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同著地技術之運動學與地面反作用力特性 
KINEMATICS and GRF CHARACTERISTICS of DROP LANDING 

between DIFFERENT LANDING TECHNIQUES 
黃柏嘉 Po-Chia Huang1 李雯瑜 Wen-Yu Li1 李禹靜 Yu-Ching Li1 張木山 Mu-San Chang2  

王令儀 Li-I Wang1 孫苑梅 Yuan-Mei Sun1 
1國立東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Kinesiolog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2慈濟大學 Center of Physical Education, Tzu Chi University 

 
一、中英文摘要 
 

本研究欲透過高台著地動作探討排球運動

中常見的兩種著地策略在下肢負荷上的差異，期

望作為日後預防運動傷害之參考。以 10 名大專

特優級排球隊選手為受試對象。由一塊測力板與

一台高速攝影機擷取著地階段之資料。每位受試

者分別進行 40 公分高台下落後雙腳同時著地與

雙腳不同時著地之動作測試。資料分析利用

Kwon3D 動作分析軟體與 KwonGRF 地面反作用

力軟體。以相依樣本 t-test 檢驗兩種著地動作間

是否有差異，統計顯著水準訂為 α＝0.05。本研

究結果發現，相較於雙腳同時著地，單腳著地動

作觸地瞬間髖與膝關節角度較大，觸地瞬間髖與

膝關節屈曲角速度較小，著地期間髖關節最大屈

曲角度值較大，以及著地期間垂直地面反作用力

第一峰值較大。故本研究推論，雙腳不同時著地

與雙腳同時著地兩動作，在著地期間下肢動作之

運動學特性不同，此差異使得雙腳不同時著地動

作有較大的下肢傷害風險。 
 

關鍵詞：關節角度、關節角速度、下肢負荷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compare lower extremity 
loading during the landing of two drop landing 
movements in order to further examine the risk of 
injuries. Ten elite male volleyball players were 
recruited to perform two drop landing tasks, two 
legs landing synchronized and two legs landing 
with a sequence, from drop height of 40 cm. A 
force plate and a high speed camera were used to 
record the data of landing phase. The data were 
processed by Kwon3D and KwonGRF software to 
obtain the kinematical and kinetics parameters 
required for this analysis. All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repeated measures t-test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test variable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two drop landing tasks. The 
significance level was set at α=0.05. As our results 
show, two legs landing with a sequence during drop 
landing had a greater hip and knee joint angle at 

initial foot contact with ground, a smaller hip and 
knee flexion angle at initial foot contact with 
ground, greater hip angle of maximum flexion 
during landing, and greater first peak value of 
vertical GRF, Compared to two legs landing 
synchronized.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lower 
extremity injuries are more likely to occur during 
the drop landing task with two legs landing with a 
sequence than two legs landing synchronized.  

 
Keywords: Joint Angle, Joint Anger velocity, 
Lower extremity Loading  
 
二、緣由與目的 
 

運動傷害為近年來相當熱門的研究議題，如

何做好事先的防護工作，降低運動傷害的發生，

即所謂「預防重於治療」。人因受地心引力作用，

當進行各種活動時常與著地動作有密切的關

係，例如：走路、跑步、上下階梯等日常活動，

或籃球、排球、羽球、體操、有氧舞蹈等休閒與

競技運動（楊明智、江金裕，2007）。人體從高

處落下時，身體的位能將會轉變為動能，使人體

產生向下的加速度，形成速度（張英智、黃長福、

趙國斌，1994），此速度促使人體與地面接觸的

瞬間產生一衝擊力量作用於下肢，且當高度越

高，下肢所需承受的衝擊力量就越大，而此著地

的衝擊力量，對下肢肌肉骨骼系統，必會有一定

程度的影響（McNitt-Gray, 1991），故生物力學研

究常藉由著地的生物力學特性進行下肢負荷之

探討。 
而著地之負荷受著地期間下肢之運動學特

性影響。Decker 等 (2003) 和 Yu 等 (2006) 研
究指出，觸地瞬間較挺直的髖與膝關節動作會增

大著地撞擊力量。而 Devita 與 Skelly (1992)、
McNitt-Gray (1993) 和 Zatsiorsky 與 Prilutsky 
(1987) 認為，增大著地期間髖與膝關節的屈曲角

