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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訓練輔助系統，車表立刻與訓練同步，
協助車手成長
挑戰訓練的極限
有效地提昇訓練成果的輔助系統。PIONEER SGX-CA500 GPS 碼表搭
載 Training Assist.。目的在於通過功率計與內建課程來幫助你找出屬
於你的數據。適用於所有使用者，包括業餘騎乘或是專業自行車手。
當你沒有專屬教練，Training Assist 可以更有效地幫助使用者，進而
提昇訓練結果。 
 
更新 SGX-CA500 後即可利用「訓練輔助系統」功能。在 Cyclo-
Sphere 上設定訓練目標後，將內容傳送至 SGX-CA500 後訓練即可開
始。
SGX-CA500 會以彈出式視窗及音效引導車手進行訓練。
此外，現在 SGX-CA500 還擁有「間歇訓練計時器」的功能，可以自
由設定熱身時間、間歇次數、休息時間、緩和時間與目標功率等訓
練內容。
既使是已經習慣功率訓練的選手，訓練輔助系統也是相當便利的功
能。

*SGX-CA500 可記憶 30 組訓練目標

輕而薄的設計 - 騎到哪，帶到哪
實用設計的薄型輕量機身搭載高度戶外可視性的 1.87 吋單色 LCD，
其相當於 IPX6/IPX7 級別的防水功能亦可配合最嚴苛的訓練或競賽環
境。

全球首創 * 每旋轉 30 度即測量
「施力強度」及「施力方向」
*「SGY-PM 910H2」是首部踏板每旋轉 30 度即
測量並顯示結果的系統。

「SGY-PM910H2」透過偵測踩踏期間曲柄每 30
度形變的微小變化，
測量每旋轉一周的 12 處「施力強度」及「施力
方向」。
連結 SGX-CA500 車表以提供即時的踩踏圖形顯
示。
上傳此資料後即可分析您踩踏的獨有特性，並
將您的成績量化為「踩踏效率」數值。

透過感測器及安裝組件薄型化之實現，
擴展可安裝之可能車種。
右感測器齒盤轉接器及左感測器零件薄型化設計，加上兩種形式歸零磁鐵設計，將
可大幅增加可搭配之車架種類。
* 請向合格 Pioneer 零售商確認您自行車的相容性

* 右感測器齒盤轉接器薄型化 懸臂型磁鐵

貼片型磁鐵
* 磁鐵可隨車架形狀，選擇適用
的種類，左右測磁鐵也可以選用
不同形式混搭使用

* 電池蓋平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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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您的騎乘方式並追求理想的騎乘形式。新世代高效能車表

NT$ 8,500

V 系列為基底
SHIMANO 曲柄

新 sensor  Z 系列
專供新曲柄使用

型號

BR500T 三鐵 / TT 把支架 NT$1,200

BR500 31.8 公路把支架 NT$950

MG910 磁鐵組
( 貼片式 + 懸臂式 ) NT$950

品名 零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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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曲柄
FC-R9100
FC-9000

SHIMANO FC-R9100/ SHIMANO FC-9000
SHIMANO FC-R8000/ SHIMANO FC-6800

FC-R9100

FC-R8000

支援曲柄
FC-R8000
FC-6800

NT$39,500

將踩踏技巧當作武器
追求更快、更強的自己

●最新支援 SHIMANO「FC-R8000」
●右側車蓋新色登場
●「衝刺偵測」：實現每秒兩次的高精準施力檢測及記錄功能

踩踏效率監控感應器

左腳踩踏效率監控感應器 右腳踩踏效率監控感應器

PEDALING MONITOR SENSOR

PEDALING MONITOR SENSOR (L) PEDALING MONITOR SENSOR (r)

NEW

NEW NEW

單感應器組 ( 不含曲柄和錶頭 )

NT$ 31,500

NT$ 850

右側傳輸器護蓋配備兩種色彩 :
金屬灰、寶藍色
可自行更換搭配個人自行車風格

更多彩蓋選購，單個零售價 :

※ 以上價格，2017/4/1 起生效

NT$ 17,800NT$ 17,800

SGY-PM910ZL SGY-PM910ZR

39,500

31,50017,800

26,300

FC-9000

FC-6800

支援 :
FC-R9100/ FC-9000
FC-R8000/  FC-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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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輔助系統將讓踩踏監控感測器為
功率訓練帶來新革命。
想要騎得更快、更遠，訓練就是每天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
Pioneer 踩踏監控系統準備了豐富的訓練課程，陪伴著每位車手一
同成長、茁壯。
既使是沒有訓練知識基礎的初學者車手也能簡單 3 步驟輕鬆完成各
種系統化訓練。
透過 3 大類系統化的課程，有效率的掌握自我提昇程度，
提高車手完成訓練的動機，並再次設定、達成下一個訓練課程及目
標。

【Section】
彙總登錄路徑中每次的騎乘資訊

【MMP】
自動彙總時間區間內的高功率值

【SMART】
彙總相近功率值、迴轉數的騎乘資訊

清單內可點選新舊排序、功
率排序、騎乘時間排序，從
不同面向來挑選兩個騎乘紀
錄做比較。

利用 APP 或手機瀏覽器來進行「訓練輔助
系統」，學習踩踏及功率的基本訓練知識，
設定並執行適合自己的課程。

註解功能

可在日曆以及訓練記
錄清單的詳細畫面
中，對當日訓練進行
註解。

切換頁面，比較兩個紀錄中的功率值、踩踏資訊以及坐姿 /
立姿等的差異。

雲端分析數據網 APP(iOS) 版本近期亮相 !
更簡易的手機操作，讓車友更方便隨時比較分析自己的能力。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訓練輔助系統，3 步驟輕鬆上手

選擇想進行的訓練課程，
並設定訓練目標

開始訓練 透過系統淺而易懂的說明，
確認訓練的結果

NEW Cyclo-Sphere APP iPhone (iOS)

比較

訓練幫手

訓練輔助系統

1. 選擇 2. 選擇想要比較的騎程紀錄 3. 比較紀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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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力向量曲線

踩踏效率

左右功率平衡

可分別顯示左右腳功率的輸出比例。顯示
車手的雙腳施力是否受到坐姿、上身姿
勢、身體結構或過去的傷害的影響而有所
不同。

顯示施加於曲柄上的施力向量。車手雙腳
的踏力並不能完全作用在自行車的前進
上。圖中紅線代表有效的施力，藍線則代
表無效的施力。

海拔

左右功率平衡

立姿騎乘區間會以更顯眼的綠色區塊顯示。可由
此進一步探討立姿騎乘時，功率及其他數據之間
的相應變化。

MMP 曲線能顯示每個區間內的平均最大功率，
不只可了解目前自我極限，同時亦能用於訓練目
標的設定以及比賽中戰略運用的參考。

踩踏效率

透過比較每個時間區間內的最高輸出功率，反覆進行練習

顯示車手的施力中，真正有效做功的施力
比率。可作為訓練中的簡易參考目標，確
認本次訓練是否能保持有效率的踩踏。

功率值

立姿騎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