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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言：探讨分析 110 公尺跨栏技术之身体重心位移、速度、偏移量对于跨栏过程的飞程特性与前导脚特性之

影响现象。方法：以台湾最佳成绩之三名 110 公尺高栏选手为研究个案。利用两具高速摄影机(200Hz)，分别

架设在第四道的第三个栏架之左、右前方 45 度角位置，同步启动装置记录三度空间跨栏的动作，跨栏之数字

化运动学的数据，以 SIMI 动作分析软件(SIMI Reality Motion System)分析运算所需运动学参数。结果：发现

三位受试在身体重心位移、重心速度、重心偏移与前导脚偏移及大腿外展的现象，在跨栏过程的表现中息息

相关，各选手在飞程最高的跨栏运动状态中，可能因个人技术能力高低，进而调整自己动作型态，达到最有

利的跨栏效力。结论与建议：由于跨栏跑的成绩，取决于运动员的平跑速度、跨越栏架的完善技术，以及跑、

跨两者协调配合的能力，而影响跨栏因素众多，最具跨栏发展的特性是过栏技术且由实验得知除飞程特性会

影响跨栏重心偏量外，更藉由前导脚起跳至着地大腿外展角度(deg)与着地踝关节水平最大偏移量，观察出跨

栏重心偏移变化，会受前导脚动作变化的外展角度而有所影响动作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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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绪论 

跨栏运动起源于古时跑跨牧羊场栅栏的一种运动，与

英国的越野跑有关。因越野跑时必须越过障碍物，而越过

障碍物的动作渐转变为竞技场上的障碍跑，慢慢的演变成

为跨栏运动。1900 年「跨栏之父」(Kraenzlein)注重腰部的

柔软性和速度并提倡把快跑动作应用在跨栏运动的技巧

上，而建立跨栏非跳栏之正确观念(林宗贤，1999)。对于跨

栏之技术日益精湛，更从跳栏、跑栏到结合跨栏跑的完整

技术一般包括起跑至第一栏前的加速跑技术、过栏技术、

栏间跑技术、最后一栏冲刺和全程跑技术五部分。其中主

要是过栏技术，过栏技术一般分三个阶段，即起跨，腾空

过栏和下栏着地。然而，跨栏跑的成绩，取决于运动员的

平跑速度、跨越栏架的完善技术，以及跑、跨两者协调配

合的能力(McLean, 1994)。近几年跨栏运动水平的迅速提

高，反映了跨栏在训练、技术等方面有了新的突破；这除

了运动员的个人条件好，起跨距离与个人的身高、脚长或

水平速度成正比。百米速度的提高之外，主要原因是跨栏

技术有了很大改进。影响跨栏因素众多，主要包括选手应

具有强有力的肌力、瞬发力、速度、柔软度、协调性(节奏)

等和有计划系统的训练（Hay, 1978；张世英，1981；陈太

正、许树渊，1982）。有鉴于此，跨栏运动成绩发展中，越

过栏架的动作是最具栏架发展的特征且过栏动作被认为是

跑步的变化，所以才想以现代摄影技术结合软件应用，透

过合理的人体运动学及运动力学之原理、原则和方法，分

析比较跨栏技术的水平。 

跨栏的飞程阶段是身体从起跨脚用力蹬地到飞跃栏架

至前导脚落地瞬间为止，可说是整个跨栏动作的转运站，

攸关着动作衔接的重要关键，所以相对是跨栏技术中最富

技术的阶段，飞程过程中除了维持向前的水平速度外因由

于跨栏者在飞程中全身受地心引力作用影响，各部位都有

其重心，而在栏顶上最能表现出来；然而，全身的重心点

同受地心引力作用影响。又根据拋物线之原理，跨栏时身

体重心之高度应在栏正上方，起跨和落地距离应会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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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最低角度起步使身体尽量前倾而有充分的距离使前导腿

