執行作業、環境因素、管理因素(公司雇用人

數、安全設施及個人安全裝備)、發生原因及墜落地點，接著採用標準化發生比

(Standardized Mortality Ratio, SMR)比較不同年齡、性別、公司規模的差異，並統計各

因素的次數分配。由於營造工地現場除了個人安全裝備是穿戴在勞工身上外，其餘的

防墜措施均設置在有墜落之虞之地點，不同的作業地點其適合的防墜措施有所差異，

因此採用墜落地點作為選用防墜措施的參考，找出墜落原因及墜落地點的相關性，提

出有效的防災策略，以期降低墜落職災發生率。該研究建議：為防止從施工架墜落，

應設置護欄，而於安裝護欄期間，工作人員必須將獨立的安全帶繫掛上安全母索；於

營造物橫樑與鋼架上，必須使用墜落防制系統(安全母索、繫索及安全帶)以及安全網系

統以防止墜落。另外，管理者除了需提供適當的防護具外，還需讓勞工接受安全教育

訓練；為防止從地板開口墜落，開口部分必須採用固定式護欄或適當的護蓋保護。另

外，只允許配置背負式安全帶裝備並繫掛上安全母索的勞工才能進入2.5公尺高沒有安

全護蓋開口區域；為防止從屋頂邊緣或開口墜落(尤其是有斜度的屋頂)，要在屋頂邊緣

加設護欄或是安全母索與安全網，使用個人防護器具並繫掛在安全母索上；針對踏穿

屋頂天窗墜落最根本的防治方法是使用牢固的屋頂材料並在作業前設置寬闊且安全的

支撐平台(踏板)。 

Lin等研究人員(2011)[10]探討1996～2007年間，臺灣營造業1062個與工作相關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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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職業墜落死亡案例變項因素。被分析的變項包括：性別、年齡、工作經驗、災害發

生時之活動、個人防護具之配戴、工作高度與其他意外相關因子等。研究結果顯示，

從鷹架或階梯墜落是最主要的墜落死亡類型(315人，30%)，而將近12%(128人)死亡意

外是因在屋頂作業而墜落。年齡差異亦顯現在死亡率上，其中，以34歲到44歲年齡層

發生職業死亡墜落的比例最高。此外，1062個墜落死亡案例中，有20.5%(218人)是發生

在第一年工作時，50.4%(536人)墜落高度低於10公尺，且大部分墜落死亡案例未使用護

欄或安全帶。該研究的發現可以作為檢查策略之擬訂與營造業職業墜落防止計畫的推

動。 

第二節 個人防護設備 

1983 年 M. Amphoux 學者於國際墜落防護研討會(International Fall Protection 

Seminar)中提及，人體之生理結構若由超過 2 至 3 公尺之高處跌落便可能產生致命之傷

害，而隨著墜落高度的增加，其致命之風險亦隨之增加[11]。高架作業之工人便長期處

於此高度風險之作業環境中，因此，如何妥善且正確的選用與使用個人防護設備為預

防墜落災害發生之重要環節，亦是勞雇雙方皆需重視之議題。 

個人防護設備包括安全帶、防墜網、防墜器等。本研究之主旨為探討安全帶鬆緊

程度對於人體之影響，因此，本研究將針對常見之安全帶進行探討。將常見之安全帶

分為背負式安全帶(Full body harness)、繫身型安全帶(Body belt)、半身式安全帶(Half 

body belt)，於下列進行說明[12]： 

一、背負式安全帶 

背負式安全帶主要以臀部弧形帶、肩部綁帶、前綁帶與背帶所組成，常見的背負

式安全帶如圖 1 所示。安全帶所有綁帶皆可由扣環調整至適合使用者的體形，安全帶

具有支撐胸腔、肩部及臀部之功效。此類安全帶與安全繩索一同使用，並可將安全繩

索繫在胸前或背部 D 環上，即為連接點；然而，各國家標準對於安全繩索連接點之規

定亦有所不同，但各國之國家標準之共同點皆規定連接點必須使穿戴者在懸吊時維持

頭部向上的姿勢。於懸吊時，軀幹與安全繩索形成之角度不得超過國家標準所定義之

懸吊角度，各國國家標準之懸吊角度及連接點位置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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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背負式安全帶示意圖 [12] 

 

表 1 懸吊角度與連接點之標準 

標準規範 最大懸吊角度(°) 前側 後側 備註 

AS/NZ 1891.1 ---  Yes  Yes Angle not specified: must be head up

ANSI Z359.1 30  No  Yes --- 

EN 361 50  Yes  Yes --- 

ISO 10333-1 45 Yes Y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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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負式安全帶之規格標準包括澳洲/紐西蘭標準(AS/NZS1891.1:1995)、美國國家標

準協會(ANSI A10.14-1991)、歐盟標準(EN 361:2002)。 

(一) 澳洲/紐西蘭標準(AS/NZS1891.1:1995) 

根據澳洲/紐西蘭標準 AS/NZS1891.1:1995 所定規格，安全帶是由互相連接之

肩部綁帶及環大腿綁帶組成單一系統，另外還可附加腰部之綁帶或其他設計綁帶用

以支撐墜落時身體各部位產生之力量及防止使用者於墜落時脫出安全帶外。肩部綁

帶的位置於設計上須確保使用者於懸吊狀態下，能避免腋下部分承受不必要的壓

力。此安全帶於後方具有連接點(D 環位置)，可連接安全繩索並於墜落發生時，確

保使用者能維持頭部向上的姿勢以利救援。符合澳洲/紐西蘭標準的背負式安全帶如

圖 2 與圖 3 所示。 

 

   

(a) (b) (c) 

圖 2 (a)背負式安全帶無腰部橫帶型式示意圖，(b)後視圖，(c)前視圖 [12] 

 

  

(a) (b) 

圖 3 背負式安全帶有腰部橫帶型式(a)後視圖，(b)前視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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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國國家標準協會(ANSI A10.14-1991) 

根據美國國家標準協會 ANSI A10.14-1991 所定規格，安全帶需具有能將墜落產

生之力量分散至大腿、肩膀及骨盆等部位。腰帶的寬度須大於 4.4 公分，而安全帶

的末端必須妥為修整以免纖維散開影響安全帶強度。若安全帶上有多於一種連接元

件，如 D 環、扣環等元件，製造商必須於安全帶本身或牢附於安全帶之標籤上標明

各元件之作用及限制，且須印有或蓋上製造商商號或商標、型號、製造日期等資料

(圖 4)。 

 

  

(a) (b) 

圖 4 美國國家標準之背負式安全帶示意圖(a)後視圖，(b)前視圖 [12] 

 

(三) 歐盟標準(EN361:2002) 

根據歐盟標準 EN361:2002 所定規格，背負式安全帶於墜落發生後，需具有支

撐著整個身體及防止身體擺動的作用。安全帶主要由肩部綁帶、臀溝弧形帶、大腿

綁帶及背部支撐帶所構成，其中臀溝弧形帶及肩部綁帶之寬度須大於 4 公分，且所

有綁帶不得出現移位或自動鬆脫的情況。若將此安全帶配合安全繩索與其他防墜設

備(如防墜器等)一起使用，安全繩索連同防墜設備之總長度不得超過 2 公尺(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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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5 歐盟標準之背負式安全帶示意圖(a)前視圖，(b)後視圖 [12] 

 

(四) 各國國家標準之背負式安全帶的使用方式皆相同，如下所示： 

1. 由背後 D 環抓住安全帶，搖動一下安全帶，讓所有帶子都垂下來。 

2. 目視檢查安全帶及安全繩索有無損害的跡象。 

3. 使 D 環位於背部正中央。 

4. 連接腰部綁帶。 

5. 扣緊雙腿間大腿綁帶部分並連接大腿綁帶至另一端。 

6. 當所有帶子都扣上，拉緊所有調整扣環，使安全帶合身舒適，但能自由活動。 

7. 若安全帶包含胸前綁帶，調整其位置使胸前扣環能落於胸口區域中間的位置，

並拉緊綁帶。 

8. 要移除安全帶，即反轉上述過程。 

9. 製造商建議在不使用安全帶時，需透過 D 環將安全帶掛置，以保持安全帶形狀

延長使用壽命。 

二、繫身型安全帶 

繫身型安全帶僅由一條腰部安全帶所組成，帶上設有一個或多個 D 環，以連接安

全繩索(圖 6)。於 1992 年前，英國標準 BS1397:1979 明訂了繫身型安全帶的規格，但

這項標準在 1993 年撤銷，因此繫身型安全帶並不在英國標準或歐盟標準內。於澳洲/

紐西蘭標準 AS/NZS 1892.1:1995 也撤銷了繫身型安全帶的標準。撤銷之原因包括過去

研究指出，當使用繫身型安全帶時，即使墜落距離很短亦可能導致使用者受傷，例如

肋骨骨折、臟器受損等。繫身型安全的技術規格載於美國國家標準協會、日本工業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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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及日本勞働省安全帶標準中。值得被注意的是，由 1997 年 12 月 31 日起，美國職業

安全衛生管理局認定繫身型安全帶僅能作為限制作業範圍不得作為勞工墜落預防之安

全設備，並於 1998 年進行修法。 

 

 

圖 6 繫身型安全帶 [12] 

 

(一) 美國國家標準會(ANSI A10.14-1991) 

美國國家標準之繫身型安全帶常用於建築工業與拆卸工作。繫身型安全帶主要

以一條寬度不得小於 44 釐米之安全帶所構成，使用時須牢固地繫在使用者之腰部

並扣在安全繩索、救生繩或防墜裝置上。此安全帶配合安全繩索使用時，可將墜落

距離局限於 1.5 公尺或以下。但於 1997 年 12 月 31 日起，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局

認定繫身型安全帶僅能作為作業範圍限制之用，因研究證實繫身型安全帶於墜落發

生後，雖能達到防墜之功效但仍會導致較嚴重之傷害產生，且繫身型安全帶可能於

墜落過程中鬆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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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工業標準(JIS M7624) 

根據日本工業標準的規定，礦工使用的安全帶屬於繫身型安全帶。當工人於高

處或陡坡工作，例如進行採礦、採石或土木工程的工作時，此類安全帶有助預防工

人墜落。繫身型安全帶主要以一條寬度不少於 50 釐米之安全帶、一個經抗蝕處理

之扣環、長度少於 1.5 公尺的安全繩索(不含掛鈎)、一至兩個 D 環、一個掛鈎、一

個掛環或一個夾緊裝置。這類安全帶可配備一條寬度超過 75 釐米之輔助帶，以強

化安全帶上扭曲或有裂縫之部分。即使因為工作性質而需使用較長的安全繩索，其

長度亦不得超過 2.5 公尺。根據這項標準，沒有配備輔助帶的安全帶歸入第 1A 類，

而備有輔助帶的安全帶則屬於第 2A 類。這兩類安全帶都符合日本勞働省安全帶標

準的規定。圖 7 與圖 8 分別為第 1A 及第 2A 類安全帶。 

 

