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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欲探究急停與急停跳，此兩種運動中常見的急停著地形態，其著地動作與地面反作用

力之差異，以了解其下肢負荷之特性。方法：收集 14 名自願參與本研究之大學體育系男性學生著

地階段的下肢運動學與地面反作用力資料。每位受試者皆進行兩種 40 公分高台著地動作的測試：

1.著地急停；2.著地反彈跳。以八台光學攝影機 (200 Hz) 與兩塊三軸測力板 (1000 Hz) 同步進行

資料的擷取。以 The MotionMonitor 軟體進行資料處理。利用 SPSS 統計軟體進行相依樣本 t-test，

統計顯著水準定為α=.05。結果：研究結果顯示，相較於急停跳動作而言，急停動作於觸地瞬間的

踝、膝與髖關節屈曲角度較少，著地期的踝、膝與髖關節最大屈曲角度亦較小，且著地期會形成較

大的地面反作用力與負荷率。結論：進行急停動作時下肢的著地動作較為挺直，且會形成較大的著

地撞擊，此會增大前十字韌帶的負荷，故急停動作會有比急停跳動作大的下肢傷害風險。 

 

關鍵字：下肢傷害、負荷率、關節角度 

 

壹、緒論

運動中存在了許多的著地動作，而著地階段所形

成的負荷與下肢的傷害有密切的關係，過去關於運動

傷害之調查便指出，運動中因連續的跳躍與著地後不

當的動作造成極高的受傷比例 (Gerberich, 1987) ，換

言之，運動中各種著地動作所存在的下肢傷害風險與

機制是運動生物力學研究中一重要的課題。而在運動

中的著地動作有兩種常見的類型：一為著地後急停，

即雙腳在運動過程中進行一快速剎車的著地動作，如

籃球跳停的動作，其後通常會銜接一個傳、接球動作；

另一為快速剎車的著地急停後還需立即銜接一躍起之

急停跳動作，如籃球的急停跳投 (stop jump shot)。而

此兩種動作皆具運動速度、方向快速改變的特性，故

有高度的下肢傷害風險  (Boden, Dean, Feagin, & 

Garrett, 2000) 。而我們並不清楚的是，在此著地急停

動作後，有、無銜接一躍起的動作，是否會形成不同

的著地策略與傷害風險。 

在運動生物力學的研究中經常透過高台著地動作

探究著地階段的地面反作用力特性，如：垂直力最大

峰值、峰值出現的時間、垂直負荷率 (loading rate) ，

以及 50 毫秒內的被動衝量等參數，並以此來評估著地

負荷與下肢傷害風險 (McNitt-Gray, 1991; 許太彥，

1999) 。而高台著地階段下肢關節的角運動學特性是

影響緩衝著地撞擊的重要因素，如：增大髖、膝關節

的彎曲角度有利於著地撞擊的降低，可減少強勁的衝

擊力所造成的傷害 (McNitt-Gray, 1991; 張英智、黃長

福、趙國斌，1994) ；較大的膝關節活動範圍應可減輕

衝擊力並減少膝關節的負荷 (Lephart, Ferris, Riemann, 

Myers, & Fu, 2002) ；觸地瞬間髖、膝關節角度若較為

僵直，則會有較大的地面反作用力峰值 (Yu, Lin, & 

Garrett, 2006) ；觸地瞬間髖與、膝關節角速度亦是影

響著地階段地面反作用力峰值與膝關節間作用力的要

素 (Yu et al., 2006) 。 

由上述可知，國內、外諸多學者皆透過著地動作

中的地面反作用力與關節角運動學等生物力學分析，

探究著地動作中下肢的傷害風險與緩衝機轉。然而，

過去關於高台下落動作中下肢傷害風險的探究多半以



許年瑩 孫苑梅 張木山 王令儀 / 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 12(2), 65-71 

DOI：10.3966/207332672015101202003 

66 

 