在抵达栏架上方以前即可高高举起并且让前导腿可迅速下

压落地，防止身体升腾过高以致增加身体停留空中的过栏

时间。然而，重心与栏架间的水平距离、垂直距离或与地

板间的垂直距离差、起跳前及着地后一步的步幅、起跳点

与着地点距离栏架的水平距离，皆可能是影响飞程表现之

重要因素，因此现代跨栏跑原理的技术要求是身体重心高

度与起跨结束时同高且由生物力学角度得知，身体重心在

垂直方向上的升降幅度小，是种有效的跨栏跑。因此，除

保持水平速度外，起跨、下栏与飞程中之重心和步幅的探

讨皆为飞程里之相关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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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然而，重心与栏架间的水平距离、垂直距离或与地

板间的垂直距离差、起跳前及着地后一步的步幅、起跳点

与着地点距离栏架的水平距离，皆可能是影响飞程表现之

重要因素，因此现代跨栏跑原理的技术要求是身体重心高

度与起跨结束时同高且由生物力学角度得知，身体重心在

垂直方向上的升降幅度小，是种有效的跨栏跑。因此，除

保持水平速度外，起跨、下栏与飞程中之重心和步幅的探

讨皆为飞程里之相关重要因素。 

起跨脚的动作稍微迟延，会产生较快和较连续的动作，

导致落地时较佳之时宜和速度（许树渊，1978）。前导脚蹬

伸上栏动作是先靠提膝后小腿前伸跨越而不是靠小腿上踢

前伸跨越且可由正前方观察选手跨栏动作，注意选手跨栏

时的提膝、大腿、小腿、足踝、连续动作过程是否依运动

力学定义正确无误的呈一直线动作。跨栏跑的成绩，取决

于运动员的平跑速度、跨越栏架的完善技术，以及跑、跨

两者协调配合的能力。近几年跨栏比赛的世界记录一再被

突破，反映了跨栏在训练、技术等方面有了新的突破，然

而跨栏的水平速度是决定跨栏成绩的因素之一，而相对影

响水平速度的重要因素为飞程特性与前导脚特性中的重心

位移变化，故藉由此实验目的发现探讨出其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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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述各项观点，因此本研究探讨台湾最佳成绩之

110 公尺男性高栏选手之跨栏技术的飞程特性与前导脚特

性，其研究目的探讨 110 公尺跨栏技术之身体重心位移、

速度、偏移量对于跨栏过程的飞程特性与前导脚特性之影

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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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方法 贰、方法 

本研究受试者为特定三名(平均年龄：21 岁，身高：16

6＋

－1.8 公分)，半年内无下肢伤害。测试前，先请受试者热

身调整到当日最佳状况后，依田径比赛 110 公尺高栏规则

栏架放置，受试者分别测验三次跨栏次数并取第三跳动作

分析测试。如图一本研究利用两具高速摄影机(KODAK, F

ASTCAM-Super10K/10KC,PHOTRON,Shibuya1-9-8, Shibu

ya-ku,Tokyo 150-0002, Japan)其取样频率为 200Hz，分别架

设在第四道的第三个栏架之左、右前方 45 度角位置，以同

步启动装置记录三度空间跨栏的动作。如图二将跨栏之数

字化运动学的数据，以 SIMI 动作分析软件（SIMI Reality 

Motion Systems GmbH, Postfach 1518, D-85705 Untersch

leißheim）进行分析运算所需之运动学参数。图三说明跨栏

重心速度在跨栏起跳瞬间 x 轴、y 轴、z 轴和合速度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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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攝影機 2 

  

图一、实验仪器场地配置图。高速摄影机 1、2：撷取影片进行 3D

动作分析。 

图一、实验仪器场地配置图。高速摄影机 1、2：撷取影片进行 3D

动作分析。 

  

  

  

  

  

  

  

  

  

  

图二、最高点，重心与栏架间的垂直距离差；c:飞程最高点，重心

与地面间的垂直距离差；d:起跳前一步的步幅；e:起跳点距离栏架

水平距离；f:着地点距离栏架水平距离；g:着地后一步的步幅。 

图二、最高点，重心与栏架间的垂直距离差；c:飞程最高点，重心

与地面间的垂直距离差；d:起跳前一步的步幅；e:起跳点距离栏架

水平距离；f:着地点距离栏架水平距离；g:着地后一步的步幅。 

  

