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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言：探討排球踏併跳動作中，先行腳與跟隨腳之運動學與動力學現象的差異，以提供教學與訓練一參考之

依據。方法：以 11 名國立東華大學排球特優級選手為受試對象進行踏併跳動作，以一台 MegaSpeed 高速攝

影機(120Hz)及 AMTI 三軸測力板(1200Hz)同步擷取跳躍過程中下肢運動學與動力學資料。以相依樣本 t-test

檢驗踏併跳先行腳與跟隨腳之運動生物力學特性的差異。結果：相較於踏併跳跟隨腳，先行腳有較長的下蹲

期與制動期時間。在關節屈曲角位移方面，先行腳的膝與髖關節皆大於跟隨腳；關節蹬伸角位移方面，先行

腳之踝、膝與髖關節皆大於跟隨腳。動力學之結果發現，先行腳較跟隨腳產生較大的標準化總衝量值，在蹬

伸期跟隨腳較先行腳產生較大的最大垂直地面反作用力，且峰值出現的時間亦較早，而跟隨腳產生的快速肌

力指數(speed strength index, SSI)也較先行腳大。結論與建議：踏併跳是一非雙邊對稱之動作技術，先行腳具

較慢的下蹲與制動，故牽張反射與彈性能再利用效果不大，其技術上或許是產生較大的向心收縮力量之能力

更重於牽張反射肌力與爆發力，其可藉由不具 SSC 之動作進行訓練，如蹲踞跳。而跟隨腳之動作則為一快速

制動蹬伸的淺蹲跳動作，牽張反射肌力與爆發力之特性對跟隨腳之動作技術尤其重要，其可藉由具 SSC 之動

作進行訓練，如增強式訓練。 

 

關鍵字：先行腳、跟隨腳、關節角度、衝量、肌力 

 

 

壹、 緒論 

良好的跳躍能力是排球運動中重要的動作要

素，例如跳躍發球、跳躍殺球與攔網等動作，在運動

技術上區分為助跑期、起跳期、空中期以及著地期(張

木山，1997)。在排球運動的跳躍技術又因起跳期動

作的差異可區分為踏併跳(step-close jump)與併腿跳 

(hop jump)(圖一)。兩種跳躍技術相異之處在於，在併

腿跳動作的起跳期是以雙腳同時接觸地面而同時蹬

地跳起且同時離地；而踏併跳動作卻是先有先行腳

(lead leg)接觸地面，而另一跟隨腳(trail leg)才跟進踏

併，最後兩腳才同時蹬地跳起再同時離地(Coutts, 

1982)。由此可知，踏併跳的動作在著地期並非一雙

邊對稱的動作型態，在觀察國內 97 學年度大專排球

男子與女子組特優級預賽中發現，其選手皆使用踏併

跳的方式進行攻擊，而過去關於排球跳躍動作踏併跳

的研究中，僅針對踏併跳與併腿跳之動作進行比較，

並未清楚的說明踏併跳動作中先行腳與跟隨腳分別

之運動特性。 

 

 
圖一、併腿跳動作與踏併跳動作 

 

跳 躍 動 作 效 益 是 以 肌 肉 的 牽 張 － 收 縮 循 環 

(stretch-shortening-cycle, SSC)為其基礎原理，亦是跳

躍動作中重要的生物力學要素，其為人體在活動時，

肌肉先有一預先伸張(pre-stretch)的離心收縮之後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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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產生向心收縮的活動方式，藉此形成牽張反射 

