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 

*通訊作者: 鍾寶弘 Email: pchungtw@gmail.com 

地址：台北市立體育學院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111)台北市士
林區忠誠路二段 101 號 

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 7 (2012) 38-41 

 

 
 
            漫步機、橢圓機與跑步機步幅之比較 

 
1 汪家宇 1 鍾寶弘* 1 劉強 2 戴子堯 

1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 2 南台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摘 要 

臺灣鄰里公園中的漫步機具有與跑步機、橢圓機具有相近的運動模式，是民眾最常使用的戶外健身器材。但

過去並沒有相關研究探討其運動強度。因此，本研究目的是比較漫步機、跑步機與橢圓機，在相同步頻時步

頻與運動速度之差異。方法：受試者為 7 名年輕男性，以攝影機記錄黏貼於右腳第五趾骨外側標點的位移，

再以最大前後位移代表步幅。首先測量步頻 50RPM 自然行走的步幅，再以隨機順序測量相同步頻時漫步機、

跑步機、橢圓機的步幅，並計算運動速度進行比較。結果：漫步機與自然行走的步幅間並無顯著相關。漫步

機運動速度顯著小於跑步機與自然行走，大於橢圓機但並未達到顯著差異。結論：三種機台的運動強度由大

到小依序為跑步機、漫步機、橢圓機。跑步機與自然行走的型態最相近，而漫步機運動強度與橢圓機較接近，

但其步幅在運動時較不容易被穩定控制。 

 

關鍵詞：戶外健身器材、運動速度、運動強度 

 

 

壹、緒論 

台灣鄰里公園健身器材區內的器材讓民眾不需額

外消費即能使用，這些器材分類有肌力訓練類或是以

自身動力訓練心肺功能類，佔地較小，較側重於局部

訓練（周心如，2011）。而具有室內跑步機與橢圓機功

能訴求的漫步機，簡易的機構設計在使用上操作容

易，且在國內大多數公園內皆有設置，使用人口較多，

但也因為機構簡單，使運動負荷不足且無法調整（戴

子堯等人，2012）。雖然廠商宣稱有運動效果，但過去

並沒有相關的研究證實。對運動強度而言，速度可作

為判定運動強度的指標，而步幅與步頻是構成速度的

重要因素(劉淑華，2007;曾景松&黃慶旻，2009)。因

此本實驗目的為探討漫步機與跑步機、橢圓機，在固

定運動頻率 50RPM(LU et al, 2007)下的步幅大小，藉

由步幅與步頻算出速度並比較三種機台間差異，以探

討三種機台運動強度的關係。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 7 名年輕男性為受試者(平均年齡 22.7± 

1.7 歲；身高 173.6 ± 5.9 公分，體重 69.1 ± 5.5 公斤)，

平常有規律運動習慣且半年內無下肢運動傷害，受試

者 簽 署 實 驗 同 意 書 後 以 隨 機 方 式 在 漫 步 機

(TMX0019) 、 跑 步 機 (SENSORMEDICS6320 

TREAMILL)、橢圓機(SPORTS ART 8007)上進行測試

(如圖一所示)。 

 

圖一、漫步機(左)跑步機(中)橢圓機(右) 

本 測 試 以 八 台 Raptor-E 紅 外 線 高 速 攝 影 機

(Motion Analysis corporation, Santa Rosa, CA)，取樣頻

率為 200Hz，並配合 Cortex 動作追蹤軟體(Cortex2.6, 

Motion Analysis Corporation, USA)擷取黏貼於受試者

兩側第五趾骨標記點在運動過程中的軌跡變化。為了

能使受試者在使用三種機台有相同 50RPM 踩踏頻

率，以 BOSS DR.Beat DB-66 節拍器，控制受試者運

動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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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先在 50RPM 下，進行 10 公尺自由行走的

步幅測試(Judith et al, 2010)，之後使用漫步機熱身 3

分鐘；測驗以隨機順序分別使用漫步機、跑步機、橢

圓機，當受試者穩定控制頻率才開始記錄 10 個穩定運

動周期，並以每位受試者 10 個周期平均值作為代表值

進行統計分析；每次測驗結束後讓受試者休息一分鐘

才進行下一種機台測驗。速度計算是利用受試者自由

步幅與運動頻率的乘積所設定；步幅是指右腳第五趾

骨外側標記點在運動過程中最前端與最末端兩點的直

線距離。 

實驗數據以 SPSS 12.0 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

以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自由行走與三種機台間步幅

關係，顯著水準訂為 p< .01。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比較漫步機、跑步機、橢圓機彼此間運動速度的

差異，以 Tukey 法進行事後檢定，顯著水準訂為 

p< .05。  

 

