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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機避震系統對地面反作用力之影響 

THE EFFECT OF CUSHION TO TREADMILL RUNNING 
林久盛 蘇振塏 相子元 

台北市立體育學院 

 

摘要 

當跑者在跑步時，所產生的撞擊峰值可能會達到每次 1.5 至 2.5 倍的體重，最大負荷率的範圍

可能介於每秒 70 至 120 倍體重，所以說，過度使用所造成的傷害是潛在的，本次研究的目的是比

較使用在跑步機上不同的避震系統，企圖減少地面反作用力的撞擊力量峰值及最大負荷率。六位健

康男受試者在跑步機上跑步，使用兩種不同的速度，分別為：慢跑速度 1.8m/s，快跑速度 4.0m/s。

避震器的狀態分別為一般狀態、塑膠式及氣墊式避震系統狀態，當在快跑以及慢跑狀態時，塑膠及

氣墊式避震系統在撞擊力量峰值以及最大負荷率都顯著低於一般狀態，當增加速度時，氣墊式避震

器又比塑膠避震器效果佳；依據上述的結果得知，在跑步機上裝置避震系統可以減少地面反作用

力，可以有效的預防跑步時過度使用的傷害發生。 

關鍵字：撞擊力量峰值,最大負荷率,跑步機

 

一、前言 

跑步是世界上熱門運動之一，近年來使

用高速度的上坡跑步機來進行衝刺訓練，提供

肌肉的負荷來增加向前跑的速度(Swanson 

2000)，越來越多的人使用跑步機來做運動及

訓練；當跑者在跑步時，所產生的撞擊力量峰

值(impact force peak)可能會達到每次 1.5

至 2.5 倍的體重，最大負荷率(maximum 

loading rate)的範圍可能介於每秒 70 至 120

倍體重(Munro, et al.,1987)，所以說，過度

使用所造成的傷害是潛在的，本次研究的目的

是比較使用在跑步機上不同的避震系統，企圖

減少地面反作用力的撞擊力量峰值及最大負

荷率。 

二、方法 

6 位自願參加本次研究的男受試者，年齡

23 至 28 歲(平均年齡 25 歲±1.78,身高 1.76

公尺±3.77,質量 73.66 公斤±7.17)。全部受試

者都在健康的狀態，一個禮拜至少跑 3次，沒

有下肢的傷害、精神方面的疾病以及藥品管制

的紀錄。 

避震系統狀態分別為一般狀態、塑膠式

及氣墊式避震系統狀態，每位受試者在 

兩種不同速度下跑步，分別為：慢跑速度 

 

 

1.8m/s，快跑速度 4.0m/s。本研究為了蒐集

地面反作用力的撞擊力量峰值及最大負荷

率，將跑步機安置於四個 load cell 所組成的

大型測力板上，使用 BioPac MP 150 多功能訊

號擷取系統來蒐集資料，取樣頻率為

1000Hz，圖 1 為本研究的場地佈置圖，所蒐集

訊號使用平滑處理，低通濾波 35Hz，時間軸

對力量的微分為最大負荷率，受試者間以

ANOVA 來檢驗不同避震器間的差異，顯著差異

值設定為 P＜0.05。 

 

圖 1:研究場地說明 

 

三、結果 

典型快跑的地面反作用力撞擊力量峰值

及最大負荷率軌跡顯示在圖 2，圖 2A 展示不

同力量峰值的避震狀態，可以清楚看到腳跟著

地時所產生的撞擊峰值；圖 2B 所展示的為不

同避震系統狀態下的負荷率，可清晰的由圖中

找到最大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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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顯示典型快跑的地面反作用力撞擊 

力量峰值及最大負荷率 

不同速度下，撞擊力量峰值及最大負荷

率的總合平均值將現示於表 1；當在慢速跑步

狀態下，塑膠式與氣墊式避震器在撞擊力量

峰值與最大負荷率都顯著較低於一般狀態

下；當在快速跑步時，氣墊式避震器的撞擊

力量峰值及最大負荷率又顯著低於塑膠避震

器及一般狀態，在塑膠避震器方面，只有在

最大負荷率顯著低於一般狀態。 

表 1:不同的避震狀態及兩種不同速度下的平

均的撞擊力量峰值及最大負荷率值(平

均 ± 標準差)。 

       避震器
系統 

變數       

一般狀
態 

(平均 
±標準
差) 

塑膠式 
(平均 
±標準
差) 

氣墊式 
(平均 

±標準差)

快速 
跑步 

3.02 
±0.42 

2.56 
±0.22 

2.04 
±0.18＊＃

撞擊力量 
峰值 

（體重） 慢速 
跑步 

1.43 
±1.44 

1.13 
±0.19＊ 

1.16 
±0.14＊

快速 
跑步 

191.11 
±52.69 

129.65 
±30.4＊ 

102.25 
±24.33＊

＃ 
最大 
負荷率 
（體重/
秒） 

慢速 
跑步 

83.19 
±16.24 

56.46 
±11.71
＊ 

47.94 
±7.21＊

N=6                          P＜.05 

＊代表跟一般狀態達顯著差異。 

＃代表跟塑膠避震器達顯著差異。 

四、討論與結論 

很多以前的研究發現，當穿著不同硬度

的鞋子時，地面反作用力跟最大撞擊力量峰值

沒有顯著的差異(De Wit et al.,1995；Nigg et 

al.,1987)，地面反作用力的最大負荷率是最

恰當用來形容避震能力的指標(Chiu 1999)，

這個訊息可以解釋為什麼塑膠式避震器及一

般狀態在慢速跑步下有顯著差異，但是為何在

快速跑步時又沒有顯著差的情形，因為撞擊力

量峰值僅可當作參考依據，如要判斷避震器能

力應從最大負荷率觀察；經過本研究結果可以

得到一個明確的指標，就是塑膠式及氣墊式避

震系統優於一般狀態的跑步機，當增加跑步速

度時，氣墊式避震系統又比塑膠式避震器好。 

本研究顯示出，在跑步機下安置不同的

避震系統，將會減少因地面反作用力所產生的

最大負荷，減少最大負荷率將有效的預防在跑

步時所產生的下肢傷害發生，如何來決定不同

的跑步機適合何種的避震系統，未來的研究必

須針對避震系統的能力、跑步機速度以及不同

跑步機做更進一步深入仔細的探討，才能設計

出更安全的跑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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