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少年女子立定跳远起跳瞬间之运动学分析

研究目的
立定跳远动作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分别为（一）起跳瞬间：双脚离地瞬间 (脚尖)、（二）腾空阶段：双脚离地瞬间至

双脚着地瞬间、（三）着地瞬间：双脚着地瞬间 (足跟) (Wakai与Linthorne, 2005; Szerdiová等, 2012)。本研究将分析立定跳

远之起跳瞬间之动作表现，运用三度空间摄影的方式获得运动学相关参数，能更精准分析立定跳远动作表现及运动学相关
数据，进而了解运动学分析和应用整合该类研究，将丰富运动理论且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Hickox等, 2016)。

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随机招募15位女子青少年为研究对象，每位共执行3次最大努力立定跳远，选其最
佳一次成绩进行数据分析，平均身高166.20 ± 4.75公分、体重56.40 ± 3.66公斤、年龄
18.53 ± 0.74岁、立定跳远距离2.10 ± 0.08公尺。

二、实验设计
本研究于三度空间坐标架中心位置分别以夹角45度往侧面延伸12公尺，架设两台高

速摄影机，其拍摄同步撷取频率为100Hz、快门速度设定为1/1000，本研究以LED灯作
为两部高速摄影机在影像拍摄时的同步讯号(图1)。待高速摄影机架设后，研究人员将一
座长2.0公尺、宽1.5公尺、高2.0公尺且涵盖12颗标记点之三维空间坐标架置于立定跳远

起跳中心处，再将镜头光轴对准坐标架中心点进行拍摄，其拍摄范围可涵盖立体坐标架；
再来，将21颗光学捕捉反光球标记点黏贴于研究参与者之关键关节位置后，进行立定跳
远的整体动作表现。最后再将两部影像透过Kwon 3D 动作影像分析系进行三维空间之运
动学数据运算。

三、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本研究将两部摄影机所拍摄之影像经由Kwon 3D动作分析系统进行影像数字化处理，

其空间坐标系以Ｘ轴为左右方向、Y轴为前后方向、Z轴为上下方向；此外，本研究参
考Ho等(2013)以磁振造所得之青少年人体肢段参数进行设定，标记21个关键关节点位置，
再将其设定成14个肢段，以此进行三维空间影像数字化处理 (图2)。

本研究之三维空间原始资料以4阶Butterworth低通滤进行数据平滑来过滤噪声，截
断频率为6Hz，最后再以描述性统计呈现平均数与标准偏差，以及利用皮尔森积差相关
考验各参数之相关性，显著水平定为α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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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一、研究结果

受试者立定跳远起跳瞬间之运动学参数测量数据如表1，研究结果
发现，起跳瞬间之重心速度与立定跳远成绩为显著正相关 (r = .574, p

= .025)；起跳瞬间之重心高度与重心速度为显著负相关 (r = -.534, p

= .040) (表2)。

二、讨论

过去研究中鲜少探讨起跳瞬间的最佳重心高度，但本研究发现重心
速度和重心高度为显著负相关，因此本研究推测起跳时重心高度不能太
高，否则会影响重心速度表现，进而影响整体的跳远距离。

结论与建议

起跳时须降低身体重心高度，此时膝关节与踝关节需较大伸展动作
模式，最后增加重心速度来获得跳远距离的最佳操作表现。

图2. 人体肢段标志点示意图

表1 受试者立定跳远起跳瞬间之运动学参数数据 N = 15

平均数±标准偏差
成绩表现

立定跳远距离 (公尺) 2.10 ± 0.08

起跳瞬间
重心速度 (公尺/秒) 3.24 ± 0.19

重心角度 (度) 27.13 ± 3.70

重心高度 (公尺) 0.81 ± 0.04

髋关节(度) 159.61 ± 8.15

膝关节(度) 163.59 ± 5.49

踝关节(度) 131.64 ± 17.07

表2. 起跳瞬间运动学参数之相关分析(相关系数)

跳远
距离

髋关节 膝关节 踝关节
重心
速度

重心
角度

重心
高度

跳远距离 - -.163 -.191 -.169 .574* .033 -.168

髋关节 - -.214 .106 -.204 .039 .216

膝关节 - .249 .287 -.184 -.124

踝关节 - .028 .147 -.508

重心速度 - -.036 -.534*

重心角度 - .245

重心高度 -

备注：*p < .05

图1. 立定跳远场地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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