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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在躍起著地時，誘發疲勞運動是否對下肢關節和地面反作用力產生影響。方法：本

實驗共招募 10 名健康男性受試者（年齡 23.7 ± 0.7 歲、身高 173.6 ± 3.0 公分、體重 71.3 ± 7.9 公斤）， 利用

十台 Vicon 紅外線攝影機 (200Hz) 和一塊 Kistler 測力板 (1000Hz) 同步收集全身動作資料和地面反作用力。

受試者需進行向前的躍起著地，動作為雙腳起跳，支撐腳單腳著地。誘發疲勞運動包括連續進行蹲踞

(squat)、舉踵 (heel raise) 的動作（身上負重為三分之一的體重），直到受試者自覺無法再進行為止。使用成

對樣本 t 考驗來比較疲勞前後的差異，結果：疲勞後所測得的髖關節的最大屈曲角度、活動動範圍和膝關節

的活動範圍在疲勞後皆顯著小於疲勞前的結果 (p < .05)。到達最大膝關節屈曲角度的時間在疲勞後會減少

(p < .05)；疲勞後會產生較大的地面反作用力 (p < .05)；結論：本研究發現，經誘發性疲勞運動後，個體會

採取較為僵硬的著地動作，其目的是為了要快速緊急地維持姿勢的穩定，但也造成著地後的衝擊力無法有效

地減少，因此可能會提升傷害的風險。

關鍵字：單腳著地、傷害風險、動作分析

壹、绪论

  下肢伤害是运动中最容易发生的伤害，特别是在

膝关节与踝关节的部份，常见的伤害包括前十字韧带

的损伤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injury) 与踝关节外
侧的扭伤 (lateral ankle sprain) 等。运动过程中的着地
(landing) 和切入 (cutting) 是最容易造成这些伤害的
动作 (Schmitz, Kulas, Perrin, Riemann, & Shultz,
2007)，而这些伤害大多都属于直接接触，或是非接触
的机转而造成的。在许多球类运动中，例如篮球、排

球或足球等，其着地动作发生的频率是相当高的，通

常都会伴随着跳跃而来。Wikstrom et al (2004)指出，
一个成功的着地动作需要足够肌力、关节稳定和姿势

平衡等人体特有的保护机制来预防关节受伤

(Wikstrom, Powers, & Tillman, 2004)。在着地时，神经
肌肉控制 (neuromuscular control) 的功能在于维持关
节稳定度和姿势平衡，以保护身体免于受伤。随着运

动时间的拉长以及体力的下滑，身体首先产生的反应

即是肌肉疲劳，肌肉疲劳即代表人体的神经肌肉控制

系统是处于较为薄弱的情况，此情形会降低人体的姿

势控制能力和关节稳定度，进而提高伤害的风险。流

行病学的研究亦显示伤害发生率的提高倾向发生在比

赛的后期 (Price, Hawkins, Hulse, & Hodson, 2004)，这
也显示肌肉疲劳与伤害风险息息相关。前述所提到的

高伤害率即可能因肌力不足、关节不稳定和姿势平衡

能力不佳所致，而这些因素常会伴随着肌肉疲劳而产

生 (Wikstrom et al., 2004)。
  在过去的许多研究里，许多生物力学因子皆被用

来评估肌肉疲劳所造成的影响，包括肌肉收缩 (Kellis
& Kouvelioti, 2009; Padua et al., 2006)、劲度变化
(Padua et al., 2006) 以及下肢运动学和动力学
(Coventry, O'Connor, Hart, Earl, & Ebersole, 2006;
Madigan & Pidcoe, 2003) 等。流行病学和实验性的研
究也指出，肌肉疲劳与最大负荷同时发生可能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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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 (Urabe et al., 2005)，地面反作用力亦可以作为肌
肉骨骼系统在疲劳后负载 (loading) 程度的指标。过
去的研究结果指出，在下肢肌群疲劳后，进行单脚的

