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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 
 

本研究欲探討短距離衝刺中步幅改變對跑

步之運動生物力學特性的影響。透過三種不同步

幅操弄以探討文獻中尚待討論的研究議題。本研

究以 7 名體育系田徑隊短跑專長之男性選手為受

試對象，進行最大努力短距離衝刺，並控制其步

幅：自身習慣之步幅、刻意+10％之步幅，與刻

意-10％之步幅。以一台 MegaSpeed 高速攝影機

及一塊 AMTI 測力板同步擷取資料，再分別以

Kwon3D 與 KwonGRF 軟體進行影像與地面反作

用力資料處理。則採，以 SPSS for Windows 12.0
版統計軟體進行相一樣本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

短距離衝刺中三種不同步幅操弄各跑步有關之

運動生物力學參數是否有差異存在；以及以皮爾

遜積差相關探討受試者短距離衝刺時各參數間

的關係。本研究結果發現，三種步幅操弄下，跑

步速度並無顯著差異，而步頻會隨著步幅的增大

而減少。故推論受試者在自身最大努力衝刺時，

能產生一種最佳步幅與步頻的搭配，以維持最大

速度。此外結果顯示，速度與步頻達顯著正相

關；速度與觸地時間、騰空時間達顯著負相關，

故推論較短的觸地與騰空時間有利於步頻的加

快，進而增大速度。 
 

關鍵詞：速度、步頻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assess the bio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during sprint of 3 kinds of stride 
lengths. For this study, 7 mal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students who come from 
Track and Field Team were recruited as subjects.  
Each subject performed the full effort sprint task 
with the stride length of nature (preferred, shorten 
deliberately, and lengthen deliberately length. A 
MegaSpeed camera and an AMTI force plate are 
employed for synchronous collection of data, and 
Kwon3D and KwonGRF software are employed to 
process the images and ground reaction force data 
respectively. The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SPSS 12.0 for Windows package program. All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repeated measures one-way 

ANOVA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test variable 
differed significantly among the 3 sprint tasks. 
Pearson's correlation was used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abl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unning velocities of sprint were 
similar among the different stride lengths during the 
full effort sprint. The step frequency during running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s the stride length 
increased. Therefore, we may infer that the subjects 
may realize optimal coordination of stride lengths 
and step frequency to maintain the maximum speed.  
During running, the velocity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step frequency, contact time, and flight 
time. Therefore, we may infer that shorter contact 
time and flight time make for rapid step frequencies 
as well as speed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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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透過步幅的增大或步頻的增快（或兩者皆