 

圖 7 第 1A 類繫身型安全帶 [12] 

 

 

圖 8 第 2A 類繫身型安全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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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半身式安全帶 

半身式安全帶主要以胸部綁帶及肩部綁帶所組成，由堅韌的纖維織物在胸前或背

後連接起來，足以承托使用者的身體。安全帶上設有能容納兩條安全繩索的一個或多

個 D 環。使用這類吊帶旨在利用繫穩物的位置、懸掛繩的長度、安全帶的繫穩點及任

何可延伸之帶子長度等所起的作用，達到將墜下距離限制在指定距離的目的。而英國

標準 BS 1397:1979 明訂半身式安全帶的規格，但這項規格在 1993 年撤銷。目前，有關

半身式安全帶的規格只見於美國國家標準，而這類的安全帶也符合日本勞働省安全帶

標準的測試要求(圖 9)。 

 

圖 9 半身式安全帶 [12] 

 

(一) 美國國家標準協會(ANSI A10.14-1991) 

根據美國國家標準，半身式安全帶主要為限制作業範圍之設備。半身式安全帶

又稱為第 II 類安全帶。安全帶腰帶寬度最少要達到 44 釐米。使用時，配合安全繩

索及繫穩裝置一起使用，可確保使用者在工作時，身體維持於某個工作平面上或限

制墜落之最長距離。 

(二) 日本勞働省安全帶標準 

根據日本勞働省安全帶標準，半身式安全帶可分為連股帶之半身式安全帶與連

肩部綁帶之半身式安全帶兩類。其中，連股帶之半身式安全帶適用於建築地盤、槽

箱及沙井。圖 10(a)為連股帶的半身式安全帶。使用者的身體主要由股帶支承，而

股帶的設計可以容許使用者工作時活動自如；使用者若發生墜落，其所產生之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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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衝力可分散至腰部、大腿及臀部；腰帶寬度為 50 釐米並配有 2 公尺長之安全繩

索。連肩部綁帶之半身式安全帶可用於建築地盤、船塢、礦場及鋼鐵建築工業；若

發生墜落，其所產生之震盪或衝力可分散至工人之上半身，例如肩部、背部及腰部。

此安全帶的之腰帶寬度為 50 釐米，配有 2 公尺長安全繩索。圖 10(b)為連肩部綁帶

之半身式安全帶。 

 

 

(a) (b) 

圖 10 (a) 連股帶的半身式安全帶 (b) 連肩部綁帶之半身式安全帶 [12] 

  

第三節 懸吊傷害 

懸吊傷害的造成是因為人體受安全帶之影響，長時間因垂直姿勢且保持不動之情

況下進而產生各種負面之生理影響[13]。於 1968 年，美國第一篇關於懸吊傷害之醫學

研究報告中指出，該研究以 5 位受測試者進行 30 分鐘之懸吊實驗，其中有一位受測試

者於實驗中失去意識，但該研究並未建立懸吊對於生理之影響參數，僅能證實長時間

懸吊的確會對人體帶來負面之生理影響。 

Lee 等研究人員(2007)與 Pasquier 等研究人員(2011)[14-15]藉由過去探討懸吊傷害

之實驗與案例相關文獻，整理受到懸吊傷害之傷患於進入急診室前可能產生之併發

症，並提出預防與建議措施。懸吊時，人體呈現直立且腿部無法自由活動之情況，導

致血液集中腿部無法回流進而引發低血容量症狀的出現；因安全帶壓迫股靜脈亦會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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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血液回流能力降低。不合身之安全亦會產生額外之疼痛感，對於生理帶來負面之影

響。使用胸腔式安全帶於懸吊時，會導致胸腔壓力值上升進而使得血液流動速度與呼

吸皆劇烈的減緩，隨著懸吊時間的增加，更嚴重之症狀包括昏厥、休克或死亡。該研

究建議，於安全帶設計方面需考慮骨盆下方之支撐，幫助血液回流並減少壓迫；於救

援時間方面，需於 30 分鐘內讓傷者恢復平躺之狀態以避免致命傷害之發生。 

以下為有關安全帶對於懸吊耐受時間影響之研究，Orzech 等研究人員(1987)[16]以

13 位受測試者建立出懸吊相關生理參數，並分別以繫身型安全帶、胸腔式安全帶與背

負式安全帶進行懸吊實驗，並記錄血壓、心跳、呼吸頻率與懸吊耐受時間。實驗結果

顯示，使用背負式安全帶具有較佳之懸吊耐受時間，平均為 14.38 分鐘；使用胸腔式安

全帶其平均懸吊耐受時間為 6.08 分鐘；而使用繫身型安全帶其平均耐受時間為最短，

僅 1.63 分鐘。 

Roeggla 等研究人員(1996)[17]為探討墜落發生後，安全帶對於人體懸吊於空中其

心肺功能之影響。該研究藉由 6 名受測試者，並使用胸腔式(chest harness)與坐式(sit 

harness)兩種安全帶，比較當受測試者懸吊於空中達三分鐘其心肺功能之反應。研究結

果顯示，當使用坐式安全帶時，心肺功能各項參數並無統計上之影響；使用胸腔式安

全帶時，於平均心跳、平均收縮壓與平均舒張壓分別下降 11.7%、27.6%與 13.1%，且

於統計皆有顯著差異(p<0.05)。研究結果顯示，當使用胸腔式安全帶時，因胸腔受到安

全帶之壓迫，血液的流動明顯受到壓迫影響而導致各項心肺功能參數降低，而這些參

數的降低可能導致人體於救援前產生嚴重之傷害。 

Turner 等研究人員(2008)[18]為探討不同型式安全帶對於人體懸吊耐受時間之影

響，該研究共 22 位男性與 18 位女性受測試者，並分別使用 D 環在胸口之背負式安全

帶、D 環在後背之背負式安全帶與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自行開發之安全帶

(ACCESS)進行比較。研究結果顯示，由於自行開發之安全帶於腿部具有較良好之支

撐，因此，使用自行開發之安全帶其平均懸吊耐受時間可達到 58±6 分鐘，而使用 D 環

在胸口與 D 環在後背之背負式安全帶其平均懸吊耐受時間分別為 29 與 31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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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安全帶尺寸選用與人體計測相關研究 

Hsiao 等研究人員(2003)[19]藉由定義人體生理解剖之位置，探討建築工人使用背

負式安全帶之合身程度，並探討目前所使用之安全帶尺寸選用對照表是否合適及有

效；另外，文獻同時比較使用 3D 雷射全身掃描系統與傳統量測工具在量測身體各解剖

位置之相對距離之差異。研究共 72 位男性與 26 位女性受測試者，使用背心式(vest-type 

harness)與交叉式(over-the-head-type harness)兩種背負式安全帶，並定義出以下 23 項作

為量測之依據：安全帶背帶長度、肩寬、兩側髂骨寬度、胸腔高度、跨部高度、安全

帶前帶長度、臀溝高度、髖關節於兩轉子間寬度、髖關節於轉子部位之周長、肩膀中

點高度、頸部寬度、頸部周長、後頸高度、肩胛骨高度、肩膀長度、身高、腰圍、腰

部高度、胸寬、胸圍、臀溝弧形、大腿圍與體重(圖 11)。於合身程度定義，文獻以背

部 D 環位置、大腿綁帶鬆緊程度、骨盆扣環位置、軀幹懸吊角度、綁帶於肩膀之位置、

臀部綁帶位置、胸口 D 環位置與大腿綁帶之夾角作為參考之依據。研究結果顯示，82%

之受測試者可藉由安全帶尺寸選擇之對照表挑選合適之安全帶，因此，尺寸選擇對照

表仍為合適且有效；然而，實驗中有 40%受測試者雖挑選合適之安全帶，但未通過合

身程度之定義，因此，本研究認為重新進行安全帶之設計與統整各安全帶之部件有其

必要性的。 

由於過去十年來美國人體型之改變與女性勞工比例增加等因素，Hsiao 等研究人員

(2007)[20]藉由 3D 全身掃描系統計算出能做為安全帶設計參考準則之人體計測資訊，

並針對現有之安全帶尺寸選用表提出改善之建議。為達到有效且合適的安全帶尺寸選

用表建立，該計畫以 108 位男性與 108 位女性受測試者，進行背心式與交叉式兩種背

負式安全帶之實驗，並分別於站立與懸吊之情況下定義安全帶合身標準；於站立時，

安全帶背部 D 環必須位於肩胛骨上下緣之間；於懸吊時，軀幹之懸吊角度須小於 35

度、胸口綁帶不可接觸頸部且身體重心(body center of gravity, COG)必須位於髖部扣環

後方(圖 12)；為能更準確的定義安全帶合身程度，該計畫加入肩膀綁帶位置以及大腿

綁帶與水平面之夾角做為合身程度定義。研究結果顯示，實驗中約有 24%男性與 31%

女性無法藉由現行安全帶尺寸選用對照表挑選到合身之安全帶，因此，此計畫將以往

區分四種尺寸且不分性別之安全帶尺寸選用系統，以計算所得之方程式進行安全帶尺

寸選用系統調整，將其調整為男、女性分別以三種與兩種尺寸挑選方式，經調整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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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尺寸選擇系統可使 96%受測試者挑選至合身之安全帶尺寸。此外，藉由該計畫之結

