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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是以二輪車的變速傳動機構，來做為研究與設計的對象。而在變速傳動機構的設計中，將以具有二個自由度的行星

齒輪系，來做為機構的本體。並藉由“創造性機構設計法”的設計流程，而來進行一連串的設計研究。 在研究的前段進程

中，將藉由六桿件行星齒輪系變速傳動機構的設計，而探求出創造性機構設計法之“設計需求與限制”的訂定原理。並再

利用七桿件行星齒輪系變速傳動機構的設計，而驗證本研究所訂定之“設計需求與限制”的正確性，以及了解其對於機構

設計成果的影響力。 而在接下來的研究進程中，本研究將彙整出一套用於行星齒輪系機構設計的系統化流程──“行星齒

輪系機構創成設計法”。並以八桿件行星齒輪系變速傳動機構的設計進行，而來說明與證實本設計法的可行性、簡潔性與

正確性。 另外，在本研究的後續進程中，除了會建立完整的六桿件、七桿件與八桿件行星齒輪系變速傳動機構之機構簡圖

圖譜外，更會對一套專用於自行車的SACHS五檔位變速傳動機構，做其整體作動、變速檔位之規劃，以及檔位變換與控制

等設計方面的深入分析。 最後，在本研究的後段進程中，將會提出一些關於新型變速傳動機構之具體化設計的研究理念，

以做為後續相關設計的研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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