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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為了解不同步態速度及鞋墊介面對下肢肌肉震動之影響，以了解外來衝擊對人體的影響。本研究招募 8 位健康大

專男性受試者 ( 年齡 23.9 ± 2.5 歲；身高 176.4 ± 4.2 公分；體重 75 ± 9.5 公斤 ) ，近一年無下肢骨骼、肌肉傷害等病史者。本研究

使用 ARQUETTE 跑步機 ( SERIES - 2000 )一台、兩個單軸加速規 ( PCB - Piezotronics ) 黏貼於股四頭肌及腓腸肌肌腹上測量肌肉橫向

軸( Mediolateral Axis )之自然頻率，利用 Dactron Photon II 頻譜分析儀取樣頻率為 1,000 Hz 擷取加速規訊號。結果顯示：(1)人體下肢

的撞擊肌肉震動頻率為 15 ~ 25 Hz 之間。(2)不同步態速度肌肉震動頻率，快跑之股四頭肌震動頻率顯著高於慢跑 (P<.05) ；快跑之

股四頭肌震動頻率顯著高於走路 ( P<.05 ) 。(3)不同鞋墊界面肌肉震動頻率，硬底鞋墊之股四頭肌震動頻率顯著高於赤足 (P<.05) ；

中硬底鞋墊腓腸肌震動頻率顯著高於赤足 (P<.05)。結論：不同步態速度及不同鞋墊介面的情境下，人體下肢的撞擊肌肉震動頻率

為 15~25 Hz 之間；且在不同步態速度的情境下，快跑時的股四頭肌肌肉所產生之撞擊肌肉震動頻率皆高於慢跑及走路；而穿著鞋

子情境下所產生的撞擊肌肉震動頻率高於赤足時所產生撞擊肌肉震動頻率。

關鍵詞：撞擊肌肉震動頻率

一、 緒 論

人體長時間暴露在震動刺激下，對於軟組織是容

易被破壞的，若生物體的自然頻率(Natural Frequency)

