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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動刺激訓練對短跑選手步頻的影響 

胡金榮 

摘要 

青少年階段正處於神經發展最敏感之關鍵期，而步頻是屬於神經興奮與抑制間的快速交替的協調性表現，許多研究指出震動訓練

(Vibration Training）對於刺激神經肌肉系統活化的效果良好，因此，本研究目的欲探討震動刺激訓練對於步頻的效果。10 位國

中男短跑選手(平均年齡 13.16±0.62 歲、身高 167.94±5.76 公分、體重 58.± 3.15 公斤)為受試者，以韓製 Best Line SL-7700 型

雙平台驅動震動訓練器為震動刺激來源，施以為期六週，每週三天，一天三組，一組 60 秒，震動頻率為 30 Hz、震幅為 8mm，組間

休息十分鐘之震動訓練。於訓練前後，利用加速規測得步頻頻率。結果顯示：實驗組在接受六週的震動刺激訓練後，步頻有顯著性

的增強效果，在統計上達顯著的差異(p<.05)。本研結論為震動訓練對短跑選手下肢交換頻率有良好的效果。 

關鍵字：震動刺激、步頻、短跑 

 

一、緒 論 

決定跑步速度的主要因素在於步頻與步幅，當中步頻的

好壞對速度有重大的影響(Sinning & Forsyth, 1970; 陶

武訓，2002)。步頻是單位時間內完成的步數，屬於神經

肌肉系統的作用，神經系統傳導的效率在於神經興奮與

抑制間的快速交替及神經間協調的能力，因此，透過神

經系統的傳導可產生較高的運動頻率(Gallahue,D . L .& 

Ozmun, J . C .,2 0 0 2)。 

近年來，國內外發展震動訓練(Vibration Training)對

於神經肌肉系統刺激活化的效果良好，採用非重量訓練

的方式來強化肌肉，刺激肌肉組織以增進肌肉爆發力(黃

茂穎、相子元，2005; Bosco et al., 2000; Russo et al., 

2003; Verschueren et.al., 2004; Roelants et.al., 

2004; Cochrane ＆Stannard, 2005)，有別於其它訓練

器材，可調整訓練時間、頻率及震幅，以合乎不同訓練

者及肌力狀態且短時間內即可顯出訓練效果，胡金榮、

陳婉菁、相子元(2006)的研究中發現震動刺激訓練對步

頻有立即的效果顯現。 

由此可知，步頻發展以神經傳導為主軸(陳全壽，1998；

許樹淵，2000；陳樹華，2000)，而神經傳導的訓練在於

低負荷、高頻率且必須避免疲勞之下才得以進行（陳俊

忠，1995；胡金榮等，2006）， 

本研究利用人體對震動刺激所產生的反應與回饋，

運用在國中短跑選手訓練上，以增加下肢神經肌肉活化

的機制，經過六週訓練後的訓練效果，因此，本次研究

的目的為介入震動刺激訓練對國中男短跑選手的下肢交

換頻率之步頻是否有正面的影響？ 

 

二、研究方法 

(一)本研究以國中10名男短跑選手為對象，半年內無任

何骨骼肌肉傷害，無中樞或週邊神經肌肉病變的健康選

手，基本資料如表一。 

表一 受試者基本資料表(平均數±標準差)  

人數 年齡(歲) 身高(公分) 體重(公斤)

10 13.27±0.74 164.57±8.28 54± 5.66 

(二)、研究儀器與設備 

1.Crossbow 100G 三軸加速規；Biopac-MP150 多功能生

物訊號擷取系統。 

2.韓製 Best Line SL-7700 型雙平台驅動震動系統之全

身性振動刺激訓練器（whole-body  vibration training, 

WBV），一種放置於地面上，可雙腳或單腳站立，震動模

式為左右震動之平台，動作型態類似跑步動作。  

(三)實驗設計：施以為期六週(Neumann, 1991)，每週三

天，一天三組，一組 60 秒(胡金榮等，2006)，震動頻率

為 30 Hz(Cardinale & Lim,  2003; Luo et al., 2005)、

震幅為 8mm 之震動訓練，組間休息十分鐘，期間除正常

的訓練外不得實施任何的重量訓練。於訓練前及訓練結

束後，利用加速規測得步頻頻率 

(四)資料處理：以 Acqknowledge3.7.3 版套裝軟體進行

訊號處理及分析。擷取頻率為 50Hz、時間十秒，以 Y軸

的訊號進行資料處理分析，以單位時間內的峰值算出單

腳的交換頻率。再將測驗之原始資料，進行登錄與編碼，

並以 SPSS for Windows 10.0 版之套裝軟體進行各項統

計分析，以相依樣本單 t考驗分析經震動訓練前後，對

步頻(Hz)的增強效果，所有的顯著水準皆定為 α= .05。 

三、 結果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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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以成對樣本 t考驗分析比較，介入六週的震動

訓練後，對步頻(Hz)之增強效果。結果發現後測值為

6.64±0.26Hz 比前測的 6.04±0.42Hz，平均進步了

0.60Hz，增進幅度為 10.37％，在統計上達顯著差異

（p<.05）（表二、圖一） 

表二震動刺激訓練對步頻的影響(平均數±標準差) 

項目 前測 後測 P 值 進步％

步頻(Hz) 6.04±0.42 6.64±0.26 .001* 10.37 

測       驗
前 測 後 測

步
頻

(H
z)

5 . 0

5 . 5

6 . 0

6 . 5

7 . 0

7 . 5 前 測
後 測

 

圖一 步頻前後測成績 

速度的發展中步頻的訓練是非常重要的一環，Komi 

(1986b）的研究指出速度特殊性在於訓練的主要效果是

建立在訓練時的動作速度或接近訓練時的動作速度，因

此像田徑這種要求極速的運動項目而言，在接受訓練後

所獲得的效果，應該是能在極速的加速度下表現出所能

發揮的最大速度。震動訓練組對步頻的訓練成效有顯著

的效益，正是符合訓練的特殊性，步頻是屬於神經肌肉

系統的快速協調與傳導(陳全壽，1998；許樹淵，2000；

陳樹華，2000；Sehlbach ,1986)，對田徑選手施以高頻

率的震動刺激，如此高速下，激發大量的運動單位參予

活動，同時使神經肌肉系統適應快速的運動進而培養快

速動員的能力，Sehlbach (1986)指出影響快速頻率交換

因素包含肌肉動員能力，收縮頻率，中樞神經興奮與抑

制交換，刺激速度與極短時間收縮的能力。 

四、結論與建議 

     從本研究的結果可推論，震動刺激訓練對國中田徑短

跑選手步頻的提升良好。主要的原因是由於震動刺激訓

練的機制對步頻發展的特殊性，在於神經肌肉作用的快

速協調與適應有關，同時國中階段又是神經系統發展最

敏感的階段，所以在訓練上有加成的效果產生， 讓肌肉

可以在此機制內均做快速收縮，如此快速的肌收縮訓練

將誘發神經肌肉系統的適應性，可有效強化爆發力水準

(如運動單位的同步性，運動單位選擇性活化及作用肌與

擷抗肌的協同作用等)。經過深入探討後，所得結論如

下：經過六週訓練，震動訓練組步頻後測成績，進步且

達顯著差異。未來可對不同震動平台(上下震動與左右震

動)的型式做比較，深入了解不同型式的震動刺激，對步

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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