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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時間投球對女壘投手投球加速期下肢運動學之影響 

 

周沛璿 *陳婉菁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摘 要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長時間投球前、後，女子壘球投手投球加速期之跨步腳運動學的變化差異，以瞭解長時間

投球對於投球加速期跨步腳運動學之影響。參與者為 7 位具有多年比賽經驗之國內大專球隊優秀投手，使用

紅外線高速攝影機取樣頻率為 300Hz 拍攝投手進行最多 10 局之模擬比賽之投球動作，前測為第一局後測則

為第十局或是達到自覺疲勞標準的該局，主要針對前、後測投球加速期之下肢運動學，分析髖、膝、踝關節

餘個解剖平面之角度、關節活動範圍及角速度。結果顯示：經長時間投球後跨步腳著地瞬間膝關節屈曲角度

後測顯著低於前測(p = .04)，出手瞬間踝關節外翻角度顯著低於前測(p = .03)，其餘關節角度及關節活動度則

無差異，加速期過程各關節角速度前、後測皆未有差異。結論：經長時間投球後投手會以較僵直的方式進行

跨步著地，在出手瞬間踝關節則以較少的角度及角速度提供髖、膝關節穩定的支點來進行後續動作。 

 

關鍵字：風車式投球、跨步腳、著地 

 

 

壹、前言 

投球乃是一種重複性的動作，棒、壘球投手在比

賽中往往要投出上百顆的球，尤其在進行訓練時投球

數量更是難以計算；過去的運動傷害研究中皆曾提出

許多投球運動傷害多是因為過度使用(overuse)所造成

(Andrews & Wilk, 1994)；更發現當投手反復投球後，

其投球動作機制將有改變，隨之而來的即是造成額外

的身體壓力，並且出現損傷的影響(Escamilla et al., 

2006)；且長時間反復進行投擲動作，會對人體多關節

的運動以及動作的穩定度皆會產生影響，除了影響投

球的運動表現外，也會導致人體吸收衝擊能量的能力

下降，而增加關節之應力(Tripp, Yochem, & Uhl, 2007)

增加運動傷害的風險。 

在風車式投球動作分期，從動作啟動至跨步腳離

地為準備期，而跨步腳離地至著地之間為動作傳輸

期，而從跨步腳著地後至球出手為投球加速期，釋球

後則是餘勢動作（曾偉銘，2008）；然而從加速期跨步

腳迅速產生制動，藉由穩定的著地動作來提供支點以

支撐軀幹並且將力量傳遞到投擲臂（王令儀等人，

2001）乃是整個投球動作要產生絕佳運動表現的一個

重要因素；因此，跨步腳在加速期的作用對於最後投

擲的球速與準確度則佔有相當關鍵的影響；但在壘球

相關研究中目前則少有研究針對比賽進行初期及較多

局數後投球運動學的變化情形進行探討，且相關壘球

投球運動學研究多僅針對投擲臂及軀幹(Werner et al., 

2005 ; Werner, Jones, Guido, & Brunet, 2006)，對於多局

比賽投球後的動作變化情形則尚須研究進一步瞭解；

因此本研究目的即希望透過探討長時間投球前、後，

女子壘球投手投球加速期之跨步腳運動學的變化差

異，以瞭解長時間投球對投球加速期跨步腳運動學之

影響， 

藉此建立相關下肢運動學參數資料，以提供往後

研究及專項運動訓練之參考。 

圖一、風車式投球動作分期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參與者為7位具有多年比賽經驗之國內大

專球隊優秀投手(年齡20.29 ± 2.14歲；身高163.29 ± 

3.73公分；體重63.57 ± 8.54公斤；球齡8.57 ± 1.13年)，

投擲慣用手皆為右手故投球跨步腳皆為左腳；其體能

皆調整至比賽期可長時間持續投球之狀態。本研究于

投手全身黏貼共29顆反光球，並參照"Helen Hayes 

Marker Set"方式設置，更使用8台Raptor紅外線高速攝

影機(Motion Analysis Corporation., Santa Rosa, CA) 架

設于實驗室上方，以取樣頻率300Hz的設置擷取投手

投球時全身反光球之三維運動學數據；實驗場地主要



周沛璇 陈婉菁/ 华人运动生物力学期刊 7(2012) 19-23 

20 

 

