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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在探討步行後足跟墊軟組織其力學性質隨時間恢復的機制。本研究為年齡 20 歲至 30 歲的 18 位男性及 13 位女性，

身體質量指數介於 18.5 至 24.2 之間，分為男性及女性兩組，步行 30 分鐘後、休息 5、10、15 及 20 分鐘六種狀況，收集足

跟墊軟組織厚度、壓縮指數、勁度、彈性係數、能量耗散比率、彈性與黏滯係數比率及黏滯係數的變化。結果顯示足跟墊

軟組織方面，男性會有較大的卸載厚度、末端線性區 40%體重點的勁度、彈性係數以及黏滯係數。而受步行及休息時間因

素影響方面，在步行 30 分鐘後有厚度變薄、壓縮指數減少、真實彈性係數減少、能量耗散比率減少、黏滯係數減少、彈性

與黏滯係數比率增加，休息 10 分鐘恢復 50%步行後變化的程度，休息 20 分鐘恢復至步行前的表現。

關鍵詞：足跟墊軟組織、超音波影像、力學性質

壹、前言

足跟墊軟組織重要的力學性質是由於他本身獨

特的解剖構造，神經、血管、纖維組織、彈性組織

及脂肪組織所構成的複合性結構層層相互影響才能

表現出其獨特之回彈性﹙resilience﹚。因此究竟足跟

墊軟組織如何達到減震、吸震及其所表現出來的力

學性質是被矚目的重點。因此許多文獻針對個體因

素影響足跟墊軟組織受力及卸載時恢復原先狀態的

表現，並指出這些性質可能會隨受測者的年紀、性

別、身體質量指數、足跟疼痛症候群或是糖尿病、

類風濕性關節炎等系統性疾病這些因素而改變。

本實驗首先將針對性別對足跟墊軟組織的力學

性質之影響進行探討，並進一步探討性別對足跟墊

軟組織力學性質之恢復性的影響。若能了解時間因

素及性別因素對於人體足跟墊軟力學性質之恢復性

的影響，將對足跟墊軟組織作用的機制有更清楚的

認知，進一步能提供臨床上治療足跟墊軟組織相關

問題時有更多的參考依據。

貳、研究方法

本實驗的研究對象主要為年齡 20 歲至 30 歲，

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介於 18.5 至

24.2 之間的年輕學子。依性別分為男性及女性兩

組，並排除以下條件：1. 有先天及後天性神經、肌

肉、骨骼系統疾病。2. 患有系統性疾病，如糖尿

病、類風濕性關節炎。3. 中重度下肢變形或曾遭受

重大外傷或下肢手術等。4. 受測者最近三月內有足

踝扭傷或急性關節發炎。5. 受測者最近三月內於足

跟施打類固醇。本實驗主要是量測足跟墊軟組織在

受力時其組織厚度的變化情形。受測者前足蹠骨位

置利用魔鬼粘固定於實驗平台上，而後足足跟墊軟

組織位置下方之實驗平台部分開了一個洞用來放置

透明壓克力壓痕器﹙plexiglas indenter﹚，壓痕器上

方與足底接觸面積大小與超音波探頭之大小一致

﹙6.37 cm2﹚，以傳導足跟之作用力於夾具上，而不

會直接壓迫超音波探頭而造成探頭偏移或受損。壓

痕器下測試前讓受測者平躺 15 至 20 分鐘，接著請

受測者站在實驗平台上，受測足跟位於壓痕器上

方，以量測足跟墊軟組織的矢狀切面影像，而此切

面為沿著受測者的足跟中點與第二腳趾的足軸連

線。前足固定於實驗平台上，然後請受測者依節拍

器之固定的頻率﹙1 Hz﹚使受測足跟交替抬離約 5

公分並踩踏於壓痕器上，此步驟以超音波及荷重元

儲存足跟墊軟組織連續 6 秒的厚度及受力變化。接

著請受測者以固定步速﹙4 km / hour﹚赤腳行走於跑

步機上 30 分鐘後依上述步驟測量足跟墊軟組織，然

後休息 5 分鐘、10 分鐘、15 分鐘及 20 分鐘後再量