(stretch reflex)刺激與彈性能的儲存與再利用(storage 

and reutilization of elastic energy)，以增進腿部蹬伸之

力量，提升跳躍表現(Bobbert, Gerritsen, Litjens, & Van 

Soest, 1996)。過去研究証實，肌肉有預先伸張的下蹲

跳(countermovement jump, CMJ)，其跳躍高度高於沒

有預先伸張的蹲踞跳(squat jump, SJ)(Bobbert et al., 

1996; Lin, Liu, Lin, Tsai, & Chao, 2008)。若單純由衝

量(impulse)的角度思考時，動作時間的增長可使力量

作用的時間較長，看似有利於衝量的累積，進而增大

跳躍表現。以肌肉效率的研究指出，較快的牽張速度

(stretch velocity)與較短的偶聯時間(coupling time)，其

肌肉彈性能的儲存與再利用的效果較好(Bosco, Komi 

& Ito, 1981; Bobbert, Hijing, & van Ingen Schenau, 

1987)，且較快的牽張速度亦能產生較大的牽張反

射，換言之，過慢的動作速度會使彈性能轉換成熱能

消散並降低牽張反射之效果(Lin et al., 2008)，因此降

低了 SSC 動作之效益。在深蹲跳與淺蹲跳的研究比較

發現，淺蹲跳所花費的動作時間雖較短，但可以產生

較大的力量與爆發力，而深蹲跳動作由於下蹲的時間

拉長，使離心至向心收縮的轉換時間(即偶聯時間)變

長，深蹲跳所形成的蹬伸力量也隨之較小(Lin et al., 

2008)。過去各研究發現，踏倂跳所需的動作時間比

併腿跳長，故使其下肢所產生的最大地面反作用力較

小(Coutts, 1982; 黃國銓，2001)。換言之，由於人體

肌肉之特性使得 SSC 動作中，影響衝量累積的兩大要

素，力量與時間，彼此互為消長關係，動作時間的延

長並不盡然有利於跳躍表現。 

如上述所言，起跳階段透過 SSC 動作之效益可增

大蹬伸力量，有利於衝量的累積，故為提升運動表現

之要素，而著地期之動作時間與特性是影響 SSC 效益

之一，過去研究支持了在踏併跳動作過程，先行腳著

地後，因需等待跟隨腳的踏入，使其有較長的動作時

間(Coutts, 1982)。但是踏併跳之先行腳與跟隨腳在動

作時間上的差異是否會影響下肢參與跳躍之動作型

態？進而形成不同的 SSC 之效益與技術特性，值得進

一步探討，以便對動作技術之特性有更清楚的認知。

因此，研究目的在探討踏併跳動作中，先行腳與跟隨

腳兩者在著地階段之運動學與動力學現象的差異，期

可透過動作時間、下肢節角運動，以及地面反作用力

等運動生物力學特性。針對下肢非雙邊對稱之動作有

一更清楚的了解，以提供教學與訓練一參考之依據。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以 11 名國立東華大學大專男子排球特優級選手

為研究對象，其中慣用手左手者 2 名，慣用手右手者

9 名，年齡 19.1±3.3 歲、身高 183.5±3.9 公分、體重

79.6±11.1 公斤、運動經歷 9.8±1.5 年，受試者在過去

三個月內下肢無發生過重大傷害，且每週有三次、每

次 2 至 3 小時之專業訓練。 

二、研究工具與場地佈置 

本研究中以 10 塊長 1.5 公尺、寬 1.5 公尺、高 0.1

公尺的木板組合成一總長 7.5 公尺之助跑道，將一塊

三軸測力板(AMTI，型號 BP600900，1200Hz)以內嵌

式架設於跑道 4.5 尺處(圖二)，並與一台架設於受試

者正側方之高速攝影機(MegaSpeed，120Hz)同步擷取

矢狀面之影像。並拍攝一長、寬各 1.5 公尺的比例板。 

 
圖二、場地佈置圖 

 

三、實驗步驟 

實驗開始前依照 Dempster 人體肢段參數之定義

(Winter, 2005)，在受試者的身體兩側黏貼資料處理所

需之十六個標示點：肩關節、尺骨莖突、腕關節、手

指、大轉子、膝關節、脛骨外踝、第五蹠趾趾跟。並

請受試者進行約十分鐘的熱身活動與實驗動作練

習。本實驗測試之動作為排球三步助跑踏併跳，並擷

取助跑最後一步著地階段先行腳與跟隨腳之運動學

影像與地面反作用力參數進行分析。因受限於設備中

僅有單塊測力板，故在測試時，先行腳與跟隨腳之實

驗資料需分開擷取，而受試者分別於兩種資料擷取中

各進行五次的踏併跳，並各取五次跳躍中跳躍高度最

高之該次表現進行結果之分析。為使其動作自然順

暢，動作過程中，雙手擺動方式與實際比賽時的攻擊

動作相同，其攻擊位置設定為排球場上四號位置的長

攻。測驗過程中以口頭方式提醒受試者盡可能的向上

跳躍，且跳躍動作結束後之著地點需於測力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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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料處理與分析： 

