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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攀岩運動在世界與台灣的日益普及，因此攀

岩的運動傷害問題也得到重視。本研究在受試著

身上黏貼十八個反光球配合以十台 Vicon T40，

讓受試者在岩點加裝壓力感測器的自製攀岩牆

上進行攀爬，將其運動學與壓力感測器量所測到

的作用力輸入 AnyBody 軟體，以剛體模型計算分

析攀爬時上肢肩關節之受力。結果發現，肩關節

的瞬時最大垂直受力必受測者體重略小，主要集

中在接近外展/內收與方向，屈曲/伸展方向受力

稍小，軸向方向受力最小，由實數值可以看出受

測者對施力作用的分配，因此在從事攀岩運動

時，若以上肢為主要施力點攀爬，容易造成肩關

節傷害的發生，需有專人指導才能安全運動。 

 
關鍵詞：攀岩運動、肩關節受力、運動傷害 

 
Abstract 
Rock-climbing has become a worldwide sport and 
so in Taiwan, thus the injury problems for climbers 
have been taken seriously. In this study, we applied 
the data into AnyBody software to evaluate the joint 

force of shoulder joint by using rigid-body theory. 
Vicon T40 motion system and the self-designed 
climbing wall equipped with load cells were used to 
record the forces and kinematic dat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nterior/posterior and medial/lateral 
components of joint force of shoulder joint were 
large. It would be better to have an instructor for 

decreasing the risk of upper shoulder injury during 
climbing. 

 
Keywords: Rock-Climbing Exercise, Shoulder 

Joint Loading, Sport Injury 
 
二、緣由與目的 

 

攀岩運動是一項世界各地區都日益普及的

運動，而從事室內攀岩運動的人特別容易因為不

當使用而導致急性損傷或是慢性疲勞性損傷。

Jones, Asghar 和 Llewellyn(2008)為了要確定攀

岩受傷的比率與性質，以及有關傷害發生的因

素。採用縱向研究。統計英國五個室外和 6 個室

內攀岩場地。參與者共 201 位攀岩愛好者（男性

163 位，女性 38 位），年齡 16-62 歲。結果發現，

在過去 12 個月，共造成 275 名不同解剖受傷。

21 位登山者（10％）有持續的嚴重受傷，結果從

事攀岩的運動，67 位（33％）有慢性疲勞性損傷，

57（28％）有急性損傷所造成的無法持續攀岩運

動。 

肩關節在攀岩過程中，絕大部分的路徑是向

上前進的，這也迫使攀岩選手的手臂必頇往上高

舉過頭，肩關節在這角度下關節腔的空間受擠

壓，也使得頇要通過肩關節的肌肉、肌腱、神經

甚至血管受到壓迫與摩擦，並且在需要引體向上

時，肩關節的各組織需要承受身體的重量，導致

在過度使用下與急性傷害的發生（Jones et al., 

2008）。常見的肩關節傷害如包括：旋轉肌腱炎、

肩部滑囊炎和肱二頭肌腱炎（劉以德，2002）。

上述在攀岩運動中常見的肩關節傷害，在治療上

以受傷程度的不同來決定治療的類型，但是多數

造成這類傷害的因素還是過度使用與急性的傷

害，所以治療方法除非傷害的程度需要以手術治

療外，目前都以保守物理治療為主，疼痛期間需

要避免引起疼痛的動作下讓肩部有適當的休息

（蔡燿鴻，2001），並以物理治療儀器如經皮神

經電刺激、超音波等或是進行急性期的運動物理

治療來達到減緩疼痛與發炎現象的減輕，發炎情

況較趨緩穩定後循序漸進的進行被動或是主動

的關節活動與牽張運動，並且提升肩部肌群的肌

力強化與穩定的運動治療，如肩關節的外旋動作

來訓練棘下肌與小圓肌的肌肉力量，內旋動作則

是訓練肩胛下肌，而棘上肌則是肩關節在做外展

動作時可以訓練到(Helen J. hislop., & Jacqu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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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gomery, 1995)。 