測一次。以所測得之參數繪出受力-位移圖，並進而

推導出下列力學性質來表示足跟墊軟組織的特性：

1. 足跟墊軟組織厚度﹙thickness, T﹚：厚度之量測定

義為從跟骨粗隆內側突起的下方至皮膚邊緣之距

離。2. 壓縮指數﹙compressibility index, CI﹚：負載厚



度與卸載厚度之比值。 3. 勁度﹙stiffness, S﹚：受力

除以位移量，表示足跟墊軟組織受力時抵抗變形的

抵抗力。4. 彈性係數﹙elastic modulus, E﹚：受力除

以接觸面積得到應力，並除以應變。值越大表示足

跟墊軟組織在受力時越不易形變。5. 能量耗散比率

﹙energy dissipation ratio, EDR﹚此值越大表示足跟墊

軟組織吸收衝量的能力越佳。6. 彈性與黏滯係數比

率﹙ratio of elastic modulus and viscosity, λ﹚及黏滯係

數﹙viscosity, η﹚：λ 值為彈性與黏滯係數比率，

值越大表示彈性係數越大，越接近彈性體的意思。

參、結果與討論

參與本實驗的受測者共 31 位，男性 18 位，女

性 13 位，結果如表 1 所示，兩組間除年紀外，其餘

身 高 、 體 重 及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均 有 顯 著 差 異

﹙p<0.01﹚。

表 1 受測者基本資料

結果如表 2 顯示足跟墊軟組織方面，男性會有

較大的卸載厚度(男 18.6mm；女 16.1mm)、末端線性

區 40%體重點的勁度(男 162.6 N/mm；女 103.1

N/mm)、彈性係數(男 730.2 KPa；女 487.4 KPa)以及

黏滯係數(男 201.5 KPa*s；女 124.9 KPa*s)等參數。

表 2 不同性別之足跟墊軟組織參數

而受步行及休息時間因素影響方面，結果如表

3 及圖 2 所示，在步行 30 分鐘後會有厚度變薄(男

5.1%；女 8.0%)、壓縮指數減少(男 5.1%；女 8.0%)、

真實彈性係數減少(男 6.0%；女 8.0%)、能量耗散比

率減少(男 18.0%；女 21.6%)、黏滯係數減少(男

27.9%；女 23.1%)、彈性與黏滯係數比率增加(男

22.6%；女 15.1%)，休息 10 分鐘恢復了 50%步行後

變化的程度，休息 20 分鐘恢復至步行前的表現。

表 3 足跟墊軟組織隨時間變化比率

肆、結論與建議

年輕男性在身高、體重、身體質量指數等體格上的

參數皆會較年輕女性高大。而在足跟墊軟組織力學

特性方面，年輕男性的卸載厚度、負載及卸載曲線

末端線性區 40%體重點的勁度、及彈性係數及黏滯

係數等參數會較女性來的大。而受步行及休息時間

因素影響的力學特性方面，厚度、壓

圖 2 足跟墊軟組織整體於各量測情況下的受力-位移

曲線(A)步行前(B)(步行後)(C)休息 5 分鐘(D)休息 10

分鐘(E)休息 15 分鐘(F)休息 20 分鐘

縮指數、彈性係數、能量耗散比率、彈性與黏滯係

數比率以及黏滯係數等參數皆會受時間因素影響而

變化，主要在步行 30 分鐘後會有厚度變薄、壓縮指

數、彈性係數、能量耗散比率及黏滯係數減少、彈

性與黏滯係數比率增加。大約休息 10 分鐘會恢復

50%的程度，在休息 20 分鐘後可以完全恢復至近似

步行前的表現。而男性及女性在部分參數之恢復性

有不同之影響，彈性係數及能量耗散比率大致來說

女性步行後變化及恢復的程度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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