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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探討不同膝關節角度（90、110、130、150 度）於震動刺激時，比較不同膝關節角度間的傳遞比差異，希望能找出對頭部震

動量最小的站立姿勢。研究方法使用加速規測量加速度並經過 RMS 處理後計算震動傳遞比，資料統計使用單因子重複量數變異數

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在膝關節屈蹲 150 度時頭部傳遞比最大，減震效益最差，而 90 度屈蹲的減震效益與 130 度相近似。本文建議

接受震動刺激訓練時，膝關節角度在 110 至 130 度之間是有較佳的減震效益，以避免對頭部造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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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震動訓練刺激已行之有年，有效利用震動訓練增強運動

員於賽場上的表現之外，我們仍需注意震動訓練所帶來

的副作用。當震動刺激的頻率與人體本身之自然頻率同

步時，會在人體結構內震盪，形成共振，造成潛在性的

破壞應力（莊榮仁，2008）。當達到共振頻率時，若不試

著調整姿勢減緩震動的強度，我們本身便會持續感受到

不舒服。頭部過度震動會對身體健康造成負面影響是眾

所皆知的，因全身式震動訓練的震動源皆是從身體腳底

傳入身體，故下肢扮演傳導震動刺激與減震的角色。根

據莊榮仁與相子元（2008）的研究，在全身式的震動訓

練中，主要是膝關節發揮了一個類似彈簧或是阻尼

（damping）的效果而達到減震，也有學者把此現象稱做

下肢勁度或是肌肉、關節勁度。由於我們人體下肢有這

種調節減緩震動的能力，使頭部避免遭受到過強的震動

刺激，達到減震的效益。目前在國內仍沒有研究確切指

出在震動訓練時，同樣的震動頻率、不同的膝關節屈蹲

角度，對於頭部加速度是否有顯著影響，在減震的效果

上是否會有差異。所以本文目標在於全身式震動刺激時，

比較不同的膝關節屈蹲角度（90、110、130、150），哪

個角度在減震的效益上是比較突出的，提供教練與運動

員在震動訓練上的參考，以期能夠降低震動刺激對頭部

的影響。

二、研究方法
總計招募 16 名受試者做為研究對象，身高 171.7±5.3 公

分、體重 65.8±7.9 公斤、年齡 20.3±1.1 歲，全部為男性。

震動刺激頻率 30Hz、振幅 0.55mm。膝關節角度的測量

方法為使用市售之關節角度尺，中心點對準膝關節外側

旋轉中心、近端對準股骨大轉子、遠端對準腓骨外踝。

加速度的測量使用 Dactron Photon II 頻譜分析儀，配上 4

顆單軸加速規，分別固定於震動台、受試者右腿膝蓋外

側旋轉中心、腰部後側第 5 腰椎、頭部，其中頭部的測

量是使加速規固定在冰棒棍子的一端上讓受試者咬住中

間段，以避免直接裝置在臉部皮膚上而產生的雜訊。加

速度經過均方根（RMS）的處理後再計算成傳遞比（身

體部位的值除以震動平台的值）。統計方法使用單因子重

複量數變異數分析。受試者採隨機抽籤的方式決定 4 種

角度的測試順序（已事先進行受試者組內平衡次序法），

並每個角度重覆進行 3 次取其平均值。震動刺激時間為 1

分鐘，每次測試的間隔為 5 分鐘以避免震動的殘留效應。

圖一 90 度屈蹲 圖二 110 度屈蹲

圖三 130 度屈蹲 圖四 150 度屈蹲

三、結果與討論
表一 不同膝關節角度站立時膝關節傳遞比之單因子重複量數變異數分
析表
變異來源 SV 離均差平方和 SS 自由度

df
均方MS F

受試者間 8.355 15 .557
受試者內 6.628 48

處理效果 2.062 3 .687 6.775***
殘差 4.566 45 .101

全體 14.983 63
***p<.001

表二 不同膝關節角度站立時腰部傳遞比之單因子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
表



變異來源
SV

離均差平方和
SS

自由度
df

均方
MS

F

受試者間 .607 15 .040
受試者內 .584 48

處理效果 .047 3 .016 1.323
殘差 .537 45 .012

全體 1.191 63
***p<.001

表三 不同膝關節角度站立時頭部傳遞比之單因子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
表
變異來源 SV 離均差平方和 SS 自由度

df
均方
MS

F

受試者間 .170 15 .011
受試者內 2.193 48

處理效果 1.635 3 .545 43.933***
殘差 0.558 45 .012

全體 2.363 63
***p<.001

由表一可得知膝關節傳遞比在 4 種角度間達到顯著差異

（p<.001），經過事後比較發現 90 度顯著大於 130 度與

150 度，110 度顯著大於 130 度。由表三可得知頭部傳遞

比也達到顯著差異，經過事後比較 110 度顯著小於 90 度

130 度，另外 90 度 110 度 130 度皆顯著小於 150 度。而

腰部傳遞比則是沒有達到顯著差異。

圖五 不同膝關節角度站立時之膝關節傳遞比

圖六 不同膝關節角度站立時之腰部傳遞比

圖七 不同膝關節角度站立時之頭部傳遞比

由圖五、六、七可得知膝關節傳遞比最大值落在膝關節

90 度，原因可能是受試者努力於 90 度的屈蹲，使膝關節

周圍肌肉產生張力，關節勁度上升，無法減緩震動傳遞

到膝蓋。腰部傳遞比的最大值在 150 度時出現，原因可

能是下肢關節沒有減緩震動，讓震動直接傳達至腰部第 5

腰椎。頭部傳遞比在 110 度時有最小值，原因可能是下

肢關節充分發揮阻尼的效果使震動傳遞變小；人體之大

部分重要生理器官都位置於上半身，上半身普遍來講減

震的效益是比較差的（莊榮仁，2008），所以在 150 度時

頭部傳遞比有最大值，原因同樣可能是震動沒有被下肢

關節減緩，使其經過腰部直接傳遞到頭部。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建議震動訓練時，站立姿勢的膝關節角度應保持

在 110 度到 130 度之間。如果膝關節呈現 90 度站立，受

試者必須付出更大的自我努力，造成關節勁度上升、下

肢肌群緊張，但是減震的效果卻是與 130 度差不多的。

如果呈現 150 度，頭部傳遞比相對其他角度較大，震動

傳遞到頭部的量變大，接受震動刺激者普遍會感受到不

舒服，甚至會有潛在性傷害發生的危險。

本研究在震動刺激途中無法完全確保受試者一定維持在

精準的關節角度，考量到過度肌肉緊張地維持姿勢反而

會影響加速度的數據收取，所以本研究在實驗控制上允

許受試者姿勢微調，但不超過訂定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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