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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為比較大專甲乙組投手於投

擲動作過程中之關節力矩差異，並以生物力學角

度來探討臨床上常見的投手下肢傷害機制。本研

究以大專甲乙組投手為研究對象，使用 Vicon 動
作分析系統以及測力板以逆動力學方式計算支

撐腳及前導腳的下肢關節力矩，使用獨立樣本 t 
檢定分析甲乙組的差異。在最大關節力矩甲組與

乙組有顯著差異的部分，甲組明顯小於乙組。投

擲過程中最大關節力矩出現的時期看來，支撐腳

及前導腳結果並不相同。從運動傷害的角度而

言，乙組在前導腳的最大膝、髖關節伸展力矩高

於甲組，表示在後擺後期至減速期，乙組肌肉或

肌腱受傷的風險可能較甲組投手大。 
 

關鍵詞：投擲動作、關節力矩、運動傷害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kinetics analysis of the lower extremities during 
baseball pitching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t 
competition level, and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injury mechanics of baseball pitching. Fifteen 
collegiate baseball pitcher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VICON 612 motion analysis system was used to 
record the trajectories of markers. Ground reaction 
forces and moments of the supporting and leading 
legs were recorded by AMTI force plate. The joint 
moment of the lower limbs were computed with 
inverse dynamic metho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divisions was tested using 
an independent t test. The pitchers in the second 
division had significantly greater extensor moment 
in the knee and hip joints in the leading leg than the 
first division’s. It was indicated that the second 
division pitchers might have higher risk of the 
muscle or tendon strain than the first division 
pit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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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在棒球比賽中，投手對比賽勝負占有 60-75 
% 的影響力[1]，在要求投手具備良好的投擲表

現及技巧外，降低投手受傷的風險也成為大家所

重視的議題之一。由於投擲過程中，肢體動作急

速地加速及減速，容易導致下肢肌群發生拉傷 
(strain)的情形，以及對肌腱造成慢性傷害或因過

度使用 (overuse) 而引發運動傷害[2]。 
許多文獻亦著重探討投擲過程投擲臂肩關

節承受的負荷與肘關節承受的負荷[3,4]。然而，

投擲過程中下肢承受的負荷多寡卻鮮少文獻明

確指出。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是，藉由比較大

專甲乙組投手於投擲過程中之關節力矩差異，並

以生物力學角度來探討臨床上常見的投手下肢

傷害機制。 
 

三、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以慣用投擲臂皆為右側的 9 位平均

球齡為 11 年的大專甲組投手（19.7±1.72 歲；

180.9±4.3 公分；83.±1 公斤）與 6 位平均球齡

為 7 年的大專乙組投手（22.3±2.3 歲；174.3±6.1
公分；67.0±49 公斤）為研究對象，而且過去一

年內下肢沒有動過外科手術和任何可能影響投

擲能力之因素。21 顆反光球標記貼於下肢段，以

及一顆貼有反光標誌的比賽專用壘球，由VICON 612
動作分析系統 (VICON motion analysis system, 
Oxoford Metrics Limited., UK) 6 台紅光攝影機(頻
率 250Hz)偵測反攻標誌在空間中的三維軌跡。利

用AMTI三維測力板系統（AMTI force plate, Type 
OR6-7-1000, Watertown, MA, USA; 頻率 1000Hz
擷取投擲過程中的地面反作用力量。 