参、結果與討論 

經由相關係數分析後，漫步機與自由步幅無相關 

註:
※表示與自由行走步幅達顯著關係 p< .01 

原因可能在於受試者肢體柔軟度或是下肢長度所

造成。而自由行走步幅與跑步機步幅達顯著相關(如表

一所示)，表示在相同運動頻率下，自由行走步幅與跑

步機步幅型態相近，因此可驗證，利用自由步幅與運

動頻率的乘積，換算出跑步機速度，此方法是可行的。 

步幅差異比較中發現到，跑步機步著大於漫步機

與橢圓機，橢圓機步幅最小；而三者標準差以漫步機

最大，其次為跑步機，橢圓機標準差則是最小(如表 1

所示)，結果中可發現到，漫步機步幅會有較大的標準

差，原因在於結構設計上，並無活動限制與阻力設定，

因此受試者要控制在運動頻率上較為困難，故有較大

的標準差；跑步機的標準差可能是因為受試者不習慣

在滑動履 

帶上的行動及不變的轉動速度所影響(王顯智，

2006)；而橢圓機有最穩定的步幅，原因在於機台踏板

與活動範圍是被固定的，步幅相對也是固定的，因此

使用上不會有較大的變異性。而經由實際測量橢圓機

步幅為 47 公分，由結果也可證明利用高速攝影機拍攝

標記點以算出步幅的方法是十分準確的。 

 

圖二、不同機台運動速度之比較 

註:*表示與跑步機達顯著差異 p< .05 

利用運動頻率與步幅乘積換算出的運動速度比較

中發現到跑步機速度顯著快於漫步機與橢圓機，橢圓

機速度則是最慢(如圖二所示)，而跑步機步幅是三種

機台間最大的，速度也是最快，證明在相同運動頻率

下，步幅會影響速度大小，而速度是代表運動強度的

變因之一，因此對運動強度上也會受到影響，藉由本

實驗可推論在相同運動頻率下，跑步機運動強度會大

於漫步機與橢圓機，而漫步機與橢圓機運動強度則因

為兩者間步幅未達顯著關係，未來仍須進一步探討。 

過去研究指出跑步機是室內健身器材中最常被用

來訓練心肺功能的，但使用過程中，通常是腳跟先著

地，腳跟會承受地面所施予的撞擊力，其峰值約為體

重的 1 到 2 倍（邱宏達等人，1998），這樣的撞擊力

容易造成骨骼、關節等硬組織的傷害(Nigg, 1986)；而

橢圓機也是作為復健及訓練心肺功能的健身器材

(Sozen, 2010)，其心肺訓練效果優於跑步機(Lance et al, 

2004)，但學者也提出，橢圓機在使用上，有較明顯臀

部屈曲和膝關節伸展，相對使用者膝關節負擔也較

大，使用上需要注意(Lu et al, 2007)；而藉由參照跑步

機與橢圓機設計而來的漫步機，在使用時的下肢動

作、下肢肌群刺激上是否有所差異，仍需進一步探討。 

 

肆、結論與建議 

表一、 漫步機、橢圓機、跑步機與自由行走之步幅關係 

     步幅(cm) 相關係數 

自由行走 68.7 ± 7.6 － 

漫步機 56.8 ± 11.9 .800 

跑步機 76.2 ± 5.9 .000 
※
 

橢圓機 47.4 ± 0.1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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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實驗中發現，三種機台的運動強度由大到

小依序為跑步機、漫步機、橢圓機。跑步機與自然行

走的型態最相近，而漫步機運動強度與橢圓機較接

近，但其步幅在運動時較不容易被穩定控制；未來實

驗可探討三種機台在運動過程中下肢關節角度變化、

下肢肌群活化現象、及長時間運動下的生理反應做更

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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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tion:Air walker is the most popular outdoor fitness equipment in Taiwan neighborhood park. 

The movement during air walker exercise is similar to elliptical trainer and treadmill, but no 

pervious study explore the exercise intensity.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the stride length and moving speed during air walker, elliptical trainer and treadmill exercise. 

Methods: Seven young male were recruit as subjects. The displacement of marker placed on the 

lateral of the right fifth metatarsal was captured by eight high speed cameras, and the maximum was 

represented the stride length. The stride length of natural walk was measured first with 50RPM 

cadence and then the stride length during air walker, elliptical trainer and treadmill exercise were 

measured with a random sequence. The moving speed was calculated from the product of stride 

cadence and length.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ride of natural 

walk and air walker. The moving speed of air walk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treadmill, and 

higher than elliptical trainer but no significant. Conclusions: The sequence of exercise intensity 

from high to low was treadmill, air walker and elliptical trainer. The movement of treadmill was 

most similar to natural walk, and the exercise intensity of air walker was much closed to elliptical 

trainer but the stride length was not easy to be control steadily. 

 

Keywords: outdoor fitness, moving speed, exercise 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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