不同高台高度 (張英智等，1994；李書維、黃長福，

1995：李書維，1998) 、不同著地策略 (楊明智，2008) ，

以及不同急停跳動作  (Wang, Gu, Chen, ＆  Chang, 

2010; Wang, 2011) 等為下肢著地負荷之實驗設計。然

而，急停與急停跳是運動中常見的兩種急停著地情境，

鮮少有研究對此進行探究，故本研究欲透過運動生物

力學分析來了解著地後無任何銜接動作的快速急停與

著地後快速銜接一跳躍動作，此兩動作情境在著地階

段的動作特性與負荷差異，以提供運動傷害之議題更

多的訊息。 

 

貳、方法 

一、受試對象 

本研究以國立大學體育系非運動代表隊之男性學

生 14 名為受試對象 (身高：1.72±0.05 公尺、體重：

65.80±6.33 公斤、年齡：19.33±1.54 歲) 。受試者在實

驗前六個月內下肢無明顯重大傷害之經驗，且從未接

受過下肢校正、傷害手術。參與本實驗前，皆會告知

受試者實驗內容、流程與注意事項，並若同意參與本

實驗，則簽署受試者同意書。 

二、實驗流程與資料收集 

實驗之測試場地是兩塊 AMTI (BP600900, AMTI 

Inc., Watertown, MA, USA) 三軸測力板 (1000 Hz) 與

八台 Qualisys (Oqus 100) 光學攝影機 (200 Hz) 所建

構之 Qualisys 資料捕捉系統 (Qualisys, Gothenburg, 

Sweden)。擷取受試者進行 40 公分高台著地後急停 

(drop-stop，圖一) 與 40 公分高台著地後急停跳 (drop-

stop-jump，圖二) 之雙腳接觸測力板瞬間至下蹲至最

低點此期間的反光球三維空間座標軌跡，及雙腳著地

階段之地面反作用力資料。 

 

 

圖一、高台著地後急停動作圖 

 

 

