測角計
(訂購代碼 GNM-BTA)

測角計測量關節的角度，例如膝蓋或肘部。用它來測量關節的運動
範圍。可以使用一組鬆緊帶將感應器固定到受試者，以在不同類型
的身體活動期間動態測量關節角度。您還可以將其與 Vernier 心電
圖感應器一起使用，以測量肢體運動不同階段的肌肉活動。此外，
感應器頭可以從感應器的兩個臂上拆下，用於 STEM 和工程活動。
測角計包含哪些內容
‧一個測角計：連接角度感應器到金屬固定臂
‧一個 12 英吋活動關節臂（連接到感應器）
‧一個 10 英吋的活動關節臂
‧一個 8 英吋活動關節臂
‧兩個 24 英吋彈性鉤環帶
‧兩個 14 英吋彈性鉤環帶
注意事項：威尼爾產品專為教育用途而設計。我們的產品不是被
設計於任何工業，醫療或商業用途，如生命維持器，患者診斷，
製造過程監控或任何類型的工業測試。
使用測角計收集數據
此感應器可與以下平台一起使用以收集數據。
‧將 Vernier LabQuest2 或舊款 LabQuest 作為獨立設備或使用電腦
‧帶有電腦的 Vernier LabQuest Mini
‧帶有電腦或 TI 圖形計算器的 Vernier LabPro
‧Vernier Go! Link
‧Vernier EasyLink
‧Vernier SensorDAQ
‧CBL2™
‧TI-Nspire™ Lab Cradle
以下是使用測角計時應遵循的一般步驟。
1.將測角計連接到連接埠。
2.啟動數據收集軟體。
3.軟體將自動辨識測角計並啟動預設的數據擷取設定。
現在可以開始收集數據了。

數據收集軟體
該感應器可與連接埠和以下數據採集軟體一起使用。
·LoggerPro3 此電腦程式與 LabQuest 2、LabQuest、LabQuest Mini，
LabPro 或 Go! Link 一起使用。
·Logger Lite 此電腦程式與 LabQuest 2、LabQuest、LabQuest Mini，
LabPro 或 Go! Link 一起使用。
·LabQuest App 此程式用於當 LabQuest 2 或 LabQuest 獨立設備時。
‧適用於 TI-Nspire™的 DataQuest™軟體 此電腦應用程式 TI-Nspire 可
與 EasyLink 或 TI-Nspire Lab Cradle 一起使用。
·EasyDataApp TI-83 Plus 和 TI-84 Plus 的電腦應用程式可以與 CBL 2，
LabPro 和 Vernier EasyLink 一起使用。
·LabVIEW™ LabVIEW™軟體是由國家儀器銷售的圖形程式語言。它可以
與 SensorDAQ 一起使用並且可以與許多其他 Vernier 平台一起使用。查看
www.vernier.com/labview 了解更多資訊。
該感應器配有自動識別功能的電路。與 LabQuest 2、LabQuest、
LabQuest Mini、LabPro、Go! Link、SensorDAQ、TI-Nspire™、
Lab Cradle、EasyLink 或 CBL 2™一起使用時，數據採集軟體可辨別感
應器 並使用預先定義的參數來設定適合的實驗。
將測角計安裝到人身上 1.選擇小組中的一個成員為測
試對象。 穿過兩個 24 英吋鬆緊帶通過可以找到的插
槽 測角計的固定臂。 2.在測試對象的上腿或手臂用鬆
緊帶固定 測角計的固定臂，如圖 1 所示。 3.確保感應
器上的刻度盤位於正在研究的 關節的正中間。
如有必要的話重新定位和 扣緊測角計。 4.使
用單個 14 英吋鬆緊帶，固定測角計的 活動臂
到前腿或前臂。

5.確認測試對象可以隨意移動測角計附著在肢
體上研究。

圖1

收集數據
1. 將測角計連接到數據採集.接口
2. 啟動數據收集軟體時，將辨別感應器並加載預設數據收集設定。
3. 將感應器歸零以報告測試者開始位置的正負關節角度。
電腦: 在「實驗」選單中選擇歸零
LabQuest : 感應器選單中選擇歸
. 零
.
4. 開始收集數據
校正程序
某些活動可能不需要校正測角計。如果是評估關節的活動範圍，例如膝
蓋或肘部，那麼所儲存的校正應該可以正常使用。對於關節的動態分析
，可能需要在感應器連接到測試者之前對其進行校準。校正說明取決於
使用的數據收集軟體

＊LabQuest：點選儀表設定的讀取角度，選擇反方向並選擇對話框 的
測角計。 如果太短而不能包裹前腿或前臂，可以增加 14 英寸
(35.56cm)帶子的 長度。將第二條 14 英寸帶子穿過第一個帶子的孔。
將第二條帶子折 疊在自己身上，使鉤和環固定。這將使帶子的長度
增加 8 英寸(20.32 cm)。
改變測角計的活動臂 測角計配有一組尺寸不同的彈性臂。對於肢體較小
的測試者，可能需要 使用此感應器上較小的關節臂之一。要更換活動臂，
只需鬆開並卸下將 手臂固定到刻度盤上的螺釘即可。選擇合適的關節臂並
使用提供的螺釘將 其固定到感應器上。確認關節臂的末端邊緣與刻度盤側
面的固定螺釘對齊
。如有必要，重新定位測角計的活動臂。按照校正感應器的說明進行操作。