着地动作，其垂直地面反作用力会减少 (Coventry et
al., 2006; Kellis & Kouvelioti, 2009; Madigan & Pidcoe,
2003)，这意味着个体在着地后可能会透过其它代偿性
的机制来努力地减少冲击力；但 Wikstrom (2004) 等
人却有相反的结果，即疲劳后的垂直地面反作用力增

加。另外，地面反作用力也可以被用来评估着地后劲

度 (landing stiffness) 的改变量，但 Padua et al (2006)
的研究结果显示下肢劲度不受疲劳的影响 (Padua et
al., 2006)。此外，Coventry et al (2006) 也进一步提出，
下肢最大伸展力矩（髋、膝关节的伸肌和踝关节的跖

肌）在疲劳前后亦没有差异。

  由于着地动作涉及下肢多关节的动作，透过不同

的动作策略（改变关节角度），可能会改变肌肉的活化

程度以因应疲劳的影响。关节运动学着重在分析着地

瞬间的角度、着地后最大屈曲角度以及最大活动范围；

过去的研究结果指出，在下肢肌群疲劳后，评估其单

脚的着地动作，发现关节运动学 (joint kinematics) 会
产生改变。下肢肌群的疲劳会使着地瞬间的髋、膝关

节屈曲角度变大 (Coventry et al., 2006)、膝关节最大
屈曲角度和踝关节最大背屈角度增加 (Madigan &
Pidcoe, 2003)、髋关节最大屈曲角度增加以及踝关节
活动范围减少 (Coventry et al., 2006)，而这些代偿性
的改变，都是为了要缓冲着地后的冲击力；但

Wikstrom (2004)等人的研究中，发现当下肢肌群疲劳
后，对下肢关节的最大屈曲角度没有影响。由于下肢

的肌肉骨骼系统扮演着能量（动能）消耗的功能

(dissipation of kinetic energy)，且常受到不同着地型态
的影响，例如：僵硬 (stiff) 或柔软 (soft) 的着地动作，
而这两种着地型态常以髋关节和膝关节的动作来作界

定，例如：着地时有较大的髋关节和膝关节的屈曲角

度，即代表此动作为较柔软的着地动作 (Zhang, Bates,
& Dufek, 2000)。Devita 和 Skelly (1992) 也进一步指
出，在较僵硬的着地动作，踝关节的跖屈肌群会吸收

较多的冲击力，而髋关节和膝关节的伸肌肌群，在柔

软的着地则会吸收较多的冲击力 (Devita & Skelly,
1992)。

综合以上，在肌肉疲劳后，着地后的冲击力可能

会受到下肢关节角度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探

讨在跃起着地时，诱发疲劳运动对下肢关节运动学、

动力学和地面反作用力的影响，研究假设为下肢关节

运动学、动力学和地面反作用力在疲劳前后会有差异。

贰、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实验共招募 10名健康男性受试者（年龄 23.7 ±
0.7岁、身高 173.6 ± 3.0公分、体重 71.3 ± 7.9公斤）。
受试者在一年内没有头部及下肢伤害的病史，亦无躯

干脊椎或上肢方面的伤害，并且在实验前三个月内，

没有发生急性的下肢伤害。在正式实验前，会对受试

者进行实验步骤的说明并填写受试者同意书及基本数

据表，完毕再进行受试者支撑脚的界定（进行踢球动

作时，用以支撑身体重量的脚）以及最大垂直高度的

测量 (Wikstrom, Tillman, Smith, & Borsa, 2005)。
二、研究器材：

  本实验使用十台红外线摄影机 (Vicon, Oxford,
UK)，以撷取频率 200Hz来收集黏贴于身体特定关节
处的反光球 (直径：1.27cm)，为取得各肢段在空间中
的位置，本研究使用自建反光球模型（28颗反光球），
用以建构出 13个人体肢段 (Hahn & Chou, 2004)，包
括头部、左右上臂、左右前臂（含手掌）、躯干、骨盆、

