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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言：为提供开发专门针对髋关节屈伸力量训练器材所需之人因工程参数，本研究目的在比较髋关节在不同

角度屈伸之等长与等速力量，以及髋关节、膝关节与踝关节之水平与垂直位移、角度、角速度之差异。方法：

18 位健康年轻人为受试者，收集髋关节屈伸在 0°、90°、最大角度之等长力量，以及 60°/s 之等速力量，

再以动作分析系统收集髋关节屈伸连续动作之髋关节、膝关节与踝关节的水平与垂直位移、角度、角速度。

结果：髋关节屈曲在 90°显著产生最大等长力量，而 60°/s 等速力量介于 87.30 N-m 至 157.93 N-m，产生

角度介于 57.17o 至 73.83o；髋关节伸展之 60°/s 等速力量介于 41.60 N-m 至 57.68 N-m，产生角度介于 12.67o

至 33.00o。髋关节屈曲之最大水平与垂直位移分别为 449.82 mm 与 505.93 mm，伸展之最大水平与垂直位移

分别为 723.28 mm 与 683.04 mm。髋关节屈曲时各关节之最大角度为髋关节 84.34o、膝关节 88.54o、踝关节

100.15o，髋关节伸展时各关节之最大角度为髋关节 133.35o、膝关节 154.27o、踝关节 110.64o，而平均角速度

为髋关节 47.59o/s、膝关节 62.29o/s，踝关节 9.73o/s。结论与建议：本研究得出髋关节之屈伸力量、动作轨迹

与运动范围，可分别作为开发髋关节屈伸力量训练器材所需之阻力范围、滑轨形状与机台尺寸。 

 

关键词：髂腰肌、等速力量、动作轨迹、运动器材 

 

壹、 绪论  
以双脚步行是人类最常使用、但也是最复杂的动

作之一，藉由上肢与下肢的屈肌与伸肌间的共缩作用 
(co-activation) ，才能完成走路或跑步动作（王令仪，

2007）。跑步动作可分为三个时期，首先支撑期为足

部落地后至重心向前推进，接着推蹬期为支撑末期至

足部离开地面，最后恢复期为足部离开地面并向前准

备再次落地 (Hay, 1985) 。要顺利完成一个跑步周期，

主要的动力来自于髋关节的屈曲与伸展二个动作。屈

髋时所使用的主要肌肉是由髂腰肌、腰大肌、腰小肌

组成，位于脊柱腰部二侧和骨盆内，主要是用于近端

支撑及收缩时使髋关节屈曲。跑步时大腿能否快速前

摆并高抬，与髂腰肌收缩的速度及力量有很大的相关

性，要有更大幅度的腿摆动及更有力的支撑腿蹬地才

能完成起动步态（孟昭莉、宋航、元文学，2010）。

当二侧髂腰肌同时收缩，使得躯干前屈、骨盆前倾，

将移动中身体重心积极前送，以完成抬腿或下压动作。

伸髋时所使用的主要肌肉是臀大肌，位于骨盆后外侧，

主要是用于远程支撑。 
现代人因工业与科技进步，已由「立式生活型态」

转变为「坐式生活型态」（萧淑芬，2002），或因工

作时间增加无法常常运动，造成下肢力量的下降。先

前研究指出，年纪的增加会使力量有明显的退化 
(Borst, 2004; Cress et al., 2004) ，尤其是下肢力量 
(Bohannon, 1997; Shephard, Montelpare, Plyley, 
McCracken, & Goode, 1991; Vandervoort & Hayes, 
1989) 。若下肢力量不足对于一般人而言，会造成生

活上的不便，如上下楼梯等，均需要常常使用屈髋与

伸髋动作。就专业运动员而言，国际上短跑专家普遍

认为骨盆和大腿间的肌肉弹性和肌力平衡是提高短跑

速度和减少运动损伤危害的重要因素（金磊、刘宇、

魏书涛、钟运建、李庆，2008），或可藉由训练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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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髋力量以增进运动员跑步及跳跃的运动表现

