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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
測試由國際消費者研究及試驗組

織（International Consumer Research & 

Testing，簡稱ICRT）統籌，委託歐洲的檢

定中心進行，評估樣本的保護能力及使用

方便程度，其中保護能力測試參考歐洲標

準EN 1078進行。

樣本
ICRT共測試了37款成人單車頭盔，

全部樣本於歐洲購買，本會刊登當中在本

港有售的14款的測試結果。14款型號的售

價介乎$328至$969，其中11款外貌較為流

線型及有較多氣孔，以外形計屬公路單車

頭盔，其餘3款包括「Giro」Section（#9）、

保護能力較好
香港單車運動員近年在大型世

界賽事中屢創佳績，令本港掀起單

車熱潮，然而，騎單車時的安全措施

往往被忽略。根據運輸署的資料，

去年本港有6名騎單車者因交通意

外死亡，494名騎單車者因交通意外

重傷；而今年首6個月已有4名騎單

車者因交通意外死亡。騎單車時應

佩戴安全保護裝備，例如單車頭盔，

有助減低意外時受傷的程度。本會

測試了14款成人單車頭盔，發現2款

樣本的保護能力較佳。

本港近年在交通意外中傷亡的騎單車者統計資料
騎單車者
傷勢情況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1月至6月）

死亡 10 10 19 9 6 4

重傷 202 229 303 485 494 239

輕傷 1369 1529 1872 1948 1913 887

＊臨時數字          

資料來源：運輸署
註

款單車頭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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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Faction（#12）及「Nutcase」NTG3 

Rainbow Stripe（#14）的外形則屬BMX或

城市用（urban）單車頭盔。 

保護能力
吸震能力

為測試樣本在惡劣環境下的表現，

樣本在測試前分別先經高溫（50℃）、低

溫（-20℃）及加速老化（以紫外線照射

及用水噴灑頭盔表面）處理。測試時，將

樣本戴在假人頭上，再利用儀器令其墮

下，讓樣本以每秒約5.42米及每秒約4.57

米的速度分別撞向模擬平地及行人路邊

（kerbstone）的鋼砧，然後量度撞擊時

假人頭的減速速度（以重力加速度g為單

位）。綜合所量得的減速速度，從而評估樣

本的吸震能力。量得的減速速度愈低，表

示樣本的吸震能力愈好。

全部樣本量得的減速速度都較標

準設定的上限250g為低，符合標準要求，

其中以公路單車頭盔「Bell」Solar（#2）的

吸震能力最好，量得的最高減速速度約

為132g；外形同屬公路單車頭盔的樣本

「Giro」Trinity（#1）、Revel（#4）、「Scott」

Vanish（#3）及「MET」Forte（#5）的吸震

能力也不俗，量得的最高減速速度分別約

為154g、168g、151g及144g。外形屬BMX

或城市用單車頭盔的樣本「Bel l」Faction

（#12）及公路單車頭盔樣本「Selev」Nitro

（#13）的吸震能力相對較弱，量得的最高

減速速度分別約為211g及220g。

此外，標準要求頭盔的覆蓋範圍應

能夠保護前額、頭的兩側、後方及頭頂。經

檢定中心檢定，全部14款樣本都符合標準

要求。

防扯脫能力

若頭盔在意外中被扯脫，便會喪失

保護作用。測試時，將樣本戴在固定的假

人頭上，利用儀器把樣本分別在後腦位置

向前上方拉及在前額位置向後上方拉，量

度頭盔轉動的角度及看看頭盔會否被扯

脫；其中把樣本在後腦位置向前上方拉是

標準要求的測試方法，而把樣本在前額位

置向後上方拉的測試則是ICRT在標準以外

加設的測試方法，以便更全面評估樣本的

防扯脫能力。

全部樣本在測試中都沒有被扯脫，

符合標準要求，其中7款在測試期間轉

動的角度較小，防扯鬆能力較佳，包括

「Giro」Trinity（#1）、Section（#9）、「Bell」

Solar（#2）、Indy（#11）、Faction（#12）、

「Bontrager」Ci rcu i t He lmet（#8）及

騎單車
應佩戴安全保護裝備
 騎單車時除要注意道路安全，

遵守交通規則外，亦應佩戴合規格的

安全保護裝備，例如單車頭盔，可減

低受傷的程度。另外，單車必須裝有

車鈴及有效的制動系統，並在車尾裝

有紅色反光器。騎單車者應穿着顏色

鮮明、淺色、螢光或會反光的衣服，

讓其他道路使用者更易看到。部分單

車愛好者喜歡在晚上騎單車，應特別

留意，若在黑夜或能見度低的情況下

在道路上騎單車，車頭一定要亮着白

燈，車尾則要亮着紅燈。

 兒童騎單車時，未必能對周圍環

境及時作出判斷，亦可能玩耍時得意

忘形愈踩愈快，易出意外。家長應與

兒童商定，在騎單車前要先徵得父母

同意，亦應佩戴單車頭盔、護肘及護

膝等保護裝備，減低受傷的機會。

 雖然佩戴安全保護裝備能在意外

時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護，但最重要還

是注意道路安全及遵守交通規則，以

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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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stice（#10）。樣本「MET」Forte（#5）在