左右大腿、左右小腿以及左右足部。本研究亦使用一

块测力板 (Kistler9821, Germany) 来收集着地后的地
面反作用力，其撷取频率设为 1000Hz。实验中，所有
数据的收集皆透过 Vicon Nexus1.5.2 套装分析软件来
同步进行。

图一、实验动作

三、实验步骤：

  本实验为进行向前方向的跃起着地 (forward
jump-landing)，执行动作前，受试者的起始位置距离
测力板中心 70公分，闻开始口令，进行双脚起跳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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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并以支撑足单脚着地，在腾空时需以双手触摸目

标物（高度为 50%的最大垂直跳高度）(Wikstrom et al.,
2005)（图一），着地时采用脚趾足跟策略 (toe-heel
strategy)，双手则置于髋部两侧，并尽快维持稳定，眼
睛向前直视并保持平衡 3秒钟；若发生着地时失去平
衡、用对侧脚着地、多了额外的小跳步，或是在着地

时上半身或对侧脚的摆荡过大皆算失败，若上述情形

发生皆须重做跃起着地的动作，直到成功 3次即算完
成。为避免学习效应 (learning effect) 的影响，会让受
试者进行足够的练习再开始进行正式实验，实验全程

皆以赤脚的方式进行。

在跃起着地的前测完毕后，会进行下肢肌群的诱

发性疲劳运动。在过去许多诱发性疲劳的测试中，疲

劳的诱发是藉由运动中功能性较高的动作（跑步或跳

跃）或是开放式动力链 (open kinetic chain) 的动作（等
长收缩）来达成 (Gehring, Melnyk, & Gollhofer, 2009)。
然而，功能性高的诱发性疲劳方式，如连续进行冲刺

和跳跃的动作，由于在进行这两个动作时，都会有动

作转换的时间，如此会造成其疲劳并不是一直累积的，

纵使转换的时间很短，亦会有短暂的休息时间，因此，

通常会较难控制和维持疲劳的状态 (Chappell et al.,
2005)；开放式动力链的方式通常都集中在某一肌群，
此情形与运动中的动作（跑步或跳跃）所造成的下肢

疲劳不相符合 (Fagenbaum & Darling, 2003)，也不符
合实际的运动情境。因此，为了诱发下肢肌群的疲劳，

本研究采用其它替代性的动作来诱发肌肉疲劳，并探

讨其所造成的效果，其动作内容包括（1）涉及多肌肉
群的活动，例如：大腿与小腿的肌群；（2）较容易控
制并维持在疲劳的状态。因此，本研究采闭锁式动力

链 (close kinetic chain) 的动作来诱发肌肉疲劳，由于
闭锁式动力链的动作较为简单，且动作是连续进行的，

并不会有中断的时间，因此会比较好控制和维持疲劳

的状态，本研究使受试者身上背负着杠铃（肩部后方），

负重为受试者三分之一的体重，反复进行蹲踞 (squat)
和举踵 (heel raise) 的动作，每组动作都包括受试者下
蹲到膝关节屈曲 90度，再恢复至站立姿势，紧接着做
举踵的动作（最大跖屈），此一系列动作在于诱发大腿

与小腿肌群的疲劳，动作的频率由受试者主观决定。

此动作为修改 Padua 等人 (2006) 的方式，进一步以
加入举踵动作来诱发肌肉疲劳。受试者连续进行上述

动作，直到受试者自觉无法再进行即停止动作。此时

会搭配博格运动自觉量表 (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
RPE) 来检测受试者自觉疲劳的程度，本研究界定受