果亦可證實，大腿綁帶角度與背部 D 環位置兩項參數可作為判斷墜落後安全帶合身程

度之依據。文獻中針對合身程度之相關定義亦可作為本研究之參考依據。 

Hsiao 等研究人員(2009)[21]以美國與歐洲民用人體表面測量學資料庫共 243 名女

性與 258 男性之人體計測資料，並藉由先前研究所得之尺寸選用方程式進行更多樣本

數之安全帶尺寸選用對照表分析，同時加入安全帶各綁帶於不同體型使用者穿戴下，

其可容許之合身長度範圍作為限制條件，進行安全帶尺寸選用之相關研究。安全帶各

綁帶其可容許之長度範圍並未有統一之標準，然而，於安全帶製造商通常以 17 公分作

為安全帶背帶、胸前綁帶、胸前橫綁帶與前綁帶之限制長度，以 23 公分作為臀溝弧形

綁帶、大腿綁帶以及胯部與轉子間綁帶之限制長度；亦有部分安全帶製造商認為，更

為安全之限制長度應分別為 15 公分與 20 公分。研究結果顯示，不論在使用背心式或

交叉式安全帶情況下，該計畫所使用之尺寸選用方程式與安全帶尺寸選用表能有效的

選擇出合適之安全帶尺寸，亦同時使安全帶各綁帶長度落於限制範圍內；而根據此計

畫獲得之安全帶各綁帶長度結果，該計畫建議各安全帶製造商可將安全帶各綁帶長度

作適當之縮減，以達到更佳之安全帶合身程度。 

Hsiao 等研究人員(2009)[22]藉由 3D 掃描儀與橢圓傅立葉分析進行安全帶尺寸選用

之探討。該計畫第一部分，先針對 95 位受測試者進行量化人體軀幹外形之橢圓傅立葉

之係數分析，並對資料點個數進行最佳化。於第二部分，藉由 3D 掃描儀獲得 216 位受

測試者之軀幹輪廓，以第一部分獲得之橢圓傅立葉係數進行軀幹外形曲線擬合，以探

討人體輪廓與安全帶合身程度之關係，並發展安全帶尺寸選用之預測方程式；本研究

之安全帶合身程度定義包括站立時背部 D 環位置、懸吊角度須小於 35 度、胸口綁帶於

懸吊時不可接觸頸部以及身體重心必須位於髖部扣環後方四項準則。第三部分，將先

前發展之尺寸選用預測方程式應用至 600 位受測試者，以建立更適當之安全帶尺寸選

用系統。研究結果顯示，由於女性軀幹長度平均少於男性，因此，當女性使用背心式

安全帶時其懸吊角度會有增加之現象；該計畫建議，女性所使用之背心式安全帶其背

部 D 環位置應向上調整，以避免不合身之情況產生。 

Hsiao 等研究人員(2012)[7]進行安全帶之合身程度對於使用者其懸吊耐受時間影響

之研究。以 20 位男性與 17 位女性受測試者並使用交叉式安全帶進行懸吊實驗，並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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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各受測試者之懸吊耐受時間與各項生理參數。此計畫針對安全帶合身程度之定義包

括，站立時胸口扣環必須位於胸骨區域，且與兩手腋下水平連線之垂直距離必須在 10

公分以內；背部 D 環必須位於肩胛骨上下邊緣之內，且與兩手腋下水平連線之垂直距

離必須在 5 公分以內；安全帶於肩膀之綁覆位置，必須位於頸部與肩峰中心，不可接

觸頸部與肩峰；於大腿綁覆位置之量測，則依據安全帶綁帶與矢狀面之夾角，該夾角

必須小於 50 度。懸吊後，軀幹中心連線與上方懸吊繩索之夾角須小於 35 度(圖 13)。

研究結果顯示，軀幹之懸吊角度與大腿綁帶角度，會明顯影響受測試者之懸吊耐受時

間，當軀幹之懸吊角度超過 30 度時其懸吊耐受時間約為 14 分鐘，當大腿綁帶角度超

過 50 度時其懸吊耐受時間約為 11 分鐘，當兩項標準同時超過時其懸吊耐受時間縮短

為 9.8 分鐘。 

 

 

圖 11 人體計測量測部位示意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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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12 合身程度定義 (a)背部 D 環位置 (b)軀幹懸吊角度 (c)胸口 D 環位置 (d)身體重心

與髖部扣環相對位置 [20] 

 

  

(a) (b) 

圖 13 合身程度定義 (a)大腿綁帶與矢狀面之夾角示意圖 (b)軀幹懸吊角度量測 [7] 
 



 19

第五節 文獻總結 

一、墜落因素：根據上述文獻可以瞭解，因墜落導致重大職業災害發生之案例中，未

妥善使用安全防護設備之案例佔多數，因此，勞雇雙方若能確實監督與使用個人

防護器具、設置安全設施及改善現場施作環境，必能降低墜落重大職業災害的發

生。 

二、個人防護設備：繫身型安全帶因無法分散墜落所產生之衝擊，使力量皆集中於腰、

腹部，亦有可能導致骨折、臟器破損甚至死亡之風險，於美國已規定繫身型安全

帶僅能做為限制作業範圍而不能作為墜落之預防。 

三、懸吊傷害：當人體受安全帶之影響，長時間以垂直姿勢且保持不動之情況下，因

安全帶對於人體之壓迫，進而可能產生各種負面之生理影響，包括血液流速與呼

吸減緩、心跳與血壓下降等症狀，當懸吊時間逐漸增加亦可能產生昏厥、休克或

死亡；根據文獻結果，不合身之安全帶對於懸吊之耐受時間有明顯的縮短，亦可

證實不合身之安全帶可能對人體產生不良之影響。然而，過去文獻針對安全帶與

懸吊傷害之關係多著重於各項生理參數量測與懸吊時間之比較，並無量化之物理

參數如接觸壓力、內部應力等可進一步提供傷害程度之參考；於整個墜落過程中，

懸吊階段已是墜落後人體趨於穩定之階段，亦非傷害最為嚴重之階段，但因考量

真人進行墜落實驗之危險性以及實驗量測之困難，本研究預計使用假人模型進行

懸吊與墜落實驗，並以電腦模擬之方式進行安全帶鬆緊程度對於人體影響之探討。 

四、安全帶尺寸選用與人體資料：根據文獻結果，可整理出可作為本研究安全帶合身

程度定義之參數。包括站立時，胸口扣環必須位於胸骨區域，且與兩手腋下水平

連線之垂直距離必須在 10 公分以內；背部 D 環必須位於肩胛骨上下邊緣之內，且

與兩手腋下水平連線之垂直距離必須在 5 公分以內。於懸吊時，軀幹之懸吊角度

須小於 35 度、胸口綁帶不可接觸頸部、身體重心必須位於髖部扣環後方、大腿綁

帶與矢狀面之夾角必須小於 50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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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材料與方法 

第一節 研究流程 

本研究參考 Hsiao 等研究人員(2012)[7]所提出安全帶穿戴合身程度之定義作為實

驗設計之依據，定義出三種不同安全帶鬆緊程度後，使用背心式安全帶與交叉式安全

帶與 Hybrid III 人偶模型進行人偶靜態懸吊實驗與墜落實驗。藉由荷重元、富士感壓紙

與高速攝影機可獲得安全繩索張力值、人偶與安全帶接觸壓力分布以及人偶模型墜落

之動作變化。 

藉由電腦數值模擬方法，進一步評估不同安全帶鬆緊程度於墜落過程與懸吊情況

下，安全帶對於人偶模型身體各部位受力之影響；藉由實驗獲得之繩索張力與高速攝

影機獲得之運動過程，作為電腦模擬分析結果之驗證，以證明模擬分析結果之可靠度；

當人偶模型經驗證完成後，參考國人體型計測資料進行人偶模型各肢段之調整，以獲

得符合國人實際使用安全帶狀況之結果。(圖 14) 

 

圖 14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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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偶實驗 

為探討穿戴不同鬆緊程度安全帶於墜落時以及墜落後待救援期間，安全帶對於人

體各部位受力之影響，本研究選用兩種不同型式之背負式安全帶，定義出三種不同鬆

緊程度之穿戴尺寸，並以人偶模型進行懸吊與墜落實驗。藉由實驗設備獲得之安全繩

索張力值、安全帶與人偶接觸壓力值與人偶墜落運動變化情形作為電腦模擬驗證使用。 

一、實驗設備 

(一) 人偶模型 

本研究使用 Hybrid III (Model: 78051-218P, First Tec., Plymouth, MI, U.S.A.)之

人偶模型，是以美國第 50 百分位成年男性身高、體重為設計參數，其身高為 177

公分，體重 77 公斤。主要支撐結構以鋁合金所組成，並以橡膠材料包覆，人偶模

型之頸部、上肢、下肢及軀幹等關節具備一定之活動度，以模擬真人之關節；該假

人模型已廣泛應用於汽車、醫學與運動等方面相關研究。(圖 15) 

 

 

圖 15 Hybrid III 人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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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安全帶之選用 

依據美國職業安全衛生法於 1998 年已明文禁止使用繫身型安全帶作為墜落防

護機制，因此本研究選用兩種不同型式之背負式安全帶作為實驗之安全帶，分別為

DBI－SALA 110727 背心式安全帶與 DBI－SALA 1110830 交叉式安全帶(Northside 

Sales Co., Arkansas, USA)(圖 16)，兩種型式之背負式安全帶皆通過美國國家標準協

會(ANSI Z359.1 與 ANSI A10.14)測試規範。 

背心式安全帶可調整位置包含胸前綁帶、肩部綁帶與大腿綁帶，而背部 D 環位

置亦具有可調整之功能。交叉式安全帶可調整位置包含胸前交叉綁帶之上、下兩端

與大腿綁帶，而背部 D 環以縫線固定其位置，穿戴者無法自由移動調整。 

 

  

(a) (b) 

圖 16 (a)背心式安全帶， (b)交叉式安全帶穿戴示意圖 [7] 
 

(三) 墜落平台 

墜落平台係由墜落踏板機構、踏板復位/回復機構及墜落踏板、人偶擺位釋放機

構所構成(圖 17)，踏板之釋放角度可因實驗條件進行調整，該平台踏板機構距離地

面高度 3 公尺、寬度 2 公尺，深度 1.3 公尺可同時容納兩名操作人員於平台架設人

偶模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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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17 (a)墜落平台，(b)墜落平台墜落踏板釋放示意圖 [23] 
 

(四) 荷重元與訊號擷取裝置 

量測安全繩索張力之荷重元(FLINTEC ULB-1000Kg., Hudson, MA, U.S.A.)其最

大量測荷重為 1000 公斤重(圖 18 (a))。訊號擷取裝置(圖 18 (b))採用可攜式設計並

可隨實驗需求懸掛於人偶模型上，其可提供荷重元之橋式訊號放大電路合併於可攜

式資料記錄器之中，並藉由訊號連接線路的整合來提高訊號品質與裝置的可靠度。

該訊號擷取裝置除本身可將資料儲存於 Micro SD 記憶卡中，亦可透過無線傳輸即

時顯示於操作電腦觀測訊號波形。 

實驗之安全繩索張力值以統計分析軟體 IBM SPSS Statistic 20(IBM Corporation, 

NY, U.S.A)進行統計分析。Mann-Whitney 檢定法是一個無母數之統計方法，適用於

檢定兩母群體統計量(中位數)差異，但不需母體為常態分布及變異數相同之假設為

前提；其檢定方法是將兩樣本資料混合在一起，再依數值由小排到大並標記排序分

數，接著將排序分數依兩樣本分別列出，分開加總兩樣本排序分數得 R1、R2，檢定

R1、R2 與期望值差異情形以推測兩母群體統計量差異。而 Kruskal-Wallis 檢定法也

是無母數之統計方法，適用於檢定多組母群體統計量(中位數)差異，但不需母體為

常態分布及變異數相同之假設為前提；其檢定方法是將多個樣本資料混合在一起，

再依數值由小排到大並標記排序分數，接著將排序分數依兩樣本分別列出，分開加

總多個樣本排序分數得 R1、R2…Rk，檢定 R1、R2…Rk 與期望值差異情形以推測多組

母群體統計量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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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 Mann-Whitney 檢定法去確認安全繩索張力值對於背心式安全帶與