（Deane, Chow, Tillman, & Fournier, 2005; 唐瑞显、黄

长福，2009; 唐瑞显、黄长福，2010）。由此可知，

髋关节屈伸力量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但市面上并无

针对髋关节力量训练所设计的专门训练器材因此常常

会被忽略 (Deane et al., 2005) 。再者，要完成一个走

路或跑步周期，屈髋与伸髋的力量训练同样重要，若

能开发一台可以同时训练屈髋与伸髋力量的训练器

材，对一般人及运动员皆有所帮助。Winter (1990) 指
出在开发一台新的力量训练器材前，需先针对该器材

训练目的，以及相关的人体肌肉力量及动作范围进行

分析，若能以动力学原理进行动作表现分析，可对实

际问题更加清楚。因此，本研究目的在于比较髋关节

屈伸的屈髋与伸髋动作中，在不同角度之等长与等速

力量，以及髋关节、膝关节与踝关节之水平与垂直位

移、角度、角速度之差异，并以测得之肌肉力量、动

作轨迹与运动范围，作为开发专门针对髂腰肌进行加

强训练并适用于所有族群的单一髋关节力量训练器材

所需之阻力范围、滑轨形状与机台尺寸等人因工程参

数。 
 

贰、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运动俱乐部随机选取 18 位（男性 12 位，

女性 6 位）有经常从事运动训练的健康年轻人参与测

试。受试者半年内无下肢神经肌肉及骨骼伤害，平均

年龄 21.67±2.57 岁、平均身高 173.22±10.65 公分、

平均体重 66.16±12.27 公斤。 
本研究分为力量测试与动作测试二个部分，测试

动作分为屈髋与伸髋动作，在测试时双手扶握支撑架

要求保持身体直立不得有前倾或后仰的动作。测试开

始前先向受试者说明测试流程并熟悉指定的测试动

作，再请受试者针对受测部位进行 5 分钟自主伸展与

充足热身，等到受试者自觉可尽最大努力完成测试动

作后才开始测试。力量测试依顺序包括等长力量、等

速力量，在测试时收集不同角度之最大等长力矩值、

最大等速力矩值与当时角度。动作测试时屈髋与伸髋

为连续不间断的动作，收集全程的动作轨迹及范围。

详细测试流程分述如下： 
力量测试以 Biodex system 3 pro 力量测量仪收集

受试者髋关节屈伸之力量。本仪器包含附有轨道与力

矩主轴呈 T 字形状的座椅与力矩主轴二大部分，可利

用计算机自动设定操作控制启动。测试前先请受试者

站立于 Biodex 力量测量仪的力矩轴前，将测试支架固

定在右侧大腿髌骨上方 10cm 处，之后调整动力计之

水平与垂直相对位置，使右髋关节大转子水平对准力

矩轴之旋转轴心。首先测试受试者的髋关节主动屈伸

的活动度 (Range of motion , ROM) 并加以设定，本研

究所定义之最大屈髋与伸髋角度，即为受试者尽最大

努力完成之主动最大屈伸角度。接着开始依序进行等

长力量测试与等速力量测试各三次。 
等长力量测试是先将 Biodex 力量测量仪的收缩

模式设定为等长收缩 (isometric) 模式，正式测试时请

受试者听口令开始尽最大自主收缩持续 3 秒，依序进

行 0°、90°与最大角度的屈髋动作，以及 0°与最大

角度的伸髋动作。每次测试之间并有 30 秒休息，确定

受试者不疲劳后才进行下一次测试。在测试过程中会

给予口头激励以确保受试者尽最大力量完成。 
等速力量测试是先将 Biodex 力量测量仪的收缩

模式设定为等速向心/等速离心 (isokinetic concentric/ 
eccentric) 收缩模式。为符合一般力量训练的动作速

度，测试的角速度设为 60°/s。正式测试时请受试者

听口令开始尽最大力量完成从 0°到最大角度、角速

度 60°/s 的屈髋动作连续三次，经过充分休息后再完

成从 0°到最大角度、角速度 60°/s 的伸髋动作连续

三次。在测试过程中同样会给予口头激励以确保受试

者尽最大力量完成。 