试者至少需达到 17级（非常辛苦）以上才算有效的疲
劳测验；根据此量表，等级 17即代表受者非常费劲才
能够完成目标动作，且受试者已经非常疲劳。待诱发

性疲劳测验结束后，马上进行后测的跃起着地测验，

完成 2次成功的试验即算成功。受试者在进行诱发疲
劳运动测验时，为避免受试者因无法负荷或杠铃滑落

而造成伤害，在杠铃两侧会各站一人以保护受试者。

而在诱发疲劳运动测验后，执行跃起着地的动作时，

为避免受试者着地后产生不稳定动作或滑倒而受伤，

在力板外围铺有海绵垫，附近亦有相关人员随时准备

保护工作。

四、数据处理：

  利用 Visual3D (C-Motion, Rockville, MD, USA)
来处理运动学和动力学的参数，反光球的轨迹以及测

力板的的原始数据皆以 6Hz的低通滤波 (lowpss filter)
来过滤噪声。关节运动学的数据包括髋、膝、踝关节

在矢状面的动作，分析着地后到达身体质心最低处时

(Pollard, Sigward, & Powers, 2010)，期间各关节（踝、
膝、髋）的最大屈曲角度和着地瞬间的角度以及活动

范围（关节的最大角度和着地瞬间的角度的差距）。关

节角度的定义为自然站立时，其下肢各关节的角度为

0 度。动力学的数据则分析着地后到达膝关节最大角
度时，期间所产生的最大垂直地面反作用力及着地瞬

间的垂直地面反作用力，再将其除以体重以进行标准

化工作；膝关节受力 (knee joint force) 和各关节内力
矩 (internal joint moment) 则是利用逆动力学来进行
计算，膝关节受力以小腿的坐标系为参考坐标系，将

其向前方向定为胫前剪力 (anterior tibial shear force)
(Chappell et al., 2005)，再以身体质量进行标准化，关
节力矩则是分析髋关节和膝关节的最大伸展力矩以及

踝关节的最大跖屈力矩，再使用身体质量和身高来进

行标准化；下肢劲度 (leg stiffness) 则是利用着地后的
最大垂直地面反作用力 (Fpeak) 除以着地瞬间的身体
质心至着地后身体质心最低点时的垂直距离变化量

(ΔL)（公式一） (Farley, Houdijk, Van Strien, & Louie,
1998)。身体质心 (center of mass) 的计算是藉由 13个
人体肢段重量总和 (Hahn & Chou, 2004) 并搭配人体
肢段参数 (Dempster, 1958) 而取得的。
下肢劲度 (leg stiffness) = Fpeak/ΔL（公式一）
五、统计分析：

  针对疲劳前后的下肢关节和地面反作用力进行

比较。以 SPSS for Windows 13.0进行统计分析，利用
成对样本 t检定 (Paired-samples t test) 来比较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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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疲劳前后的差异，各项统计考验的显著水平均为 α
= .05。

表一、关节角度与最大伸展力矩在疲劳前后的比较

疲劳前 疲劳后 p值

着地瞬间的角度（度）

髋关节 28.3 ± 6.0 27.9 ± 6.2 .544

膝关节 -12.7 ± 3.8 -12.7 ± 4.3 .948

踝关节 -33.1 ± 12.6 -34.9 ± 14.3 .161

最大屈曲角度（度）

髋关节 55.1 ± 13.6 51.2 ± 11.6 .024*

膝关节 -63.8 ± 10.8 -59.8 ± 8.9 .060

踝关节 25.0 ± 5.3 24.2 ± 4.2 .388

活动范围（度）

髋关节 26.7 ± 10.2 23.3 ± 7.5 .040*

膝关节 51.1 ± 8.9 47.1 ± 6.9 .043*

踝关节 58.0 ± 10.7 59.1 ± 12.6 .512

最大伸展力矩（牛顿-米/公斤*公尺）

髋关节 0.81 ± 0.25 0.75 ± 0.24 .176

膝关节 1.81 ± 0.27 1.80 ± 0.29 .869

踝关节 1.27 ± 0.14 1.32 ± 0.19 .315

注：＊疲劳前与疲劳后有显著差异，p < .05。
髋关节：屈曲(+)、伸展(-)，膝关节：伸展(+)、屈曲(-)
踝关节：背曲(+)、跖曲(-)

参、结果与讨论

  表一为着地后关节角度和最大伸展力矩在疲劳

前后的数值，髋关节的最大屈曲角度 (p = .024)、活
动动范围 (p = .04) 和膝关节的活动范围 (p = .043)
在疲劳后皆显著小于疲劳前，下肢各关节的最大伸展