圖二、高台著地後急停跳動作圖 

正式實驗前，受試者需進行統一的熱身活動 (包

含慢跑與伸展) 後。參照 Helen Hayes 之標記設置 

(Helen Hayes marker set) 於受試者身上黏貼資料截取

所需之 21 個反光球。實驗測試時，每位受試者皆需

進行兩種動作之測試各三次，每次測試間休息 30 秒，

且動作測試之順序採平衡次序法安排。受試者動作過

程中雙手需插於腰側，且採自然前傾身後下落的方式

進行下落動作。進行急停動作時，受試者需落地後儘

快達成一剎車急停的動作，可想像是一個類似籃球雙

腳跳停的動作，而急停動作完成後請其於測力板上穩

定站立，若急停過程還有向前跨、墊步的動作，則該

次視為失敗。而急停跳動作時則是要求受試者落地後

儘快達成一剎車急停的動作，並快速銜接一垂直上躍

的動作，故需快速急停、快速躍起，並盡最大努力向

上跳，可想像是一個類似籃球雙腳跳停接球後立即躍

起投籃的動作，若急停過程還有向前跨、墊步的動作，

或躍起後無法落回測力板上則該次視為失敗。實驗時

受試者皆穿著統一規格的實驗用鞋 (廠牌：Adidas、型

號：ZIM1024、尺寸：合腳) 。 

三、資料處理 

將 Qualisys 資料捕捉系統所截取的反光球軌跡

與地面反作用資料的 C3D 檔傳入 The MotionMonitor 

(MotionMonitorTM, Innovative Sports Training) 動作分

析軟體進行運動學、地面反作用力與動力學逆過程之

資料處理。本實驗以受試者下落觸地至蹲至最低時之

著地下蹲階段進行分析。觸地瞬間定義為腳接觸地面

反作用力瞬間 (測力板之垂直地面反作用力大於 10 

牛頓時)，蹲至最低時則是以薦骨之反光球垂直高度為

判斷依據。 

運動學資料方面，藉由反光球軌跡計算出踝、膝

與髖關節的角運動學資料。並擷取觸地瞬間關節角度、

觸地瞬間關節角速度、下蹲階段關節最大彎曲角度，

以及下蹲期關節活動範圍：下蹲階段關節最大彎曲角

度－觸地瞬間關節角度，關節角度之定義如圖三所示。

地面反作用力資料方面，擷取下蹲期最大垂直地面反

作用力峰值 (peak-VGRF) 與其出現的時間 (T) ，並

以此峰值除以時間 (peak-VGRF/T) 算得垂直負荷率。

此外，本研究擷取所有力量參數皆除以受試者自身體

重之牛頓值以標準化，單位為 (BW) 。 

四、統計分析 

本研究以受試者各動作的三次測試結果之平均值

進行統計分析。將急停與急停跳兩動作著地階段所得

之結果採用 SPSS 14.0 版統計套裝進行相依樣本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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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檢驗兩種著地動作間各運動生物力學參數是否有

顯著差異。統計顯著水準定為α＝.05。 

 

圖三、關節角度定義圖 

參、結果 

一、角運動學參數 

研究所得之著地階段下肢關節角運動學參數結果

如表一所示，結果顯示，觸地瞬間急停動作之踝、膝

與髖關節的屈曲角度皆顯著的小於急停跳動作 

(p<.05) 。著地期間踝、膝與髖關節的最大屈曲角度亦

顯示急停動作顯著的小於急停跳動作 (p<.05) 。而在

著地期間踝、膝與髖關節活動範圍方面，兩動作間則

無顯著差異存在 (p>.05) 。 

 

表一、著地階段下肢關節角運動學參數 (M±SD)          N=14 

 急停 急停跳 P 值 

觸地瞬間踝關節屈

曲角度 (度) 
-31.80 ± 10.21 -24.24 ± 8.39 <.001* 

觸地瞬間膝關節屈

曲角度 (度) 
11.96 ± 6.92 23.50 ± 5.55 <.001* 

觸地瞬間髖關節屈

曲角度 (度) 
10.29 ± 8.35 21.68 ± 8.40 <.001* 

著地期間踝關節最

大屈曲角度 (度) 
6.55 ± 3.51 11.70 ± 2.83 <.001* 

著地期間膝關節最

大屈曲角度 (度) 
54.32 ± 10.20 65.84 ± 9.80 <.001* 

著地期間髖關節最

大屈曲角度 (度) 
24.78 ± 12.77 36.77 ± 13.44 <.001* 

著地期間踝關節 

活動範圍 (度) 
39.64 ± 8.39 37.17 ± 6.06 .134 

著地期間膝關節 

活動範圍 (度) 
42.39 ± 6.69 41.17 ± 5.85 .410 

著地期間髖關節 

活動範圍 (度) 
14.10 ± 5.62 13.70 ± 5.50 .780 

*急停與急停跳間達顯著差異，p<.05。 

二、地面反作用力參數 

研究所得之著地期間地面反作用力參數結果如表

二所示，結果顯示，急停動作於著地期間會形成較急

停跳動作大的水平地面反作用力峰值、垂直地面反作

用力峰值，以及垂直負荷率 (p<.05) 。而在著地期間

最大垂直地面反作用力出現的時間方面，兩動作間則

無顯著差異存在 (p>.05) 。 

 

表二、著地期間地面反作用力參數(M±SD)               N=14 

 急停 急停跳 P 值 

著地期間最大水平地面

反作用力 (BW) 
-0.63±0.16 -0.49±0.07 .003* 

著地期間最大垂直地面

反作用力 (BW) 
3.28±0.55 2.74±0.37 .001* 

著地期間最大垂直地面

反作用力出現的時間 

(毫秒) 

44.64±8.65 47.74±9.26 .236 

著地期間垂直負荷率 

(BW/秒) 
80.73±35.81 59.96±13.85 .038* 

*急停與急停跳間達顯著差異，p<.05。 

 

