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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即時回饋系統是目前我國目前運動科學輔助訓練的趨勢之一。本研究目的在於透過 LabVIEW 儀控程式建構競

速直排輪即時回饋系統並檢測其應用性。即時回饋系統建構的主要儀器為 LabVIEW 儀控系統，紅外線光閘、

加速規、無線 NI 類比數位轉換盒及 NI 類比數位轉換盒。實驗場地為競速直排輪國際標準比賽場地總長 200

公尺。以高中優秀競速直排輪溜冰男選手 1 名為實驗受試者，年齡 18 歲、身高 170 公分、體重 65 公斤、進

行 300 公尺衝刺測驗兩次，以最好的成績作為採樣依據。收集的參數包括有:帄均步幅、帄均步頻、瞬時速度。

研究結果如下：(一)受測者的速度曲線變化呈穩定的趨勢上升，但受測者在減速期時速度明顯大幅降低。結論: 

本研究初步建構之競速直排輪選手訓練參數即時回饋系統提供上述參數能即時反映出選手的技術與體能資

訊，具有不錯的應用性。未來具有做為實際訓練輔助工具之重要潛力。 

關鍵字:滑輪溜冰、分段速度 

 

 

壹、緒論 

  在競速直排輪溜冰的高速比賽中，動作技巧包含

了起跑動作、直線滑行及過彎動作這三個基礎環節，

而每個環節均須反覆的練習。代青松[1]指出，步幅、

步頻是評價速滑運動員技術的重要指標之一。步幅和

步頻的組合是影響速度的重要因素，也是短跑選手各

個環節及整體技術動作的綜合表現。短跑選手想要溜

的更快，就要在加大步幅與增快步頻上，兩者適當均

衡，才能產生更快的速度。 

  競速直排輪溜冰 300 公尺計時賽的速度流程是由

加速期、高速期、維持期、減速期所構成，本研究主

要利用科學相關儀器找出競速直排輪選手 300 公尺過

程中的每 50 公尺分段之瞬時速度、瞬時加速度及帄均

步頻、步幅，並經由 LabVIEW 系統軟體獲取數據分

析，藉由即時回饋的方式，讓受試者即時了解各分段

相關參數之間的變化表現，提供給教練及選手直接的

回饋。故期望本藉由研究作為日後選手與教練在科學

訓練或技術上討論的參考方向。 

 

貳、研究方法 

(一) 實驗受試者 

  本研究受試者是以 1 名高中優秀男子運動選手，

年齡 18 歲、身高 170 公分、體重 65 公斤、從事競速

直排輪溜冰 11 年、曾在 2010 年獲得世界青少年競速

直排輪溜冰錦標賽 3000 公尺接力賽第 3 名，接受每個

星期 6 天，每天 3 至 4 小時，受試時無任何下肢運動

傷害為受試對象。 

(二) 實驗日期與地點 

預備實驗日期：2012 年 5 月 12 日。 

實驗地點：屏東縣立潮州鎮運動公園溜冰場。 

正式實驗日期：2012 年 5 月 20 日。 

實驗地點：屏東縣立潮州鎮運動公園溜冰場。 

(三) 名詞解釋 

一、 即時回饋：收集各項儀器所得之訊號，利用

LabVIEW 儀控系統即時計算並分析選手各分段之瞬

時速度、瞬時加速度、及帄均步幅與步頻。 

二、 步幅：每一步推刃滑行之距離。 

三、 步頻：每秒鐘推刃的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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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段瞬時速度：將競速直排輪比賽場地利用紅外

線光閘分成兩個直道與兩個彎道每段距離各五十公尺

測量個分段之瞬時速度。 

五、 步頻的判定：利用加速規訊號，擷取踩踏時的加

速規 Impact 峰值訊號定義為步頻。 

六、 步幅：由於競速直排輪溜冰中有滑行之情況出

現，因此將滑行的距離定義為步幅。 

(四) 實驗儀器與設備 

一、LabVIEW 程式儀控系統：藉由 LabVIEW 程式

儀控系統設計，競速溜冰訓練即時回饋系統，將實驗

時所得之相關參數進行資料處理並即時分析（如圖

1-1）。 

 

 

 

 

 

 

 

 

 

 
 

 

圖一-一、即時回饋模組 

二、類比數位轉換盒( Data Acquisition , DAQ)：將紅

外線光閘組連接於轉換盒，透過同步擷取訊號（如圖

一-二）。(型號：USB-6211) 

 

 

 

 

 

 

 

圖一-二 類比數位轉接盒（型號：USB-6211） 

三、無線類比數位轉換盒  (Wifi Data Acquisition , 

Wifi-DAQ)：藉由無線網路傳至電腦，並與紅外線光

閘組訊號同步由 LabVIEW 程式儀控系統擷取實驗

所需訊號（如圖一-三）。（型號：WLS-9163） 

 