位移可降低著地撞擊力量與負荷率。Yu 等 (2006) 
指出，增大觸地瞬間髖與膝關節的角速度可降地

著地期的最大地面反作用。而隨著運動項目或運

動過程的不同，人體會採用多種不同的方式或型

態進行著地，此應會形成不同的著地運動學特性



與下肢負荷。林芳英（2002）研究便發現排球扣

球單腳著地時，因下肢必須承受地面反作用力的

衝擊和本身重量，與雙腳著地相較之下，較易對

膝關節造成損傷。Wang, Gu, Chen, 與 Chang 
(2010) 亦發現，在排球即停跳動作中踏併跳較併

腿跳會形成較大的下肢負荷。由此，本研究欲透

過高台著地動作，探討雙腳同時著地與雙腳不同

時著地，此兩種排球運動中常見的著地策略在下

肢負荷上的差異，期望能於著地策略對下肢負荷

之影響有更清楚的了解，以作為日後預防運動傷

害之參考。 
 

三、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以 10 名大專特優級排球隊選手為受

試對象，基本資料如表一所示。以一塊 AMTI 三
軸測力板 (600 Hz) 與一台架設於受試者正左側

方之 MegaSpeed 高速攝影機 (120 Hz) 擷取著地

階段之資料。受試者各肢段之摽示點依照 
Dempster 人體肢段參數之定義 (Winter, 2005)黏
貼於左腳腳指、左腳踝關節、左腳膝關節、左腳

大轉子、左肩肩峰。 
 

表一  受試者基本資料表 ( M±SD) 
身高（公分） 體重（公斤） 年齡（歲） 
184.40±3.60 80.61±8.33 21±2.36 

     
本實驗動作為40公分高台著地，每位受試者

分別採用兩種排球運動中常見的著地技術：雙腳

同時著地及雙腳不同時著地（依排球動作技術定

義，慣用右手者其左腳先觸地）。受試者皆穿著

同廠牌之排球鞋，且實驗前皆進行10分鐘的熱

身。每位受試者分別在兩種測試動作中各取其成

功的三次著地動作進行結果分析。利用Kwon3D 
3.0版動作分析軟體獲得左側矢狀面之二度空間

運動學參數。影像資料以一長、寬各1公尺的比

例板進行線性轉換。以KwonGRF地面反作用力軟

體蒐集與分析著地期間左腳之垂直地面反作用

力相關參數。以相依樣本t-test檢驗左腳在雙腳同

時著地及雙腳不同時著地兩動作間之各運動學

與地面反作用力參數是否有差異，統計顯著水準

訂為α＝0.05。 
 
四、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雙腳同時著地與雙腳不同

時著地（依排球動作技術定義，慣用右手者其左

腳先觸地），兩種著地動作間左側腳在著地階段

的各生物力學參數之差異。研究所得之結果與統

計值呈現於表二。研究結果顯示，相較於雙腳同

時著地，單腳著地動作觸地瞬間有較大的髖與膝

關節角度 (p<0.05)，較小的觸地瞬間髖與膝關節

屈曲角速度 (p<0.05)，著地期間較大的髖關節最

大屈曲角度值 (p<0.05)，以及著地期間較大的垂

直地面反作用力第一峰值 (p<0.05)。 
    過去研究指出，著地期間較大的垂直地面反

作用力會增大下肢的負荷，易形成下肢傷害 
(McNitt-Gray)。而本研究結果發現，相較於雙腳

同時著地，雙腳不同時著地之動作會增大著地階

段垂直地面反作用力第一峰值，故推論雙腳不同

時著地之動作技術具有較大的受傷風險。而著地

階段的地面反作用力受著地時下肢之運動學特

性影響。Decker 等 (2003) 與 Yu 等 (2006) 指
出，觸地瞬間較挺直的髖與膝關節動作型態會增

大著地期間的垂直地面反作用力峰值。本研究結

果亦顯示，雙腳不同時著地技術，其觸地瞬間下

肢關節皆較雙腳同時著地動作挺直。過去研究亦

指出著地期間增大髖與膝關節的屈曲可降低地

面反作用力之峰值  (Devita 與  Skelly, 1992; 
McNitt-Gray, 1993; Zatsiorsky 與  Prilutsky, 
1987)。本研究結果亦顯示，雙腳同時著地技術，

其觸地期間髖關節最小角度較雙腳不同時著地

動作小。此外，Yu 等 (2006) 研究更進一步指

出，觸地瞬間增大髖與膝關節的屈曲角速度可降

低著地期最大地面反作用力。本研究結果亦顯

示，雙腳同時著地技術，其觸地瞬間有較大的髖

與膝關節屈曲角速度。 
 
五、結論 
 
    相較於雙腳同時著地，雙腳不同時著地動作

在觸地瞬間會有較大的關節角度，以及較小的髖

與膝關節屈曲角速度，而在著地期間髖關節最大

屈曲角度值亦較雙腳同時著地大，此些下肢運動

學之特性應是形成雙腳不同時著地動作在著地

期間有較大的垂直地面反作用力第一峰值之因

素，進而使其有較大的下肢傷害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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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不同著地策略著地階段下肢各生物力學參數 (M±SD)  

 雙腳同時著地 雙腳不同時著地 p 值 

觸地瞬間髖關節角度（度） 145.37 ± 13.55 153.80 ± 8.61 0.006 
觸地瞬間膝關節角度（度） 151.28 ± 10.03 162.74 ± 4.03 0.002 
觸地瞬間髖關節角速度（度/秒） -3.33 ± 0.96 -2.04 ± 0.92 0.011 
觸地瞬間膝關節角速度（度/秒） -6.72 ± 0.88 -5.32 ± 0.93 0.001 
觸地期間髖關節最小角度（度） 105.15 ± 27.67 122.24 ± 16.52 0.022 
觸地瞬間膝關節最小角度（度） 96.53 ± 22.31 107.18 ± 15.95 0.079 
觸地期間垂直地面反作用力第一峰值（BW） 1.15 ± 0.33 1.43 ± 0.30 0.013 
觸地期間垂直地面反作用力第二峰值（BW） 3.67 ± 1.26 4.26 ± 0.92 0.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