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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落地技巧下肢關節力矩之研究 

The study of lower extremity joint torque in different landing skills 
黃 靖 閔

1
 謝明 蕙

1
 任家荃

2 

國 立 體 育學院
1
 德 霖技術 學 院

2
 

  

摘要 

    在著地過程中，人體會利用關節的彎曲及角度、角速度的變化來回應地面反作用力的衝擊。本研究

主要是以測力板及高速攝影機獲得選手落地跳過程中外力參數及運動學，並以逆動力學的模式計

算，研究結果得知踝關節力矩雙腳著地時，硬落地比策略性落地產生較大的關節力矩；在膝關節力矩中，

兩種落地策略的雙腳著地姿勢，在著地時的腳尖接觸期，硬落地有較大的力矩產生。    

關鍵字：落地、關節力矩、逆動力學。

 

一、前言 

隨著排球運動技術水準不斷的提昇，高度

與力量儼然成為未來排球運動競賽中，互相競

爭及勝負的基石，在選手競技能力不斷的提

升，戰術更趨複雜與多變，動作速度明顯加

快，人體負荷量也相對的提高 ，尤其在跳躍

能力迅速的提高下，跳躍後著地所受到的衝擊

也更大，因為人體由高處落下，產生重力加速

度，當足部接觸地面時，下肢逐漸進入負重狀

態，下肢的肌肉系統突然從向心收縮轉變為離

心收縮，倘若此時下肢肌力不足、身體協調能

力不佳，著地策略應用不當，常會造成肌肉的

拉傷或因關節的不當扭轉，而產生關節扭傷的

問題（Dufek 等人，1991）。 

排球運動包含了許多重複的跳躍及著地

動作，McAuley 等人（1991）曾指出具有重複

性著地特質的運動項目，下肢的骨骼和軟組織

傷害是不可忽略的事實。Nigg 等人（1985）

認為當人體離地由高處落下，可以產生較大的

反作用力和力矩，因此落地之後藉由人體骨骼

肌肉系統的作用、伸展主作用肌、彎曲關節及

骨骼變形可以減弱因著地撞擊地面所產生的

地面反作用力；由此可知，著地動作的好壞是

下肢受傷與否的重要關鍵之一。 

落地時，下肢骨骼肌肉系統扮演著支撐、

平衡、緩衝等角色；本研究期望提供有關著地

動作的相關資訊及策略以供選手及教練參考。 

二、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分別以策略性落地及硬落地之方

式，採逆動力學之計算模式，藉由測力板及攝

影機來獲得運動學參數，並使用何華偉（2002）

所建立之人體肢段參數，進行研究結果之計

算，以獲得更真確的資料。關於本研究所需的

儀器與設備有 AMTI 測力板系統（1000Hz）、

SONY 攝影機（30 畫格）、Arial Performance 

Analysis System(APAS)動作分析系統軟體、

角度計、自製木箱等。 

    本實驗以一名男子排球選手為受試對象

（身高 186cm、體重 98kg、球齡 5年），請受

試者穿著排球鞋，分別在肩峰、大轉子、膝關

節、踝關節及腳尖貼上反光貼紙；實驗開始時

受試者雙手插腰，站在木箱上，以不同策略著

地，每位受試者採策略性（膝關節＜90°）雙

腳、左腳、右腳著地姿勢及硬（膝關節＞90°）

雙腳、左腳、右腳地姿勢，進行實驗；以網球

擲向測力板，將球與力板接觸時設為與運動學

參數同步的第一點資料；最後利用 APAS 動作

分析系統軟體，計算各關節、肢段在落地動作

中每一時間的位移及速度等數據，將獲得的角

度、角速度、角加速度數據資料匯出至 Excel

轉成 txt 文字檔，再以 Acqknowledge 軟體之

ReSample 功能，使運動參數之資料與測力板

之資料取樣頻率相同，以利進行逆動力學公式

計算。 

三、結果與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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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腳尖接觸期的踝關節力矩來說雙腳著

地時的，硬落地比策略性落地產生較大的關節

力矩（圖一），而在左腳和右腳的著地姿勢，

也都出現相同的結果；比較策略性雙腳和單腳

（慣用腳）的腳尖接觸期，發現單腳的著地姿

勢比雙腳著地時有較大的力矩產生，而硬落地

的雙腳和單腳所產生的力矩則沒有明顯的差

異。在踝關節策略性落地的三種著地姿勢中都

呈現腳跟著地期的力矩大於腳尖接觸期，而硬

落地卻剛好相反。而兩種技巧的落地在緩衝期

中，踝關節產生的力矩差異並不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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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膝關節力矩中，兩種落地策略的雙腳著

地姿勢，在著地時的腳尖接觸期，硬落地有較

大的力矩產生（圖二）。在兩種落地策略中左

腳及右腳的著地姿勢都是策略性落地比硬落

地有較大的力矩，但差距並不大；膝關節在策

略性落地及硬落地時雙腳著地姿勢產生的關

節力矩比單腳（慣用腳）著地來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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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膝關節肌肉力矩（雙腳落地） 

綜合以上觀點推測，硬落地時踝關節有較

大的力矩產生，可能是硬落地時踝關節吸收了

較多的反作用力，所以膝關節的力矩相對的也

降低許多，而在策略性落地的踝關節力矩和膝

關節力矩則沒有很大的差距。一個落地的動

作，下肢的骨骼和軟組織傷害是不容忽視的，

希望能藉此實驗找出有效減緩衝擊的著地策

略及姿勢，以供選手及教練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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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踝關節肌肉力矩（雙腳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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