肆、討論 

急停與急停跳是運動中常見的動作技術，而此類

運動速度與方向急速改變的動作形態皆易增大下肢傷

害的風險 (Boden et al., 2000) 。是故，著地動作中的

下肢傷害風險評估為運動生物力學研究中一直以來熱

門的探究議題。而著地後是否有接續動作的執行，如

著地後銜接一跳躍，對著地策略與下肢負荷是否有所

影響，是過去研究尚為釐清的問題。本研究藉由高台

著地後急停與急停跳兩種動作技術的比較發現，此兩

種動作於著地階段的動作形態有所不同，且急停動作

會形成較大的下肢撞擊力。 

在運動生物力學研究中，經常會透過測力板所得

的垂直地面反作用力來評估著地負荷，並提出，著地

階段愈大的垂直地面反作用力對於人體骨骼的下肢傷

害風險也越高 (McNitt-Gray, 1991) 。Peng (2011) 研

究便是藉由 60 公分高台下落著地時所形成的垂直地

面反作用力大於 40 公分高台時的現象提出，下肢關節

傷害的風險會隨下落高度提升而提高。本研究於 40 公

分高台著地後急停跳時所得之垂直地面反作用力值 

(2.74BW) 與 Peng 實驗所得之結果 (2.47 BW) 相似。

而在 40 公分高台著地後急停部分，本研究所得之結果 

(3.28BW) 與李書維 (1998) 的 45.9 公分高台著地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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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3.32BW) 相似。而由本研究結果發現，進

行急停動作時其所形成之最大垂直地面反作用力顯著

的大於 40 公分高台著地後跳動作，故本研究推論急停

動作於著地階段下肢會有較大的撞擊負荷。 

著地期的地面反作用力特性除了最大值以外，最

大值所出現的時間亦是一評估傷害風險的指標。因為，

人體進行著地時能產生的反應時間約為 50 毫秒，故在

50 毫秒之前所形成的地面反作用力因人體骨骼尚未

啟動反應機制，無法主動產生緩衝動作 (Nigg, 1985) 。 

所以，若最大撞擊力出現在 50 毫秒之前，地面反作用

力對人體下肢造成的威脅便需格外注意。本研究結果

顯示，急停與急停跳兩動作其垂直地面反作用力最大

值出現的時間皆在 50 毫秒前，此現象顯示，人體進行

此兩種不同動作時，最大撞擊力皆會出現在下肢尚無

法產生主動反應以形成緩衝的階段，故皆為較高傷害

風險的動作技術。 

此外，負荷率亦為評估下肢傷害風險的重要參考，

因其同時考慮了力量及時間兩要素，此數值愈大表示

較大的撞擊力較早出。過去透過不同高度之高台著地

動作的研究便指出，隨著高台高度增高所產生的負荷

率亦隨之增大，故會對人體下肢形成較高的傷害威脅 

(McNitt-Gray, 1991, 1993) 。而王思宜、梁恆毅與王令

儀 (2011) 於研究中所得的 40 公分高台著地負荷率 

(75.41BW/秒) 與本研究結果 (80.73BW/秒) 相似。本

研究所得之著地反彈跳的垂直負荷率 (59.96BW/秒) 