規格

電腦校正測角計
1.從「實驗」選單中選擇「校正」。點擊
「 感 應器設定」 中的「馬上校正 」對話框。
2.選擇標記為單點校準的框。點擊「馬上校
正」。 3.轉動測角計的活動臂直到它距離固
定臂 180 度，如圖 2 所示。 4.確認刻度盤側
面的固定螺絲釘是與底板上的銀 點對齊。如
果需要時可以重新定位儀器。 5.為值 1 輸入
180 度。點擊「保留」，然後點擊
「確定」。

0–340º (or ±170º)
±3º
±1º (with calibration)

範圍
準確度
解析度
13-bit (SensorDAQ)
12-bit (LabPro, LabQuest, LabQuest 2,
TI-Nspire™ Lab Cradle, LabQuest
Mini)
10-bit (CBL 2™)

0.06º
0.12º
0.5º

儲存斜率校正值

圖2

LabQuest App 校正測角計

1.從「感應器」選單中選擇「校正」。選擇標記為單點校正。點擊馬
上 校正按鈕。 2.旋轉測角計的活動臂，直到距離測角計 180 度固定臂。
確認錶盤側面 的固定螺釘與感應器底板上的銀點。 3.為值 1 輸入 180
度。點擊「保留」，然後點擊「確定」。

90º/V
–45º

斜率
截距

測角計運作
測角儀的活動臂連接到感應器頭上的刻度盤，可旋轉 360 度。感應器
內部的磁鐵隨此刻度盤旋轉。磁編碼器用於報告磁鐵的位置。當磁鐵
旋轉時，編碼器產生一種電壓, 通過資料收集軟體將其轉換為 刻度盤
角度。

幫助 使用資料收集軟體可以輕鬆的反向測角計的報告方向。這
對於比 較左、右肢體關節活動非常有用。反向方向的說明取決
於使用的 資料收集軟體。
＊電腦：從「實驗」選單中選擇「設定感應器」，然後選擇界面
（LabQuest，LabPro 等）。點擊測角計圖像。選擇「反方向」
，然後關閉對話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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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測量各種解剖關節的運
動範圍
學生在此練習中測量不同解剖關節的運動範圍。膝蓋、肘部、髖
部、腕部、踝部和手部都可以使用測角計進行測量。標準骨節標
記點用於標記每個關節的旋轉軸。因此，測角計不需要附加到本
練習的主題上。
測量身體活動期間肘部或膝蓋的運動範圍 在這種類型的活動中，
測角計附著在受試者的手臂或腿上。然後 在身體活動期間記錄
關節的運動範圍。標準舉重練習可用於腿部 和手臂，例如深蹲、
腿部伸展、二頭肌捲曲、蹲下和三頭肌伸展
。如圖 3 所示，可以在跑步過程中研究動態運動範圍。在騎車時
也可以研究動態運動範圍。

在肢體運動期間測量不同肌肉群的活動 在這種類型的活動中，測
角計與一個或多個 EKG 感應器一起使用， 以測量身體活動期間不
同肌肉群的電活動。標準舉重練習可用於腿 部和手臂。二頭肌捲
曲是這個實驗室的一個很好的練習。如圖 4 所 示，在屈曲期間二
頭肌活動增加並且在伸展期間將減少。
二頭肌彎曲期間的關節角度

二頭肌彎曲期間的二頭肌活動

圖4
在身體活動期間測量膝蓋的心跳速率和動態運動 在這種類型的活動中，心
率監控胸帶和測角計用於測量身體活動 期間膝蓋的心跳速率和動態範圍。
如圖 5 所示，標準健身車適用 於此練習。跑步機和划船機也可用於此類活
圖
動。
騎腳踏車膝蓋測量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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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騎腳踏車心跳率

圖5

配件/替換
名稱
測角計更換臂(3活動臂)
測角計更換帶(3鬆緊帶)

訂購代碼
GNM-ARMS
GNM-STRAPS

保固
威尼爾公司承諾所有產品沒有設計上的缺陷和製造上的瑕疵。自出售
日起， 在正常使用下免費保固五年，人為損壞除外，正常消耗品 (如
pH 緩衝液、離子電極校正液等)除外。
注意：鑑於維護台灣消費者之權利，台灣總代理廣天國際有限公司僅維護出具
貼有廣天國際有限公司保固貼紙之產品，才享有上述之服務。
製造商
威尼爾軟體與技術公司 (Vernier Software & Technology)
13979 S.W. Millikan Way Beaverton, Oregon 97005-2886 USA
電話：888-837-6437
傳真：503-277-2440
台灣總代理
廣天國際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115號7樓之3
電話：02-23822027
傳真：02-23820206
郵編：110
電郵：support@calculator.com.tw
網站：www.vernier.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