交叉式安全帶之間是否會有顯著性差異，Kruskal-Wallis 檢定法去確認安全繩索張

力值在不同安全帶鬆緊程度時是否會有顯著性差異(p < 0.05)。 

 

 

(a) (b) 

圖 18 (a)荷重元，(b)訊號擷取裝置 
 

(五) 高速攝影機 

為記錄人偶模型於墜落過程中之動作變化，實驗中使用 Stream View-LR 高速攝影

機 (Image Marking Corp., Mesa, AZ, U.S.A.) (圖 19)拍攝人偶模型於高處墜落時，其動

作變化與安全帶作用情形。此高速攝影機於全解析度(640×480 pixel)之最高拍攝頻率為

200 張/秒，於實驗拍攝墜落過程約 3~6 秒共 600~1200 張。 

 

 

圖 19 高速攝影機 
 

(六) 富士感壓紙 

富士感壓紙(FUJIFILM Corporation, Tokyo, Japan)能將兩接觸面受壓狀況數據

化並得知其壓力分布情形，而根據不同實驗之需求，亦可選擇不同壓力量測範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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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壓紙。實驗中所使用之感壓紙，其壓力範圍為 0.5 至 2.5MPa，黏貼於人偶模型之

大腿內側。其作用原理為當感壓薄膜受壓時，微粒色球會產生破裂並與顯色劑材料

作用後產生顏色，透過微粒分子控制技術，微粒色球是特殊設計用來感應不同程度

壓力而釋放出壓力分布情形。量測完成後，可藉由富士壓力分析儀 FPD-8010E 

(FUJIFILM Corporation, Tokyo, Japan)配合專用分析軟體及掃描機，獲得其壓力分布

的範圍及相關數值。(圖 20) 

 

(a) (b) 

圖 20 (a)富士感壓紙，(b)富士壓力分析儀 FPD-8010E 
 

二、實驗設計 

本研究為探討不同安全帶穿戴鬆緊程度之影響，藉由文獻所提出之安全帶穿戴合

身之定義設計出三種不同鬆緊程度進行懸吊與墜落之實驗，以探討安全帶在不同鬆緊

程度之情況下所產生之影響。 

(一) 安全帶鬆緊程度定義 

有鑑於使用人偶模型並無法獲得如真人使用安全帶時，對於舒適感與合身程度

之回饋，因此，於人偶模型穿戴安全帶後，先將安全帶可調整部位參照安全帶使用

手冊之建議，調整至最緊之情況後，並依文獻針對安全帶穿戴是否合身之定義，包

括安全帶扣環位置、安全帶綁覆位置作為判斷鬆緊程度之準則，確保在合適情況下

之安全帶鬆緊程度能全部符合文獻之準則。 

背心式安全帶可調整位置包含胸前綁帶、左右肩部綁帶與左右大腿綁帶。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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綁帶長度量測，以左右肩部綁帶與胸前綁帶兩連接處之長度作為依據；左右肩部綁

帶長度量測，以左右肩部綁帶與胸前綁帶連接處至下方扣環距離作為長度量測依

據；左右大腿綁帶，以大腿綁帶前端扣環至後方與臀帶相連接處作為長度量測依據

(圖 21)。 

交叉式安全帶可調整位置包含肩部綁帶與左右大腿綁帶，其中，肩部綁帶又可

分為右上、左上、右下與左下四個部分。肩部綁帶長度量測，於右上與左上兩部分，

皆以胸前 D 環至背部 D 環固定點之長度作為量測依據；於右下與左下兩部分，則

以胸前 D 環至下方扣環距離作為長度量測依據；左右大腿綁帶，以大腿綁帶前端扣

環至後方與臀帶相連接處作為長度量測依據(圖 22)。 

將安全帶穿戴至 Hybrid III 人偶模型，將安全帶各綁帶調整至最緊(0%)的情況，

定義為緊(0%)鬆緊程度。接著將各可調整之安全帶綁帶放鬆至長度相較於最緊程度

增加 20%時，定義此安全帶長度為略鬆(20%)之情況，此時安全帶之胸口 D 環位置

已約略超出合適之範圍。最後，將安全帶長度放鬆至相較於緊之程度增加 40%時，

定義此安全帶長度為過鬆(40%)之情況，此情況下安全帶的胸口 D 環已明顯超出文

獻定義穿戴合適之範圍。如上，本實驗共定義出緊(0%)、略鬆(20%)與過鬆(40%)三

種不同鬆緊程度，各鬆緊程度相對應之安全帶長度如表 2、表 3。 

 

 

圖 21 背心式安全帶可調整位置與安全帶長度量測位置示意圖。(1)胸前綁帶、(2)右肩

部綁帶、(3)左肩部綁帶、(4)右大腿綁帶、(5)左大腿綁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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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交叉式安全帶可調整位置與安全帶長度量測位置示意圖。(1)右上肩部綁帶、(2)
左上肩部綁帶、(3)右下肩部綁帶、(4) 左下肩部綁帶、(5)右大腿綁帶、(6) 左大腿綁帶 
 

表 2 背心式安全帶在不同鬆緊程度之綁帶長度 

背心式安全帶之綁帶長度(公分) 

安全帶綁帶位置 安全帶鬆緊程度 

 緊(0%) 略鬆(20%) 過鬆(40%) 

胸前綁帶 19.0 22.8 26.6 

右肩部綁帶 23.0 27.6 32.2 

左肩部綁帶 23.0 27.6 32.2 

右大腿綁帶 31.5 37.8 44.1 

左大腿綁帶 31.0 37.2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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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交叉式安全帶在不同鬆緊程度之綁帶長度 

交叉式安全帶之綁帶長度(公分) 

安全帶綁帶位置 安全帶鬆緊程度 

 緊(0%) 略鬆(20%) 過鬆(40%) 

右上肩部綁帶 49.0 58.8 68.6 

左上肩部綁帶 49.5 59.4 69.3 

右下肩部綁帶 28.0 33.6 39.2 

左下肩部綁帶 25.0 30.0 35.0 

右大腿綁帶 30.0 36.0 42.0 

左大腿綁帶 30.0 36.0 42.0 

 

(二) 實驗流程 

靜態懸吊： 

1.於人偶呈站姿時，進行安全帶配戴並調整鬆緊程度，使用皮尺量測各安全帶綁帶

之長度，並以油漆筆在安全帶上標註各鬆緊程度。 

2.架設實驗設備，包含荷重元、富士感壓紙等。 

3.使用墜落平台上方之捲揚機將人偶模型吊起，懸吊時間為兩分鐘。同時記錄繩索

張力、人偶與安全帶接觸壓力面積等資訊。 

4.放下人偶後，檢查安全帶綁帶長度與背部 D 環是否滑動，紀錄滑動距離，完成

第一次實驗。 

5.回復綁帶長度並檢查是否符合安全帶穿戴合身定義。 

6.重複上述步驟，進行第二次實驗與第三次實驗。 

7.進行不同型式安全帶以及不同鬆緊程度之靜態懸吊實驗。 

動態墜落： 

1.於人偶呈站姿時，進行不同安全帶配戴並調整不同鬆緊程度，使用皮尺進行各安

全帶綁帶之長度量測，並以油漆筆於安全帶上進行各鬆緊程度標註。 

2.進行實驗設備架設，包含荷重元與高速攝影機等。 

3.進行人偶墜落姿勢之調整，以模擬踩空墜落之姿勢進行墜落實驗。獲得繩索張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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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偶墜落過程動作變化。 

4.放下人偶後，檢查安全帶綁帶長度與背部 D 環是否滑動，紀錄滑動距離，完成

第一次實驗。 

5.回復綁帶長度並檢查是否符合安全帶穿戴合身定義。 

6.重複上述步驟，進行第二次實驗與第三次實驗。 

7.進行不同型式安全帶以及不同鬆緊程度之動態墜落實驗。 

第三節 電腦模擬 

本 研 究 使 用 動 態 有 限 元 素 軟 體 LS － DYNA (Livermore Software Technology 

Corporation, Livermore, CA, U.S.A.) 進行 Hybrid Ⅲ人偶墜落之電腦模擬分析(圖 23)； 

LSTC (Livermore Software Technology Corporation) 公司已針對 Hybrid Ⅲ電腦人偶模

型進行驗證，確定 Hybrid Ⅲ電腦人偶模型與實際人偶在進行各項測試時都具有相似之

行為；而 P. Mohan 等研究人員(2010)[24]也針對 Hybrid Ⅲ電腦人偶模型進行了坐姿碰

撞模擬，並以實際人偶進行實驗與驗證，其驗證結果顯示兩者在身體各肢段受到衝擊

後之加速度值與力量值雖有些許差異，但仍在誤差範圍內，進而驗證 Hybrid Ⅲ電腦人

偶模型之可用性。 

 

 

圖 23 Hybrid Ⅲ電腦人偶模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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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全帶模型建立 

背心式安全帶之建立是參考實驗之背心式安全帶綁覆方式，於胸前呈現 H 型方式

連接，背部則以交叉方式連接，至人偶腿部時則以環束形式貼附於人偶上。在電腦模

擬中忽略吊扣、鐵環、安全綁帶上之扣環以及連接處之複雜幾何，僅於人偶表面相對

位置以殼元素(shell element)進行環狀建構，以模擬安全帶之穿戴情況，如圖 24(a)所

示；而交叉式安全帶之建立，於胸前及背部皆以交叉方式連接，至人偶腿部時則以環

束型式貼附於人偶上。亦忽略吊扣、鐵環、安全綁帶上之扣環以及連接處之複雜幾何，

僅於人偶表面相對位置以殼元素進行環狀建構，以模擬安全帶之穿戴情況，如圖 24 (c)

所示。 

背心式及交叉式安全帶模型皆包含兩部分：(1)綁覆於人偶身上安全帶之殼元素。

(2)模擬連接安全帶與墜落實驗平台上方之安全繩索樑元素(beam element)，如圖 24 

(b)、(d)所示。 

安全帶材料性質之設定則參考 A. Gavelin 等研究人員於車子碰撞模擬中安全帶之

參數[25]，其材料設定如表 4 所示。安全帶與電腦模擬人偶間之接觸則使用 LS-DYNA

軟體中的接觸條件“Contact_Automatic_Surface_To_ Surface”作為此區域的接觸設定。而

安全帶與連接繩元素間則使用節點對節點方式連接。 

 