與 Wang 與 Peng (2014) 研究中 40 公分高台著地反

彈跳所得之負荷率 (53.46BW/秒) 相似。而由本研究

所得之結果發現，相較於急停跳動作，進行急停動作

時會形成較大的負荷率，搭配前述結果可知，此應與

其會形成較大的垂直地面反作用力有關。 

近年來在急停跳 (stop jump) 的研究中亦會透過

助跑急停階段的水平地面反作用力峰值來評估傷害的

風險，甚至認為其峰值與前十字韌帶的受傷風險有所

關聯，此些研究認為，著地階段較大的朝後水平地面

反作用力將易引發膝關節伸肌力矩的增大，進而增大

前十字韌帶的張力 (Arendt & Dick, 1995; Chappell, Yu, 

Kirkendall, & Garrett, 2002; Yu et al. 2006) 。然而，過

去研究在高台著地或著地反彈跳的部分多僅探究垂直

地面反作用力部分，鮮少分析水平地面反作用力，故

本研究較無相關數值得以比對。而由本研究結果發現，

急停動作中所產生的最大水平地面反作用力  (-

0.63BW) 顯著大於急停跳動作時 (-0.49BW) 。此現

象或許會影響前十字韌帶的負荷，但仍還需於未來進

一步透過由肌電圖與內在動力學的分析才能做進一步

的評估。 

然而，著地期的地面反作用力與著地期間動作的

運動學特性有所關聯。李育銘與李恒儒 (2013) 便提

及，著地時需消耗或轉移位能所轉換成的動能，而人

體於觸地瞬間時的身體姿勢便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

增加觸地瞬間膝關節的屈曲角度，可有效的降低著地

撞擊力量(Coventry, O'Connor, Hart, Earl, & Ebersole, 

2006; Gerritsen, van den Bogert, & Nigg, 1995; Lafortune, 

Lake, & Hennig, 1996) 。Yu 等 (2006) 的研究亦指出，

在助跑急停動作之觸地瞬間，若髖關節與膝關節屈曲

角度較少，即較為挺直的觸地動作，或許會造成較大

的最大垂直地面反作用力。而本研究結果發現，急停

動作在觸地瞬間其下肢關節的屈曲角度會較急停跳動

作少，而此較為挺直的下肢動作形態並不利於著地撞

擊的緩衝。 

而著地反彈跳因有較大的觸地瞬間關節屈曲角度

及最大屈曲角度，故兩動作間的活動範圍量並無顯著

差異，但由觸地瞬間角度及最大屈曲角度的特性了解

到兩動作在著地期間的運動學特性不同，整體而言，

著地急停動作顯得較為挺直。而相關研究指出，膝關

節屈曲角度較小時，膝關節近脛骨處會受到股四頭肌

的作用產生較大的前剪力，進而增大前十字韌帶的拉

扯而形成的傷害，著地時若能增加膝關節的屈曲角度，

則有助於腿後肌群的活化，則可減少膝關節近脛骨處

前 剪 力 的 形 成  (Brazen, Todd, Ambegaonkar, 

Wunderlich, & Peterson, 2010; Draganich, Andriacchi, & 

Andersson, 1987; Markolf, Gorek, Kabo, & Shapiro, 1990; 

Renstrom, Arms, Stanwyck, Johnson, & Pope, 1986; 曾

同熙、李育銘、李恆儒，2013) 。因此，急停動作於著

地期間呈現較少的踝、膝與髖關節最大屈曲角度，或

許會對前十字韌帶形成負荷，未來值得進一步探究。

本研究所得之膝關節觸地與最大屈曲角度皆稍小於過

去研究 (Bobbert, Huijing, & van Ingen Schenau, 1987; 

Bobbert, Mackay, Schinkelshoek, Huijing, & van Ingen 

Schenau, 1986; Peng, 2011)，是一符合淺蹲跳的動作訴

求 (林政東、劉宇、呂宏進，2000)，此現象應與實驗

操弄時本研究對受試者動作執行的要求與說明有關。 

 

伍、結論 

相較於急停跳動作，急停動作於著地期間下肢動

作較為挺直，且會形成較大的著地撞擊力，故會有較

大的下肢傷害風險，進一步增大前十字韌帶的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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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還需進一步藉由下肢肌電圖與內在動力學特性的

分析，以獲得更深入的訊息。 

 