利用動作分析軟體(Kwon3D，3.0)，點取 2D 影像

中人體關節共十六個標誌點，依比例板做一線性轉換

求得實際值，以進一步獲得所需之運動學參數，修勻

之方式為 Butterworth 四次濾波，擷取頻率為 6Hz。並

以動作分析軟體蒐集與分析(Kwon GRF)著地期間水

平與垂直方向之地面反作用力值。檢驗踏併跳動作期

間先行腳與跟隨腳以相依樣本 t-test 考驗差異，統計

顯著水準訂為 α＝0.05。實驗操作性定義在踏併跳從

起跳期是先行腳先接觸地面，而後跟隨腳才跟進踏

併 ， 最 後 雙 腳 同 時 蹬 地 跳 起 的 起 跳 方 式 (Coutts, 

1982)。動作時間以觀察起跳腳接觸測力板瞬間地面

反作用力大於 10N 至該腳離開測力板瞬間，此期間又

可區分為下蹲期(着地瞬間至重心加速度由負轉正瞬

間)、制動期(重心速度由負轉正值瞬間至重心最低點

瞬間)、蹬伸期(重心最低點瞬間至離地瞬間之期間(王

令儀、林德嘉、黃長福、黃國詮，2002；王令儀，2008)。

快速肌力指數：指蹬伸期最大力量與其產生的時間所

成的比例(王令儀，2008；劉宇，2000)。蹬伸期垂直

衝量是重心最低點瞬間至離地瞬間期間，其垂直力量

與時間乘積的總和(王令儀，2008)。關節屈曲角位移

自著地瞬間至重心最低點各關節角度變化量。關節蹬

伸角位移以重心最低點至離地瞬間各關節角度變化

量。標準化參數皆以體重百分比表示(單位:BW%)。 

 

參、結果與討論 

在動作時間部分(表一)，踏併跳先行腳的總動作

時間明顯長於跟隨腳(p<.001)。而動作時間又分為下

蹲期、制動期與蹬伸期，結果顯示先行腳下蹲期與制

動期的時間顯著長於跟隨腳(p<.001, p<.001)，但蹬伸

期的時間兩者並無顯著差異(p=.447)。本研究並將下

蹲期、制動期與蹬伸期以總動作時間進行百分比處理

後比較發現，先行腳下蹲期與制動期的動作百分比時

間高於跟隨腳(p<.001, p<.001)，而蹬伸期的動作百分

比時間則為跟隨腳長於先行腳(p<.001)。 

在關節角度方面(表二)，先行腳着地瞬間的膝與

髖關節角度皆大於跟隨腳(p<.001)，但踝關節角度並

無顯著差異(p=.083)。跟隨腳的踝與膝關節的最大屈

曲角度皆大於先行腳(p=.020, p=.002)，而髖關節最大

屈曲角度並無顯著差異(p=.056)。在關節屈曲角位移

中 ， 先 行 腳 的 膝 與 髖 關 節 角 位 移 大 於 跟 隨 腳

(p<.001)，而踝關節並無顯著差異(p=0.315)。離地瞬

間角度，先行腳之髖關節大於跟隨腳(p=.031)，而踝

與膝關節並無顯著差異(p=.748, p=.796)。先行腳之

踝、膝與髖關節蹬伸角位移皆大於跟隨腳(p=.006, 

p=.001, p=.003)。 

 
表一  踏併跳先行腳與跟隨腳之動作時間(sec) 

 踏併跳先行腳 踏併跳跟隨腳 p 值 

總動作時間 0.35±0.03 0.21±0.03 <.001＊ 

下蹲期動作時間 0.04±0.02 0.00±0.00 <.001＊ 

制動期動作時間 0.12±0.02 0.03±0.03 <.001＊ 

蹬伸期動作時間 0.19±0.01 0.19±0.02 .447 

下蹲期動作時間百分比 11.00±5.61 0.00±0.00 <.001＊ 

制動期動作時間百分比 31.59±4.01 13.19±14.41 <.001＊ 

蹬伸期動作時間百分比 55.06±3.28 90.32±9.55 <.001＊ 

註：
＊
表示踏併跳先行腳與跟隨腳兩動作間達顯著差異，p<.05。 

 
表二  踏併跳先行腳與跟隨腳下肢關節角度(deg)與角位移(deg) 