 

 
圖 24 (a)背心式安全帶之有限元素模型，(b)背心式安全帶與安全繩索，(c) 交叉式安全

帶之有限元素模型，(d)交叉式安全帶與安全繩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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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安全帶與連接繩之材料參數 
 元素型態 密度 楊氏系數 波以松比

安全帶 殼元素 1000 kg/m3 5.33 GPa 0.3 

安全繩索 樑元素 1000 kg/m3 5.33 GPa 0.3 

 

二、安全帶模型之鬆緊程度調整 

安全帶模型之鬆緊程度調整是先以建構緊(0%)之背心式與交叉式安全帶有限元素

模型為基礎，再依照實驗設計之安全帶鬆緊程度定義，將安全帶鬆緊程度調整至略鬆

(20%)、過鬆(40%)。 

背心式安全帶可調整位置包括胸前綁帶、左右肩部綁帶以及左右大腿綁帶。其中

胸前綁帶長度量測，以左右肩部綁帶與胸前綁帶兩連接處之長度作為依據；左右肩部

綁帶長度量測，以左右肩部綁帶與胸前綁帶連接處至下方扣環距離作為長度量測依

據；左右大腿綁帶，以大腿綁帶前端扣環至後方與臀帶相連接處作為長度量測依據。

實驗所定義之緊(0%)、略鬆(20%)與過鬆(40%)三種不同鬆緊程度之背心式安全帶長度

套用至背心式安全帶有限元素模型(圖 25 (a)至圖 25(c))。 

交叉式安全帶可調整位置包括肩部綁帶與左右大腿綁帶，其中，肩部綁帶又可分

為右上、左上、右下與左下四個部分。肩部綁帶長度量測，於右上與左上兩部分，皆

以胸前 D 環至背部 D 環固定點之長度作為量測依據；於右下與左下兩部分，則以胸前

D 環至下方扣環距離作為長度量測依據；左右大腿綁帶，以大腿綁帶前端扣環至後方

與臀帶相連接處作為長度量測依據。實驗所定義之緊(0%)、略鬆(20%)與過鬆(40%)三

種不同鬆緊程度之交叉式安全帶長度套用至交叉式安全帶有限元素模型(圖 26 (a)至圖 

26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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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a)緊(0%)之背心式安全帶有限元素模型，(b)略鬆(20%)之背心式安全帶有限元素

模型，(c)過鬆(40%)之背心式安全帶有限元素模型 
 

 

 

 
圖 26 (a)緊(0%)之交叉式安全帶有限元素模型，(b)略鬆(20%)之交叉式安全帶有限元素

模型，(c)過鬆(40%)之交叉式安全帶有限元素模型 
 

 

 

 

 

 



 33

三、國人尺寸之人偶模型 

在國人尺寸之人偶模型建構前，先以 Hybrid III 人偶模型(圖 27 (a))作為與實驗驗

證之基礎。進行不同安全帶鬆緊程度於墜落過程與懸吊情況之評估，觀察安全帶對於

人偶模型身體各部位受力之影響；藉由實驗獲得之繩索張力、接觸壓力值與高速攝影

機獲得之運動過程，作為電腦模擬分析結果之驗證，以證明模擬分析結果之可信度。 

待 Hybrid III 之人偶模型經驗證完成後，基於 Hybrid III 之人偶模型為美國第 50 百

分位成年男性身高、體重之設計參數，因此無法獲得符合國人使用安全帶狀況之結果，

擬參考國內人體計測資料庫對已驗證之電腦人偶模型進行調整。國內人體計測資料為

本所推動的勞工人體計測資料調查規劃與量測，依照臺灣地區人口結構計取樣約 1200

位勞工，進行 266 項靜態尺寸與 42 項動態活動角度量測，表 5 是男性之國人計測尺寸，

圖 28 (a)、(b) 分別為站姿側視圖、站姿正視圖(說明請參考表 5)。參照行本所之本國

勞工人體尺寸資料庫[26]，圖 29 為國內(外)人體肢段相對於平均身高之比率、圖 30 

為國內(外)人體肢段佔體重百分比。將上述國內人體計測資料對 Hybrid III 之人偶模型

修改為符合國人尺寸之人偶模型，圖 27 (a)、(b)為調整前後之人偶模型，國人尺寸之

人偶密度值是以先前 Hybrid III 人偶模型所內建之人偶密度值，再依照國內人體計測資

料庫之臺灣第 50 百分位成年男性體重進行國人尺寸之人偶密度值調整。 

 

 

圖 27 (a) Hybrid Ⅲ電腦人偶模型，(b)國人尺寸之人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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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男性之國人計測尺寸(長度單位:公厘，重量單位: 公斤重) [25] 
 男性 

量測項目 平均值 標準差 

1 身高 1687.73 59.75 

2 體重 67.35 8.9 

站姿側視圖 

3 手臂伸長距離 822.11 37.62 

4 肘高 1048.77 41.28 

5 肚臍高 990.22 44.91 

站姿正視圖 

6 中指指節高 750.77 32.42 

7 肩高 1382.36 53.26 

8 眼高 1570.01 59.26 

9 手臂向上伸直指尖高 2103.73 84.98 

 

 

 
圖 28 (a)站姿側視圖，(b)站姿正視圖 [25] 

 



 35

  
圖 29 國內(外)人體肢段相對於平均身高之比率 [25] 

 

 

圖 30 國內(外)人體肢段佔體重百分比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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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踩空墜落情境建立 

定義電腦模擬環境之座標系統，以人偶的前後方向定義為 X 軸(向前為正向)、上下

方向定義為 Z 軸(向上為正向)及左右方向為 Y 軸。上方矩形平板假設為高架作業之工

作區域，並設定重力加速度為 9.8m/s2 向負 Z 之方向後，以自由落下方式進行墜落模擬；

如圖 31(a)所示。分別加上建構完成之兩種安全帶模型以及三種不同鬆緊程度之安全帶

模型，共計六組進行電腦模擬，以探討安全帶穿戴鬆緊程度之影響。圖 31(b)、(c)分別

為背心式安全帶踩空墜落前之模擬情境及交叉式安全帶踩空墜落前之模擬情境。 

 

 

圖 31 (a) 案例一踩空墜落模擬情境，(b) 背心式安全帶踩空墜落模擬情境，(c) 交叉式

安全帶踩空墜落模擬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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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 

第一節 實驗結果 

本研究為探討不同安全帶鬆緊程度於墜落過程以及墜落後待救援期間對於人體之

影響，藉由黏貼富士感壓紙於人偶模型胯下，再使用富士壓力分析儀，獲得靜態懸吊

時安全帶與人偶模型之接觸壓力分布的範圍及相關數值；以荷重元與高速攝影機獲得

墜落之安全繩索張力值與墜落過程動作變化。 

一、靜態懸吊 

(一) 懸吊角度 

懸吊角度之量測方式如圖 32，以大轉子與肩膀之連線作為軀幹之中心線，計

算該中心線與垂直懸吊線之夾角。實驗結果如表 6 所示。在穿戴背心式安全帶情況

下，當安全帶之鬆緊程度為緊(0%)、略鬆(20%)以及過鬆(40%)時，其懸吊角度分別

為 22.99 度、23.23 度以及 31.47 度，皆小於文獻所提出之合身標準 35 度[7]；在穿

戴交叉式安全帶情況下，當安全帶之鬆緊程度為緊(0%)、略鬆(20%)以及過鬆(40%)

時，其懸吊角度分別為 22.12 度、20.17 度以及 28.08 度，仍不超過文獻所提出之合

身標準 35 度。 

另外，參考 Hsiao 等研究人員(2012)[7]針對不同合身程度安全帶對於人體懸吊

時間影響之文獻，本研究將人偶模型進行靜態懸吊 10 分鐘(表 7)，從懸吊 10 分鐘

之靜態懸吊角度結果顯示，懸吊角度可能會隨時間改變。然而，無論何種類型安全

帶於不同鬆緊程度之條件，其靜態懸吊角度結果幾乎不大於 35 度。然而，靜態懸

吊與動態墜落會有不同的影響，單憑靜態懸吊實驗無法預測動態墜落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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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懸吊角度量測示意圖 
 
 

表 6 靜態懸吊角度 

安全帶型式 懸吊角度(°) 

 緊(0%) 略鬆(20%) 過鬆(40%) 

背心式安全帶 22.99 23.23 31.47 

交叉式安全帶 22.12 20.17 28.02 

     *表示懸吊角度超過合身標準 

 

表 7 靜態懸吊角度 (懸吊 10 分鐘) 

安全帶型式 懸吊角度(°) 

 緊(0%) 略鬆(20%) 過鬆(40%) 

背心式安全帶 28.65 34.32  36.06* 

交叉式安全帶 25.16 31.87 34.60 

     *表示懸吊角度超過合身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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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接觸壓力分布 

藉由富士壓力分析儀將富士感壓紙上的資訊數據化，獲得接觸壓力分布及相關

數值。從圖 33 將大腿內側之感壓紙從前側(位置 1)至後側(位置 5)區分成 5 個區塊，

觀察人偶大腿內側壓力分布情形。圖 34 為背心式安全帶於不同鬆緊程度，在左大

腿內側之壓力分布(從左至右分別為緊、略鬆以及過鬆之鬆緊程度)，表 8 為背心式

安全帶於不同鬆緊程度，在左大腿內側之接觸壓力面積；圖 35 為背心式安全帶於

不同鬆緊程度，在右大腿內側之壓力分布(從左至右分別為緊、略鬆以及過鬆之鬆緊

程度)，表 9 為背心式安全帶於不同鬆緊程度，在右大腿內側之接觸壓力面積；背

心式安全帶於不同鬆緊程度皆在前側(位置 1)有最大的接觸壓力面積，且集中於大

腿綁帶之下緣，其中緊(0%)之鬆緊程度的接觸壓力面積最大，而略鬆(20%)的接觸

壓力面積最小；另外，在略鬆(20%)與過鬆(40%)之情況下，後側(位置 5)的接觸壓

力面積相對於緊(0%)有增加之趨勢。圖 36 為交叉式安全帶於不同鬆緊程度在左大

腿內側之壓力分布(從左至右分別為緊、略鬆以及過鬆之鬆緊程度)，表 10 為交叉

式安全帶於不同鬆緊程度在左大腿內側之接觸壓力面積；圖 37 為交叉式安全帶於

不同鬆緊程度在右大腿內側之壓力分布(從左至右分別為緊、略鬆以及過鬆之鬆緊程

度)， 

表 11 為交叉式安全帶於不同鬆緊程度在右大腿內側之接觸壓力面積；交叉式

安全帶於不同鬆緊程度下，皆在前側(位置 1)有最大的接觸壓力面積，且集中於大

腿綁帶之下緣；交叉式安全帶於不同鬆緊程度皆在前側(位置 1)有最大的接觸壓力

面積且集中於大腿綁帶之下緣，其中緊(0%)之鬆緊程度的接觸壓力面積最大，而略

鬆(20%)的接觸壓力面積最小；另外，在略鬆(20%)與過鬆(40%)之情況下，後側(位

置 5)的接觸壓力面積有增加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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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大腿內側區塊示意圖 (壓力單位: MPa) 
 