力矩皆没有差异。表二为着地后到达膝关节最大屈曲

角度的时间、地面反作用力和下肢劲度在疲劳前后的

数值，从实验结果得知到达最大膝关节屈曲角度的时

间在疲劳后会减少 (p = .02)；在地面反作用力的部
份，疲劳后会产生较大的地面反作用力 (p = .028)；
在下肢劲度和胫前剪力的部份则是没有差异 (p
= .685)。

本研究在探讨在跃起着地时诱发疲劳运动对下

肢关节和地面反作用力的影响。人体的肌肉骨骼系统

在着地时扮演着多重的角色，包括吸收冲击时的力

量、协助降低骨骼的形变和维持关节稳定度等来保护

地后，肌肉骨骼系统会吸收部分能量，使得在下肢关

节处受的冲击力减少，然而，当所产生的外力超过身

体所能负荷的情况，伤害就会产生 (James, Dufek, &
Bates, 2000; Kovacs et al., 1999)。由结果发现，透过诱

发性疲劳运动，身体的着地姿势会藉由下肢关节角度

的改变来调整。

表二、地面反作用力和下肢劲度在疲劳前后的比较

疲劳前 疲劳后 p值

到达膝关节最大屈曲角度的时间（秒） 0.21 ± 0.07 0.19 ± 0.06 .020*

地面反作用力（体重）

着地瞬间 0.9 ± 0.2 0.9 ± 0.2 .123

着地后最大值 2.6 ± 0.2 2.7 ± 0.1 .028*

下肢劲度（体重/公尺） 10.0 ± 2.6 11.0 ± 1.7 .060

胫前剪力（牛顿/公斤） 12.4 ± 1.2 12.5 ± 1.1 .685

注：＊疲劳前与疲劳后有显著差异，p < .05

Lafortune et al (1996) 指出，着地时的冲击力会受
到身体姿势的影响，特别是在冲击力转移 (shock
transmission) 的时期，通常会透过下肢关节角度的改
变来调整肌肉骨骼系统的负荷 (Lafortune, Lake, &
Hennig, 1996)。Lafortune进一步指出，增加膝关节在
着地瞬间时的屈曲角度，能够有效地改善着地后的冲

击力，即减少着地后的地面反作用力。Derrick (2002)
等人也指出，肌肉疲劳后，增加膝关节在着地瞬间时

的屈曲角度（约增加 4度），能够减少着地后的冲击力
(Derrick, Dereu, & McLean, 2002)。Gerritsen et al (1995)
的研究则指出，膝关节屈曲角度的改变（减少 1度），
会增加大约 68N (~0.1 BW) 的地面反作用力
(Gerritsen, van den Bogert, & Nigg, 1995)。因此，透过
上述可以知道着地瞬间时身体姿势的改变，对于位能

所转换成的动能其消耗或转移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本研究结果发现，着地瞬间下肢各关节的角度和垂直

地面反作用力，在疲劳后皆没有产生改变，这也意味

者在着地初期的力量并无法有效地减少，因此，着地

后势必得透过其它机转来维持相同程度的负荷，若无

法有效地透过其它机转，可能会导致着地后的冲击力

无法有效地转移。

  因此，我们进一步观察着地后姿势的变化，由表

一得知，经由诱发性疲劳运动后，髋关节和膝关节的

活动范围明显地变小，最大屈曲角度也有变小的趋势，

这也意味着，在下肢肌群疲劳后，身体会采取一个较

为僵硬的着地姿势，使得着地后到最大膝关节屈曲角

度的时间减少。Coventry 等人 (2006) 指出，在进行
单脚着地时，为了要维持身体姿势的稳定，此时必须

藉由减少髋关节与膝关节的活动范围，来达到减少躯

干在前后方向的摆动，但为了要承受着地初期的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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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力，踝关节反而必须有较大的活动范围。踝关节外