 踏併跳先行腳 踏併跳跟隨腳 p 值 

著地瞬間踝關節角度 112.12±5.09 121.06±14.39 .083 

著地瞬間膝關節角度 156.82±3.70 125.56±15.61 <.001＊ 

著地瞬間髖關節角度 117.86±6.23 100.76±8.50 <.001＊ 

踝關節最大屈曲角度 98.90±5.04 110.98±16.84 .020＊ 

膝關節最大屈曲角度 92.30±7.67 112.62±17.88 .002＊ 

髖關節最大屈曲角度 97.12±5.35 100.76±8.50 .056 

踝關節屈曲角位移 13.21±5.25 10.09±7.28 .315 

膝關節屈曲角位移 64.52±8.46 12.94±8.64 <.001＊ 

髖關節屈曲角位移 20.74±5.88 0.00±0.00 <.001＊ 

離地瞬間踝關節角度 148.90±5.44 147.99±9.00 .748 

離地瞬間膝關節角度 163.13±3.47 162.65±6.54 .796 

離地瞬間髖關節角度 176.4±4.50 170.37±10.11 .031＊ 

踝關節蹬伸角位移 50.00±4.97 37.01±12.07 .006＊ 

膝關節蹬伸角位移 70.83±7.08 50.03±14.47 .001＊ 

髖關節蹬伸角位移 79.29±7.13 69.61±11.66 .003＊ 

註：
＊
表示踏併跳先行腳與跟隨腳兩動作間達顯著差異，p<.05。 

 

表三 踏併跳先行腳與跟隨腳參數(BW%) 

 
踏併跳 

先行腳 

踏併跳 

跟隨腳 
p 值 

標準化垂直總衝量 4.92±0.32 2.89±0.22 <.001＊ 

標準化下蹲期垂直衝量 0.44±0.21 0.00±0.00 <.001＊ 

標準化制動期垂直衝量 2.06±0.23 0.21±0.25 <.001＊ 

標準化蹬伸期垂直衝量 2.42±0.22 2.68±0.23 .011＊ 

標準化水平總衝量 -1.22±0.20 -1.16±0.20 .504 

標準化下蹲期水平衝量 -0.13±0.09 0.00±0.00 .001＊ 

標準化制動期水平衝量 -0.70±0.10 -0.04±0.02 <.001＊ 

標準化蹬伸期水平衝量 -0.40±0.13 -1.10±0.23 <.001＊ 

標準化蹬伸期最大垂直地面反作用力 1.65±0.12 2.12±0.45 .002＊ 

蹬伸期最大垂直地面反作用力出現時

間(秒) 
0.23±0.04 0.11±0.03 .001＊ 

快速肌力指數 7.23±1.37 21.05±10.72 .001＊ 

註：
＊
表示踏併跳先行腳與跟隨腳兩動作間達顯著差異，p<.05。 

 

動力學之結果方面(表三)，先行腳較跟隨腳產生

較大的標準化垂直衝量值(p<.001)。先行腳有較跟隨

腳 大 的 標 準 化 下 蹲 與 制 動 期 垂 直 衝 量 (p<.001, 

p<.001)，蹬伸期跟隨腳產生較先行腳大的標準化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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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量 (P=.011)。標準化水平總衝量先行腳與跟隨腳兩