陸、參考文獻 

王思宜、梁恆毅、王令儀 (2011) 。國小高年級學童高

台著地下肢負荷與勁度特性之性別差異探討。體

育學報，44(4)，537-548。 

林政東、劉宇、呂宏進 (2000)。不同牽張幅度深跳練

習對於 SSC 控制變數與運動表現之影響。大專體

育，50，38-43。 

李育銘、李恒儒 (2013) 。在躍起著地時誘發疲勞運動

對下肢關節和地面反作用力的影響。華人運動生

物力學期刊，8，1-8。 

李書維 (1998) 。不同高度著地反彈跳與垂直跳之生

物力學分析。大專體育，40，87-92。 

李書維、黃長福 (1995) 。不同高度赤腳著地動作之生

物力學分析。體育學報，20，213-224。 

張英智、黃長福、趙國斌 (1994) 。三個不同高度著地

動作的生物力學分析。體育學報，18，195-206。 

許太彥 (2003) 。國小學童不同軟硬表面著地下肢勁

度調節之機轉及其影響 (未出版碩士論文) 。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曾同熙、李育銘、李恆儒 (2013) 。探討在三種不同方

向單腳跳躍落地時前十字韌帶傷害危險因子。華

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8，29-36。 

楊明智 (2008) 。不同運動方向與高度著地之生物力

學分析 (未出版碩士論文)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臺北市。 

Arendt, E., & Dick, R. (1995). Knee injury patterns among 

men and women in collegiate basketball and soccer: 

NCAA data and review of litera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23(6), 694-701. 

Bobbert, M. F., Huijing, P. A., & van Ingen Schenau, G. J. 

(1987). Drop jumping. II. The influence of dropping 

height on the biomechanics of drop jumping.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Sports and Exercise, 19 (4), 

339-46. 

Bobbert, M. F., Mackay, M., Schinkelshoek, D., Huijing, 

P. A., & van Ingen Schenau, G. J. (1986). 

Biomechanical analysis of drop and 

countermovement jumps. European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ology and Occupational Physiology, 

54(6), 566-573. 

Boden, B. P., Dean, G. S., Feagin, J. A., & Garrett, W. E. 

(2000). Mechanisms of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injury. Orthopedics, 23(6), 573-578. 

Brazen, D. M., Todd, M. K., Ambegaonkar, J. P., 

Wunderlich, R., & Peterson, C. (2010). The effect of 

fatigue on landing biomechanics in single-leg drop 

landings. Clinical Journal of Sport Medicine, 20(4), 

286-292. 

Chappell, J. D., Yu, B., Kirkendall, D. T. & Garrett, W. E. 

(2002). A comparison of knee kinetic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recreational athletes in stop-jump tasks. 

American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30, 261-267. 

Coventry, E., O'Connor, K. M., Hart, B. A., Earl, J. E., & 

Ebersole, K. T. (2006). The effect of lower extremity 

fatigue on shock attenuation during single-leg 

landing. Clinical Biomechanics, 21(10), 1090-1097. 

Draganich, L., Andriacchi, T., & Andersson, G. (1987). 

Interaction between intrinsic knee mechanics and the 

knee extensor mechanism. Journal of Orthopaedic 

Research, 5(4), 539-547. 

Gerberich, S. G. (1987). Analysis of severe injury 

associated with volleyball activities. Physical and 

Sports Medicine, 15(8), 75-79. 

Gerritsen, K. G. M., van den Bogert, A. J., & Nigg, B. M. 

(1995). Direct dynamics simulation of the impact 

phase in heel-toe running. Journal of Biomechanics, 

28(6), 661-668. 

Lafortune, M. A., Lake, M. J., & Hennig, E. M. (1996). 

Differential shock transmission response of the 

human body to impact severity and lower limb 

posture. Journal of Biomechanics, 29(12), 1531-

1537. 

Lephart, S. M., Ferris, C. M., Riemann, B. L., Myers, J. 

B., & Fu, F. H. (2002). Gende differences in strength 

and lower extremity kinematics during landing. 

Clinical Orthopaedics and Related Research, 401, 

162–169. 

Markolf, K. L., Gorek, J. F., Kabo, J. M., & Shapiro, M. 

S. (1990). Direct measurement of resultant forces in 

the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An in vitro study 

performed with a new experimental technique. The 

Journal of Bone and Joint Surgery, 72(4), 557-567. 