围的肌肉在着地时会先作用，紧接着会是膝关节和髋

关节的外围的肌肉组织 (McKinley & Pedotti, 1992)。
过去的文献亦提出相对于较柔软的着地动作，僵硬的

着地动作需要透过更多踝关节的肌肉组织和被动组织

结构（韧带）来吸收更多的能量 (Devita & Skelly, 1992;
Zhang et al., 2000)。因此，增加踝关节跖屈和背屈的
活动范围，可以为踝关节提供更大的减震能力 (shock
attenuation) (Self & Paine, 2001)，也代表着着地所产生
的反作用力传到膝关节或前十字韧带可能会变的比较

小 (Decker, Torry, Wyland, Sterett, & Richard Steadman,
2003)。(Schmitz et al 2007) 进一步提出说明，对于单
脚的着地动作而言，在基底面积变小的情况下，调整

踝关节的关节活动度对于能量的吸收是很重要的，藉

由增加远程关节（踝关节）的作用以及减少近端关节

（髋、膝关节）的动作，也能进一步帮助身体稳定姿

势并使质量中心保持在基底面积内。由本结果得知，

受试者在诱发性疲劳运动介入后，近端髋关节和膝关

节的活动范围会变小，因此，若要维持相同或减少的

负荷，势必得在远程关节产生改变，但结果显示，踝

关节的活动范围并没有如预期的变大，这也意味者，

着地后的冲击力可能无法有效地减少。因此，推测这

是造成最大地面反作用力增加的原因（增加约 0.1
BW）。McNair 和 Marshall (1994) 指出，垂直方向地
面反作用力的大小与胫骨向前位移 (anterior tibial
translation) 具有很高的相关性 (r = 0.87)，这会影响到
膝关节所产生的剪力并造成伤害的发生 (McNair &
Marshall, 1994)，惟可惜的是本研究的胫前剪力并没有
差异。此外，虽然下肢劲度在疲劳前后没有产生差异

(p = .06)，但可以发现在诱发性疲劳运动介入后下肢劲
度有增加的趋势。较僵硬的着地动作会产生较大的地

面反作用力 (Devita & Skelly, 1992; Zhang et al.,
2000)，反而使得着地的劲度变大，这也意味着僵硬的
着地动作可能无法有效地消耗冲击力。

  本研究结果显示，下肢肌群疲劳会藉由改变下肢

的关节角度和地面反作用力，但本实验结果却与过去

的实验结果不同，推测可能造成其不同的原因，是由

于实验设计上的不同，包括诱发疲劳方式和实验动作

表三。(Coventry et al 2006) 和(Madigan et al 2003) 皆
使用功能性和闭锁式动力链的动作来诱发肌肉疲劳，

其实验动作皆为垂直着地 (drop landing) 的动作，动
作皆为从平台上着地，与本研究的向前跃起着地并不

一样；在(Covenry et al 2006) 的实验中，其检测的高

度为受试者 80%的最大跳跃高度，而本研究由于增加
了着地的距离，因此我们采取 50%的最大跳跃高度，
若采取同样 80%的最大跳跃高度，担心强度太强而造
成受试者受伤。而在(Madigan et al 2003) 的实验中，
其检测的高度为从 25公分高的平台上着地，此种检测
方式则较不标准化，因此本研究不采用此种方式。由

于本研究增加了着地的距离，可能会增加姿势控制的

难度，而让受试者采取较为保守的着地姿势。但

(Wikstrom et al 2004)则是分别比较开放式动力链和功
能性动作对疲劳所造成的影响，结果发现最大地面反

作用力在疲劳后增加，但下肢关节最大屈曲角度则没

有差异，因此，作者推论其着地瞬间膝关节屈曲角度，

在疲劳后可能会比较小（较僵硬的着地），但由于此文

献没有提出着地瞬间膝关节屈曲角度的资料，所以此

推论似乎过于大胆；直到(Coventry et al 2006)提出下
肢肌群的疲劳会使着地瞬间的髋、膝关节屈曲角度变

大 (Coventry et al., 2006)，才证实着地瞬间的屈曲角
度为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而本研究则是发现在着地