 

圖 34 背心式安全帶於不同鬆緊程度在左大腿內側之壓力分布(從左至右分別為緊、略

鬆以及過鬆之鬆緊程度，壓力單位: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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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背心式安全帶於不同鬆緊程度在右大腿內側之壓力分布(從左至右分別為緊、略

鬆以及過鬆之鬆緊程度，壓力單位: MPa) 
 

 

圖 36 交叉式安全帶於不同鬆緊程度在左大腿內側之壓力分布(從左至右分別為緊、略

鬆以及過鬆之鬆緊程度) (壓力單位: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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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交叉式安全帶於不同鬆緊程度在右大腿內側之壓力分布(從左至右分別為緊、略

鬆以及過鬆之鬆緊程度，壓力單位: MPa) 
 

 

表 8 背心式安全帶在左大腿內側之接觸壓力面積 

背心式安全帶之接觸壓力面積(mm2) 

感壓紙黏貼位置 安全帶鬆緊程度 

 緊(0%) 略鬆(20%) 過鬆(40%) 

左大腿位置 1 1059 566 570 

左大腿位置 2 891 230 310 

左大腿位置 3 714 194 269 

左大腿位置 4 157 62 177 

左大腿位置 5 117 177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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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背心式安全帶在右大腿內側之接觸壓力面積 

背心式安全帶之接觸壓力面積(mm2) 

感壓紙黏貼位置 安全帶鬆緊程度 

 緊(0%) 略鬆(20%) 過鬆(40%) 

右大腿位置 1 1266 895 998 

右大腿位置 2 867 278 543 

右大腿位置 3 623 209 302 

右大腿位置 4 209 125 204 

右大腿位置 5 139 188 440 

 

表 10 交叉式安全帶在左大腿內側之接觸壓力面積 

交叉式安全帶之接觸壓力面積(mm2) 

感壓紙黏貼位置 安全帶鬆緊程度 

 緊(0%) 略鬆(20%) 過鬆(40%) 

左大腿位置 1 788 490 476 

左大腿位置 2 430 247 326 

左大腿位置 3 716 161 295 

左大腿位置 4 650 63 352 

左大腿位置 5 325 177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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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交叉式安全帶在右大腿內側之接觸壓力面積 

交叉式安全帶之接觸壓力面積(mm2) 

感壓紙黏貼位置 安全帶鬆緊程度 

 緊(0%) 略鬆(20%) 過鬆(40%) 

右大腿位置 1 1055 712 881 

右大腿位置 2 699 512 845 

右大腿位置 3 484 277 635 

右大腿位置 4 274 92 526 

右大腿位置 5 221 262 699 

 

二、動態墜落 

(一) 安全繩索張力值 

實驗獲得之安全繩索最大張力值(表 12)。在安全帶穿戴鬆緊程度為緊(0%)的情

況下，背心式安全帶三次實驗之平均繩索張力峰值可達到 915 公斤重約 11 倍身體

自重；交叉式安全帶三次實驗之平均繩索張力峰值可達到 932 公斤重約 12 倍身體

自重。在安全帶穿戴鬆緊程度為略鬆(20%)的情況下，背心式安全帶三次實驗之平

均繩索張力峰值可達到 932 公斤重約 12 倍身體自重；交叉式安全帶三次實驗之平

均繩索張力峰值可達到 932 公斤重約 12 倍身體自重。在安全帶穿戴鬆緊程度為過

鬆(40%)的情況下，背心式安全帶三次實驗之平均繩索張力峰值可達到 932 公斤重

約 12 倍身體自重；交叉式安全帶三次實驗之平均繩索張力峰值可達到 931 公斤重

約 12 倍身體自重。 

將實驗之安全繩索張力值進行統計分析之結果顯示(表 13)，在安全帶穿戴鬆緊

程度為緊(0%)的情況下對於背心式安全帶與交叉式安全帶之間的繩索張力值無顯

著性差異(p-value : 0.100)，在安全帶穿戴鬆緊程度為略鬆(20%)的情況下對於背心式

安全帶與交叉式安全帶之間的繩索張力值無顯著性差異(p-value : 1.000)，在安全帶

穿戴鬆緊程度為過鬆(40%)的情況下對於背心式安全帶與交叉式安全帶之間的繩索

張力值也無顯著性差異(p-value : 0.700)。另外，背心式安全帶對於不同安全帶鬆緊

程度的繩索張力值無顯著性差異(p-value : 0.109)，交叉式安全帶對於不同安全帶鬆

緊程度的繩索張力值也無顯著性差異(p-value : 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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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實驗之繩索最大張力值 

安全帶型式 安全繩索最大張力值(kgw) 

 緊(0%) 

 1 2 3 平均 ± 標準差 

背心式安全帶 883.9 931.0 929.5 914.8 ± 26.8 

交叉式安全帶 931.9 932.2 932.7 932.3 ± 0.4 

 略鬆(20%) 

 1 2 3 平均 ± 標準差 

背心式安全帶 933.7 931.5 931.9 932.4 ± 1.2 

交叉式安全帶 930.6 933.8 932.4 932.3 ± 1.6 

 過鬆(40%) 

 1 2 3 平均 ± 標準差 

背心式安全帶 931.9 933.7 929.7 931.7 ± 2.0 

交叉式安全帶 932.9 929.4 931.6 931.3 ± 1.7 

 

表 13 實驗安全繩索張力值之統計分析表 

Mann-Whitney 檢定法 

鬆緊程度 p-value (背心式與交叉式安全帶之間的顯著性差異) 

緊(0%) 0.100 (無顯著性差異) 

略鬆(20%) 1.000 (無顯著性差異) 

過鬆(40%) 0.700 (無顯著性差異) 

Kruskal-Wallis 檢定法 

安全帶型式 p-value (緊、略鬆以及過鬆鬆緊程度之間的顯著性差異) 

背心式安全帶 0.109 (無顯著性差異) 

交叉式安全帶 0.733 (無顯著性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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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墜落動作變化 

使用背心式安全帶於三種不同鬆緊程度下，其墜落動作變化皆為繩索尚未拉緊

前人偶保持垂直墜落。繩索拉緊後，造成頭部前後甩動，同時產生一反彈之力量使

人偶上背撞擊到墜落踏板前緣。當安全帶鬆緊程度為略鬆(20%)與過鬆(40%)兩種情

況時，其反彈高度以及反彈後擺盪之程度皆有明顯的增加。此外，在略鬆(20%)與

過鬆(40%)兩種情況下，安全帶之胸前綁帶於墜落後皆已滑動至頸部，可能對勞工

產生二次之傷害(圖 38、圖 39)。 

使用交叉式安全帶於三種不同鬆緊程度下，其墜落動作變化皆為繩索尚未拉緊

前人偶保持垂直墜落。繩索拉緊後，造成頭部前後甩動，同時產生一反彈之力量使

人偶上背撞擊到墜落踏板前緣。當安全帶鬆緊程度為略鬆(20%)與過鬆(40%)兩種情

況時，其反彈高度並未有明顯增加，然而反彈後擺盪之程度則有明顯的增加。當安

全帶鬆緊程度為緊(0%)，安全帶之胸口 D 環於墜落後雖未接觸人偶頸部，但胸前交

叉綁帶已壓迫頸部兩側；略鬆(20%)與過鬆(40%)兩種情況下，安全帶之胸前 D 環於

墜落後皆已滑動至頸部，上述之情況皆可能對勞工產生墜落以外之傷害(圖 40、圖 

41)。 

 

   

(a) (b) (c) 

圖 38 背心式安全帶墜落後反彈與擺盪情形。(a)緊 0%情況、(b)略鬆 20%情況、(c)過
鬆 40%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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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 39 背心式安全帶墜落後胸前綁帶接觸頸部示意圖。(a)緊 0%情況、(b)略鬆 20%情

況、(c)過鬆 40%情況 
 

   

(a) (b) (c) 

圖 40 交叉式安全帶墜落後反彈與擺盪情形。(a)緊 0%情況、(b)略鬆 20%情況、(c)過
鬆 40%情況 

 

   

(a) (b) (c) 

圖 41 交叉式安全帶墜落後胸前綁帶接觸頸部示意圖。(a)緊 0%情況、(b)略鬆 20%情

況、(c)過鬆 40%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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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腦模擬結果 

本研究為探討不同安全帶鬆緊程度對於國人人體之影響，藉由國內人體計測資料

庫之文獻調整 Hybrid Ⅲ電腦人偶模型，並修改不同安全帶鬆緊程度，獲得動態懸吊時

安全帶與電腦模擬人偶之接觸壓力值。 

一、動態墜落 

(一) 安全繩索張力值 

 因動態墜落實驗選用 Hybrid III 人偶模型，該人偶模型是以美國第 50 百分位

成年男性身高、體重為標準(身高為 177 公分，體重 77 公斤)，因此在電腦模擬人偶

也使用相同 Hybrid Ⅲ電腦人偶模型，進行不同安全帶鬆緊程度於墜落過程與懸吊

情況下之分析，獲得其繩索張力值與實驗所取得之繩索張力值作驗證，以證明模擬

分析結果之可信度。 

 電腦模擬獲得之安全繩索最大張力值如表 14。在安全帶穿戴鬆緊程度為緊

(0%)的情況下，背心式安全帶之繩索張力峰值可達到 1041.88 公斤重，約 13.5 倍身

體自重；交叉式安全帶之繩索張力峰值可達到 1015.83 公斤重，約 13.2 倍身體自重。

在安全帶穿戴鬆緊程度為略鬆(20%)的情況下，背心式安全帶之繩索張力峰值可達

到 1073.16 公斤重，約 14 倍身體自重；交叉式安全帶之繩索張力峰值可達到 1015.83

公斤重，約 13.2 倍身體自重。在安全帶穿戴鬆緊程度為過鬆(40%)的情況下，背心

式安全帶之繩索張力峰值可達到 1028.47 公斤重，約 13.4 倍身體自重；交叉式安全

帶之繩索張力峰值可達到 958.2 公斤重，約 12.4 倍身體自重。 

 

表 14 電腦模擬之繩索最大張力值 

安全帶型式  安全繩索最大張力值(kgw)  