者間並無顯著差異(p=.504)，而先行腳的標準化下蹲

與制動期水平衝量皆大於跟隨腳(p=.001, p<.001)，跟

隨腳在蹬伸期產生較先行腳大的水平衝量(p<.001)。

蹬伸期跟隨腳較先行腳產生較大的最大垂直地面反

作用力 (p=.002)，踏併跳跟隨腳產生最大垂直地面反

作用力的時間較先行腳早(p<.001)，而跟隨腳產生的

快速肌力指數較先行腳大(p=.001)。 

踏併跳有一先行腳踩入後，等待跟隨腳的踏入，

最後才同時向上蹬伸躍起，此非雙邊對稱動作技術會

使得參與跳躍動作的兩腳分別形成不同的動作特

性。在總動作時間方面，因踏併跳先行腳先踏入後需

等待跟隨腳的踏併，故使其有較長的動作時間，其動

作特性為：著地後先有一主動下蹲之動作，接著進行

離心制動，最後朝上蹬伸。而踏併跳跟隨腳因踩入後

立即做蹬伸動作，故動作特性為：著地後並無一主動

下蹲之動作，腳觸地後就立即進行離心制動，接著便

朝上蹬伸。將下蹲期、制動期與蹬伸期之時間進行百

分比處理後可更清楚的看出其動作之特性，跟隨腳的

蹬伸期佔了總動作時間的 90.3％，故知蹬伸為其主要

動作；而先行腳因等待跟隨腳，故其着地期較長且其

中又以較長的制動時間為分配。由兩腳蹬伸期時間一

致的結果可知，先行腳與跟隨腳動作時間之差異主要

在下蹲與制動階段，最後兩腳同時進行蹬伸動作。 

研究進一步透過下肢關節之角運動現象比較先

行腳與跟隨腳動作技術之差異得知，因踏併跳先行腳

在着地後需等待跟隨腳的踏入，而在等待過程中先行

腳仍繼續屈曲，故著地瞬間先行腳的髖與膝關節較為

挺直，且著地期間有較大的屈曲角位移。而跟隨腳在

踏入時，因先行腳已進行一段時間的屈曲，且跟隨腳

踩入後則立即進行蹬伸動作，故其在著地期間並無太

多的屈曲行為，尤其是髖關節。在最大屈曲角度方

面，踏併跳跟隨腳踝與膝關節最大屈曲時的角度大於

先行腳，形成此差異的原因應是排球踏併跳動作中，

跟隨腳之著地位置在先行腳之前方，而非左右平行對

稱之動作位置，且此差異亦為離地瞬間先行腳之髖關

節角度大於跟隨腳之原因。離地瞬間先行腳與跟隨腳

之 踝 與 膝 關 節 角 度 是 相 似 的 ， 此 結 果 與 胡 林 煥

(2003)(右髖：164.4 度，右膝：160.2 度，右踝：127.9

度，左髖：171.2 度，左膝：169.2 度，左踝：134.8

度)及 Coleman 等人(右髖：160 度，右膝：168 度，

右踝：133 度，左髖：167 度，左膝：174 度，左踝：

136 度)的研究相似。而最大屈曲與離地瞬間動作的差

異形成不同的關節蹬伸角位移，研究結果顯示跟隨腳

的踝、膝與髖的關節蹬伸角位移皆較先行腳小，顯示

跟隨腳在蹬伸階段中，其角度之變化較少。 

過去研究指出，人體之肌肉肌腱透過 SSC 動作的

預先伸張會獲得彈性能的儲存再利用與伸張反射機

制兩優勢，以此可增大肌肉參與收縮的力量，有利於

運動表現(Komi & Bosco，1978; Bobbert, Gerritsen, 

Litjens, & van Soest，1996)。又由 Hill 肌肉模型的概

念知道，肌肉收縮的速度、彈性體變化的長度會影響

肌肉力量的產生(Nigg & Herzog, 2007)。過去研究便

指出，較快的牽張速度可使偶聯時間(coupling time) 