測試中轉動的角度則較大，防扯鬆能力相

對較弱。

固定裝置強度

頭 盔 的 固 定 裝 置（r e t e n t i o n 

system）是指把頭盔固定在使用者頭部的

裝置，包括帽帶及帽帶扣等。測試時，將樣

本戴在固定的假人頭上，利用儀器將樣本

的帽帶垂直向下拉，量度帽帶被拉長的幅

度，幅度愈小，表示樣本的固定裝置強度

愈高。結果全部樣本的量得拉長幅度都低

於標準設定的上限，符合標準要求，其中以

「Giro」Section（#9）的量得拉長幅度較

小，表現較佳；樣本「Scott」Vanish（#3）

則表現稍遜。

圖中 a、b 及 c 以外形計屬公

路單車頭盔，氣孔較多，通爽

度較外形屬 BMX 或城市用單

車頭盔的 d 為高。

進行防扯脫能力測試時，利用儀器把樣本在後

腦位置向前上方拉。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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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3項測試的結果，外形屬

公路單車頭盔的樣本「Giro」Trinity（#1）及

「Bell」Solar（#2）表現較好，獲4點半整體

保護能力評分；而外形屬BMX或城市用頭

盔的樣本「Bell」Faction（#12）及公路單車

頭盔樣本「Selev」Nitro（#13）則

表現較遜色，只獲3點評分。

使用方便程度
20名評審員戴着樣

單車頭盔測試結果

編
號 牌子及型號

產品資料 保護能力 使用方便程度

總評 
[5]

聲稱 
原產地 

 [1]

售價  
[2]

量得 
重量 
(克)

吸震 
能力

防扯脫 
能力

固定
裝置 
強度

整體  
[3]

佩戴及 
調校

舒適度 通爽度 視野
整體 
[4]

