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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槍投擲分析之電腦應用軟體研發 

The Development of Applied Computer Software for the Analysis of 
Javelin Throw 

邱靖華 

中興大學 

 

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開發一套電腦軟體模擬標槍之投擲距離，與推估投擲者之最佳出手條件。研究方

法：主要是採用 Borlandc C++電腦程式語言作為軟體開發工具。其次運用邱靖華於大專體育學刊所發表之

男子世界標槍紀錄保持者之最佳出手條件推估之數值演算方法進行程式設計。結論：經由本電腦軟體模

擬得知，本軟體確實可以輸入不同的出手高度、速率、投擲角、攻角、風速、體角及角速度等參數資料，

分析標槍的投擲距離。其次也可以根據投擲者的出手高度、速率、風速、體角等參數，推估出手時之最

佳投擲角與攻角。 

關鍵詞：標槍、攻角、體角 

 

一、前言 

基本上，標槍從選手手中擲出至著

地期間，影響飛行距離的主要因素有兩

方面；一方面是標槍本身的結構，包括

標槍的相對質心的轉動慣量、總表面

績、側面績、表面摩擦係數、側面阻力

係數，及飛行期間不同攻角的壓力中心

與重心的距離(Soong，1982)。另一方面

是選手擲出時的出手參數，包括出手高

度、速率、投擲角、攻角、體角及槍身

擲出時的角速度等(Soong，1982；

Bartlett&Best，1988)。關於最佳出手

條件方面的文獻並不多，而且標槍飛行

之演算方法相當複雜。有鑑於此，為幫

助選手獲得最遠的投擲距離，筆者嘗試

運用 Borlandc C
++
編寫電腦程式，開發

一套於分析標槍投擲距離與推估最佳出

手條件的電腦軟體。 

二、研究方法 

(一)工具軟體 

 採用 Borlandc C
++
電腦程式語言編寫軟

體。 

(二)電腦程式演算法 

本研究主要引用 Terauds 新規則

標槍攻角與壓力中心位置圖資料

(Bartlett &Best，1988)，配合 chiu

於大專體育學刊(2000)所發表之男子

世界標槍紀錄保持者之數值演算方法

編寫電腦程式。有關於電腦的演算流

程如圖一所示。 

 

 

 

 

 

 

 

 

 

 

 

圖一 電腦演算流程圖 

三、結果與討論 

(一)推估成績與實測成績比較 

為了瞭解電腦模擬之標槍投擲距

離推估的正確性，本研究將根據表一

學者(Mero 等人，1994；

Best&Bartlett，1995)實測的出手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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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推估投擲成績並給予比較。結果

發現推估成績與實測成績，除了 A1 投

擲者相差 2m 之外，其餘皆小於 2 m。

其間相對誤差的平均值為 1.28%，這顯

示本研究所推估的投擲距離是可以信

賴的。 

 
表一 取自 Mero 等人(1994)與
Best&Bartlett(1995)的男子標槍投擲參數資
料，表中之出手參數 Vs(出手速度)、Z0 (出手
高度)、β(擲角)、ψ0及投擲距離 d*，A1、A2
及 A3 是取自 Best&Bartlett(1995)，A4 是取自 
Mero 等人(1994)。d 代表本研究的電腦推估距
離，a 為相對誤差。(風速與角速度皆設為零)。 

          出手參數                

Vs    Z0  β  ψ0  d*   d      d-d*  a   

擲者 (ms
-1
) (m)  (°) (°) (m)  (m)     (m) ( ﹪) 

A1  30.3 1.86 33.6 -2.7 87.42 89.42  2.00 2.28 

A2  29.2 1.88 32.2 -7.9 83.22 82.77 -0.45 0.54 

A3  29.2 1.88 32.0 -5.4 81.62 82.89  1.27 1.55  

A4  29.5 1.88 33.0  10  83.38 82.77 -0.61 0.73 

   

(二)電腦應用軟體 

 

圖二 標槍之電腦投擲分析軟體 

 

本軟體主要採 Windows XP 作業系統編

寫，軟體有兩個輸入參數介面，一個輸入

參數包括出手高度、速率、投擲角、攻角、

風速、體角及槍身擲出時的角速度，輸出

為標槍的投擲距離(如圖二所示)。另外一

個介面可以輸入出手高度、速率、風速、

體角參數，輸出資料可推估最佳投擲角與

攻角手。 

四、結論 

經由本研究所編寫之電腦軟體模擬得

知，本軟體確實可以輸入不同的出手高

度、速率、投擲角、攻角、風速、體角及

角速度等參數資料，分析標槍的投擲距

離。其次也可以根據投擲者的出手高度、

速率、風速、體角等參數，推估出手時之

最佳投擲角與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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