动作测试以 10台MotionAnalysis动作分析系统的

Eagle 摄影机进行屈髋与伸髋连续动作的捕捉，捕捉频

率设定为 200Hz。测试前在受试者身上依照 Helen 
Hayes 标志点组的设定黏贴标志点，用以标定下肢各

关节与肢段的相对位置，并调整 10 台摄影机确认可完

整捕捉所有标志点后才开始测试。为使屈髋与伸髋连

续动作维持流畅，避免屈髋转换伸髋时，足部碰触地

板，受试者是站立于长 50 cm 宽 30 cm 高 10 cm 的测

试平台进行测试。正式测试时请受试者先将双手固定

于腰部，听口令开始尽最大努力完成自主屈髋与伸髋

的三次连续动作，动作过程中下肢各关节保持自然摆

动，且要求保持身体直立不得有前倾或后仰的动作。 
三、数据处理 

力量分析在不同角度的最大等长力量是由Biodex
力量测量仪所收集之原始数据输出至 Microsoft 
Excel，再找出屈髋三种角度及伸髋二种角度每次测试

的最大力矩值，单位 N-m。将三次测试的最大力矩值

的平均值作为每位受试者的最大等长力量代表值来进

行统计分析。 
最大等速力量及其产生的角度是由 Biodex 力量



 

锺宝弘 廖英宏 杨雯雯 陈全寿 刘强/ 华人运动生物力学期刊 6 (2012) 29-35 
 

 

31 

测量仪所收集之原始数据输出至 Microsoft Excel，再

找出屈髋与伸髋每次测试的最大力矩值，以及产生该

最大力矩值相对应的角度，将三次测试的最大力矩值

及角度的平均值作为每位受试者的角速度 60°/s 最大

等速力量及角度代表值来进行统计分析。 
动作分析在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的位置分别

使用黏贴于髂前上脊、膝部及踝部标志点的位置代表，

并以静止站立时各点的位置作为原点，计算水平与垂

直位移，水平与垂直方向定义如图一所示。 
由 MotionAnalysis 动作分析系统的软件 EvaRT 所

收集之原始数据输出至 Microsoft Excel，先以角度与

时间的关系求出各关节的角速度，再找出屈髋与伸髋

三次连续动作时，每次测试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

的最大水平位移、最大垂直位移，以及髋关节、膝关

节、踝关节的最大角度、平均角速度。 
 

 
 
图一、屈髋与伸髋方向示意图 

 
统计分析使用 SPSS for Windows 12.0统计软件包

进行描述统计及差异比较。在力量分析方面，以单因

子变异数分析比较屈髋三种不同角度之最大等长力量

与最大等速力量，以及伸髋二种不同角度之最大等长

力量与最大等速力量之差异；在动作分析方面，以相

依样本 t 检定比较屈髋与伸髋动作时，膝关节与踝关

节的最大水平、垂直位移之差异，以单因子变异数分

析比较屈髋与伸髋时，不同关节最大角度、平均角速

度之差异。若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有差异，则再以杜凯

氏法 (Tukey method) 进行事后比较，显著水平α值定

为.05。 
 
参、结果与讨论  

屈髋分析结果如表一所示，可以看出 18 位受试者

平均的 0°最大等长力量为 78.57±8.37 N-m，90°最

大等长力量为 127.65±21.51 N-m，最大角度的最大等

长力量为 91.86±11.28 N-m；18 位受试者平均的 60°
/s最大等速力量为 121.59±35.36 N-m、范围介于 87.30 
N-m 至 157.93 N-m 之间，最大等速力量产生角度为

67.06±11.17°、范围介于 57.17o至 73.83o之间。经单

因子变异数分析发现 90°最大等长力量与最大等速

力量均显著大于 0°与最大角度的最大等长力量。 
 

表一、屈髋最大力量与角度比较表 
 最大等长  

最大等速 
 0° 90° 最大角度  

力矩值 
(N-m) 

