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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緒論：過去研究指出，髖關節與軀幹的能量效益在投擲階段與釋放階段過程對投擲距離有較大的影

響性，本研究嘗試以鉛球與髂前上棘中心之向量，與矢狀軸形成之夾角，來定義鉛球與髖關節之聯動

關係，並比較滑步式與旋轉式動作之各項運動學、鉛球線性動能差異，與瞭解各項運動學參數與投擲

距離之關係。方法：以一台 Sony DCR-PC330 DV數位攝影機 (Tokyo, Japan) 分別拍攝 102年全國運

動會五位滑步式與五位旋轉式鉛球投擲，分別各有 11次成功投擲，再將影像透過 Kwon 3D 3.1版動

作分析系統 (Visol, Korea) 進行影像數位化處理並計算各項運動學參數。結果：顯示滑步式與旋轉式

在投擲階段時間、出手角度、前導腳著地瞬間之 BAX 角度與軀幹角度、對側腳離地瞬間之 BAX角

度達顯著差異 (p < .05)；滑步式之投擲距離與出手速度、離手瞬間之鉛球線性動能為正相關 (p < .05)，

且旋轉式之投擲距離與出手速度、對側腳離地瞬間之 BAX角度與軀幹角度、出手瞬間之 BAX角度、

軀幹角度、鉛球線性動能達顯著正相關 (p < .05)。結論：影響滑步式之階段在於投擲階段過程與出手

瞬間，而旋轉式則是釋放階段過程與出手瞬間，且滑步式之 BAX角度在前導腳著地瞬間必須要越小，

旋轉式則在釋放階段要越大。 

 

關鍵詞：鉛球、滑步式、旋轉式、動能 

 

壹、緒論

    鉛球投擲運動，概括有兩種投擲技術模式：滑步

式  (Glide shot-putting) 與旋轉式  (Rotational shot-

putting) 兩種；其中，滑步式主要以下肢延展的向後滑

動模式進行推擲，而旋轉式則是以支撐腳為軸心進行

大幅度身體旋轉之運動模式，其模式相似於鐵餅或鏈

球運動之旋轉方式。過去研究從動作模式中，發現到

滑步式與旋轉式皆有支撐腳與推蹬腳的著地動作、轉

身、投擲等動作，因而透過著地動作與投擲動作來劃

分為三個重要階段，分別為：雙腳支撐階段、投擲階

段與釋放階段 (彭賢德、黃長福、彭賢勝，2004)。 

    此外，在鉛球投擲運動的研究中，主要評估動作

技術表現的運動學參數包含：出手之高度、速度、角

度與投擲距離，結果發現到旋轉式的出手角度顯著小

於滑步式許多，但出手高度較低於滑步式，且投擲距

離會因出手速度越快、高度越高而提升，但是出手角

度越大則會降低投擲距離表現 (彭賢德等人，2004；

楊文學、李鐵錄、張英波，2012；Young & Li, 2005)。

在鉛球投擲的動力鏈與能量觀點中，Błażkiewicz、

Łysoń、Chmielewski與Wit (2016) 指出要增加投擲距

離之表現，除了下肢 (雙腳支撐階段至投擲階段過程) 

與上肢 (釋放階段至出手瞬間) 的能量運用配合外，

其最關鍵在於提升投擲階段至釋放階段過程之髖關節

與軀幹關節能量表現，並配合越快的出手速度與適當

的高度，以此在釋放階段後獲得最佳的鉛球飛行表現。

一位優秀的投擲運動員必須具備著有好的協調性、平

衡感、力量-速度與敏捷性 (Čoh & Štuhec, 2005)，才能

在短時間內以最佳的技術動作表現，提高對鉛球的作

用力，促使鉛球在出手前的作功提升，使其在出手瞬

間給予最大的功率表現 (彭賢德、黃長福、呂景義、彭

賢勝，2008；McGinnis, 1999)。 

此外，Błażkiewicz 等 (2016) 提出髖關節與軀幹關節

能量效益在投擲階段至釋放階段過程對於投擲距離有

較大的影響性，由於實際訓練場之教練較難以藉由能

量的指標來回饋鉛球運動員，且基於 Błażkiewicz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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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所提出之觀點，本研究嘗試以鉛球連線至髂前