瞬间下肢关节角度没有差异，但在着地随后的下肢关

节角度却是有产生差异，由于本研究是采取闭锁式动

力链的方式来诱发肌肉疲劳，推测这可能是造

成差异的原因。

表三、实验方法与结果的比较

Coventry et al., 2006 Madigan et al., 2003 Wikstrom et al., 2004

诱发
疲劳

功能性与闭锁式动
力链的动作

功能性与闭锁式动力
链的动作

功能性与开放式动力链
的动作

实验
动作

垂直着地
（单脚着地）

垂直着地
（单脚着地）

跃起着地
（单脚着地）

实验
结果

1.地面反作用力
垂直方向减少

2.着地瞬间角度
髋、膝关节变大

3.着地最大屈曲角
度
髋关节变大

4.活动范围
踝关节变小

5.最大伸展力矩
没有差异

1.地面反作用力
垂直方向减少

2.着地瞬间角度
没有差异

3.着地最大屈曲角度  
 膝、踝关节变大
4.活动范围
 无
5.最大伸展力矩
 无

1.地面反作用力
垂直方向增加

2.着地瞬间角度
无

3.着地最大屈曲角度
没有差异

4.活动范围
无

5.最大伸展力矩
无

肆、结论与建议

  综合以上，无论是在疲劳前后，踝关节的活动范

围都有大于其它关节的趋势，这也显示踝关节的活动

度在着地时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经诱发性疲劳运动

介入后，虽然下肢的关节动力学没有产生差异，但人

体的姿势控制却会产生改变，藉由较为僵硬的下肢关

节动作来避免身体产生过多的摆动，因此推测受试者

在疲劳后会采取较为保守的着地姿势，即较为僵硬的



李育铭 李恒儒 / 华人运动生物力学期刊 8 (2013) 1-8

6

着地动作（较小的髋关节和膝关节活动范围），其目的

是为了要快速紧急地维持姿势的稳定（减少到最大膝

关节屈曲的时间），但这也造成了较大的地面反作用力

和下肢劲度，由于力量无法有效地减少，因此可能会

增加伤害的风险。着地后的地面反作用力会受到关节

运动学的影响，若着地后的关节角度无法有效地控制，

势必得透过其它的代偿机制（例如肌肉的共同收缩），

才能有效地减少地面反作用力和伤害风险。由于下肢

肌肉疲劳确实会改变身体的着地策略，未来的研究可

以尝试提高最大跳跃高度（安全许可下），以增加其检

测的强度，以了解诱发肌群疲劳运动是否会影响下肢

关节，并评估其可能造成伤害的风险。除此之外，未

来的研究能进一步分析造成前十字韧带受伤的相关因

子（例如：膝关节的外翻角度或内翻力矩等）或是下

肢关节的能量吸收策略，以提供更多有关伤害风险的

讯息，并进一步发展出较佳的伤害预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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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fatigue induced exercise on
lower extremity joint and ground reaction force during landing from a jump. Methods: Ten healthy
males (23.7±0.7 years old; 173.6±3.0 cm; 71.3±7.9 kg) were recruited for this study. A ten-camera
motion analysis system (200Hz) and one force plate (1000Hz) were used to collect whole body
motion data and ground reaction forces, respectively. All subjects needed to perform a forward
jump-landing protocol, including a double-leg jumping and a single-leg landing (supporting leg
only). Fatigue induced exercise included repeated squatting and heel raising motions with about one
third loading of each subject’s body weight until subjects felt exhausted.Paired-samples t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each parameter between pre-fatigue and post-fatigue. Results: The peak hip
flexion angle, the hip and knee range of motions were significant less than pre-fatigue (p< .05), the
less time to peak knee flexion angle and the greater peak ground reaction force occurred after
muscle fatigue (p< .05). Conclusions: To our results, we found that individual’s landing posture 
would change with a stiff landing movement to maintain postural stability rapidly after fatigue
induced exercise. Hence, a stiff landing with greater impact force might result in increasing the
injury risk.

Key words: single-leg landing, injury risk, motion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