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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討踝關節護具對跳躍單腳著地推蹬時下肢段之生物力學分析。方法：以六名健康成年男子 (年齡 28±3.46 歲、身高

172.25± 3.49 公分、體重 67.25±5.97 公斤) 作為研究對象。使用Mega Speed 25ks 高速攝影機（100Hz）及 AMTI 測力板（1000Hz）

各一台，以同步方法擷取跳躍單腳著地推蹬之動作。影片以 Kwon3D 動作分析軟體處理，經人體肢段參數（BSP）建置、直

接線性轉換（DLT）及量化取得運動學參數；測力板原始訊號透過 DasyLab6.0 分析軟體，經濾波、（電壓-力量）模組校正

得到原始三維反作用力及最大峰值出現時間，再經由運算獲得衝量及負荷率等動力學參數。將參數採用 SPSS for windows12.0

版處理，並以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α＝.05）進行統計分析。結果與討論：穿戴踝關節護具於跳躍單腳著地推蹬時在動力

學部分，前後分力、左右分力、垂直分力及最大峰值出現時間、著地負荷率、50ms 內被動衝量、最大峰值衝量皆未達顯著

差異（ｐ＞.05）；在運動學方面，踝關節背曲角度、膝關節屈曲角度皆未達顯著差異（ｐ＞.05）。結論：穿戴踝關節護具於

跳躍單腳著地推蹬時在動力學及運動學各參數皆未達顯著差異，雖然在過去研究中提到踝關節護具在靜態活動中具有提供較

好踝關節活動角度限制的功能，進而達到保護踝關節受傷的效果，但本研究結果證實穿戴踝關節護具無法提供踝關節在模擬

運動情境下跳躍單腳著地推蹬具保護效果。

關鍵詞：踝關節護具、跳躍著地、地面反作用力

壹、前言

一、問題背景

腳踝扭傷是最常見的運動傷害之一。在所有運動

傷害中有14％到17％是腳踝扭傷(Maehlum & Daljord,

1984) ；Mckay (2001) 研究指出45％的踝關節傷害大

都發生在著地的時候，可知著地是腳踝扭傷的重要因

子之一。而腳踝扭傷的因素很多從人體解剖構造上的

考量，包括有：踝關節過度鬆弛、小腿後面的肌群過

緊、外翻性的肌群功能不良及欠缺正常的踝關節本體

感覺。外在環境因素方面，包括穿著過緊或太鬆的鞋

子、腳部承受過大的衝擊力、運動場的地面不平整

(McConkey, 1987)。另外，在運動時，上半身繼續移

動，而腳踝仍然停留在原地作支撐、穩定作用的情況，

如足球的射球動作和跆拳道的抬腿攻擊動作；或是如

籃球爭奪籃板球和排球封網動作中，躍起著地時踩到

別人的腳等意外狀況，也是造成踝關節扭傷的眾多原

因之ㄧ。

因此，近年來不論是在一般休閒運動或職業競賽

場上，人們也開始使用各式各樣的踝部護具希望藉此

防止腳踝受傷。目前市面上較常使用的保護用具以黏

性貼布對踝關節的貼紮（Taping）、踝關節兩側垂直護

具（Active Ankle Air Stirrup）及綑綁式踝關節護具

（Lace-up Ankle Brace）等。而所有的踝關節護具其主

要的目的以防止踝關節的扭傷，但同時又要顧慮到不

會影響到運動表現。Hughes and Stetts (1983) 指出護

具的使用是以防止踝關節發生內翻的動作，希望透過

護具主動的限制踝關節的內翻動作，防止在運動時踝

關節超出它應有的活動範圍，進而減少受傷的機會。

Eils (2003) 研究中比較10種踝關節護具發現其預防跳

躍著地時踝關節扭傷的機制是限制踝關節著地時內翻

和外翻的角度，進而達到保護踝關節避免扭傷的功能。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有無穿戴踝關節護具對跳躍

單腳著地推蹬時之前後、左右及垂直分力最大峰值及

其發生時間、負荷率、50ms 內被動衝量、最大峰值衝

量、踝關節背曲角度及膝關節屈曲角度等生物力學之

分析。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六名 (年齡28±3.46歲、身高172.25± 3.49