具）可增進跑步之速度；然而，步幅與步頻間卻

存在了相互牽制 (negative interaction) 的影響。

研究指出當比較不同最大速度能力者或自身不

同跑速時，其差異點在步頻的能力，而在受試者

自身最大速度時，步幅才是影響速度的主要因素 
(Hunter, Marshall, & Mcnair, 2004)。因此步幅與步

頻必須做最好的搭配才能達到最佳跑速。 
而步幅、步頻與速度的改變與其跑步時的運

動學特性有所關聯。研究以36名運動員做25公尺

最大努力衝刺發現，重心水平速度與起飛高度越

高，使得騰空時間增加，故增大步幅將低步頻 
(Hunter et al., 2004)。另有研究指出優秀運動員在

起跑前10步中，優秀運動的步幅上升約46.9％，

而隨著步幅與步頻的增加，會縮短觸地期並加大

飛程期 (Čoh, Tomažin, & Štuhec, 2006)。另外，

還有研究者認為，著地期為影響速度最重要的因

素，而騰空期對速度來說意義不大 (Weyand & 
Colleagues, 2000)。Hunter 等 (2004) 亦證實地面

反作用力之特性是探討跑步表現的重要參考因

子。因此，步幅、步頻與速度的改變亦與著地期

之地面反作用力之特性有所關聯。 



然而，上述文獻多以跑步機或於測力板上跳

躍的方式作為速度或頻率關係探討之實驗設

計，缺乏實際跑步時的步幅、步頻、速度與運動

生物力學參數的研究。故本研究欲探討短距離衝

刺中步幅改變對運動生物力學參數之影響，以建

構文獻中尚待討論的研究議題。 
 

三、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以 7 名國立東華大學美崙校區體育系

田徑隊短跑專長之男性選手為研究對象，基本資

料如表一所示。實驗中以一部 MegaSpeed 高速攝

影機記錄受試者在全長 29.4 公尺木製跑道上全

力衝刺之矢狀面影像，並以一塊 AMTI 三軸測力

板(1200 Hz)測得右腳觸地期間之數值。受試者各

肢段之摽示點依照 Dempster 人體肢段參數之定

義 (Winter, 2005)黏貼於腕關節軸、中指指尖、軸

關節軸、尺骨莖突、孟肱關節、肘關節軸、外踝、

庶骨頭、股骨踝、內踝、股骨大轉子、股骨踝全

身關節點。 
 

表一  受試者基本資料表 ( M±SD) 
身高（公尺） 體重（公斤） 年齡（歲） 

1.76±0.05 70.57±3.91 20.29±1.38 
 
本實驗場地為木製跑道 19 塊長 1.5 公尺、寬

1.5 公尺、高 0.1 公尺之木板及一塊長 0.9 公尺、

寬 0.6 公尺、高 0.1 公尺之測力板所組成，總長

29.4 公尺，其中包含 21.4 公尺之測試區與 1 公尺

之預備區及 7 公尺之緩衝區。以一台 Mega Speed
高速攝影機(120Hz)架設於受試者動作方向的正

右側方，拍攝運動過程中矢狀面動作之運動學參

數，並拍攝一長、寬各 1.5 公尺之比例板以獲取

二度空間座標資料。一塊 AMTI 測力板(1200Hz)
與攝影機同步擷取受試者在動作過程中地面反

作用力相關資料。正式實驗分成三次進行，其中

各間隔一天，第一次為受試者自身習慣之 20 公

尺短距離衝刺測試；第二、三天則以白貼貼於跑

道上控制其步幅為第一次測試時所得步幅的±10
％，並利用平衡消去法分派測試順序。每個實驗

動作皆進行 3 次，並取其中速度最快之該次進行

分析，動作與動作間休息 3~5 分鐘。實驗過程中

以口頭方式提醒受試者盡最大努力衝刺。利用

Kwon3D 3.0 版動作分析軟體獲得右側矢狀面之

二度空間運動學參數。影像資料以一長、寬各 1
公尺的比例板進行線性轉換，並以 KwonGRF 地

面反作用力軟體蒐集與分析著地期間右腳之運

動學相關參數。統計顯著水準訂為 α＝0.05，以

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短距離衝刺中

三種不同步幅操弄下對運動生物力學參數是否

有差異存在。本研究並以皮爾遜積差相關探討受

試者在三種不同步幅操弄下之 20 公尺短距離衝

刺時速度、步幅與步頻及其有關參數間的關係。 
 

四、結果與討論 
 
研究所得之結果與統計值呈現於表二、表

三。本研究試圖改變步幅，探討其對速度與步頻

的影響。在實驗操弄下，受試者步幅結果顯示：

+10％步幅的步幅最大，其次為正常步幅的步

幅，而-10％步幅的步幅為最小，故符合實驗之操

弄。進一步由步頻之結果發現：-10％步幅的步頻

最大，其次為正常步幅的步頻，而+10％步幅的

步頻為最小。故得知當受試者步幅刻意增大時，

反會減少其步頻；反之，當受試者步幅刻意減小

時，其步頻則會增大。此現象與研究者先前提及

步幅與步頻相互牽制的論述相呼應。而關於步幅

改變對速度的影響方面，本研究結果顯示：三種

不同步幅操弄下速度無顯著差異。綜合上述發

現，本研究推論受試者在自身最大速度時，能產

生一種最佳步幅與步頻的搭配以維持最大速

度，而增大或減小步幅時皆會改變其步頻。此結

果與 Hunter (2004) 指出在最大努力衝刺時，步