上棘中心之向量，與矢狀軸形成之夾角，來定義鉛球

與髖關節之聯動關係，來定義一個新的參數 (BAX角：

鉛球中心點、髂前上棘中點之向量連線與矢狀軸所形

成之夾角，Ball-ASIS-X direction angle，定義見圖 1)。

本研究目的為分析不同投擲技術動作在 BAX 角度、

出手高度、速度、角度、投擲距離、鉛球之線性動能、

軀幹運動之差異，並瞭解各項運動學參數對不同技術

動作投擲距離之關係，最後將重要訊息提供我國教練

與鉛球運動員在技術動作之修正參考依據。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分別各選取102年全國運動會之5位滑步式

與5位旋轉式的投擲運動員為對象，其中滑步式與旋轉

式各為11次成功投擲，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見表1。 

 

表1、滑步式與旋轉式之研究對象基本資料表  

(平均數 ± 標準差) 

 
滑步式 (n=5) 旋轉式 (n=5) t值 

投擲距離 (公尺) 15.31 ± 0.77 16.09 ± 1.94 -1.235  

身高 (公分) 181.18 ± 5.36 190.55 ± 4.63 -4.382* 

年齡 (歲) 24.18 ± 1.94 22.82 ± 5.27 0.805  

體重 (公斤) 125.00 ± 7.06 116.64 ± 9.92 2.278  

*p < .05 

 

二、實驗儀器與流程 

本研究以一台 Sony DCR-PC330 DV數位攝影機 

(Tokyo, Japan)，拍攝頻率為60 Hz，快門速度設定為

1/1000秒，並架設於距離投擲圈中心點右側10公尺處，

再將平面座標架 (長：3.6公尺 ×寬：3公尺) 置於投擲

圈中心，以及調整攝影機高度相對於地面1.3公尺與對

準平面座標架中心，隨後將焦距調整並涵蓋整個平面

座標架與投擲圈之前後2公尺範圍並進行拍攝，接著移

除平面座標架；爾後，於賽事開始時再進行拍攝鉛球

運動員於預賽與決賽的成功投擲動作表現 (滑步式與

旋轉式分別共11筆成功投擲動作)，最後將影像透過

Kwon 3D 3.1版動作分析系統 (Visol, Korea) 進行影像

數位化處理並計算各項運動學參數。本研究是在比賽

中進行拍攝，因此無法黏貼標記點於研究參與者身上，

且有關於實際三度空間的鉛球與肢體旋轉皆不在本研

究探討範圍中，此為本研究之限制。 

三、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將鉛球投擲動作劃分為兩個動作階段，(一) 

投擲階段：前導腳著地瞬間至對側腳離地瞬間、(二) 

釋放階段：對側腳離地瞬間至鉛球離手瞬間 (圖1)，再

將影像利用Kwon 3D 3.1版動作分析系統  (Visol, 

Korea) 進行數位化處理，以手動方式標記鉛球中心點、

頸椎第七節 (C7)、左右兩側之髂前上棘 (ASIS)、左右

兩側之外踝、腳尖與腳跟等來獲得原始資料，再以4階

Butterworth低通濾波，截斷頻率6Hz進行資料修勻，最

後計算各項運動學參數。 

 

圖1、滑步式 (上) 與旋轉式 (下) 之動作分期示意圖 

投擲階段：前導腳著地瞬間至對側腳離地瞬間；釋放

階段：對側腳著地瞬間至鉛球離手瞬間 

 

本研究所需之運動學參數包含：軀幹角度 (頸椎

第七節、兩側髂前上棘中心之向量連線與矢狀軸所形

成之夾角)、BAX角 (鉛球中心點、ASIS中點之向量連

線與矢狀軸所形成之夾角)，以及鉛球在出手瞬間之高

度、速度、角度與投擲距離，其參數定義見圖2。 

 

此外，本研究將修勻後之鉛球水平與垂直速度來計算

合速度 (公式一)、飛程角度 (公式二) 與線性動能 

(公式三)，其公式如下所述： 

公式一：鉛球合速度 = √V⃑⃑ x
2 + V⃑⃑ y

2，單位：公尺/秒。 

公式二：鉛球飛程角度 = Tan-1 ( 
V⃑⃑ x

V⃑⃑ y
 )，單位：度。 

公式三：鉛球線性動能 = 
1

2
× mball × VREL

2 ，單位：瓦

特。 

其中，V⃑⃑ x代表水平速度 (m/s)、V⃑⃑ y代表垂直速度 (m/s)、

mball代表鉛球重量 (7.26 kg)、VREL
2 代表鉛球離手瞬間

之垂直速度 (公尺/秒) 

xV


y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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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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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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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鉛球投擲之運動學參數定義與BAX角示意圖 