78.57±8.37 127.65±21.51* 91.86±11.28  121.59±35.36* 

发生角度 
(°)     67.06±11.17 

*显著大于 0°与最大角度的力矩值 (p < 0.05) 。 

 
伸髋分析结果如表二所示，可以看出 18 位受试者

平均的 0°最大等长力量为 58.99±11.91 N-m，最大

角度的最大等长力量为 66.33±7.57 N-m；18 位受试

者平均的 60°/s 最大等速力量为 52.15±9.14 N-m、范

围介于 41.60 N-m 至 57.68 N-m 之间，其产生角度为

20.61±10.87°、范围介于 12.67o至 33.00o之间。经单

因子变异数分析发现各力量间没有显著的差异。 
 

表二、伸髋最大力量与角度比较表 
 最大等长  

最大等速 
 0° 最大角度  

力矩值 
(N-m) 

58.99±11.91 66.33±7.57  52.15±9.14 

发生角度 
(°) 

   20.61±10.87 

 

 
肌肉长度是评定肌肉工作性质的重要依据，而力

臂是计算肌肉力矩不可缺少的力学量，二者在肌肉力

学的功能评估是重要指针（伍勰、单大卯、魏文仪，

2008）。当肌肉收缩在适当长度时，肌动蛋白与肌凝

蛋白在横桥上的连接数量最多，因此能产生最大力量

（许明容、刘强，2009）。从本研究屈髋不同角度等

长力量测试结果可以发现，肌肉力量由大到小排序为

90°最大，最大角度次之，0°最小。在肌肉静态收缩

时，力量产生之大小与开始收缩的位置、长度和关节

角度有关，例如，肱二头肌收缩时，肘关节在 180 度

时会小于弯曲 90 度所产生的力量（王显智，2002）。

在 0°时肌肉长度最长，力量在三个角度中也最小。

当髋关节在 90°时肌肉长度缩短，而产生最大力量。

当屈髋到最大角度时已达到动作极限，肌肉长度再度

被拉长，因此力量次于 90°。先前研究曾利用青蛙肌

矢狀軸(水平) 

縱
軸(

垂
直)

 
屈曲 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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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探讨肌纤维长度与力量关系，利用仪器将肌纤维