 緊(0%)  略鬆(20%) 過鬆(40%)  

背心式 安全帶  1041.88  1073.16  1029.47  

交叉式安全帶  1015.83  1015.05   9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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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墜落動作模擬結果 

 本研究探討前傾墜落情境下，國人尺寸人偶穿戴不同安全帶鬆緊程度對於人

偶墜落時所發生之現象進行說明。 

使用背心式安全帶於三種不同鬆緊程度下，其墜落動作變化皆為繩索尚未拉緊

前人偶保持垂直墜落。當前傾墜落使得繩索拉緊後，在安全帶鬆緊程度為緊(0%)情

況時，安全帶之胸前綁帶有些微滑動的現象，但並無壓迫至人偶頸部；在安全帶鬆

緊程度為略鬆(20%)與過鬆(40%)兩種情況時，安全帶之胸前綁帶於墜落後皆已滑動

至頸部，可能對勞工產生二次之傷害。(圖 42) 

 使用交叉式安全帶於三種不同鬆緊程度下，其墜落動作變化皆為繩索尚未拉

緊前人偶保持垂直墜落。當前傾墜落使得繩索拉緊後，在安全帶鬆緊程度為緊(0%)

與略鬆(20%)兩種情況時，安全帶之胸前交叉綁帶已壓迫頸部兩側；在安全帶鬆緊

程度為過鬆(40%)的情況時，安全帶之胸前交叉綁帶已完全壓迫至頸部，上述之情

況皆可能對勞工產生墜落以外之傷害。(圖 43) 

 

圖 42 電腦模擬背心式安全帶墜落後胸前綁帶接觸頸部示意圖。(a)緊 0%情況、(b)略鬆

20%情況、(c)過鬆 40%情況 
 

 

圖 43 電腦模擬交叉式安全帶墜落後胸前綁帶接觸頸部示意圖。(a)緊 0%情況、(b)略鬆

20%情況、(c)過鬆 40%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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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偶之接觸壓力值與壓力分布 

為探討墜落過程中安全帶對於壓力分散之效果，本研究將呈現國人尺寸人偶在

穿戴不同安全帶鬆緊程度，對於人偶接觸壓力值與壓力分布結果，時間之選取為根

據接觸壓力峰值出現之時間。 

使用背心式安全帶於前傾墜落情境下，在鬆緊程度為緊(0%)情況時，其壓力分

布於人偶大腿處，此時最大接觸壓力值於大腿內側可達到 0.96 MPa；在鬆緊程度為

略鬆(20%)情況時，其壓力分布於人偶胯下與頸部，此時最大接觸壓力值於胯下可

達到 1.07 MPa，最大接觸壓力值於頸部可達到 0.924 MPa；在鬆緊程度為過鬆(40%)

情況時，其壓力分布於人偶大腿處與頸部，此時最大接觸壓力值於大腿內側可達到

0.977 MPa，最大接觸壓力值於頸部可達到 0.475 MPa。(圖 44) 

使用交叉式安全帶於前傾墜落情境下，在鬆緊程度為緊(0%)情況時，其壓力分

布於人偶胯下與頸部，此時最大接觸壓力值於胯下可達到 1.163 MPa，最大接觸壓

力值於頸部兩側可達到 1.237 MPa；在鬆緊程度為略鬆(20%)情況時，其壓力分布於

人偶胯下與頸部，此時最大接觸壓力值於胯下可達到 0.829 MPa，最大接觸壓力值

於頸部可達到 1.346 MPa；在鬆緊程度為過鬆(40%)情況時，其壓力分布於人偶大腿

處與頸部，此時最大接觸壓力值於大腿內側可達到 1.028 MPa，最大接觸壓力值於

頸部可達到 4.689 MPa。(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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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前傾墜落情境下背心式安全帶對於人偶之接觸壓力分布情形。 (a)緊 0%情況、(b)
略鬆 20%情況、(c)過鬆 40%情況 (左圖為人偶腿部或胯下之接觸壓力分布、右圖為人

偶頸部之接觸壓力分布，壓力單位: G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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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前傾墜落情境下交叉式安全帶對於人偶之接觸壓力分布情形。 (a)緊 0%情況、(b)
略鬆 20%情況、(c)過鬆 40%情況 (左圖為人偶腿部或胯下之接觸壓力分布、右圖為人

偶頸部之接觸壓力分布，壓力單位: G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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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論 
本研究將針對實驗與分析之繩索張力結果作相互驗證，以確定電腦模擬結果與實

驗結果相符合並具有類似之趨勢，進而探討人偶於不同安全帶鬆緊程度之墜落動作行

為與人偶受力情形。本研究將更深入探討當前傾墜落發生時，不同安全帶於不同安全

帶鬆緊程度對於人偶損傷之影響。 

第一節 分析結果驗證 

在先前已有研究針對實驗與分析之安全繩索張力值作相互驗證[27]，確認電腦模擬

結果與實驗結果具有相似趨勢，才能進一步探討在墜落情境下，不同安全帶鬆緊程度

下對於人偶受力之影響。 

背心式安全帶於不同安全帶鬆緊程度的情況下，電腦分析與三次實驗結果之繩索

張力值比較，從結果可以得知三次實驗與電腦分析於第一次峰值出現之時間點十分接

近，隨後經過輕微擺盪後人偶趨近於平穩，而繩索張力值亦趨近於人偶身體自重(圖 

46、圖 47 以及圖 48)。另外，從繩索張力峰值比較表來觀察實驗與電腦模擬之繩索張

力峰值之差異，背心式安全帶於不同安全帶鬆緊程度的情況下，電腦模擬之繩索張力

峰值高於三次實驗之繩索張力峰值約為 1.3 至 1.8 倍身體自重(表 15)。 

交叉式安全帶於不同安全帶鬆緊程度的情況下，電腦分析與三次實驗結果之繩索

張力值比較，從結果可以得知三次實驗與電腦分析於第一次峰值出現之時間點僅有些

許差異，隨後經過輕微擺盪後人偶趨近於平穩，而繩索張力值亦趨近於人偶身體自重

(圖 49、圖 50 以及圖 51)。此外，從繩索張力峰值比較表來觀察實驗與電腦模擬之繩

索張力峰值之差異，交叉式安全帶於不同安全帶鬆緊程度的情況下，電腦模擬之繩索

張力峰值高於三次實驗之繩索張力峰值約為 0.3 至 1.1 倍身體自重(表 16)。 

本研究之安全帶與安全繩索之材料設定為參考於汽車碰撞分析中用於汽車安全帶

之參數，與本研究實際使用之安全帶與安全繩索有所不同，可能導致繩索張力峰值出

現差異，然而綜觀峰值出現的時間點與其趨勢可以確定本分析於實驗結果具有相當之

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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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背心式安全帶於緊(0%)情況下之繩索張力比較 
 

 

 

圖 47 背心式安全帶於略鬆(20%)情況下之繩索張力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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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背心式安全帶於過鬆(40%)情況下之繩索張力比較 
 

 

 

圖 49 交叉式安全帶於緊(0%)情況下之繩索張力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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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 交叉式安全帶於略鬆(20%)情況下之繩索張力比較 
 

 

 

圖 51 交叉式安全帶於過鬆(40%)情況下之繩索張力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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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背心式安全帶之繩索張力峰值比較表 

 

 

 

表 16 交叉式安全帶之繩索張力峰值比較表 

 

 

第二節 背心式安全帶對於不同鬆緊程度之比較 

在靜態懸吊角度結果方面，穿戴背心式安全帶於緊(0%)與略鬆(20%)鬆緊程度之情

況下，靜態懸吊角度沒有明顯增加，但在穿戴背心式安全帶於過鬆(40%)鬆緊程度之情

況下，會使得角度變化較大，導致上軀幹及頭部前傾，容易造成穿戴者在懸吊時無法

維持頭部向上的姿勢，根據先前文獻[7]指出在懸吊時無法維持頭部向上的姿勢，會降

低穿戴者的耐受程度，因此必須縮短等待救援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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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靜態懸吊之接觸壓力分布結果方面，穿戴背心式安全帶於緊(0%)、略鬆(20%)

以及過鬆(40%)鬆緊程度之情況時，其接觸壓力皆集中在大腿綁帶之下緣，且以大腿內

側之前側(位置 1)有最大的接觸壓力面積。其中穿戴緊(0%)鬆緊程度之情況時，接觸壓

力面積皆集中在大腿內側之前側(位置 1)，越往後側其接觸壓力面積越小；在穿戴略鬆

(20%)鬆緊程度之情況時，接觸壓力面積在大腿內側之前側(位置 1)為最大，但在大腿

內側之後側(位置 5)之接觸壓力面有略微增加；在穿戴過鬆(40%)鬆緊程度之情況時，

接觸壓力面積在大腿內側之前側(位置 1)為最大，但接觸壓力面積次高發生在大腿內側

之後側(位置 5)的地方；在大腿內側之後側(位置 5)發生接觸面積增加的原因，是因穿

戴背心式安全帶於鬆垮之情形，使懸吊狀態所承受接觸壓力集中於大腿內側之前側與

後側。 

在動態墜落實驗結果方面，穿戴背心式安全帶於緊(0%)鬆緊程度之情況時，安全

帶之胸前綁帶於墜落後有向上滑動之情形，但未接觸及人偶頸部；在穿戴背心式安全

帶於略鬆(20%)與過鬆(40%)兩種情況時，安全帶之胸前綁帶於墜落後皆已滑動至頸

部，亦證明不適合將安全帶穿戴得較於鬆垮，以避免勞工產生墜落以外之傷害。 

經實驗結果驗證之電腦模擬結果顯示，使用背心式安全帶於緊(0%)鬆緊程度之情

況之外，其餘條件對於頸部亦有較大的接觸壓力值。因此，在穿戴略鬆(20%)與過鬆(40%)

鬆緊程度之情況下，會使頸部造成傷害。 

第三節 交叉式安全帶對於不同鬆緊程度之比較 

在靜態懸吊角度結果方面，穿戴交叉式安全帶於緊(0%)與略鬆(20%)鬆緊程度之情

況下，靜態懸吊角度沒有顯著改變，但在穿戴交叉式安全帶於過鬆(40%)鬆緊程度之情

況下，會使角度變得較大導致上半身前傾，一樣容易造成穿戴者在懸吊時無法維持頭

部向上的姿勢，因此必須把握救援時間。 

在靜態懸吊之接觸壓力分布結果方面，穿戴交叉式安全帶於緊(0%)、略鬆(20%)