 

 

 

 

 

 

 

 

 

圖一-三、無線類比數位轉接盒（型號：WLS-9163） 

四、紅外線光閘組（型號：E3Z-T61）：將競速直排

輪溜場地，分為四個區域，每區域相距 50 公尺，擷取

分段瞬時速度之數據，進而計算瞬時分段速度（如圖

一-四）。 

 

 

 

 

 

 

 

圖一-四 、紅外線光閘示意圖 

五、加速規（Accelerometer）與無線類比數位轉

換盒 (Wifi Data Acquisition , Wifi-DAQ)配置圖

（如圖一-五）。 

 

 

 

 

 

 

 

 

 

圖一-五 、實驗器材裝置圖 

 (五) 場地配置圖 

 

 

 

 

 

 

 

 

圖一-六、場地布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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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實驗設計 

(一)  利用 LabVIEW 儀控系統建構即時回饋系統。 

(二)  將紅外線光閘兩個為一組相距十公分，製作四

組。 

(三)  檢測即時回饋是否能立即性回饋訓練參數。 

(四 )  進行實驗並將儀器所得之訊號傳至電腦由

LabVIEW 儀控系統，所建立之即時回饋系統進行整合

與分析，並取得本研究所需之參數。 

圖二-一、300m 瞬時速度曲線圖 

由圖二-一顯示出受試者在彎道與直道的瞬時速度及

瞬時加速度之速度曲線呈穩定上升，速度表現上並沒

有差異，而在減速期時，速度曲線卻大幅下降，加速

度也因此呈現負值，建議受測者在未來訓練上，應針

對強化速度耐力及耐乳酸系統之訓練讓高原期持續更

久讓減速期縮短以提升成績。研究結果得知：受測者 

的速度曲線變化呈穩定的趨勢上升，但受測者在減速

期時加速度明顯大幅降低，訓練時應加強速耐力訓

練，以提升成績。 

如圖二-二經過實驗得知，受試者在加速期階段時，帄

均步頻比其他分段快，帄均步幅較小，隨著速度提升，

步頻速度逐漸降低，步幅逐漸增大，到達高速期時，

步頻較慢、步幅比較大， 而維持期過後，進入減速期

前段(200m-250m)由於在彎道處受測者步頻較快但步

幅變小，是因為競速溜冰彎道動作(交叉步)特性，因

此步頻比較快，減速期的後半段(250m-300m)為直

道，受測者步頻降低，但步幅為全程最大，推測受試

者已經疲勞並由藉由滑行完成實驗距離。利用即時回

饋系統監控，可觀察了解每位選手是否有合理的步

幅、步頻的組合，亦可輔助教練透過科學的方式在訓

練上調整選手步頻與步幅之組合，更容易達到訓練效

果。 

 

參、結論 

  本研究初步建構的競速直排輪選手訓練參數即時

回饋系統能即時反映選手訓練過程中的變化，具有不

錯的應用性。未來具有做為實際訓練輔助工具之重要

潛力。 

 

肆、參考文獻 

代青松（2005）。速滑女子運動員500M入彎與出彎蹬

冰技術特征比較研究。中國東北師範大學，中國

長春市。 

李建勳、林俊達（2005）。輪式競速溜冰起跑動作之探

討。屏師體育，屏東市，9，114-121。 

陳壬晧（2010）。競速溜冰選手過彎動作之探討。2010

第三屆運動科學暨休閒遊憩管理學術研討會。屏

東縣，屏東教育大學。 

謝文芳、林永祥、王志益、林煌禮（2004）。男子競速

溜冰300M計時賽推刃步幅與步頻分析。教練科

學，4，45-52。 

 
 

圖二-二、帄均步頻與帄均步幅之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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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was utilized the Platform of Labview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to construct an 

real-time training feedback system for examining the application in practical situation. RTFS is one 

of the trends ,which is applied to training in sport science. The main device of RTFS contained 

Infrared shutter, accelerometer, Ni WIFI Data Acquisition and Ni Data Acquisition. The 

experimental field is a 200 meter skating rink which is a standard for international skate racing 

competition. The participant is an eighteen-year-old, 175cm, 65kg, senior high student, who is an 

excellent skate athlete. He was asked to take a 300meter-sprint twice and used the best result to 

make experimental sample eventually. The collected parameter include, average step long, average 

step frequency and instantaneous speed.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are listed as followed: 1. By the 

analysis of participant’s speed we can know thevariation of the speed curve ascended stably. 

However, when the athlete got into decelerating period, the speed slow down enormously.  2.The 

experiment showed RTFS can reflect the skill and strength of athlete instantly. RTFS has a great 

application, it may become a useful assistant tool for practical training in the nea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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