1 Giro
Trinity 中國 $368 277 ●●●● ●●●●0 ●●●●0 ●●●●0 ●●●●0 ●●●●0 ●●●●● ●●●●● ●●●●0 ★★★★1

2 Bell
Solar 中國 $328 245 ●●●●0 ●●●●0 ●●●●0 ●●●●0 ●●●0 ●●●● ●●●●● ●●●●● ●●●●0 ★★★★1

3 Scott
Vanish 瑞士 $969 254 ●●●● ●●●0 ●●●0 ●●●● ●●●●● ●●●●0 ●●●●● ●●●●● ●●●●● ★★★★1

4 Giro
Revel 中國 $398 291 ●●●● ●●●● ●●●●0 ●●●● ●●●●0 ●●●●0 ●●●●● ●●●●● ●●●●0 ★★★★1

5 MET
Forte — $598 244 ●●●● ●●● ●●●●0 ●●●● ●●●●0 ●●●●0 ●●●●● ●●●●● ●●●●0 ★★★★1

6 Bell
Variant 中國 $730 294 ●●●0 ●●●● ●●●●0 ●●●● ●●●●0 ●●●●0 ●●●●● ●●●●● ●●●●0 ★★★★1

7 LAS
Asteroid 意大利 $890 236 ●●●0 ●●●● ●●●●0 ●●●● ●●●0 ●●●●0 ●●●●● ●●●●● ●●●●0 ★★★★

8 Bontrager
Circuit Helmet 中國 $798 265 ●●●0 ●●●●0 ●●●●0 ●●●● ●●●0 ●●●● ●●●●● ●●●●● ●●●● ★★★★

9 Giro
Section 中國 $498 273 ●●●0 ●●●●0 ●●●●● ●●●● ●●● ●●● ●● ●●●●0 ●●● ★★★1

10 Bontrager
Solstice 中國 $380 326 ●●●0 ●●●●0 ●●●●0 ●●●● ●●●0 ●●●0 ●●●●● ●●●●0 ●●● ★★★1

11 Bell
Indy 中國 $490 276 ●●●0 ●●●●0 ●●●●0 ●●●● ●●●●0 ●●●0 ●●●●0 ●●●●● ●●● ★★★1

12 Bell
Faction 中國 $438 401 ●●● ●●●●0 ●●●●0 ●●● ●●●0 ●●●0 ●●0 ●●●●● ●●● ★★★

13 Selev
Nitro 意大利 $719 266 ●●● ●●●● ●●●● ●●● ●●●0 ●●●0 ●●●●● ●●●●● ●●●● ★★★

14
Nutcase
NTG3 Rainbow 
Stripe

中國 $650 479 ●●●0 ●●●● ●●●●0 ●●●● ●●●0 ●●0 ●● ●●●●0 ●● ★★★

註 ●或★愈多，表示該項表現愈佳，最多五粒。

[1]	 資料由代理商提供。									
	 —	表示代理商沒有提供資料。

[2]	售價由代理商提供，不同零售商的售價或有差別。

[3]	保護能力整體評分的比重如下：	

	 吸震能力	 60%	

	 防扯脫能力	 20%	

	 固定裝置強度	 20%	

	 若吸震能力表現不理想，保護能力整體評分會受到局限。

[4]	使用方便程度整體評分的比重如下：	

	 佩戴及調校	 30%	

	 舒適度	 40%	

	 通爽度	 15%	

	 視野	 15%	

	 若舒適度表現不理想，使用方便程度整體評分會受到局限。	

[5]	總評的比重如下：	 	

	 保護能力	 50%	

	 使用方便程度	 50%	

	 若保護能力表現不理想，總評會受到局限。

本騎單車，然後就樣本的佩戴及調校方便

程度、舒適度、通爽度及視野作出評分。

佩戴及調校

評審項目包括戴上、調校及除下頭盔

的方便程度。綜合評審員的評分，「Scott」

Vanish（#3）表現最好，評審員普遍認為樣

本#3容易戴上及除下，調校亦方便；「Giro」

Trinity（#1）、Revel（#4）、「MET」Forte

（#5）、「Bell」Variant（#6）及Indy（#11）

「Nutcase」NTG3 Rainbow 

Stripe（#14）（上圖）的帽帶扣

以磁力輔助扣合，跟傳統的帽

帶扣（右圖）不同。



2945408 . 2014 選擇

1

4

7

10

13

6

9

12

2

5

8

11

14

3

單車頭盔樣本



30 454 2014 .08選擇

測試報告

選擇指 南
 「Giro」Trinity（#1，$368）、

Revel（#4，$398）、「Bell」Solar

（#2，$328）、Var iant（#6，

$730）、「Scott」Vanish（#3，

$969）及「MET」Forte（#5，

$598）都獲4星半總評，其中#1及

#2的保護能力較佳，#3較方便佩戴

及調校。

選購貼士
 ● 選擇有標示符合標準（例如歐洲標準EN 1078、美國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

CPSC標準等）的單車頭盔。

 ● 必須試戴找出適合自己頭形的頭盔，尺碼要適中，不可過大或過小，否則會

影響平衡及保護能力。

 ● 鮮艷奪目的頭盔顏色可讓其他道路使用者更易看到，而會在夜間行駛的騎單

車者可考慮較淺色或帶有反光貼或發光二極管（LED）閃燈的頭盔。

 ● 大汗或怕熱的用戶可選擇氣孔較多的頭盔。

 ● 留意頭盔是否有標示生產年份及月份，距離生產日期較近會較好。

 ● 若購買二手頭盔，需檢查有沒有明顯凹痕或花痕、帽帶扣有否破裂或損毀

等，曾撞擊過的頭盔，保護能力可能受影響。

佩戴及保養要點

 ● 佩戴前，要檢查頭盔是否有裂紋、凹陷或其他

異常的情況。

 ● 佩戴時，頭盔不應向後傾，否則不能保護前

額，也不應向前傾，以免阻礙視線。

 ● 使用後應先風乾，泥垢可用濕布抹掉，再妥善收藏，避免不必要的碰撞、高

溫及陽光直接照射，以免影響保護能力。

 ● 頭盔如經碰撞，即使沒有明顯缺損，都應予以更換。此外，頭盔有使用期

限，可參考說明書內的建議，適當時予以更換。

表現亦不俗。部分評審員認為樣本「Giro」

Section（#9）較難調校，評分稍低。

舒適度

評審項目包括頭形配合、帽帶、帶

扣、重量及防滑等。「Giro」Trinity（#1）、

Reve l（#4）、「Scot t」Van i sh（#3）、

「MET」Fo r te（#5）、「Be l l」Va r i a n t

（#6）及「LAS」Astero id（#7）表現較

佳。外形屬BMX或城市用頭盔的樣本

「Giro」Section（#9）及「Nutcase」NTG3 

Rainbow Stripe（#14）評分較低，部分評

審員認為樣本#9佩戴時較不穩定，而樣本

#14則較重，若長時間佩戴會較不舒適。消

費者選購時，應親自試戴，找出適合自己

頭型的頭盔。

通爽度

綜合評審員的評分，11款外形屬

公路單車頭盔的樣本（#1至#8、#10、

#11及#13）的通爽度都理想，大汗或怕

熱的用戶可以考慮；而外形屬BMX或城

市用頭盔的樣本「Giro」Section（#9）、

「Be l l」Fact ion（#12）及「Nutcase」

NTG3 Rainbow Stripe（#14）的通爽度

則較低。

視野

評審項目包括視野會否被頭盔局限，

及同時戴上眼鏡的方便程度。全部樣本表

現令人滿意，評審員普遍認為佩戴樣本後

視野仍然良好，而同時戴上眼鏡亦不會造

成不便。

綜合評 審員就 以 上4個項目的評

分，外形屬公路單車頭盔的樣本「Scott」

Vanish（#3）表現最好，使用方便程度獲

5點評分；外形同屬公路單車頭盔的樣

本#1、#2、#4至#7的使用方便程度亦不

俗；而外形屬BMX或城市用頭盔的樣本

「Nutcase」NTG3 Rainbow Stripe（#14）

的使用方便程度只得2點評分。就是次測

試的14款樣本而言，外形屬公路單車頭盔

的樣本的舒適度及通爽度普遍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