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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河坐地後起身動作對拉力與下肢段運動學之探討 

The Study of force and Kinematics on lower extremity on Raise after Sitting  
in the Tug-of-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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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師範學院 

 

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分析台灣地區優秀拔河男選手坐地後起身動作過程之下肢段髖、膝、踝關節角度
與重心等參數，在矢狀面之動作範圍與運動學之變化特徵。研究方法乃採用攝影法，利用高速攝影機
(JVC-9800, 60Hz)沿受試者矢狀面進行拔河坐地後起身動作至靜態平衡之 2D 拍攝，拍攝動作以 APAS 動
作分析系統加以數位化(digitizing)，直接線性轉換(DLT)與濾波(filter)，獲得拔河坐地後起身動作之
資料。經由實驗數據的取得、資料處理與分析討論後，發現達到最大拉力時重心垂直位移也相對達到最
大值，但此時髖關節與膝關節角度並未達到最大值；而一旦拉力與重心高度下降時，髖關節與膝關節角
度才相繼達到最大值，此現象可能與人體肌肉骨骼系統能產生反應能力將力量緩衝有關。 

關鍵詞：坐地後起身、拔河、運動學 

 

一、問題背景 

在拔河運動比賽過程當中，上肢肌群所扮

演之主要角色在於將拔河者與拔河繩緊密結

合成為一共同體，而主要的攻勢發動及防禦都

必須要靠下肢肌群，因此若要從生物力學的角

度來探討拔河運動時，下肢肌群結構的生物力

學特徵是主要且必要探討的一環。在拔河比賽

中倒坐後起身技術常發生於兩隊在互拉過程

處於伯仲之間，而成為平衡狀態而僵持許久，

一但在增長時間互拉下隊員較容易發生倒坐

情形。一旦產生倒坐後起身時，最重要的是一

開始就能獲得最大水平拉力，以瞬間最大力量

去拔河，此為決定勝敗 80%以上最主要因素，

也就是剛開始團隊就必須要先發制人，是故在

比賽中倒坐後起身技術之應用更顯重要(翁梓

林，民 92)。 

二、研究目的 

分析台灣地區優秀拔河男選手坐地後起

身動作過程之下肢段髖、膝、踝關節與重心在

矢狀面之動作範圍與角度等運動學之變化特

徵。 

三、研究方法 

本實驗以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拔河冠軍

男選手一名為受試對象，其拉齡為 4 年；最大

拉力 150kgf，身高、體重與年齡分別為 168.2

公分、67.2 公斤與 14 歲；分別於髖、膝、踝

與腳趾貼上反光球，作為 APAS 系統自動搜尋

關節點之依據，利用攝影機(60Hz)所拍攝之影

片，利用 Ariel Performance Analysis System 

(APAS)2D 分析系統內建模組給予數位化處

理，透過直接線性轉換(DLT)、並以控制點作

重建誤差之校正，再透過 Butterworth 低通濾

波方法除去原始資料之雜訊等處理後，得受試

者坐地起身動作至靜態平衡之下肢段髖、膝、

踝關節角度與重心之運動學參數。 

四、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在拔河坐地後起身之過程，以拉力

值作為分期，由預備起身至最大拉力定義為推

蹬前期，最大拉力至靜態姿勢定義為推蹬後

期，靜態姿勢後定義為穩定平衡期。 

 

表一  坐地起身過程各位置之運動學參數表 

 

    動作位置 

參數 

初始位置 最大拉力 靜態姿勢 最大值

時間(秒) 0 1.42 2.52  

拉力(公斤) 18.1 96.6 77.5 96.6 

髖關節(度) 89.9 156.2 157.2 161.6

膝關節(度) 96.3 148.0 142.4 149.5

踝關節(度) 150.7 148.4 149.8 150.6

重心垂直高度(公分) 29.2 60.7 54.0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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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拔河坐地後起身過程髖、膝、踝關節角

度、重心垂直高度與拉力之變化圖 

 

由圖一結果顯示，坐地起身達最大拉力

時，髖關節、膝關節的角度變化較大，隨著拉

力增加而增加，且通過最大拉力時更持續加

大，伸展範圍方面，髖關節伸展範圍方面則大

於膝關節伸展範圍，髖關節伸展範圍由

89.919 度至 161.631 度，膝關節伸展範圍由

96.325 度至 149.536 度；踝關節在本次實驗

中伸展範圍不大，伸展範圍在 150.663 度至

148.366 度間，且角度隨拉力增加而減少。塗

瑞洪、王金成(民 86)以國家代表隊拔河選手

為研究對象，其發現在最大蹬力模擬值所對應

的關節角度，髖關節角度介於 133 至 101 度、

膝關節角度介於 136 至 101 度、踝關節角度介

於 136 至 99 度，對照表三可發現本研究受試

者在最大拉力時各關節角度皆大於塗瑞洪學

者所作之研究，Daams(1993)研究指出，人體

之拉力能力會受到外在環境與施力者本身姿

勢之因素有關，是故經判斷後，可能與實驗場

地表面摩擦力不足有關，造成受試者無法進行

最大運動表現。在人體的運動中，常以重心

(center of gravity)位置來代表身體運動軌

跡，並進一步來描述人體運動之相關位置。由

圖一重心運動軌跡可以看出，受試者身體重心

由推蹬前期開始即保持一定水平，然後漸漸向

上升當達到最大拉力時重心垂直位移也相對

達到最大值，通過最大拉力身體重心垂直高度

也隨之下降，直到靜態姿勢。由以上拉力對重

心垂直高度與髖、膝角度綜合來看，拉力與重

心垂直高度達最大值時，髖關節與膝關節角度

並未達到最大值，拉力與重心高度下降時髖關

節與膝關節角度才紛紛達到最大值，此現象可

能與 Nigg(1985)曾指出人體肌肉骨骼系統產

生之反應時間為 50 到 75ms，而發生在此區段

後的力量，人體肌肉骨骼系統能產生反應能力

將力量緩衝，此種力量稱為主動力量(active 

force)，所以，本研究最大拉力是由人體肌肉

骨骼系統也就是下肢段對於地面推蹬所產生

之主動力量，進而產生水平反作用力，從拉力

曲線開始上升至最大拉力時間為 0.72 秒，爾

後即人體系統即產生緩衝力量使拉力降低，接

下來即達穩定平衡。 

五、結論 

達到最大拉力時重心垂直位移也相對達

到最大值，但髖關節與膝關節角度並未達到最

大值拉力與重心高度下降時髖關節與膝關節

角度才相繼達到最大值，此現象可能與人體肌

肉骨骼系統能產生反應能力將力量緩衝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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