  

  

  

  

  

  

图三、重心速度自由体图。CGVx: 重心在起跳瞬间 x 轴的速度。

CGVy: 重心在起跳瞬间 y 轴的速度。CGVz: 重心在起跳瞬间 z 轴

的速度。CGVr: 重心在起跳瞬间的合速度。 

图三、重心速度自由体图。CGVx: 重心在起跳瞬间 x 轴的速度。

CGVy: 重心在起跳瞬间 y 轴的速度。CGVz: 重心在起跳瞬间 z 轴

的速度。CGVr: 重心在起跳瞬间的合速度。 

  

参、结果与讨论 参、结果与讨论 

一、身体重心位移在跨栏过程的表现。  一、身体重心位移在跨栏过程的表现。  

本研究结果如图二之跨栏运动学分析，在表一所示得

知飞程最高点之重心与栏架间的水平距离差（a）若为负数，

此时在栏架前方已达水平飞程的最高点；反之，则飞程最

高点则在栏架后方。由表一跨栏表现参数观察，A 受试者

和 C 受试者皆在水平飞程皆在栏架前方达飞程最高点，而

B 受试者则是在栏架后方达飞程最高点且飞程最高点重心

上距离栏架 0.296 公尺，是三位受测者中最为贴近栏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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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抛射原理跨栏曲线，其体位最高点应当是在栏架

上方最佳。快速的跑步速度不允许跨者较近的起跨距离，

因为需要更长的距离提高引导腿。若起跨距离过远，则跨

者必然要弹的更高，避免身体落在栏上；反之，若起跨距

离太近，则引导腿抬起就碰栏架，影响速度成绩表现。因

此，最合适的起跨距离由跑步速度决定，唯一能把握住的

原则为跨者重心在栏架前要达到最高点。以现今跨栏的技

术要求身体重心高度与起跨结束时同高或稍高。跨栏动作，

必须缩短空中时间并保持在空中时的平衡，跃过栏架着地

时能立即转移为快跑型态(Robinson,1974)。从生物力学的角

度看，身体重心再垂直方向上的升降幅度小的跨栏跑是一

种有效的跨栏跑。因此，运动员在下栏时必须保持比较高

的身体重心。 

 

表一、跨栏重心之运动学参数描述统计(单位:m) 

     参数 

受试者 
a b c d e f g 

A -0.058 0.322 1.348 1.983 2.200 1.356 1.328

B 0.130 0.296 1.312 1.864 1.911 1.611 1.352

C -0.235 0.356 1.384 1.893 2.014 1.501 1.261

注 1： 表示重心位置超过栏架。 

注 2：a:飞程最高点，重心与栏架间的水平距离差；b:飞程最高点，重心与

栏架间的垂直距离差；c:飞程最高点，重心与地面间的垂直距离差；d:起跳

前一步的步幅；e:起跳点距 

离栏架水平距离；f:着地点距离栏架水平距离；g:着地后一步的步幅。 

 