V⃑⃑ y：鉛球在出手瞬間之垂直速度、V⃑⃑ x：鉛球在出手瞬

間之水平速度、V⃑⃑ ：鉛球在出手瞬間之合速度 (出手速

度)、BAX角：為鉛球、兩側ASIS中點之向量連線與水

平X軸之夾角 

 

四、統計方法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t檢定考驗滑步式與旋轉式之

出手高度、出手速度、出手角度、投擲距離、鉛球線

性動能、軀幹角度與BAX角度之差異，再將不同投擲

技術之各項運動學參數以皮爾遜積差相關來瞭解其與

投擲距離關係，顯著水準訂為α = .05。 

 

参、結果 

一、滑步式與旋轉式之運動學 

    本研究之表2結果發現，滑步式之投擲階段時間花

費顯著長於旋轉式 (滑步式：0.25 ± 0.03秒、旋轉式：

0.20 ± 0.03秒，t = 3.207, p =.004)，且滑步式之出手角

度顯著大於旋轉式 (滑步式：38.68 ± 3.26 度、旋轉式：

33.32 ± 2.44度，t = 4371, p = .000)。在動作瞬間中，在

前導腳著地瞬間，滑步式之BAX角度顯著大於旋轉式 

(滑步式：142.01 ± 2.45度、滑步式：124.10 ± 7.42度，

t = 7.604, p = .000)，且軀幹角度以滑步式大於旋轉式 

(滑步式：126.45 ± 2.68度、旋轉式：110.19 ± 9.42度，

t = 5.462, p = .000)；在對側腳離地瞬間，滑步式之BAX

角度顯著大於旋轉式 (滑步式：87.80 ±12.32度、旋轉

式：75.25 ± 11.73度，t =2.445, p = .024)；在鉛球離手

瞬間，滑步式之BAX角度大於旋轉式 (滑步式：62.79 

± 3.71度、旋轉式：56.96 ± 4.54度，t = 3.303, p = .004)，

但在最終投擲距離表現部分則未達顯著差異 (滑步式：

15.31 ± 0.77公尺、旋轉式：16.09 ± 1.94公尺，t = -1.240, 

p = .231)。 

 

二、不同投擲技術運動學與投擲距離之關係 

(一) 滑步式 

    本研究結果發現，滑步式之投擲距離與出手速度 

(r = .862, p = .001)、離手瞬間之鉛球線性動能 (r = .876, 

p = .000) 為正相關 (圖3-A)。其中，影響出手速度之

因子為前導腳著地瞬間之BAX角度並達顯著負相關 

(r = - .645, p = .032)，但與離手瞬間之鉛球線性動能為

達顯著正相關 (r = .997, p = .000)；此外，前導腳著地

瞬間之BAX角度又與離手瞬間之鉛球線性動能 (r = - 

0.625, p = .040) 達顯著負相關。 

(二) 旋轉式 

    本研究結果發現，旋轉式之投擲距離與出手速度 

(r = .900, p = .000)、對側腳離地瞬間之BAX角度 (r 

= .742, p = .009)、出手瞬間之BAX角度 (r =.803, p 

= .003)、對側腳離地瞬間之軀幹角度  (r = .625, p 

= .037)、出手瞬間之軀幹角度 (r = .605, p = .048)、出

手瞬間之鉛球線性動能 (r = .898, p = .000)達顯著正相

關 (圖3-B、C、D)。其中，出手速度與對側腳離地瞬

間之BAX角度 (r = .786, p = .004)、出手瞬間之BAX角

度 (r = .854, p = .001)、出手瞬間之鉛球線性動能 (r 

= .999, p = .000) 達顯著正相關，其中，對側腳離地瞬

間之BAX角度與出手瞬間之BAX角度  (r = .637, p 

= .035)、出手瞬間之鉛球線性動能 (r = .796, p = .003) 

達顯著正相關，且出手瞬間之BAX角度與出手瞬間之

鉛球線性動能 (r = .847, p = .001) 達顯著正相關；此

外，對側腳離地瞬間之軀幹角度與出手瞬間之軀幹角

度 (r = .977, p = .000) 達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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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滑步式與旋轉式之運動學 (平均數 ± 標準差) 