固定长度后，给予等量的最大刺激，使其收缩后，再

分别记载不同长度同等量刺激之数值，发现 2.0 um 为

产生最大力量之长度，且 2.0 um~2.2 um 为产生最大

力量之长度，称肌小节之最佳长度，而当肌纤维再度

被拉长时，力量也随之下降，是因为肌动蛋白与肌凝

蛋 白 上 突 出 物 减 少  (Gordon, Huxley, & Julian, 
1996) 。因此，在开发髂腰肌力量训练机时，在屈髋

起始位置阻力设定可由低逐渐增加，到达 90°后再降

为低阻力，以符合肌肉收缩力量与长度关系。本研究

结果显示髂腰肌屈髋的等长最大力量由 0°起始位置

到 90°到最大角度依序为 78 N-m、127 N-m、91 N-m，

伸髋由 0°起始位置到最大角度依序为 58 N-m、66 
N-m，训练机设计不同角度与阻力关系时可参考此数

据。 
从屈髋等速力量测试中发现，最大等速力量平均

是产生在接近髋关节屈曲 67°时，其数值与 90°最大

等长力量没有显著差异。由此可以推论在髋关节屈曲

90°时，最大等速肌力会小于最大等长肌力，且随着

动作范围的增加，最大等速肌力会一直下降。肌肉收

缩速度快慢所产生的力量会不同，收缩速度太快肌动

蛋白与肌凝蛋白接触时间短，太慢则时接触时间不足，

所产生之力量皆会比适当收缩速度小  (Lieber, 
1992) 。身体在动作时，都会牵涉到肌肉向心和离心

收缩，而肌肉力量与收缩速度有曲线关系，肌肉生物

力学称之为肌肉力量与收缩速度关系，意即在适当速

度下才会产生最大力量。因此，在开发髋关节屈伸力

量训练机时，马达或其它驱动来源应控制阻力源运动

速度，使训练力量与速度到达最大值后，再增加阻力

值，可提高训练效果。本研究结果显示髂腰肌屈髋在

60°/s 角速度下，平均产生最大等速力量为 121 N-m，

训练机设计速度控制及阻力设定可参考此数据。 
从屈髋等速力量测试中发现，所有受试者动作角

度在 57°至 73°之间会产生最大等速力量，而关节不

同角度所产的力量不但不一样，同时也会影响运动表

现。例如，篮球防守准备之姿势时，膝关节在弯曲 120
度时，会有较佳的静态平衡力表现，相对的当膝关节

弯曲至 90 度时，平衡却非最佳状态（林联华、相子元，

2006）。跆拳道高速连续旋踢五次时，髋关节角度变

化小，用以避免大腿过多的屈曲，而膝关节屈膝角度

较小，则在踢击会有较大的角度变化，有助于踢击（萧

景琪、鸿宗颖、郑景隆、汤文慈，2010）。因此，在

训练上可针对不同角度给予不同阻力，以增加训练效

果。过去研究也曾比较向心收缩与离心收缩的训练效

果，结果显示屈肘力量的进步，离心训练增加较多，

但在统计上未达显著差异 (Mannheimer, 1969) 。离心

训练比向心训练更具有力学效益，可增进肌肉力量，

但容易引起延迟性肌肉酸痛（李水碧、涂仁广，1995）。
Davies & Barnes (1972) 指出训练时应同时进行向心

及离心训练，并以 60%最大有氧能力从事离心训练或

是运动，心跳率会接近最大值将有最佳训练效果。因

此，开发髂腰肌力量训练机时，应要能同时进行屈髋

与伸髋动作的训练。 
动作分析在屈髋与伸髋动作时膝关节与踝关节的

最大水平与垂直位移如表三所示，可以看出屈髋时踝

关节的最大水平位移显著大于膝关节；伸髋时踝关节

的最大水平位移显著大于膝关节，踝关节的最大垂直

位移也显著大于膝关节。屈髋时的最大垂直位移则没

有差异。 
表三、屈髋与伸髋各关节位移 

    屈   髋      伸   髋 
 膝关节 踝关节 膝关节 踝关节 

最大水平位移
(mm) 

410.9 
± 

51.0 

449.8* 
± 

90.8 

383.0 
± 

70.5 

723.3* 
± 

76.0 

最大垂直位移

(mm) 

505.9 
± 

79.4 

502.3 
± 

36.8 

334.1 
± 

111.5 

683.0* 
± 

147.5 
*显著大于另一个关节 (p < 0.05) 。 

 
屈髋与伸髋连续动作时各关节最大角度与平均角

速度如表四所示，可以看出屈髋时踝关节的最大角度

显著大于膝关节与髋关节，伸髋时膝关节的最大角度

显著大于髋关节与踝关节，髋关节的最大角度也显著

大于踝关节；连续动作时膝关节的平均角速度显著大

于髋关节与踝关节的，髋关节的平均角速度也显著大

于踝关节。髋关节在屈髋与伸髋连续动作中，有

49.01°移动范围，膝关节有 65.73°移动范围，踝关

节有 10.49°移动范围，以上可以发现踝关节在屈髋与

伸髋连续动作中，角度变化量最小。 
表四、屈髋与伸髋最大角度与角速度变化 

  髋关节    膝关节  踝关节 

屈髋最大角度 
(°) 

84.3 
± 

13.4 

88.5 
± 
8.6 

100.2* 
± 

11.1 

伸髋最大角度 
(°) 

133.4# 
± 
6.8 

154.3* 
± 

10.2 

110.6 
± 

10.1 

连续动作平均角速度 
(°/s) 

47.6# 
± 

21.2 

62.3* 
± 

20.3 

9.7 
± 

13.9 
*显著大于其它二个关节；#显著大于踝关节 (p < 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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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屈髋动作时可以发现，膝关节与踝关节的最大

