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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機不同坡度對於人體下肢關節角度變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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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跑步機在目前國內、外的健身事業以及運動技術訓練上是常常可見的，可是針對跑步機對於人體下肢關節的影響卻少有研

究，本研究的目的是利用人體運動學以及動力學參數來計算受試者在跑步機上跑步時，關節角度變化與受力情形以及受試者

在不同速度跑步機跑步時下肢關節所受的力量，進而推敲出人體下肢關節在跑步時的受力變化，能作為跑步機設計時的參考

依據，對於在跑步機上參與者的運動傷害的預防是否有所幫助。本研究是利用 steelflex 600 型跑步機作為實驗用跑步機以

及自製的測力板跑步機，在跑步機上裝設 4個 load cell，擷取跑步著地、蹬地的資料，以瞭解在跑步時，受撞擊的情況。

將自製測力板跑步機架於上（下）坡斜坡傾斜地面，自製一座可上（下）坡傾斜 6 度的模擬地面，將測力板裝上一特製的斜

坡。在受試者身上貼上標誌以及加速度規，利用攝影機與 Biopac 多功能訊號擷取系統來獲得人體動力學以及運動學的參數。

結果發現，發現在上坡及平地上跑時，膝關節以及踝關節在傾斜地面改變時，關節角度的變化並無顯著差異，可能是由於角

度的變化以及速度地改變不夠明顯，造成差異性不無明顯的差異，未來可針對這兩方面改變來觀察是否有明顯的差異性，以

便未來針對動力學的計算有影想。 

關鍵字：人體運動學、動力學 

 

壹、緒論 
Nigg 等人（1995）對地面和跑步機做過運動學參數的

比較，他們指出在一般研究計畫中，跑步機通常被拿

來模擬成跟一般地面一樣，假設沒有任何差異的應用

跑步機進行實驗。他們使用 22 名受試者穿著兩種不同

的鞋子，針對地面及 3種不同的跑步機（大小和動

力），3種不同的跑步速度（快中慢）、進行研究測試，

結果發現受試者在跑步機上的腳比在一般平地上放的

更平穩，其他有一些如受試者本身的跑步習慣、跑步

速度、鞋子以及跑步機的種類有關，他們具有差異存

在，但是人類活動系統如何適應特別的跑步機跑步情

況，尚未被了解。Lemke 等人（1995）探討在跑步機

上走路是否比在一般地面走路，更適當有效的關係到

腳跟的活動，他們使用錄影機拍攝 10 個受試者走在跑

步機和走在一般地面上的脛骨、跟骨和腳跟，用連續

t考驗統計學分析，顯示這兩種狀態下沒有顯著差異

存在。White SC.等人（1998）比較一般地面和跑步機

上走路步態的垂直地面反作用力，使用 24受試者走在

一般地面和跑步機上，使用三種速度（快、中、慢），

比較在每一個速度下的頻率和跨步長，一般地面和跑

步機的垂直力曲線標準使用站立時定為 100﹪，和比

較使用每個人的結果瞬間相關，選擇測量垂直力顯示

比較這兩種模式的活動藉由重複測量 ANOVA（P＜

0.05），和事後分析比較 t考驗，比較一般地面與跑步

機在不同速度下的結果；他們發現這些樣式的反應力

量都相同，在快中慢速的走路時相關曲線為.0983, 

0.983 和 0.998 很小的差距，比較在著地中期以及在

著地後期期的快速和一般走路，兩種狀態下的地面反

作用力幾乎相同，但顯著不同的是選擇力量大小很明

顯，也就是說力量在跑步機上的資料蒐集，可能著地

中期和著地後期會跟一般地面走路時不同。 

本研究的目的是利用人體運動學以及動力學參數來計

算受試者在跑步機上跑步時，關節角度變化與受力情

形以及受試者在不同坡度跑步機跑步時下肢關節所受

的力量，進而推敲出人體下肢關節在跑步時的受力變

化，能作為跑步機設計時的參考依據，對於在跑步機

上參與者的運動傷害的預防。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自製測力板跑步機就是在跑步機上裝

設 4個 load cell，擷取跑步著地、蹬地的資料，以

瞭解在跑步時，load cell 受撞擊時的力量變化情況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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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自製的測力板跑步機 

上（下）坡斜坡傾斜地面：自製一上（下）坡傾斜 6

度的模擬地面，將測力板裝上一特製的斜坡，吻合的 

放置在斜坡中段(圖二)。 

 
圖二  自製模擬上（下）坡 

運動學參數是以數位攝影機拍攝運動時的下肢動作，

利用動作分析系統算出其運動學參數，如：跨步長度、

跨步頻率以及重心改變的位置。動力學參數是以 load 

cell、三軸加速規、測力板等，測量出跑步時所產生

的動力學，如推蹬、肌肉用力程度以及撞擊力量。 

本研究將在受試者脛骨黏貼加速規以及在股四頭肌、

比目魚肌、腓腸肌黏貼肌電貼片，以便擷取訊號，並

且在跑步機四個角落放置 load cell 接收撞擊力量，

經由多功能訊號擷取系統將訊號傳送到筆記型電腦，

進行儲存、分析處理。 

參、結果與討論 
本次研究主要是探討受試者在跑步機上，下肢關節的

角度的變化，如表一所示為相關統計資料表，圖三所

示為膝關節在上坡跑步機上以每秒一公尺之速度進行

測試，以及水平跑步機上以每秒一公尺之速度之關節

角度變化，圖四所示為踝關節在上坡跑步機上以每秒

一公尺之速度進行測試，以及水平跑步機上以每秒一

公尺之速度之關節角度變化。結果發現由於速度為每

秒一公尺與平地每秒一公尺，膝關節與踝關節的角度

變化並無顯著的差異。 

表一  關節角度變化資料表 

 
個

數 
平均角度 標準差 標準誤 相關

顯著

性 

踝關節

上坡 
30 156.2426 15.6114 2.8502 

踝關節

平地 
30 161.3402 16.9351 3.0919 

.322 .083

膝關節

上坡 
30 97.1625 8.1658 1.4909 

膝關節

平地 
30 101.3232 8.0218 1.4646 

.255 .174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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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膝關節在上坡跑步機角度變化 

 
＜圖五＞是踝關節在每秒一公尺的上坡跑步機的角度

變化，＜圖六＞是踝關節在每秒一公尺的平地跑步機

的角度變化，來探討坡度改變時，踝關節的蹠屈與背

曲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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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踝關節關節角度變化 

肆、結論與建議 
結果發現，發現跑步機在上坡及平地時，由於跑步機

提升的角度變化並無極大的差異，造成膝關節與踝關

節的角度變化並無顯著差異；。也許可以考慮以速度

與坡度的變化來討論下肢關節的速度變化與關節角度

變化性與受力的差異性，對於跑步機在不同坡度對於

下肢關節的受力可以作為更加的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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