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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以鏈球運動為例，結合運動學參數與曲率公式來求得鏈球頭軌跡的曲率半徑，並藉

由曲率半徑的變化來瞭解動作的型態。受試者是一位臺灣地區鏈球紀錄保持者，有 9 年的比賽經驗，以

二台高速攝影機同步的進行攝影受試者的表現，並將所得之運動學參數代入曲率半徑求得公式中。結果

顯示選手在旋轉過程中，有收、放鏈球的週期性，鏈球頭軌跡的曲率半徑變化型態也因此得知。本研究

嘗試提供以不同的方式瞭解曲線週期性動作的型態，建議能有更多次的成績表現以求更深入的研究；此

外，在其他種運動項目上或許也可以使用本研究之方法來瞭解動作型態。 

關鍵詞：鏈球、軌跡、曲率半徑 

 
一、前言 

    鏈球是田徑項目的其中一項，選手必須盡

可能的將鏈球（包括鏈球頭、線及把手）丟的

越遠越好。剛開始鏈球比賽時，必須先將鏈球

頭繞選手身體旋轉 2-3 圈，此時雙腳站立在地

上，接著鏈球加速度到高速時，選手身體跟著

旋轉，在 3-4 圈後選手在球投達到非常高速時

將鏈球釋放出去。 

鏈球頭的軌跡（如圖一）在每一圈的旋轉是有

最高點及最低點的傾斜螺旋型的，從最高點到

最低點是傾向增加速度的；相反的，從最低點

到最高點是降低速度的。Dapena (1984)指出

重力對速度的波動是一項很重要的因素，因為

在每一圈的最高和最低速與軌跡中的低和高

點分別大約一致。Dapena (1986)也指出在整

個投擲者和鏈球系統的質心垂直加速度是由

地面作用在投擲者和重力的垂直力量所決定

的。 

 
圖一  鏈球頭在最後四圈時的軌跡圖（由上向

下看） 

除了上述影響鏈球丟擲的這些因素，選手在丟

擲鏈球時於軌跡中心交替的拉、放鏈球也是很

重要的。可藉旋轉中鏈球頭的軌跡瞭解選手對

鏈球頭之加速情形，故本研究的目的在藉由鏈

球頭軌跡曲率半徑來瞭解其運動型態。 

 

二、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的受試者為台灣地區的鏈球紀錄

保持人。以二台高速攝影機（頻率為 120 張/

秒）同步紀錄選手的丟擲鏈球表現，並以 Peak 

Motus 分析軟體將所得之影片數位化，經線性

轉換將所得到的運動學參數如速度、加速度等

代入曲率半徑的方程式中，方程式推導的過程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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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的丟擲鏈球成績為 68.46 公尺，在

丟擲鏈球的過程中，鏈球頭的軌跡看起來像一

個圓，但事實上在這軌跡上的任一點的曲率半

徑是不同的。運動員必須經由交替的伸長及縮

短鏈球頭及軌跡中心的距離來逐漸增加鏈球

的速度（Dapena & Feltner, 1989）。本研究

的受試者是是使用旋轉四圈的技巧，同時我們

定義每一圈的起終點是以每一圈的最低點來

區分。結果顯示如圖二，經由這四圈的曲率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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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即得知丟擲鏈球的型態。 

圖二  最後四圈鏈球頭軌跡之曲率半徑 
 
圖二為本研究的鏈球丟擲之最後四圈曲率半

徑圖，每一圈曲率半徑的長度變化類似，即每

一圈曲率半徑的變化依序為變小、大、小，然

後再大，呈現一類似橢圓形，由三維空間來看

便為一橢圓螺旋形。 

每一圈曲率半徑改變的波動甚大（0.5 公尺以

上），這也許可解釋為鏈球表現可產生較為集

中的直線加速度。鏈球軌跡半徑的改變主要是

因為選手位置的改變（Dapena & Feltner，

1989），丟擲鏈球曲率半徑的不同是由於選手

在隨著鏈球頭旋轉初期用不同方式如＂以肩

部去對抗＂以及＂以臀部對抗＂的動作。除此

外，旋轉時手拉線及腳撐在地上也和曲率半徑

有相關。 

四、結論與建議 

    在本研究中，我們經由三維曲線運動之曲

率半徑公式得知：在鏈球運動中，選手在旋轉

期時對鏈球頭的作用，使其軌跡之曲率半徑有

其特殊型態。並期許能以更多的相關研究使得

此方法的應用能更加完善，以提供未來訓練

用，如：和優秀選手比較，或應用在其他種三

維曲線運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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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bine 

the kinematic variables and curvature 

radius function to understand the pattern 

of curvature radius of hammer throwing. 

The subject, who is the present record 

holder in Taiwan, has 9-year experience in 

hammer throw. Two Peak-Performance high 

speed video cameras operating at 120Hz 

were simultaneously record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subject. The 

kinematic variables were used in 

curvature radius func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thlete alternately 

shortening and lengthen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hammer head and body, and the 

change pattern of curvature radius was 

known. This study provide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understand the pattern of 

curve periodic movement, it also 

suggested that other sport events related 

to curve movement may be realized by the 

pattern from their curvature rad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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