受試者盡全力投擲快速直球，將球投入本研

究所設定的好球帶 (strike zone) 當中。投擲分期



以運動學資料為依據分成準備期、後擺前期、後

擺後期、加速期及減速期。支撐腳及前導腳的關

節力矩是由運動學參數進一步以逆動力學的方

式 (Inverse dynamics) 計算取得。以獨立樣本 t 
考驗來檢測大專甲乙組投手間下肢的關節力矩

和球速是否有差異，並將統計顯著水準訂為 
α=0.05。 

 
四、結果 

 
從投擲過程中，支撐腳關節力矩最大值發生

的時期(表 1)可以發現，最大關節力矩集中發生於

後擺前期，表示投擲過程支撐腳肌肉主要作用於

後擺前期。前導腳關節力矩最大值發生的時期(表
2)可以發現，最大關節力矩集中發生在減速期，

表示投擲過程前導腳肌肉主要作用於減速期。投

擲過程中，主要關節力矩最大值甲乙組達顯著差

異(p<.05)為前導腳的膝、髖關節的伸展力矩，甲

組個別為 1.6±0.5 Nm/kg 及 1.1±0.5 Nm/kg，而乙

組個別為 2.1± 0.2Nm/kg 及 1.7±0.5 Nm/kg。在球

速方面，甲乙組並無達顯著差異(p>0.05)，甲組

球速為 90.1±19.0km/hr，乙組為 81.3±5.4km/hrm。 

表 1：支撐腳關節之最大力矩(N-m/kg) 

力矩 甲組 乙組 p 值 出現時期 
踝關節蹠屈 1.4± 0.2 1.6± 0.4 0.23 後擺前期 
膝關節伸展 0.6±0.6 1.2± 0.6 0.55 後擺前期 
髖關節內收 1.5± 0.5 1.7± 0.2 0.21 後擺後期 
*t-test, p<0.05 
 

表 2：前導腳之最大關節力矩(N-m/kg) 
力矩 甲組 乙組 p 值 出現時期

踝關節蹠屈 0.8±0.3 1.2±0.4 0.11 減速期 
膝關節伸展 1.6±0.5 2.1± 0.2 0.04* 後擺後期

髖關節伸展 1.1±0.5 1.7± 0.5 0.04* 減速期 

髖關節外展 1.8±0.6 1.6± 0.7 0.43 減速期 
*t-test, p<0.05 

 
五、討論 

 
支撐腳及前導腳的主要作用肌群，甲乙組皆

以踝關節蹠屈肌與膝關節伸肌為主要作用肌

群，在前導腳的髖關節，甲乙組主要作用肌群為

伸肌和外展肌，但在支撐腳的髖關節，甲乙組主

要作用肌群為內收肌群。甲乙組之間有顯著差異

的最大關節力矩，皆為乙組大於甲組，顯示乙組

肌肉對投擲動作的作用較甲組大。 
過去研究指出投手下肢的運動傷害，在髖關

節發生肌肉拉傷的機率較膝關節及踝關節大

[2]。本研究支撐腳髖內收肌群主要作用於後擺前

期後段至後擺後期前段(表 1)。投擲過程中，支撐

腳的髖內收肌群來推進身體，此時身體若急速地

產生外展的動作，容易造成內收肌群拉傷[2]。髖

內收肌群在開放鏈動作中，主要扮演內收大腿的

角色，而在閉鎖鏈的動作中，主要扮演穩定髖關

節的角色，當內收肌群的肌力相對外展肌群的肌

力小於 80%時，內收肌群發生拉傷的比例會較高

[5]。乙組肌肉對投擲的作用較甲組大，然而兩組

在球速上並無顯著差異。所以在相似的投球表

現，甲組能有效率使肌肉收縮產生力量的輸出，

也表示在後擺後期至減速期，乙組肌肉或肌腱受

傷的風險可能較甲組投手大。所以為了降低投手

肌群受傷的風險，肌力均衡訓練對於投手尤其乙

組層級是非常重要。 
 

六、參考文獻 
 
[1]. Kindall J (1993) Sport Illustrated Baseball: 

Play the winning way, MD: Sport Illustrated 
Books. 

[2]. Andrew JR, Zarins B, and Wilk KE (1998) 
Injuries in baseball,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Raven. 

[3]. Sabick MB, Torry MR, Lawton RL and 
Hawkins RJ (2004) J Shoulder Elbow Surg, 
13(3): 349-55. 

[4]. Werner SL, Gill TJ, Murray TA, Cook T D and 
Hawkins RJ (2001) Am J Sports Med, 29(3): 
354-358. 

[5]. Tyler TF and Slattery AA (2010) Clin Sports 
Med, 29(1): 107-26. 

 
七、致謝 

 
本研究承蒙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NSC96-2413-H-028-004) 以及國立臺灣體育學

院研究計畫補助 (96D6001)。 
 


	大專棒球投手之下肢關節力矩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