McNitt-Gray, J. L. (1991). Kinematics and impulse 



許年瑩 孫苑梅 張木山 王令儀 / 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 12(2), 65-71 

DOI：10.3966/207332672015101202003 

70 

 

characteristics of drop landing from three heigh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Biomechanics, 7(2), 

201-224. 

McNitt-Gray, J. L. (1993). Kinetics of the lower 

extremities during drop landings from three heights. 

Journal of Biomechanics, 26(9), 1037-1046. 

Nigg, B.M. (1985). Biomechanics load analysis and sport 

injuries in the lower extremities. Sports Medicine, 2, 

367-379. 

Peng , H. T. (2011). Changes in biomechanical properties 

during drop jumps of incremental height. Journal of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Research, 25(9), 2510-

2518. 

Renstrom, P., Arms, S., Stanwyck, T., Johnson, R., & Pope, 

M. (1986). Strain within the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during hamstring and quadriceps activit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14(1), 83-

87. 

Wang, L. I., & Peng, H. T. (2014). Biomechanical 

comparisons of single- and double-legged drop 

jumps with changes in drop heigh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35(6), 522-527.  

Wang, L. I. (2011). The lower extremity biomechanics of 

single- and double-leg stop-jump tasks.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 and Medicine, 10(1), 151-156. 

Wang, L. I., Gu, C. Y., Chen, W. L., Chang, M. S. (2010). 

Potential for non-contact ACL injury between step-

close-jump and hop-jump tasks.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 and Medicine, 9(1), 134-139.  

Yu, B., Lin, C.F. & Garrett, W.E. (2006). Lower extremity 

biomechanics during the landing of a stop-jump task. 

Clinical Biomechanics 21, 297-305. 

.



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 

第 12 卷第 2 期，65-71 頁 (2015 年 10 月) 

71 

 

*Corresponding author. Li-I Wang,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Kinesiolog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Hualien  

No. 1, Sec. 2, Da Hsueh Rd., Shoufeng, Hualien 97401. 

E-mail: tennis01@mail.ndhu.edu.tw 

 

Lower Extremity Kinematics and Ground Reaction Forces of Drop-

Stop and Drop-Jump Tasks during the Landing Phase 

 

1Nian-Ying Hsu 1Yuan Mei Sun 2Mu-San Chang 1Li-I Wang * 

1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Kinesiolog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2Center of Physical Education, Tzu Chi University 

 

Accepted：2015/08 

 

ABSTRACT 

 

Purpose：This study was dedicated to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differences of landing movements and 

ground reaction forces between drop-stop and drop-jump tasks in order to provide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lower extremity loading in these skills. Methods: Ground reaction forces, and lower extremity 

kinematics data during the landing phase were obtained from 14 male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voluntarily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Two types of drop-landing 

tasks, drop-stop and drop-jump from 40 cm, were performed. Kinematics and ground reaction forces 

data were synchronized and collected by using eight cameras (200 Hz) and two force palates (1000 

Hz). Data were then analyzed via the MotionMonitor analysis software.  The t-test performed by 

SPSS was used to test for differences in dependent variables between the drop-stop and drop-jump. 

The significance level was set at α = 0.05. Results: Our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ankle-

knee-hip flexion angle at the initial foot-ground contact and the peak flexion angle during landing 

were significantly smaller in the drop-stops in comparison to those in the drop-jumps. In addition, the 

drop-stops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ly greater peak ground reaction forces and loading rates during 

landing compared to those of drop-jumps.  Conclusions: In short, the movements of lower extremity 

were straighter in the drop-stop tasks than those in the drop-jump tasks, which, in turn, caused greater 

impact forces and consequently led to increased ACL loadings. To sum up, based on our research 

findings, it can be inferred, with fair certainty, that drop-stop tasks illustrated a higher risk of lower 

extremity injury than that in the drop-jump 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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