二、身体重心速度在跨栏过程的表现。   

在表二研究结果中观察，三位受试者皆与文献相符，

其 A 受试者在水平飞程距离表现最佳为 3.855 公尺，但相

对在飞程前后的跨栏起跳瞬间重心水平速度与着地瞬间重

心水平速度是明显降低 25％，由此可知，起跨必须和跑步

速度相配合才能成功有效的过栏。欲想成功有效地跨过栏，

其起跨点必须和跑步速度相配合，由于跨栏时，身体前倾

而有体角，故速度分为垂直速度和水平速度，所以跨栏选

手应具备爆发力之条件（许树渊，1988）。步幅大小足以影

响其速度或是跨栏飞程的距离，如此重心的提高对于起跨

动力及栏间步幅的调整有很大帮助。过去研究指出，栏架

间步幅的调整对于防止栏架间及跨栏速度的减慢极为重要

(黄贤坚，1981)。通常起跨点到栏架之距离是 1.8~2.2M，

而引导腿着地点与距栏架约 1.2~1.6M（许树渊，1992），但

起跨距离与着地距离随人不同，其比例也因而不同，起跨

前立即将跨步稍为缩短，可增进身体向前推进力及身体向

前倾斜，而且起跨腿离地前，能导致全身稍微向前旋转（许

树渊，1988）。本研究推测 B 受试者在三位受试者中，利用

起跳前一步较小的步幅效率提高自己的跨栏运动表现。 

 

表二、跨栏重心速度表现摘要表 

跨栏起跳瞬间 

重心速度(m/s) 

跨栏着地瞬间 

重心速度(m/s) 

飞程前后 

重心速度降低比例(%) 
受

试

者 CGVx CGVy CGVz CGVr CGVx CGVy CGVz CGVr CGVx CGVy CGVz CGVr

A 0.011 8.191 -0.400 8.200 0.035 6.158 -1.054 6.247 -212 25 -163 24 

B -0.035 7.785 -0.321 7.792 0.089 6.517 -1.286 6.644 351 16 -301 15 

C -0.031 7.485 -0.304 7.492 0.162 6.142 -1.559 6.339 617 18 -412 15 

 

三、身体重心偏移在跨栏过程的变化 

由表三数据表示重心偏移变化量以第一步重心位置为

原始参考点，数据应尽量小为最佳，且由图四观察出三位

受试者重心偏移变化趋势皆为爬升，由此可知跨栏选手要

维持最佳重心位置应需有一定技巧和水平的。但研究结果，

由表三得知 C 受试者的重心偏移变化量最后比其它两位选

手多了十几公分且重心偏移变化的趋势线幅度是最高（如

图四），是三位表现中比较差。 

跨栏胜负决定基于跑步速度之快慢，故跨栏时须使向

前速度接近短跑之速度。欲达良好跨栏的成绩，应尽量避

免跨时身体重心上下起伏波动，节省能量，不白费在重心

上下运动上，把全部能量应用到水平方向的加速度。并且

强调重心移动是平稳的状态；反之，若重心极端波动上升

此为垂直方向的动作出现所形成，所以平稳的重心变化乃

为跨栏动作正确与否的最佳观察法。从跨栏剎那到着地之

间的平衡非常重要，若稍微不平衡则影响着地动作，身体

会产生歪屈（许树渊，1988）。跨栏时的重心只能少许的上

下跳动，并且快速跃过栏架(Dyson, 1964)。因此，左右偏移

之身体重心，不能立即稳固重心的方向迈入下一步之姿势，

会造成身体偏移的作用力产生。栏架上身体之平衡是用手

臂动作来加以控制，所以空中手臂动作会影响身体平衡。

因此，经本研究比较发现，身体重心控制能力提高，可增

进跨栏的运动表现。 

 

表三、跨栏重心偏移变化(以第一步重心位置为原始参考点)(单位：

cm) 

       事件点

受试者 
起跳瞬间 飞程最高 着地点 着地后一步 

A 0.0576 7.3986 16.0633 20.9982 

B 1.7896 12.9332 19.3746 22.5906 

C 2.0079 14.6388 23.54 32.8485 

35 
 



张琇雯 戴世然 陈安宝 何维华 / 华人运动生物力学期刊 4 (2010) 33-38 

  

图四、跨栏时运动状态趋势图。(上图)：跨栏重心偏移变化趋势；

(下图)前导脚外展角度变化趋势 

图四、跨栏时运动状态趋势图。(上图)：跨栏重心偏移变化趋势；

(下图)前导脚外展角度变化趋势 

  