 滑步式 (n=11) 旋轉式 (n=11) t值 

投擲距離 (公尺) 15.31  ± 0.77  16.09  ± 1.94  -1.240  

投擲階段 (秒) 0.25  ± 0.03  0.20  ± 0.03  3.207 * 

釋放階段 (秒) 0.06  ± 0.05  0.05  ± 0.02  0.841  

出手高度 (公尺) 2.47  ± 0.11  2.45  ± 0.09  .580 
 

出手速度 (公尺/秒) 12.58  ± 0.71  13.07  ± 1.22  -1.160  

出手角度 (度) 38.68  ± 3.26  33.32  ± 2.44  4.371 * 

前導腳著地瞬間         

BAX角 (度) 142.01  ± 2.45  124.10  ± 7.42  7.604 * 

軀幹角度 (度) 126.45  ± 2.68  110.19  ± 9.42  5.462 * 

對側腳離地瞬間 
        

BAX角度 (度) 87.80  ± 12.32  75.25  ± 11.73  2.445 * 

軀幹 (度) 116.44  ± 6.21  110.19  ± 9.42  1.838 
 

鉛球離手瞬間         

BAX角度 (度) 62.79  ± 3.71  56.96  ± 4.54  3.303 * 

軀幹角度 (度) 107.98  ± 7.46  105.88  ± 7.47  .658  

鉛球線性動能 (瓦特) 579.83  ± 63.74  622.96  ± 110.83  -1.120 
 

*p < .05 



陳朝福  王順正  彭賢德 / 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 16(1),01-09 

  DOI：10.3966/207332672019031601001 

5 

 

  

  

圖3、不同投擲技術運動學與投擲距離之關係分佈圖 

A之y○ 代表滑步式出手速度符號、y▲ 代表滑步式出手瞬間之鉛球線性動能符號；B之y○ 代表旋轉式出手速度

符號、y▲ 代表旋轉式對側腳離地瞬間之BAX角度符號；C之y○ 代表旋轉式出手瞬間之BAX角度符號、y▲ 代

表旋轉式對側腳離地瞬間之軀幹角度符號；D之y○ 代表旋轉式出手瞬間之軀幹角度符號、y▲ 代表旋轉式出手

瞬間之鉛球線性動能符號 

 

表3、滑步式與旋轉式之相關研究整理 (平均數 ± 標準差) 

   
 

出手 

作者 (年份) 投擲技術 投擲距離 (公尺) 高度 (公尺) 速度 (公尺/秒) 角度 (度) 

彭賢德等 (2004) 
旋轉式 (n=6) 14.21 ± 1.34 1.93 ± 0.04 11.29 ± 0.89 33.31 ± 3.93 

滑步式 (n=6) 13.70 ± 0.74 1.95 ± 0.08 10.82 ± 0.43 38.29 ± 2.12 

彭賢德等 (2004) 旋轉式 (n=3) 16.10 ± 1.83 2.02 ± 0.05 11.75 ± 0.90 34.52 ± 2.12 

Byun等 (2008) 
旋轉式 (n=6) 21.00 ± 0.72 2.28 ± 0.10 13.55 ± 0.41 34.23 ± 2.60 

滑步式 (n=4) 19.80 ± 2.15 2.41 ± 0.22 13.14 ± 0.28 36.36 ± 1.34 

Gutiérrez-Davila等 

(2009) 

旋轉式 (n=6) 20.70 ± 0.68 2.13 ± 0.05 13.65 ± 0.33 37.17 ± 2.56 

滑步式 (n=2) 20.88 ± 0.08 2.27 ± 0.03 13.61 ± 0.04 38.00 ± 1.41 

備註：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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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一、滑步式與旋轉式之運動學差異特徵 

    滑步式與旋轉式是鉛球投擲動作的使用技術，兩

式投擲動作在雙腳支撐於地面後，會銜接投擲階段並

完成釋放階段動作，以此將鉛球往前擲出，其中影響

投擲距離之三大因素在於出手高度、速度與角度，且

最佳投擲角度約40度左右 (Linthorne, 2001)。此外，本

研究整理過去相關研究結果發現 (表3)，使用旋轉式

之投擲運動員有較遠的投擲距離，且有較快的出手速

度與較小的出手角度，並有較低的出手高度，但在本

研究與過去研究相似的部分僅在於旋轉式之出手角度

小於滑步式 (彭賢德、彭賢勝、黃長福，2004；彭賢德

等，2004；Byun, Fujii,Murakami, Endo,Takesako, Gomi, 

&Tauchi, 2008; Gutiérrez-Davila, Rojas, