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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急停動作探討肌肉疲勞對前十字韌帶傷害的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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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膝關節傷害是許多熱愛運動者的惡夢，其運動傷害之比例高達 15-50% 以上，其中前十字韌帶(anterior cruiciate ligament, 

ACL)損傷最為常見，而肌肉疲勞可能是 ACL 傷害的外在危險因子。因此，本研究希望能探討疲勞是否為急停動作後所引起前

十字韌帶傷害的成因以及其生物力學的機轉。測量方法：以三維動作分析系統並結合二塊 AMTI 測力板系統同步收集急停跳

躍時運動學及動力學的資料。結果顯示，急停跳要時，膝關節外轉角度在疲勞前後有明顯差異，而且膝關節在疲勞後產生較

小的伸展力矩。本研究發現膝關節在疲勞後水平旋轉角度的變化，推論可能與肌肉神經生理有密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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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論 

膝關節（knee joint）為人體中使用頻率最高的關

節，全世界每年約有 1 億 4 仟 5 百萬的人有膝關節

受傷的問題產生(Tegner and Lysholm,1985)。而膝

關節疼痛是許多熱愛運動者的惡夢，在形形色色的

運動傷害中膝部傷害比例可能高達 15-50% 以上(de 

Loes et al., 2000)，其中前十字韌帶(anterior 

cruiciate ligament, ACL)傷害是運動參與者最常

見 的 。 ACL 的 傷 害 一 般 發 生 在 需 要 作 剪 步

(cross-cutting)、旋轉、急停(sudden stops)，著

地跳躍(land jump)等動作，而這些前十字韌帶受傷

本質上大多是非接觸性的(non-contact)(Boden et 

al., 2000; Yu, 2004)。疲勞(fatigue)是運動員的

天敵，不但會造成運動績效的降低，也經常是非接

觸性 ACL 傷害的外在因子(Nyland et al., 1994, 

Anderson and Hall, 1995)；而文獻也指出在各種

運動中，比賽後半段運動傷害發生的比例較高，也

顯示疲勞是造成運動傷害的危險因子 (Chappell et 

al., 2005)。過去有關膝痛成因的探討，雖然多如

牛毛，然而相關控制及可能傷害機制至今卻很少文

獻描述，而有鑑於過去受傷發生的預防及復健問題

都在於急停跳躍的動作上，因此，本研究將從急停

運動中去探討肌肉疲勞對前十字韌帶傷害的機轉。 

貳、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 30 位從事休閒運動者(recreational 

athletes)為受試者(男性 16 位、女性 14 位)，平均年

齡 21.5 歲，所有受試者過去六個月間無任何有關下肢

有關神經肌肉和骨骼相關的疾病和傷害。使用的儀器

包括一部三維動作分析系統（Vicon 612，Oxford 

Metrics Limited, Botley, Oxford）與六台攝影機，

用於收集下肢的運動學資料，設定擷取頻率為

250Hz，並結合二塊 AMTI 測力板（Advance Mechanical 

Technology Inc., Watertown, MA）系統同步收集。

測力板用於收集急停跳躍時的動力學資料，採樣頻率

為 1000Hz。而為了計算下肢關節角度變化，則在薦骨

突(sacrum)、雙側下肢的髂骨前上棘(anterior 

superior iliac spine, ASIS) 、 大腿 外 側 中 央

(lateral thighs)、股骨外上髁(lateral femoral 

epicodyle)、小腿外側中央(lateral shanks)、足外

踝(lateral melleosis)、及二、三趾骨間的位置貼上

反光球(如圖 1)。實驗中，為了誘發肌肉疲勞，受試

者將接受疲勞運動計畫，即讓受試者兩腳各在一塊力

板上盡全力的連續垂直跳躍 60 秒，每次的垂直跳躍須

在膝 90° 蹲踞後再跳躍，跳躍速度由受試者自己控

制。急停跳動作完成 5 次以作為疲勞前的測試，而在

完成疲勞運動後，為了維持疲勞狀態，立即完成 5 次

急停跳躍作為疲勞後測試。動作說明：急停跳躍主要

包含一 15 公尺的衡刺，接近測力板時以三步方式跑步

藉由一腳起跳，兩腳著地時右腳在一塊測力板上，急

停後兩腳垂直跳躍至最大高度，每位受試者允許練習

直到可舒適的完成動作。一個急停跳躍的週期定義從

單腳起跳離地前開始、經力板著地急停後，跳躍離開

力板前為止為一動作週期。實驗所掫取的資料以

MATLAB 語言設計個人之程式做後續資料處理。運動學

資料：在計算各關節間的相互運動之前，應用先前建

立的動態模式(Kadaba et al., 1990)，將下肢當作一

剛體(rigid body)(如圖 1)，此模式包含四個部份：

即骨盆、大腿、小腿及足部等肢體，由反光球的位置

定義出各肢體的座標系統，採用尤拉角(Euler angle)