以及過鬆(40%)鬆緊程度之情況時，其接觸壓力皆集中在大腿綁帶之下緣，且以大腿內

側之前側(位置 1)有最大的接觸壓力面積。其中穿戴緊(0%)鬆緊程度之情況時，在大腿

內側之後側(位置 5)有最小的接觸壓力面積；在穿戴略鬆(20%)與過鬆(40%)鬆緊程度之

情況時，接觸壓力面積在大腿內側之前側(位置 1)為最大，在大腿內側之中央靠近後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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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3、4)之接觸壓力面積較小，而穿戴略鬆(20%)鬆緊程度又比過鬆(40%)鬆緊程度

之接觸壓力面積小；在大腿內側之後側(位置 5)發生接觸面積增加的原因，可能是因為

大腿綁帶之扣環因綁帶長度調整後，在懸吊時滑動至接近大腿內側之後側位置，導致

此處接觸壓力過大，因此不適合將安全帶穿戴得較於鬆垮。 

在動態墜落實驗結果方面，在穿戴交叉式安全帶於緊(0%)鬆緊程度之情況時，安

全帶之胸口 D 環於墜落後雖未接觸人偶頸部，但胸前交叉綁帶已壓迫頸部兩側；略鬆

(20%)與過鬆(40%)兩種情況時，安全帶之胸前 D 環於墜落後皆已滑動至頸部，上述之

情況皆可能對勞工產生墜落以外之傷害。 

經實驗結果驗證之電腦模擬結果顯示，穿戴交叉式安全帶於緊(0%)、略鬆(20%)

以及過鬆(40%)鬆緊程度之情況下，皆會使頸部兩側產生較大的接觸壓力值。尤其是在

穿戴過鬆(40%)鬆緊程度之交叉式安全帶情況下，在頸部產生極大之壓力值，使壓力集

中於頸部可能會成為直接影響到傷亡之原因。 

第四節 背心式安全帶與交叉式安全帶之比較 

從靜態懸吊角度結果顯示，背心式安全帶與交叉式安全帶在穿戴緊(0%)與略鬆

(20%)鬆緊程度之情況下，靜態懸吊角度皆沒有明顯的改變，但在穿戴過鬆(40%)鬆緊

程度之情況下，皆會使得角度變大，容易使穿戴者在懸吊時無法維持頭部向上的姿勢。

另外，本研究將人偶模型進行靜態懸吊 10 分鐘，從懸吊 10 分鐘之靜態懸吊角度結果

顯示，懸吊角度可能會隨時間改變。無論何種類型安全帶於不同鬆緊程度之條件，在

正常穿戴下的靜態懸吊角度結果皆不大於 35 度，而靜態懸吊與動態墜落會有不同的影

響，單憑靜態懸吊實驗無法預測動態墜落的結果。此外，我們觀察到安全帶之纖維材

料經由動態墜落實驗的影響使得安全帶之纖維材料受到永久變形，亦有可能是懸吊角

度增加的因素。 

從靜態懸吊之接觸壓力分布結果顯示，穿戴背心式安全帶與交叉式安全帶於緊

(0%)、略鬆(20%)以及過鬆(40%)鬆緊程度之情況時，其接觸壓力皆集中在大腿綁帶之

下緣，且以大腿內側之前側(位置 1)有最大的接觸壓力面積。其中穿戴緊(0%)鬆緊程度

之情況時，在大腿內側之後側(位置 5)有最小的接觸壓力面積；在穿戴略鬆(20%)與過

鬆(40%)鬆緊程度之情況時，在大腿內側之後側(位置 5)發生接觸面積增加，其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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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帶穿戴得較於鬆垮，可能使懸吊狀態所承受接觸壓力集中於大腿內側之前側與後

側，亦或是因大腿綁帶之扣環因綁帶長度調整後，在懸吊時滑動至接近大腿內側之後

側位置，導致此處接觸壓力變大。 

從動態墜落實驗結果顯示，使用背心式安全帶與交叉式安全帶於緊(0%)鬆緊程度

之情況時，背心式安全帶之胸前綁帶於墜落後僅些微向上滑動，並無觸及頸部，而交

叉式安全帶之胸前交叉綁帶於墜落後已滑動至頸部兩側；使用背心式安全帶與交叉式

安全帶於略鬆(20%)與過鬆(40%)鬆緊程度之情況時，安全帶之胸前綁帶於墜落後皆已

壓迫至頸部，可能對勞工產生墜落以外之傷害。 

經實驗結果驗證之電腦模擬結果顯示，使用背心式安全帶與交叉式安全帶於緊(0%)

鬆緊程度之情況時，背心式安全帶僅觀察到腿部有較大壓力值，而交叉式安全帶於腿

部及頸部皆有較大之壓力值；使用背心式安全帶與交叉式安全帶於略鬆(20%)與過鬆

(40%)鬆緊程度之情況時，均發現在腿部及頸部皆有較大之壓力值，其中又以交叉式安

全帶於過鬆(40%)鬆緊程度之情況時，會使頸部產生 4.69 MPa 之壓力值，當壓力集中

於頸部時，可能會成為直接影響到傷亡之原因。 

第五節 研究之限制  

本研究使用 Hybrid III 人偶模型進行墜落實驗，雖然以 Hybrid III 人偶模型進行高

風險性撞擊實驗已行之有年，但人偶模型與真實人類之間仍有差異，以材料特性而言，

人偶模型之骨骼材料主要以鋁合金構成，軟組織材料則以黏彈性矽膠材料構成，因此

本研究雖能以電腦模擬量化人偶受力情形，但人偶與實際人體受力之情形仍須進一步

探討才能得知兩者之間關係，本研究利用人偶承受壓力之情形仍可推測出安全帶對於

人體損傷之趨勢，進而提供參考依據。以關節活動度而言，人體膝關節具有六個自由

度並且能在矢狀面完全伸展到完全彎曲約可達 140 度、在橫斷面旋轉活動量約為 10

度，而人偶模型之膝關節僅於矢狀面具有兩個自由度且無法在橫斷面上運動。而當墜

落意外發生時，在尚未喪失意識的情況下，本著自我求生意志下，人體必定任意抓取

周遭之物體，在此墜落情境下之重心將隨著軀幹的擺動而產生改變，墜落的動作勢必

也有所不同，人偶模型僅符合真實人體之重量及人體平衡站立時重心，而在墜落時無

法產生軀幹的擺盪，故無法呈現人體真實在墜落中之動作，僅能提供近似之墜落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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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墜落實驗中，前傾墜落情境的人偶模型架設是透過尼龍繩索作支撐重量與固

定人偶姿態之功能，實驗進行中每組之間人偶姿態皆略有所差異，透過高速攝影機影

響結果觀察，人偶模型墜落過程中之動作也產生些微差異，對實驗結果也產生一定程

度影響，但透過繩索張力實驗值計算標準偏差量得知其數值十分接近，皆屬於合理範

圍。 

因本研究 Hybrid III 人偶模型之鼠膝部關節有間隙，在懸吊時會使得安全帶夾於縫

中，進而導致無法置放壓力感測紙且無法量到介面壓力，故加入橡膠塊擋板，避免安

全帶陷入關節間隙內。另外，頸部的構造無法安置壓力感測紙，故於靜態懸吊實驗，

僅觀察大腿之接觸壓力分布情形。壓力感測紙雖能測得負載、壓力相關數值等數據，

但因懸吊時，安全帶拉扯導致壓力感測紙產生皺摺之非壓力造成因素，使得靜態懸吊

實驗之壓力值無法進行比較，但仍能透過電腦模擬得知量化數據，並可提供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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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及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使用 Hybrid III 人偶模型進行不同安全帶穿戴鬆緊程度之墜落分析，並且以

實驗獲得繩索張力值作為電腦模擬結果之驗證基礎，再參考國內人體計測資料庫，將

電腦模擬之人偶模型調整為國人計測尺寸，探討國人體型於不同安全帶穿戴鬆緊程度

之生物力學影響。以下為本研究獲得之結論。 

一、靜態懸吊實驗結果顯示，安全帶穿戴鬆垮會使得懸吊角度變大，且懸吊角度會隨

時間而增加，導致上軀幹及頭部前傾，容易使穿戴者在懸吊時無法維持頭部向上

的較佳姿勢。 

二、背心式安全帶在動態墜落實驗結果顯示，穿戴緊(0%)的鬆緊程度下，墜落後並未

有胸前綁帶壓迫頸部之情形，但當穿戴更為鬆垮時，墜落後安全帶的胸前綁帶皆

會滑動至人偶頸部；相同情況亦顯示於電腦模擬結果，使用背心式安全帶於緊(0%)

之鬆緊程度時，較大的接觸壓力位於大腿部位，其餘鬆緊程度下，人偶除了大腿

以外，在頸部也有較大的接觸壓力值。 

三、交叉式安全帶在動態墜落實驗結果顯示，穿戴緊(0%)的鬆緊程度下，墜落後頸部

左右兩側綁帶已有壓迫頸部之現象；相同情況亦顯示於電腦模擬結果，穿戴鬆緊

程度越鬆，頸部接觸壓力值越大，且略鬆(20%)與過鬆(40%)之鬆緊程度下，人偶

最大接觸壓力值出現於頸部。 

四、安全帶之纖維材料經動態墜落實驗後，安全帶之纖維材料產生永久變形，因此建

議勞工不宜重複穿戴已經歷過墜落之安全帶。 

由本研究之結果顯示，建議安全帶之穿戴方式不宜超過略鬆(20%)之鬆緊程度，以

避免壓迫頸部造成受傷。此外，本研究動態墜落實驗中，交叉式安全帶在穿戴緊(0%)

之鬆緊程度下，仍對頸部兩側產生接觸壓力值，因此在使用交叉式安全帶時，應注意

其可能之潛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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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依據本研究結果顯示，穿戴較為鬆垮之安全帶時，會使懸吊角度增加造成穿戴者無

法維持頭部向上的較佳懸吊姿勢，且安全帶之胸前綁帶會對頸部產生接觸壓力，可能

造成勞工之傷害，因此建議勞工在進行高架作業時，需將安全帶穿戴至合身，以使安

全帶能發揮最大之防墜及保護功效。另外，經動態墜落實驗後發現，經墜落後安全帶

之纖維材料已產生永久變形之現象，可能降低安全帶之功能及安全性，建議不宜重複

穿戴已使用過於墜落之安全帶，以保護勞工生命之安全。 

針對安全帶設計方面，兩種不同型式之安全帶在穿戴較鬆時(20%與 40%鬆緊程

度)，人體的頸部皆會與綁帶接觸並產生受力；然而在實驗結果也發現，交叉式安全帶

儘管在緊(0%)的穿戴鬆緊程度下，墜落過程中安全帶的胸前交叉綁帶仍會與頸部產生

接觸，因此本研究認為後續研究可針對交叉式安全帶之設計進行更詳盡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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