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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是在開發一經濟且攜帶方便之跑步機測力裝置，以方便對走跑步態等方面研究之資料

收集。實驗以一位受試者於跑步機上實施五種不同跑步速度（1.5 m/s、2 m/s、2.5 m/s、 3 m/s 及 4 m/s）

及二種不同坡度狀態（平行地面及上坡），以測力板及力量感測器同時收集受試者在跑步機上之地面反作

用力訊號，再將所得資料作一 Pearson 積差相關求其相關係數。結果顯示由測力板與力量感測器所收集

到之資料在二種坡度及五種跑步速度其相關係數均在 0.9 之上。對於欲從事跑步之相關方面研究，可利

用力量感測器來收集地面反作用力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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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跑步是最普遍也是最大眾化的運動之

一，而跑步機更是各健身房、俱樂部必備之

運動器材，許多人都利用跑步機來達到運動

健身的效果。不僅如此，在實驗室中，跑步

機也是最常用來模擬實際跑步動作的一個器

材。在先前的研究中，對於跑步動作的地面

反作用力(Ground reaction force) 不是利

用專門的測力跑台（宋宏偉，民 92）就是將

跑步機置於測力板之上（Davis et al, 1993; 

Dingwell et al, 1996）或是將測力板埋於

跑步機之內（Kram et al,1989）來收集受試

者之地面反作用力資料，這樣的作法除造成

實驗架設或攜帶之不便外，其所需之儀器動

輒百萬至數十萬不等，所費不貲，對於欲從

事跑步或運動步態等相關研究之單位無疑是

一筆龐大的負擔。故本研究之目的是在開發

一經濟之跑步機測力裝置以方便對走跑步態

等方面研究之資料收集。 

二、方法 

針對以上目的，本研究是以一位受試者

於裝有測力裝置之跑步機上實施五種不同跑

步速度（1.5 m/s、2 m/s、2.5 m/s、 3 m/s

及 4 m/s）及二種不同坡度狀態（平行地面及

上坡），每一種狀態各測三次，每次收集 10

秒鐘，而器材之設置是以自製之可調角度平

台架設於測力板（Kistler, Type 9281B）之

上，再放上跑步機，而在跑步機與平台之間

墊以最大可承載 200 公斤之力量感測器

（Tedea, Model 615）四個，實驗儀器設置

如圖一所示，測力板與力量感測器之取樣率

同樣設定為 1000 Hz，如此一來當受試者於跑

步機上跑步時可同時收集測力板與力量感測

器兩種資料。 

 
圖一 跑步機測力裝置之實驗設置圖 

 

一般而言對於在跑步步態之地面反作用

力的收集方式是以測力板為大多數而本實驗

如此架設的目的是以測力板之資料為基準來

比較以力量感測器所收集之資料的相關性，

進一步考慮是否可以力量感測器來替代測力

板收集地面反作用力資料。 

三、結果與討論 

 由圖二測力板與力量感測器之部分地面

反作曲線可初步分辨出跑步步態之第一峰值

（腳跟著地）與第二峰值（前腳掌推蹬），且

清楚看出其二者之曲線變化是非常相似。 

圖二 測力板與力量感測器所收集到之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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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測力板與力量感測器地面反作用力之

相關 

 

再將測力板與力量感測器資料作一相關

（圖三），可看出其趨勢是屬於高正相關，且

將實驗之二種狀態及五種跑步速度作一

Pearson 相關，其結果如表一及表二。 

 

表一 平行地面狀態之測力板與力量感測器

地面反作用力之各相關係數 

速度 
1.5 

m/s 
2 m/s 

2.5 

m/s 
3 m/s 4 m/s

第一

次 
0.974 0.953 0.965 0.945 0.931

第二

次 
0.972 0.958 0.949 0.942 0.917

第三

次 
0.972 0.952 0.96 0.944 0.925

 

表二 上坡狀態之測力板與力量感測器地面

反作用力之各相關係數 

速度 
1.5 

m/s 
2 m/s 

2.5 

m/s 
3 m/s 4 m/s

第一

次 
0.971 0.977 0.968 0.953 0.908

第二

次 
0.969 0.97 0.972 0.962 0.917

第三

次 
0.976 0.973 0.972 0.958 ‧ 

 

由上表可知利用力量感測器所收集到的資料

與測力板所收集到的資料其相關係數是很高

的，不論是平行地面之狀態或是上坡的狀態

在於不同的跑步速度由力量感測器與測力板

所收集到的資料其兩者之相關係數均在 0.9

之上，這表示運用力量感測器來代替測力板

收集跑步之地面反作用力資料是可接受的。 

四、結論 

經由以上實驗結果，對於欲從事跑步方

面研究之實驗儀器設置問題，其就所需之費

用、架設之便利及實驗資料之誤差等綜合考

量下，可考慮利用力量感測器來代替測力板

收集地面反作用力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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