水平位移相差 39 mm，代表在屈髋至最大角度时，踝

关节位置会比膝关节略为前面，而不是呈垂直状态，

但在最大垂直位移二者仅相差 3 mm。在伸髋动作时

可以发现，膝关节与踝关节的最大水平位移相差 340 
mm，踝关节水平位移较膝关节增加 52%的位移量；

最大垂直位移二者相差 348 mm，踝关节垂直位移较

膝关节多出 48%位移量。由此可知伸髋动作时踝关节

在水平及垂直位移量上皆比膝关节多。在连续动作测

试中得知，膝关节于角速度的变化中最大，比髋关节

快 14°/s，也比踝关节快 52°/s，角速变化最小的则

是踝关节。 
肌肉力量与肌肉收缩长度、速度有关，各关节角

度也会有不同肌肉力量。本研究结果发现髋关节在下

肢运动的屈伸角度范围接近 50°，但其旋转角速度却

不及膝关节，可见专门针对单一髋关节进行力量训练

的器材与方法，或可帮助选手产生更大力量与爆发力，

以提升运动表现。此一原理亦可运用于各项运动器材

的设计，如复健器材、力量训练器材及健身器材等。

例如，椭圆机是属于闭锁式运动，会限制原本运动习

惯，增加关节及肌肉负荷，所以在器材设计上，应加

以考虑（林明勋、王顺正、王国梁，2009）。本研究

结果发现在屈髋动作时踝关节有最大 100°的角度变

化，如在开发髂腰肌力量训练机时能加上活动式踏板

可更加接近原本运动型态。 
 

肆、结论与建议  
在设计复健或力量训练器材时，宜先增加人体测

试，可使器材更符合人体工学，进而达到最佳训练效

果。本研究以 18 位受试者分别进行屈髋与伸髋动作，

并使用 Biodex力量测量仪及 MotionAnalysis动作分析

系统二套仪器收集力量及动作范围，结果发现屈髋动

作在 57°至 73°范围内，会产生 87 N-m 至 157 N-m
力矩值，设计者可依此数据设定髋关节屈伸力量训练

机的阻力范围。屈髋与伸髋连续动作的前后最大位移

为 1173 mm，设计者可依此数据设定机台尺寸，并依

动作轨迹图作为滑轨形状设计的依据，并增加活动式

踏板。在功能性方面由于不同角度的力量变化差异大，

建议可设计成能自由调整动作速度的机构以达到等速

训练的模式。在机台开发完成后，亦需进行相关测试

研究，以确认该器材是否符合人因参数的工学设计。

最后可加入实际人体训练效果的探讨，以说明产品具

有实际功效。本研究的测试方法，未来也可应用在不

同动作来测试相关肌群，以了解更多动作与肌肉力量、

动作轨迹与运动范围间的关系，才能设计出更多符合

人因工程之复健或力量训练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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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o provide the parameters of specialized training equipment for hip flexion and extension, 
the aim of this study were to determine the isometric and isokinetic hip strength during flexion and 
extension, as well as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splacement, angle, angular velocity in hip, knee 
and ankle. Methods: Eighteen healthy young people were recruited as subjects. Isometric and 60°/s 
isokinetic strength were collected at 0°, 90° and maximal range of motion during hip flexion and 
extension.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splacement, angle and angular velocity of hip, knee and 
ankle joint were also collected during continuous motion of hip flexion and extension by motion 
analysis system. Results: The hip flexion at 90° significantly produced maximum isometric force, 
while 60 °/s isokinetic strength from 87.30 to 157.93 N-m and the corresponding angle between 
57.17° to 73.83°; the 60 °/s isokinetic strength of hip extension ranged from 41.60 to 57.68 N-m, 
and the corresponding angle between 12.67° to 33.00°. The maximal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splacement during hip flexion were 449.82 mm and 505.93 mm, and the maximal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splacement during hip extension were 723.28 mm and 683.04 mm. The maximal angle of 
hip, knee and ankle joint during hip flexion were 84.34°, 88.54°, and 100.15°, and the maximal 
angle of hip, knee and ankle joint during hip extension were 133.35°, 154.27° and 110.64°. The 
average angular velocity of hip, knee and ankle joint during continuous hip flexion and extension 
were 47.59 °/s, 62.29 °/s, and 9.73 °/s. Conclusions: The outcome of this study in hip flexion and 
extension strength, trajectory and range of motion, respectively, as specialized training equipment 
for hip flexion and extension required for resistance setting, slide shape and machine size. 
 
Key words: iliopsoas muscle; isokinetic strength; trajectory of motion; sports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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