與震動刺激的頻率達到共振現象(Resonance)，此時對

於生物體組織的破壞也是最大的，所以，應避免長時

間暴露在共振頻率的震動，降低損害的發生。但在運

動過程中，很難控制衝擊和避免震盪的發生，若是震

動的幅度過大，肌肉或其他軟組織容易發生傷害，人

體對於震動下的自我保護反應進而影響肌肉的晃動。

而在震動情境下，軟組織的震動會受機械特性，如自

然頻率、阻尼(Damping)或不同的輸入訊號而改變，軟

組織自然頻率和阻尼的特性進而改變肌肉收縮（Nigg

& Wakeling, 2001; Pain & Challis, 2002）。因此如何避

免長時間暴露在共振頻率的震動刺激環境中，將傷害

降至最低是依不容緩的議題。

由於科技進步，鞋子的演變也從傳統無特殊功能

的鞋子至現今的鞋子有各式各樣的避震系統，但其

Clement et. al.(1981) & Taunton et. al.(2002)分別在 1981

年及 2002 年以同樣的方法對慢跑運動族群進行調查研

究，比較 20 年前後慢跑族群在進行慢跑運動時的傷害

發現，慢跑族群在運動傷害的比率介於 33~56%，且於

20 年前後傷害的造成沒有顯著的差異。其現今鞋子的

演進是否對人體下肢有構成保護效果仍待商榷。

本研究目的為了解不同步態速度及鞋墊介面之震

動訊號特性。透過確認不同步態速度、鞋墊介面的震

動訊號特性，決定撞擊肌肉震動頻率，提供從事震動

刺激訓練時的參考指標。

二、 研究方法

(一)受試者

本研究擬招募 8 位健康大專男性受試者(年齡

23.9±0.9 歲;身高 176.4±2.2 公分;體重 75±3.5 公斤)，近

一年無下肢骨骼、肌肉傷害等病史者。

(二)實驗方法

本實驗步驟為進行八位受試者穿著硬底鞋墊、中

硬鞋墊、軟底鞋墊及赤足四種不同鞋墊界面情境下在

跑步機進行 7.0 KPH、9.0 KPH 及 11.0 KPH 三種不同

步態速度下的肌肉震動頻率測試。本實驗鞋子軟硬度

檢測為鞋子著地後產生之最大負荷率，其最大負荷率

越高，鞋底越硬(邱宏達、相子元，1998)；本實驗所定

義之不同動作形態的速度是以走到跑之轉換速度，本

實驗受試者走到跑的轉換速度為 8.0 KPH 向下減 1

KPH 為走路；加 1 KPH 為慢跑；加 3 KPH 為快跑。

本實驗所進行不同步態速度及不同鞋墊介面的實驗

流程依平衡次序法做相關的次序安排。實驗步驟為：

先請受試者站在跑步機，調整跑步機的速度為 7/9/11



KPH，受試者準備完畢(按下開始）開始跑步；要求受

試者跑步時，雙手自然擺動，眼睛直視前方，限定其

著地時以腳跟先著地，觀察受試者的步頻及步幅，試

問受試者是否為穩定狀態，若受測者在跑步機上達穩

定狀態時，開始擷取 10 秒的資料。每一受試者的每 1

個速度下擷取 3 次，每次中間休息 5 分鐘，避免肌肉

疲勞的發生。

(三)資料處理

本實驗設計為假設其跑步過程中，左右腳的動作

形態一致，故收集右腳之動作訊號，以最穩定三個步

態作為訊號分析，利用單軸加速規於股四頭肌及腓腸

肌肌腹上擷取跑步時加速規所產生橫向軸( Mediolateral

Axis )之加速度，透過 Dactron Photon II 訊號接收儀可

完整紀錄加速規啟動訊號。本實驗取樣時間為 10 秒，

取樣頻率為 1,000Hz。再經由 LabVIEW 程式儀控系統

進行濾波，採用 Butterworth 的 Band pass 10~50 Hz，

再經快速傅利葉 (Fast Fourier Transform, FFT) 分析。在

頻率域的座標系，可得到一個較高 G 值，該 G 值所對

應之頻率為該為肌肉的自然頻率。

三、結果與討論

(一)撞擊肌肉震動頻率

本實驗所測得之撞擊肌肉震動頻率均介於 15~25

Hz 之間與 Wakeling 等人(2002)指出跑步主要震動頻率

10-20Hz 間，此為軟組織之自然震動頻率相近。

(二)不同步態速度肌肉震動頻率

快跑之股四頭肌震動頻率顯著高於慢跑(P<.05)；

快跑之股四頭肌震動頻率顯著高於走路 ( P<.05 )。

而當速度越快其下肢肌肉所測得之撞擊肌肉震動

頻率越高。其跑步速度越快，肌肉需徵招更多的肌肉

單位，使肌肉產生更多的收縮 ( Boyer, 2004 ）。

(三)不同鞋墊界面肌肉震動頻率

硬底鞋墊之股四頭肌震動頻率顯著高於赤足

(P<.05)；中硬底鞋墊腓腸肌震動頻率顯著高於赤足

(P<.05)。

穿鞋子時，當腳跟接觸地面時，因接觸介質較為

柔軟，股四頭肌和腓腸肌產生更多的收縮情況，使得

在穿鞋子情境下的震動頻率高於無穿鞋子的情境。在

穿著鞋子進行跑步時，肌肉會有明顯的收縮情況發

生，使肌肉提早面對腳跟撞擊，以提升腳跟撞擊時的

緩衝能力 ( Wakeling 2003 )。

鞋子的構造，雖然可有效使著地時的力量峰值延

遲出現，但卻造成肌肉產生更多的收縮。以致於在足

跟著地時，穿著鞋子所產生的撞擊時肌肉頻率高於赤

足時的撞擊肌肉震動頻率。

四、結論與建議

人體下肢的撞擊肌肉震動頻率為 15~25Hz 之間，

若外在震動源接近此一頻率，會引起肌肉造成共振效

應，容易造成肌肉疲勞；當步態速度越快其震動頻率

也會增高；穿著鞋子情境下所產生的撞擊肌肉震動頻

率高於赤足時所產生撞擊肌肉震動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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