本研究利用壓力感測器配合三維動作捕捉

系統，觀察並分析在攀岩者自由攀爬時的可能造

成傷害的因素。以此希望藉由本實驗結果可以提

供使用攀岩運動族群一項運動參考指標。 

 
三、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方法：受試者為一位 24 歲且

於一年內無骨骼肌肉系統方面重大病史之男

性。實驗以自製室內攀岩架，共有八個岩點。並

在攀爬的岩點上加裝壓力感測器，藉此量測受試

者在攀岩時手部的作用力，實驗前，以六種不同

重量對於壓力感測器進行校正，得到迴歸公式後

將電壓值轉換成公斤重，實驗進行時以力量感測

器配合自製握把，如圖一。同時，在受試著身上

黏貼 21 個反光球(左右前額、枕骨、左右肩峰、

左右肱骨外上髁、左右橈骨骨突、左右尺骨骨

突、左右手中指始端、左右手中指末端、第七頸

椎棘突、胸骨凹口、左右側髂骨前上棘、薦骨與

左右髂骨上棘之間，共二十一處)，配合十台 Vicon 

T40 (T40, Vicon Motion System Ltd., UK)以 50Hz

紀錄其運動學資料。實驗前先讓受試者熱身活動

關節，量測開始時，讓受試者自由攀爬，但必頇

攀爬到雙手接碰觸最上側之研究才算完成。 

 

 

圖一、岩點加裝壓力感測器 

 

 

圖二、實驗資料收集 

 

(二)資料處理：將壓力感測器量測到的電壓

值利用Matlab (Ver. 7.1, The MathWorks Inc., USA)

電腦語言撰寫程式，將資料進行濾波處理，再將

其 力 量 資 料匯 入 模 擬軟 體 AnyBody (4.0, 

AnyBody Technology, Alaborg, Denmark)所發布

Repository 7.1 內的 free posture model。運動學資

料經由 Motion 攝影機拍攝之後，將資料轉存載

入至 AnyBody 系統，並利用各肢段之標記點驅動

AnyBody 模型，如圖三。確認運動學資料無誤之

後，將八個加裝壓力感測器的岩點量測之垂直像

力量以及壓力中心參數載入 AnyBody 系統中，並

確認進行初步的逆動力學分析資料無誤。透過

AnyBody 系統進行逆動力學分析後，可獲得運動

學、動力學以及肌肉相關參數。 

 

 

圖三、以 AnyBody 分析肩關節受力 

 
四、結果與討論 

 
將 AnyBody 所得到的關節受力結果由

Matlab 做資料處理與繪圖如圖四、圖五，再利用

電腦程式判斷肩關節的三軸向瞬時最大關節受

力，如表一。結果發現，肩關節的瞬時最大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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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力必受測者體重略小，主要集中在接近外展/

內收與方向，屈曲/伸展方向受力稍小，軸向方向

受力最小，由實數值可以看出受測者對施力作用

的分配，可以了解攀岩運動中，肩關節的負荷相

當大。 

 

 

圖四、攀爬時右手肩關節之三軸向受力

 

圖五、攀爬時左手肩關節之三軸向受力 

 

表一、肩關節瞬時最大受力 

 肩關節 

外展/內收 

肩關節 

屈曲/伸展 

肩關節 

外轉/內轉 

右手 57.17 49.24 16.81 

左手 67.09 52.59 33.48 

單位：公斤重 

 
五、結論 

 
現在從過去的研究發現，攀岩運動的傷害是

以手指為最頻繁受傷的部位，近期開始，也有研

究發現肘關節與肩關節的過度使用造成的傷

害，比起手指的挫傷等更為嚴重，而這樣的研究

不易從人體量測，藉由模擬軟體計算分析，也是

近年來的趨勢。本研究之結果可發現肩關節承受

的受力的確比起腕、肘關節來的大，尤其當攀岩

初學者不適應用腳踩踏岩點的方式，往往造成上

肢過度的施力，若配合初學者不正確的動作，可

能就會提高肩關節傷害的風險。因此特別必頇注

意攀岩前充足的肩關節熱身，以及需經由專業教

練的指導再進行攀岩活動會更安全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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