四、在跨栏前导脚之偏移及外展角度 四、在跨栏前导脚之偏移及外展角度 

在跨栏过程中前导脚之踝关节偏移角度，以及大腿外

展的角度，由表四结果观察出 A 受试者的前导脚起跳至着

地大腿外展角度较为稳定，所以起跳至着地踝关节水平最

大偏移为 9.1039(cm)是当中表现较佳；反之，观察 B 和 C

受试者相较于 A 受试者的前导脚起跳至着地大腿外展角度

变化趋势，（如图四）有明显骤降趋势，皆由小角度到大角

度的变化，相对引起身体不平衡而起跳至着地踝关节水平

最大偏移量也跟着增大，综合表三与表四观察发现，前导

脚起跳至着地大腿外展角度(deg)与着地踝关节水平最大偏

移量说明了跨栏重心偏移变化会受前导脚动作变化的外展

角度而有所影响动作表现。优秀的跨栏者，有效之跨栏动

作决定于起跨时，跨栏者必须足够体前倾过栏，然后接续

快速的跑速。而起跨的决定要素为引导腿的动作技术，跨

栏强调引导腿能快速的抬起，连带影响起跨腿之蹬地推进

力量，并缩短其时间。同时，跨栏需要前导脚动作快速外，

跨栏以不偏移的动作技巧亦非常重要。由本研究得知起跨

时，骨盆会发生倾斜的动作，会引起前导腿起跳至着地大

腿外展角度过大，造成身体重心脱离原有的运动方向(跑在

线)。 

在跨栏过程中前导脚之踝关节偏移角度，以及大腿外

展的角度，由表四结果观察出 A 受试者的前导脚起跳至着

地大腿外展角度较为稳定，所以起跳至着地踝关节水平最

大偏移为 9.1039(cm)是当中表现较佳；反之，观察 B 和 C

受试者相较于 A 受试者的前导脚起跳至着地大腿外展角度

变化趋势，（如图四）有明显骤降趋势，皆由小角度到大角

度的变化，相对引起身体不平衡而起跳至着地踝关节水平

最大偏移量也跟着增大，综合表三与表四观察发现，前导

脚起跳至着地大腿外展角度(deg)与着地踝关节水平最大偏

移量说明了跨栏重心偏移变化会受前导脚动作变化的外展

角度而有所影响动作表现。优秀的跨栏者，有效之跨栏动

作决定于起跨时，跨栏者必须足够体前倾过栏，然后接续

快速的跑速。而起跨的决定要素为引导腿的动作技术，跨

栏强调引导腿能快速的抬起，连带影响起跨腿之蹬地推进

力量，并缩短其时间。同时，跨栏需要前导脚动作快速外，

跨栏以不偏移的动作技巧亦非常重要。由本研究得知起跨

时，骨盆会发生倾斜的动作，会引起前导腿起跳至着地大

腿外展角度过大，造成身体重心脱离原有的运动方向(跑在

线)。 

综合表三、表四由图四汇整出明显的趋势变化，发现

三位受试者在跨栏时运动状态的起跨瞬间，重心偏移的变

化量是比较同步；反之，在前导脚外展角度变化量上，则

发现 A 受试者相较于其它两位 B、C 受试者，在起跳瞬间

就已经明显有前导脚外展角度问题，但就配合重心偏移变

化的整体趋势而言，推测 A 受试者在跨栏运动的技术上是

较其它两位选手来的稳定，所以，综合两项趋势变化是有

趣的现象，表示选手在飞程最高的跨栏运动状态中，可能

因个人技术能力高低，进而调整自己动作型态，达到最有

利的跨栏效力。 

综合表三、表四由图四汇整出明显的趋势变化，发现

三位受试者在跨栏时运动状态的起跨瞬间，重心偏移的变

化量是比较同步；反之，在前导脚外展角度变化量上，则

发现 A 受试者相较于其它两位 B、C 受试者，在起跳瞬间

就已经明显有前导脚外展角度问题，但就配合重心偏移变

化的整体趋势而言，推测 A 受试者在跨栏运动的技术上是

较其它两位选手来的稳定，所以，综合两项趋势变化是有

趣的现象，表示选手在飞程最高的跨栏运动状态中，可能

因个人技术能力高低，进而调整自己动作型态，达到最有

利的跨栏效力。 

  