人工草皮鋪設於實驗室面層並且固定一投手板于投手

預備位置，以利選手穿著比賽釘鞋於實驗室進行投

球；並在投手投球方向13.11 公尺外之平行地面設置

本壘板，並於本壘板上方以及後方架設擋網，於擋網

上方距離地面45公分處，掛置一長寬皆為55公分之目

標靶，設定該目標靶為投手投擲時之好球帶範圍，且

要求投手自我要求以最大速度朝向目標靶紅心進行投

球。 

基於保護實驗參與者，本實驗規劃最多10局的長

時間投球運動，投手投擲快速球15球為一局，每球之

間只休息20秒，完成後得3分鐘休息，以模擬正式比賽

之投球狀態；持續重複此流程進行第二、第三、第四…

等局的模擬比賽直到第十局投球結束，或受試者自覺

投球困難（柏格自覺量表達17）無法持續進行投球，

也立即終止實驗；因此本研究定義投球運動第一局為

前測，而後測部分則是該位元投手最後一局完成的投

球運動。根據研究目的將前、後測15顆投球中第6至第

10共5顆球進行資料處理及分析，以紅外線高速攝影機

所搜集到受試者身上的反光球資料，透過Cortex 3.0 

軟體(Cortex3.0, Motion Analysis Corporation, USA)進

行補點，並使用Butterworth進行平滑處理 (cut off 

frequency = 6Hz)，再將事後處理後之投球運動學資料

匯 入 Ortho Track 6.2 Gait Analysis 軟 體 (Motion 

Analysis Corporation, USA)，進行投球加速期跨步腳

髖、膝、踝關節角度及關節活動範圍之運算，且加以

微分計算出關節角速度，並將所有資料匯入MRXP 

Master Edition 1.08 軟體結合動作分期資料進行分

期，輸出投球加速期之下肢各關節角度及角速度資

料，針對投球跨步腳膝關節矢狀面之角運動劃分加速

期，自著地瞬間至最大屈曲角度為著地離心期，從最

大屈曲角度至釋球則為向心期；主要將著地與出手瞬

間之下肢關節角度，以及離心、向心期之關節活動範

圍與關節角速度進行比較；最後使用SPSS 12.0 統計

套裝軟體中文視窗版進行無母數統計，以魏氏相依樣

本符號等級檢定(Wilcoxon signed ranks test)，比較長時

間投球前、後下肢運動學之差異，顯著水準訂為 α 

= .05。 

 

參、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長時間投球前、後，女子壘球

投手投球加速期之跨步腳運動學的變化差異，以瞭解

長時間投球對於投球加速期跨步腳動學之影響，研究

結果發現跨步腳著地瞬間膝關節屈曲角度後測顯著低

於前測 (前測 :25.16 ±5.01°；後測 :23.21 ± 4.65°)(p 

=.04)，然而其餘關節角度及關節活動度則無差異；由

於下肢各關節在跨步腳著地後，即須以較小的動作變

化來提供身體一個良好的支點，且若有過多的緩衝動

作，則有可能影響地面反作用力的傳遞，減少傳遞至

上肢的能量，而降低了運動表現（王令儀等人，2001）。

然而，本研究在經過較長時間且大量的投球後，發現

跨步著地瞬間膝關節的屈曲角度較少，此結果極有可

能是因為在長時間投球後所造成的神經肌肉疲勞，導

致加速期前的推蹬力量輸出減少，因此透過跨步腳減

少著地緩衝的動作角度，使較多地面反作用力能傳遞

至上身（曾偉銘、張家豪 2008），以補償在投球動作

初始階段所流失的能量，來維持原先的動作及力量。 

另從出手瞬間跨步腳關節角度結果，發現大部分

關節角度皆無差異，僅有後測踝關節外翻角度顯著低

於前測(pre: 1.27 ± 1.05°；post: 0.70 ± 0.66°) (p = .o3) 

(如表一)，然而此結果與曾偉銘(2008)研究結果的

16.77 ± 4.24°比較明顯較小；但由於跨步腳著地後的加

速期間踝關節各個平面的動作角度會逐漸減小，並會

達到較穩定的狀態且直至出手（曾偉銘，2008），因此，

也不難理解為何踝關節之動作角度皆較其他關節小，

且在長時間投球後踝關節在著地瞬間外翻角度也略小

於前測，故在關節活動範圍也可瞭解在外翻動作前、

後測是相差不遠的。 

    角速度方面，前、後測著地瞬間所有關節則無差

異；而出手瞬間所有關節也未有差異；觀察髖、膝、

踝三關節於加速期過程中各平面角速度之變化，結果

發現大部分關節前、後測皆未有差異，此結果也與先

前研究結果相似(Escamilla et al., 2006)，顯示經過長時

間投球後，對於投手投球之運動學參數可能不會有太

大的影響；然而長時 

    間投球可能造成的疲勞影響，可能不單只是改變

投球動作而已，且人體在神經肌肉發生疲勞時，也可

能透過增加其他肌肉活化來代償特定部位的功能，維

持正常的運動狀態。廖晏崧、王苓華（2007）指出投

球動作之疲勞形態屬選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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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ip Int(+)/Ext(-) Rot 

 
(b)Hip Abd(+)/Add(-) 

