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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部位置改變之伏地挺身對上肢段推撐的地面反作用力及壓力中心變化 

The Variance of Ground Reaction Force and Center of Pressure with Different Foot 
Positions in Upper Extremity During Push-up 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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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師範學院 

 
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藉由改變腳部著地位置（雙腳併攏、與肩同寬及 1.5 倍肩寬）進行伏地挺身動作

以得知地面反作用力及壓力中心分佈情形，並對伏地挺身動作進行動態的受力情形探討。對 1 位健康且

慣用手為右手的男性作伏地挺身的動作，利用一塊 AMTI 測力板（1000Hz）與一部 CPL MS25K 高速攝影機

（100Hz）同步擷取做伏地挺身動作期間各運動學與動力學參數，並以攝影機所得的影片作為動作分期的

依據。實驗結果發現地面反作用力第一峰值出現時間分別為：雙腳併攏（1.35 ± 0.21 秒）、與肩同寬

（0.72± 0.15 秒）、1.5 倍肩寬（0.83± 0.35 秒）。腳部位置與肩同寬時，垂直測力板板面方向及受試者

縱軸方向的地面反作用力最大，約為 5.02 及 45.39﹪BW。在壓力中心的變化上可以發現動作進行過程中，

受試者左右方向的力量會對壓力中心的偏移產生較大的影響。 

關鍵詞：伏地挺身、地面反作用力、壓力中心 

 

一、前言 

     伏地挺身是一種很好鍛鍊肌肉的方式，

透過調整適當肢段著地位置會使最大力矩值

增加，可達強化肌肉的效果。（吳宗憲，1997）。

回顧前人文獻，在改變身體姿態來做伏地挺身

的研究上有相當詳細的探討（郭家銘，2002）。

除了改變手部著地位置外，可改變別的因數如

將體型分類或以不同的著地姿勢來做伏地挺

身運動的研究（吳宗憲，1997），因此腳步著

地位置的變化對上肢段地面反作用力的影響

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有二： 

探討做伏地挺身時，不同腳部著地位置上 

肢段推撐的地面反作用力及壓力中心變化 

情形。 

三、研究方法 

以 1位健康、慣用手為右手且上肢沒有受過創

傷的年輕男性，年齡 27 歲，身高 168 公分，

體重 57kg。利用一部 CPL MS25K 高速攝影機

（100Hz），距離受試者約為 10 公尺並與運動

方向垂直，拍攝頻率設定為 100Hz，進行二度

空間攝影分析，擷取伏地挺身運動中上肢段的

動作。透過 CPL MS25K 高速攝影機附屬的同步

定位儀，藉由 biovision 多功能接收盒與一塊

AMTI 測力 

 

板同步，擷取頻率設定為 1000Hz（1：10），

測得伏地挺身運動中上肢段水平與垂直方向

之地面反作用力值。受試者慣用手置於測力板

板面中心，另一手置於板面外；上肢段動作採

肘不離身，雙手肘腕間距與肩同寬之姿勢完成

一次下上。每種動作需完成三次，依次調整腳

掌間距為併攏、肩寬、1.5 倍肩寬。 

1.地面反作用力力量值： 

以 Dasylab 6.0 版分析軟體，採低通濾

波之最佳化擷取頻率以取得測力板水平與垂

直方向地面反作用力值。地面反作用力除以受

試者個人體重後以體重的百分比呈現，時間標

準化以間隔時間除以該次動作總體時間後以

時間百分比(%)呈現。 

2.壓力中心座標： 

運用 Dasylab 6.0 建立模組後，可以取

得根據 AMTI 測力板定義的 X、Y、Z三個方向

的地面反作用力及相對於測力板內部感應中

心的 X方向及 Y方向力矩值 Mxo 及 Myo。 

根據 AMTI 測力板使用手冊，由下列二式

可將力矩值從相對於測力板內感應中心的力

矩向量校正至測力板板面的幾何中心： 

 