表四、前导脚在跨栏动作参数 表四、前导脚在跨栏动作参数 

起跳至着地大腿外展角度(deg) 起跳至着地大腿外展角度(deg) 
受试者

起跳至着地踝关节 

最大偏移量(cm) 
起跳点 飞程最高点 着地点 

A 9.1039 19.1843 20.0833 17.76 

B 28.2927 6.27499 6.83788 17.8644 

C 34.236 5.83955 14.4244 16.5685 

 

肆、结论与建议 

跨栏跑的成绩，取决于运动员的水平速度、跨越栏架

的完善技术，以及跑、跨两者协调配合的能力。而影响跨

栏因素经本研究发现，跨栏前导脚的特性是影响跨栏技术

的因素之一，经由本研究得知，跨栏飞程表现会影响跨栏

重心偏量外，更藉由前导脚起跳至着地大腿外展角度与着

地踝关节水平最大偏移量观察得知，跨栏重心偏移的变化

会受到前导脚动作之外展角度而影响跨栏动作表现。 

未来研究可以配合测力板之测量，分析选手起跨及着

地时水平、垂直及前后三种不同方向施力产生之结果，作

为比较或教练训练之参考并在测试项目中增加跨栏时主要

肌群的肌电图测试，以便了解运动过程之肌肉施力作用情

况，作为日后纠正选手动作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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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analyze the center of mass, velocity, and changes in 
COM in 110m hurdling technique that may influence hurdle clearance time and the lead leg. 
Methods: Three athlete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ere were top professional athletes in Taiwan. 
Two High-speed CCDs were separately placed on either side of the third hurdle in the forth lane. 
The first High-speed CCD was positioned in fron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hurdle and the second was 
positioned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hurdle at 45 degrees. Both CCD’s were programmed to 
simultaneously record three dimension images of hurdlers motion. In order to digitalize the hurdlers 
kinematic data, SIMI Reality Motion System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necessary kinematics 
parameters. Results present center of mass, velocity, and changes in COM correlated highly to 
placement of the lead leg and leg abduction. Every athlete must adjust their motion according to 
their technique ability to achieve the most efficient hurdle clearance time. Success in hurdling is 
largely determined upon the mastering technique of running velocity and coordinating the clearance 
time over the hurdle. There are numerous factors that effect hurdling; however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s the technique of overcoming the hurdle. Results: In this study our results indicated not 
only did hurdling clearance technique affect the success of the athlete but also the degree of leg 
abduction of the lead leg from taking off to landing and the ankle joint maximal horizontal 
movement change during the landing phase. Conclusions: Finally, observation of the abduction 
angle of the lead leg movement was influenced by the bodies center of mass.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analyze the center of mass, velocity, and changes in 
COM in 110m hurdling technique that may influence hurdle clearance time and the lead leg. 
Methods: Three athlete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ere were top professional athletes in Taiwan. 
Two High-speed CCDs were separately placed on either side of the third hurdle in the forth lane. 
The first High-speed CCD was positioned in fron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hurdle and the second was 
positioned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hurdle at 45 degrees. Both CCD’s were programmed to 
simultaneously record three dimension images of hurdlers motion. In order to digitalize the hurdlers 
kinematic data, SIMI Reality Motion System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necessary kinematics 
parameters. Results present center of mass, velocity, and changes in COM correlated highly to 
placement of the lead leg and leg abduction. Every athlete must adjust their motion according to 
their technique ability to achieve the most efficient hurdle clearance time. Success in hurdling is 
largely determined upon the mastering technique of running velocity and coordinating the clearance 
time over the hurdle. There are numerous factors that effect hurdling; however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s the technique of overcoming the hurdle. Results: In this study our results indicated not 
only did hurdling clearance technique affect the success of the athlete but also the degree of leg 
abduction of the lead leg from taking off to landing and the ankle joint maximal horizontal 
movement change during the landing phase. Conclusions: Finally, observation of the abduction 
angle of the lead leg movement was influenced by the bodies center of 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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