 
(c)Hip Flex(+)/Exten(-) 

 
(d)Knee Int(+)/Ext(-) Rot 

 

(e)Knee varus(+)/valgus(-) 

 

(f)Knee Flex(+)/Exten(-) 

 

(g)Ankle Int(+)/Ext(-) Rot 

 
(h)Ankle Inver(+)/Ever(-) 

 

(i) Ankle Dor(+)/Pla(-) 

 

 

表一、前、後測投球著地與出手瞬間下肢各關節角度及角速度之比較 
注：*為達顯著差異；各關節平面角度及角速度於斜線前為(+)，後為(-)。 

 關節角度 

              著地瞬間               出手瞬間 

 前測 後測 p 前測 後測 p 

髖關節(°)       

內旋/外旋 -7.78 ± 9.01 -5.68 ± 11.19 .40 -6.85 ± 9.96 -6.34 ± 9.09 .61 

外展/內收  -29.50 ± 5.97 -27.47 ± 6.80 .24 9.01 ± 8.99 8.74 ± 9.40 1 

屈曲/伸展 38.02 ±12.54 37.43 ± 16.51 .50 32.59 ± 7.77 32.35 ± 10.33 1 

膝關節(°)       

內旋/外旋 20.74 ± 9.94 25.17 ± 9.15 .06 -11.78 ± 7.50 -13.95 ± 4.98 .31 

內翻/外翻 3.59 ± 4.20 4.83 ± 5.72 .24 -1.51 ± 2.56 0.12 ± 6.34 .31 

屈曲/伸展 25.16 ± 5.01 23.21 ± 4.65  .04* 33.70 ± 8.32 35.88 ± 5.39 .74 

踝關節(°)       

內旋/外旋 6.35 ± 10.93 5.45 ± 11.77 .40 6.04 ± 6.10 6.11 ± 7.12 .87 

內翻/外翻 -2.58 ± 5.02 -2.23 ± 4.26 .74 -1.27 ± 1.05 -0.70 ± 0.66  .03* 

蹠屈/背屈 -14.04 ± 9.99 -12.18 ± 10.39 .06 -9.39 ± 5.58 -6.18 ± 3.31 .18 

 關節活動範圍 

               離心期                向心期 

 前測 後測 p 前測 後測 p 

髖關節(°)       

橫切面 9.41 ± 5.62 9.30 ± 5.47 .40 3.61 ± 3.15 4.25 ± 3.52 .06 

額狀面 31.49 ± 8.21 29.10 ± 7.10 .06 7.02 ± 4.44 7.11 ± 3.61 .87 

矢狀面 6.99 ± 3.89 7.59 ± 4.43 .50 8.81 ± 4.09 9.67 ± 5.13 .40 

膝關節(°)       

橫切面 9.04 ± 5.29 9.86 ± 7.09 .74 3.26 ± 1.08 2.05 ± 1.09 .13 

額狀面 5.87 ± 4.35 6.00 ± 5.49 1 1.76 ± 1.98 2.05 ± 2.60 .87 

矢狀面 16.25 ± 7.96 19.78 ± 5.99 .06 7.71 ± 4.37 7.12 ± 3.31 .87 

踝關節(°)       

橫切面 4.61 ± 4.60 4.84 ± 4.28 .74 2.92 ± 2.39 2.10 ± 1.50 .18 

額狀面 2.22 ± 3.40 2.09 ± 3.25 .40 0.62 ± 0.41 0.37 ± 0.23 .09 

矢狀面 8.36 ± 6.58 9.92 ± 7.69 .18 2.30 ± 1.33 2.41 ± 1.43 .74 

(deg/s) 

(deg/s) 

(deg/s) 

(deg/s) 

(deg/s) 

(h)A

nkle 

inve

r(+)/

ever

(-) 

圖二、加速期間各關節平面之角速度變化 

(deg/s) 

(deg/s) 

離心期 向心期 

離心期 

離心期 

向心期 

向心期 

 

向心期 

向心期 

離心期 

離心期 

向心期 

離心期 

離心期 

向心期 

離心期 

向心期 

(deg/s) (deg/s) 
離心期 

離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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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疲勞，將造成肌肉力量運作之協調及型態改變或