來描述角運動計出關節活動變化。動力學資料：利用

測力板所得的作用力結合人體計測資料及所測得的運

動學資料，利用逆向動態處理程序(inverse dynamic 



   運動生物力學研究彙刊（二） 

 110

procedure)計算出膝關節承受的作用力及力矩。將測

量出的作用力和力矩除以受試者體重作標準化處理

(normalization)，作用力以%BW，力矩以 N-m/kg 表

示。本研究以 paired t test 分析疲勞前後的差異，

p<0.05 表示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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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剛體的建立及下肢反光球的位置 

參、 結果與討論 

在運動學方面，結果顯示受試者膝關節外轉的角度在

疲勞前後有明顯差異(P<0.05)(表一)。在動力學方

面，發現受試者的近端脛骨前向之最大剪力(anterior 

shear force)，在疲勞前後有明顯差異(P<0.05)(表

二)，且膝關節伸的力矩在疲勞前後有明顯差異

(P<0.05)(表三)。在急停跳躍動作中，因為膝關節處

於屈曲狀態，大腿部對固定不動的足部產生相對的內

旋運動，膝關節需於瞬間承受極大的膝旋轉力矩

(rotation moment)，若無法與此機制相抗衡，將會造

成前十字韌帶的損傷。由本研究的結果可看出膝關節

在疲勞運動後產生小腿相對於大腿的外轉現象，因

此，可推論疲勞確實會造成動作失去控制，膝外轉角

度若過大，即可造成前十字韌帶的損傷。此外，膝關

節的前向作用力在疲勞過後有明顯降低的現象，與其

他研究結果不相符(Chappel et al., 2005)，可能原

因是受試者在疲勞過後的急停跳動作中意識到股四頭

肌肌力不足的狀況，因此沒有盡全力跳躍造成的結

果，並且，由膝關節伸展力矩明顯下降的結果亦可解

釋此現象，或許，其他研究可針對運動員來做這方面

的探討；另一方面，本研究結果雖然在膝關節前向作

用力有下降的現象──顯示剪力下降，卻不能夠確切

知道肌肉與韌帶之間吸收力的比例，因此期望更多研

究者的努力，證實疲勞與前十字韌帶損傷之間的關係。 

表一 膝關節角度變化(unit: degree) 

關節角度    疲勞前      疲勞後      p value 

膝屈     91.71±11.10   91.97±10.89   p=0.909 

膝伸     11.60±5.25    11.57±5.29    p=0.973 

膝外展    4.84±5.19     3.34±4.97    p=0.227  

膝內收   10.69±7.31    11.86±5.62    p=0.433 

膝內轉   29.54±7.75    28.06±9.90    p=0.387  

膝外轉    0.86±8.04     6.26±8.14    p=0.003 *

*, p<0.05 

 

 

表二 膝關節各方向作用力(unit: N/kg) 
關節作用力   疲勞前    疲勞後     p value 

前向      10.35±1.63    9.65±1.32    p= 0.042 *

後向       1.33±0.29    1.41±0.48    p= 0.362 

內向       0.72±0.36    0.68±0.31    p= 0.623 

外向       3.12±1.48    2.56±1.51    p= 0.150 

張力       1.99±0.37    1.97±0.39    p= 0.861 

壓力      16.24±4.62   14.57±3.29    p= 0.137 

*, p<0.05 

表三 膝關節各動作之力矩(unit: N-m/kg) 

關節力矩     疲勞前    疲勞後      p value 

膝屈       0.45±0.10   0.45±0.17    p= 0.978 

膝伸       0.18±0.28   0.15±0.16    p= 0.032 *

膝外展     0.67±0.37   0.54±0.32    p= 0.121 

膝內收     0.65±1.56   0.46±0.82    p= 0.198 

膝內轉     0.14±0.09   0.29±1.06    p= 0.414 

膝外轉     0.18±0.28   0.15±0.16    p= 0.312 

*, p<0.05 

肆、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膝關節在疲勞後水平旋轉角度的變化，並

且推論與肌肉神經生理有密切的關係，由於實驗設計

的限制無法大量測試，因此，未來研究將加入肌電圖

(Electromyograph, EMG)資料的取得，以進一步針對

急停跳躍時肌群活化分析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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