Mx = Mxo - Fy×Zo   My = Myo - Fx×Zo 

壓力中心計算的簡式： 

Mx = Fz × Y        My =-Fz × X 

X=-My/Fz            Y=Mx/Fz 

四、結果與討論 

（一）地面反作用力 

圖一、地面反作用力曲線可以看出第二峰值較

第一峰值大，這是因為相較於第一峰值產生時

屬於位能輸出時期，當受試者將身體從最底部

挺上來的瞬間會產生最大峰值。 



運動生物力學研究彙刊（一） 

 271

伏地挺身(與肩同寬)地面反作用力

0

10

20

30

40

50

0.03 11 27 33 39 67 91 96 100

時間百分比(%)

倍
體
重
(%

B
W
)

Fz GRF

Fy GRF

 
圖一 單一受試者慣用手推撐期地面反作用力曲線圖 

 

1.地面反作用力第一峰值 
表一、不同足部距離實施伏地挺身地面反作用力 

第一峰值出現時間平均值 

雙腳併攏 與肩同寬 1.5 倍肩寬 峰 值 出

現 時 間

(秒） 
1.35± 0.21 0.72± 0.15  0.83± 0.35 

2.地面反作用力最大峰值 
表二、不同足部距離實施伏地挺身地面反作用力平均值 

( % body weight) 

      雙腳併攏 與肩同寬 1.5 倍肩寬 

Fz（%BW） 
43.42± 1.15 45.32± 0.29  45.25± 0.31 

Fy（%BW） 
3.87± 0.25 5.02± 0.8 4.57± 0.48 

(二)壓力中心變化趨勢 

紅色線條代表測力板 Y 方向壓力中心變化情

形，黑色線條代表測力板 X方向壓力中心變化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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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伏地挺身(雙足併攏) 壓力中心變化趨勢 

測力板壓力中心變化情形

-0.035

-0.03

-0.025

-0.02

-0.015

-0.01

-0.005

0

0.03 11 27 33 39 67 91 96 100

時間百分比(%)

位
置

(m
) 壓力中心X座標變化

壓力中心Y座標變化情形

 
圖三 伏地挺身(雙足與肩同寬) 壓力中心變化趨勢 

壓力中心(1.5倍肩寬)

-0.045

-0.04

-0.035

-0.03

-0.025

-0.02

-0.015

-0.01

-0.005

0

0.03 0.9 18 28 34 52 100

時間百分比(%)

(m
) 壓力中心 x座標

壓力中心y座標

 
圖四 伏地挺身(足距 1.5 倍肩寬) 壓力中心變化趨勢 
（三）討論 

本研究定義的 X軸-與受試者縱軸平行；Y軸-

與受試者縱軸平行；Z 軸-垂直測力板板面。

依照攝影機的影片將伏地挺身分為下落期與

推撐期。下落期：受試者開始動作至身體最低

位置；推撐期：受試者將身體從最低位置上挺

至手肘完全伸直。 

本實驗中發現地面反作用力第一峰值作用時

間皆大於 75 毫秒，依據 Nigg（1985）指出，

三種動作均屬於主動力量，可經由人體骨骼神

經系統主動反應產生緩衝以吸收撞擊。進行伏

地挺身動作時，雙足併攏使地面反作用力第一

峰值出現時間延長。地面反作用力第一峰值出

現時間越短，骨骼神經系統作用能力越低，容

易提升運動傷害的機率。 

圖二、三及圖四可以發現三種不同足距的伏地

挺身其壓力中心 Y方向偏移型態相類似；測力

板 X方向壓力中心變化情形：比對各動作的地

面反作用力曲線圖及 X 方向壓力中心變化趨

勢圖可以發現-隨著地面反作用力曲線圖出現

峰值的時間，X方向壓力中心變化趨勢圖上也

會出現類似的圖形曲線。因為進行伏地挺身的

過程牽涉到身體重心的變化，隨著不同的地面

反作用力量進而影響壓力中心的位置。 

五、結論 

本研究發現 Y 軸、Z 軸地面反作用力值於

進行伏地挺身動作時，與肩同寬的兩腳位置於

推撐期所施予地面的作用力是最大的。2、重

心位移主要以前後及上下方向為主，在動作進

行過程中左右方向的力量仍會對壓力中心的

改變施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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