破壞肌肉控制能力；但隨著疲勞程度的增加，人體也

因此產生代償現象；在沒有達到高度的肌肉疲勞狀

態，人體還是能透過改變或增加其他肌肉活化或改變

動作形式，來維持投球的運動表現並儘量減少對身體

產生壓力(Escamilla et al., 2006)然而在本研究當中，並

未針對投手長時間投球後的下肢肌電活化情形進行探

討，但仍推論經過長時間投球，投手身體其他肌群可

能出現代償現象，以致在運動學上還能維持於前測相

同的動作模式，藉此來維持運動表現。 

從加速期間投手下肢各關節角速度之變化，也能

得知壘球投球動作在跨步著地後下肢關節之運動特性

(如圖 2-a 至 2-i)；本研究主要以膝關節屈曲/伸展動作

來劃分，大約將投手著地動作至出手分為著地離心期

以及向心期兩部分；從跨步著地瞬間的 0%開始，膝

關節在矢狀面上動作主要為屈曲(如圖二-f)，由著地瞬

間開始較大的屈曲速度，且後測在加速期前約 50%的

屈曲角速度皆較高於前測，逐漸減緩約至 60%達到最

小值並開始轉換運動方向，即為向心期之起始；在加

速期初始階段發現髖、踝關節與膝關節有較為相近動

作速度，但在約 40%即開始轉換運動方向，且伸展角

速度也有增加後在逐漸下降的現象，且踝關節也以靜

止穩定的狀態來提供膝關節及髖關節更為穩固的支

撐，也始下肢力量能更有效率的傳遞（王令儀，2001）；

在內收/外展速度方面，則可發現加速期下肢各關節額

狀面上的動作僅髖關節較多而有較高的外展/內收角

速度，且在 20%-60%之間後測角速度有小於前測的現

象(如圖 2-b)，但由於壘球投手跨步著地時身體重心較

為後傾，且須將後滯的重心急速地向前帶，而軸心腳

則會快速地拖行向前，直至較靠近跨步腳的位置以利

整體力量的傳輸以及後續的出手動作，然而，後測較

緩慢的外展角速度可能會不利於重心的移轉，對於後

面的動作力量的效率及最後的力量輸出可能大打折

扣，雖然未有顯著差異，但從曲線上來觀察仍能窺探

長時間投球後對於投球動作上的影響。最後在橫切面

上的內/外旋角速度結果，雖然未達統計上的差異，但

仍發現在加速期 40%之前髖、膝、踝關節後測皆明顯

大於前測，由於先前研究指出在跨步著地前髖關節的

外展及外旋角速度會達到最大值（曾偉銘，2008），因

此也推估後測在跨步腳著地前之最大外旋及外展角速

度也可能大於前測，而這也可能意味著經過長時間大

量的投球後，導致投手身體動作以較高的動作速度來

補償動作初始階段力量的不足，由於下肢關節橫切面

上的旋轉運動，可能影響軀幹扭轉及投擲臂下擺的速

度，雖然是以相似的動作模式，但較高的關節角速度

也表示在動作過程中關節相對必須產生較大的力矩，

因此對於關節的負荷也可能隨之增加，也增加了運動

傷害的風險；然而，本研究目前僅針對投擲加速期間

下肢運動學進行探討，但長時間投擲運動的影響，仍

需其他動力學、肌電圖或其他生物力學參數上的探討

來完整解釋，才能瞭解在反復投球後對於投手下肢造

成何種影響，且對於傷害風險又有何種程度的增強，

因而更能提供教練及選手更實際的參考運用。 

 

肆、結論與建議 

透過本研究結果得到以下結論：經長時間投球

後，投手會以較僵直的方式進行跨步著地；在出手瞬

間踝關節以較小角度與角速度來提供髖、膝關節穩定

的支點來進行後續動作；且透過改變部分關節動作的

代償現象，導致長時間前、後之下肢關節運動學未有

明顯差異，但過多的代償及過大或過少的角運動也可

能造成關節的額外負荷而增加傷害風險；故建議未來

研究能針對長時間投球後之下肢動力學及肌電圖進行

探討，以求更進一步瞭解長時間投球對於投手投球運

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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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LONG-TERM PITCH ON LOWER 

EXTREMITY  KINEMATICS OF WOMEN’S SOFTBALL PIT 

CHERS 

 

Chou Pei-Hasuan Chen Wan-Chin
 *
 

Taipei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long-term pitch on lower extremity 

kinematics of women’s softball pitchers.7collegate softball pitchers were recruited to pitch most 10 

innings simulated game in biomechanics lab. Motion analysis system was captured lower extremity 

kinematics on pitching acceleration phase. All parameters were examined by nonparametric method 

(wilcoxon signed rank test)between pre(first inning) and post(last inning)pitching movement. The 

result was displayed the post stride leg knee flexion angle was significant smaller than pre test on 

leg landing moment. And the post ankle eversion angle also smaller than pre test significantly on 

ball release moment. However, the ROM and angular velocity was no significant in pre-post test or 

any moment. Concluded: The stride leg landing movement was more stiffness land after long-term 

pitch. And the ankle was decrease the sustain angle and angular velocity to maintain the knee and 

hip joint stability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ball release. 

 

Keywords: Windmill pitch, Stride leg, L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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