公分、體重67.25±5.97公斤)，同時在實驗測試進行前

的三個月內不曾發生踝關節或下肢其他部位傷害的健

康成年男性為受試者，每位受試者分別接受赤足、穿

戴踝關節護具兩種實驗處理。本次實驗所穿戴踝關節

護具為LP廠牌所生產綑綁式踝關節護具（Lace-up

Ankle Brace），此護具在踝關節內外兩側附有U型可彎

曲金屬彈簧，可對踝關節產生「箍住」的效果，能在



類似籃、排、羽、橄欖球等頻繁跳躍、落地或快速移

位的運動中，對關節進行支撐並吸收部份的來自體重

與地面反作用力的衝擊；高韌度且透氣的材質在穿戴

時除能排除熱氣，也能配合鞋帶式的設計依個人需要

調整束縛強度，提升踝部傷害預防的防護。

受試者站立於36公分平台上，腳尖切齊平台前

緣，受試者聞預備口令時先將重心移至左腳，右腳往

前伸出約30公分距離，聞開始口令時，身體向前傾跳

下單腳著地落在測力板上，並隨即進行單腳向前推蹬

之動作。以Mega Speed 25ks高速攝影機（100Hz）沿

受試者矢狀面進行拍攝並結合AMTI測力板（1000Hz）

以同步方法擷取執行跳躍單腳著地推蹬之動作，影片

以Kwon3D動作分析軟體處理，經人體肢段參數（BSP）

建置、直接線性轉換（DLT）及量化取得；測力板原

始訊號透過DasyLab6.0分析軟體，經濾波、（電壓-力

量）模組校正得到原始三維反作用力及最大峰值出現

時間，再經由積分運算獲得衝量、負荷率等動力學參

數，並結合運動壆參數觀察來區分有無穿戴踝關節護

具對跳躍單腳著地推蹬動作之影響。參數採用

SPSS12.0統計軟體，以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進行統

計分析，顯著水準為（α＝.05）。

參、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欲探討有無穿戴踝關節護具對平台跳躍單

腳著地推蹬時下肢段之生物力學參數之變化。本章節

分成運動學與動力學兩部分加以討論。

一、 運動學部份

在（表 1）中可發現踝關節背曲角度、膝關節屈

曲角度及髖關節屈曲角度在有無穿戴踝關節護具進行

跳躍單腳著地推蹬動作，當著地後到垂直分力到達最

大值時各關節角度變化未達顯著差異，但從(表一)可

看出來有穿戴護具組較赤足組踝關節背曲角度來的較

小，這與黃廖值(1996)的研究指出踝關節不論未負重

時的被動踝關節活動度測量，或是在垂直跳著地時，

負重情況下的關節活動範圍，實施踝關節貼紮確實可

以限制踝關節活動範圍相符合；Gehlsen, Pearson, and

Bahamonnde (1991)對四種不同的踝部防護措施進行

研究，他們使用 Cybex 340 等速測試系統測量踝部蹠

屈及背屈作功能力及動態的關節活動度，結果發現部

分的預防策略對踝部蹠屈作功能力產生妨礙，而踝部

蹠屈能力下降將影響運動能力的表現。

二、動力學

本研究如（表二、三、四）發現有無穿戴踝關節護具

對跳躍單腳著地推蹬時地面反作用力在垂直、前後及

水平分力其最大峰值、最大峰值出現時間、負荷率、

衝量皆無達到顯著差異，本結果與黃廖值(1996)的研

究在赤足與貼紮組從平台跳下在最大垂直分力上皆無

達顯著差異的結果及 Lindsay et.相同。最大垂直分力

的改變：可能是因為護具影響著地時的接觸面積，同

時

限制踝關節的活動角度，利用較大的膝關節、髖關節

屈曲角度來減緩衝擊力(McNitt-Gray, 1993) ; 另一方

面護具可能使踝關節附近的肌群提早收縮，藉肌肉收

縮降低著地時的衝擊力 (Karlsson & Andreasson,

1993)。

在著地負荷率各分力皆未達顯著差異（ｐ

＞.05），而負荷率為著地過程中到達地面反作用力最

大值時之受力增加率，故負荷率越大代表在著地瞬間

受到越大的力量；50ms 內被動衝量各分力皆未達顯著

差異（ｐ＞.05），而先前的研究指出著地後約 50-70ms

下肢骨骼肌肉才會開始活動幫助吸收著地時所受到之

衝擊力 (Nigg, 1985) 。另外，衝量為地面反作力與時

間積分之值，其數值越大代表於相似的時間內承受較

大的能量也較可能受傷。

綜觀以上動力學參數在踝部護具介入後並未達顯著差

異，可能是因為穿戴踝部護具之後限制踝關節矢狀面

表一 平台跳躍單腳著地推蹬時下肢段關節運動學參數摘要表

赤足 護具 F 值

踝關節背曲角度(度) 34.828 ± 5.37 32.068 ± 4.42 4.143

膝關節屈曲角度（度） 28.442 ± 5.535 28.680 ± 7.175 .045

髖關節屈曲角度（度） 12.777 ± 4.479 12.664 ± 5.539 .009

*P<.05



活動度，造成踝部蹠屈作功能力產生妨礙，而踝部蹠

屈能力下降將影響運動能力的表現，而本次的實驗對

於受試者在著地後推蹬後的距離並無量測，故在往後

的研究可加入此運動表現參數，將對踝關節是否影響

運動表現提供證據。

肆、結論與建議

穿戴踝關節護具（Lace-up Ankle Brace）對於跳躍

單腳著地推蹬時下肢段之生物力學參數發現有無穿戴

護具皆無達顯著差異，但在踝關節矢狀面活動角度護

具組受到限制，但由於本研究為從受試者矢狀面拍攝

影片，無法探討到踝關節冠狀面角度的變化，故無法

支持穿戴護具對跳躍單腳著地推蹬時具保護踝關節避

免扭傷的假設，在未來踝關節護具的研究中，筆者建

議可利用計算出著地時踝關節肌肉力矩來判斷護具介

入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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