幅及步頻成負相關相之研究相呼應。 
而步幅是由著地距離、離地距離與騰空距離

三部份所組成。過去研究指出，36名運動員在16
公尺最大努衝刺階段，步幅的增大主要為騰空期

距離的加大 (Hunter et al., 2004)。本研究結果顯

示，三種不同步幅操弄在著地、離地與騰空距離

方面皆未達顯著差異，和過去研究並不相符，推

論可能的原因為實驗操弄不同所導致。Hunter 的
研究操弄為16公尺最大衝刺，並無刻意改變步幅

的操弄。而由本實驗所得之結果可知，受試者刻

意增大或減小步幅時，是透過著地距離、離地距

離或騰空距離調整來改變步幅，並無一致趨勢。 
而步頻為觸地時間與騰空時間加總的倒

數，故觸地時間與騰空時間是影響步頻的兩大要

素。過去關於步頻的研究指出，當步幅之騰空期

距離加大時，會相對增加了飛行的時間 (Hunter 
et al., 2004)；另有文獻指出，相較於一般選手，

優秀運動員有著極大的步頻與極短的觸地時間 
(Hay, 1985)。還有研究分析100公尺優秀選手的20
米起跑衝刺，指出步幅與步頻的增加，會縮短觸

地期、加大飛程期 (Čoh et al., 2006)。本研究結

果顯示：+10％步幅的騰空時間最大，其次為正

常步幅時的騰空時間，而-10％步幅的騰空時間最

小，上述三者皆達顯著差異。故推論，當步幅增

大時，會增大騰空時間，進而造成步頻的降低。 
Marzena, Walaszczyk, 與 Iskra (2006) 研究

指出，男性短跑選手速度與步幅成正相關，與步

頻無相關；但劉淑華（2006）之研究則指出，男



選手的平均速度與步頻達顯著正相關。而本研究

果顯示：速度與步幅未達顯著相關，但速度與步

頻達顯著正相關。本研究之結果與國內研究相符

但與國外研究不相符，推估應與國內外受試者之

個體條件之異同有關。 
而本研究進一步針對步幅與步頻之細部要

素與速度之相關進行探討。研究結果顯示：速度

與觸地時間達顯著負相關；速度與騰空時間亦達

顯著負相關。過去研究指出，頻率的增快主要是

藉由觸地時間的減少 (Čoh et al., 2006)；另有研

究指出，受試者在25公尺最大努力衝刺時，步頻

的降低是因騰空期增加所致  (Hunter et al., 
2004)。故以此推論，較短的觸地時間與較短的騰

空時間有利於步頻的加快，進而增大速度。 
本研究亦發現，速度與著地距離同樣達顯著

負相關。Hay (1993) 認為，若以著地距離的增大

來增大步幅，會增加著地時朝後的地面反作用

力，而此現象會增大制動力，形成速度之降低，

故本研究結果與此論點相呼應，較大的著地距離

不利於跑步之速度。 
 

五、結論 
 

受試者在自身最大努力衝刺時，步幅在±10
％的改變範圍內受試者會透過步頻增減做互

補，當步幅增大時，會增大騰空時間，進而造成

步頻的降低；反之當步幅縮小時，會降低騰空時

間進而加快步頻，進而形成相同的跑步速度。。

且速度與觸地時間、騰空時間，以及著地距離皆

呈顯著的負相關，故推論較短的觸地時間、較短

的騰空時間，以及較小著地距離是增大跑步速度

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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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三種不同步幅操弄之運動生物力學參數 (M±SD)  

 正常步幅 +10％步幅 -10％步幅 事後比較 

速度(m/sec)  8.46 ± 0.24 8.11 ± 0.59 8.25 ± 0.42  
步頻(step/sec)＊ 4.02 ± 0.22 3.53 ± 0.34 4.43 ± 0.39 -10%>正常>+10% 
步幅(m/step)＊ 2.11 ± 0.10 2.30 ± 0.10 1.87 ± 0.12 +10%>正常>-10% 
觸地時間(sec) 0.10 ± 0.01 0.12 ± 0.01 0.11 ± 0.02  
騰空時間(sec)＊ 0.14 ± 0.01 0.17 ± 0.02 0.12 ± 0.01 +10%>正常>-10% 
著地距離(m) 0.20 ± 0.04 0.28 ± 0.07 0.24 ± 0.06  
離地距離(m) 0.29 ± 0.08 0.32 ± 0.11 0.29 ± 0.13  
騰空距離(m) 0.94 ± 0.07 1.01 ± 0.12 0.91 ± 0.19  
＊三組間有顯著差異；p<.05。 
 
表三   速度分別與跑步之運動生物力學皮爾遜積差相關係數摘要表 

 步頻
(step/sec) 

步幅
(m/step) 

觸地時間
(sec) 

騰空時間
(sec) 

著地距離
(m) 

離地距離
(m) 

騰空距離
(m) 

速度(m/sec) 0.545＊ -0.175 -0.480＊ -0.503＊ -0.449＊ 0.376 0.341 
＊兩參數間達顯著相關；p<.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