愈短，故有較佳的肌肉彈性能使用，當肌肉由離心轉

換至向心收縮的時間過長時，所儲存的彈性能會轉變

成熱能消失掉而無法在接下來的向心動作中償還

(Asmussen & Bonde-Peterson, 1974; Bosco, Komi, & 

Ito, 1981; Bosco, Tarkka, & Komi, 1982)。此外，當牽

張時間與牽張幅度(stretch amplitude)過長時會使得肌

肉勁度下降，而此種勁度較低的肌肉彈簧並不利於肌

肉力量的形成，且彈性能的儲存能力亦較差(Rack & 

Westury, 1974; Flitney & Hirst, 1978)。過去透過深蹲跳

與淺蹲跳的比較便發現淺蹲跳肌肉彈性能的儲存與

再利用的效果會比深蹲跳更好，因其具有較快的牽張

速度、較短的偶連時間與較少的牽張幅度(Bobbert, 

Huijing, & van Ingen Schenau, 1987; Cavagna, Dusman, 

& Margarai, 1968)。以此，由本研究觀察所得兩腳動

作特性之差異可以推測，踏併跳跟隨腳應具有較佳的

SSC 動作效益，因其著地後採快速的制動技術，而先

行腳因下蹲與制動期較長，故其 SSC 效益應較不明

顯。且本研究蹬伸期動力學之相關結果亦與此相呼

應，跟隨腳在蹬伸期可形成較大的垂直地面反作用力

與垂直衝量。此外，此動作特性之差異亦使得動作期

間跟隨腳的快速肌力指數較大，此在最短的時間內產

生 最 大 力 量 的 能 力 是 爆 發 力 之 特 性 (Issurin & 

Tenenbaum, 1999；劉宇，2000)。由上述特性可以推

知，在踏併跳動作中跟隨腳之動作技術特性是需在短

時間產生較大的力量，即需較具爆發力，而先行腳卻

是需要在較長的動作時間保持力量以形成較多衝量

的累積。 

本研究由於受限於實驗室僅有一塊測力板，故先

行腳與跟隨腳之資料需分次擷取，而無法取同一次跳

躍中之先行腳與跟隨腳進行比較，此為本研究之限

制。而以此不同時間收集的資料進行動作表現的差異

比較，或許並不盡理想，然本研究期可藉由兩資料擷



11 

辜瀞儀 王令儀 張木山 / 華人運動生物力學期刊 3 (2010) 7-13 

 

取時之跳躍高度為一參考的依據，透過相依樣本 t-test

得知，擷取先行腳料時與擷取跟隨腳資料時之踏併跳

跳躍高度並無顯著差異(p>.05)，故本研究假設此兩次

動作表現相似。並期望未來類似之研究可透過兩塊測

力板同時擷取資料。 

 

肆、結論與建議 

綜合上述，踏併跳是一非雙邊對稱之動作技術，

此特性使得著地階段兩腳形成不同的下蹲與制動時

間，以及關節屈曲角位移，此差異使得跟隨腳在蹬伸

期形成較大的垂直地面反作用力與快速肌力指數。以

此，本研究認為排球踏併跳動作中先行腳與跟隨腳其

肌力之需求不同，故建議在訓練中應讓先行腳與跟隨

腳所著重的訓練應有所差異。在動作過程中跟隨腳因

其有快速的制動與較小的關節屈曲，故其所產生的垂

直地面反作用力較大，且時間較早出現，形成較大的

快速肌力指數，故推論牽張反射肌力與爆發力之特性

對跟隨腳之動作技術尤其重要，其可藉由具 SSC 之動

作進行訓練，如增強式訓練；而先行腳因下蹲期與制

動動作時間較長的特性使其所產生的最大地面反作

用力較小，且出現的時間為較晚，因此有最小的快速

肌力指數，故先行腳必須要產生較大的向心收縮力量

之能力或許更重於牽張反射肌力與爆發力，故其在訓

練中可輔以不具 SSC 之動作進行訓練，如蹲踞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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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kinematic and kinetic 
properties between the lead leg and the trail leg during step-close jump. Methods: Eleven varsity 
volleyball players were selected to participate and to perform step-close jump. Lower extremity 
kinematics and ground reaction forces during landing in step-close jump task were recorded by 
using the MegaSpeed camera and AMTI force plate synchronous. All data we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repeated t-test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lead leg and the trail 
leg. Results: Our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a longer squatting phase and a breaking phase are required 
for the lead leg in comparison to the trail leg. The angular displacement of flexion of the knee and 
the hip joints for the lead leg are greater than those for the trail leg. The trail leg not only generated 
greater vertical ground reaction force but also reached its peak value sooner than the lead leg during 
the extending phase. The speed strength index derived from the lead leg was higher than that from 
the trail leg. Conclusions: The step-close jump is an asymmetric technique for jumping, leading to 
distinct requirements for both legs in terms of movements and muscle strength. To be specific, the 
stretch reflex and reutilization of elastic energy matter les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lead leg required 
a longer squatting phase and breaking phase. Technically speaking, for the lead leg, the capability 
of producing concentric contraction was more relevant in this regard. Such capability can be 
developed through non-SSC movements such as squat jumps. On the contrary, the capabilities of 
generated stretch reflex and reutilized elastic energy were more important for the trail leg. Unlike 
the lead leg, these capabilities can be trained through SSC movements such as plyometric training. 
 
Key words: lead leg, trail leg, joint angle, impulse,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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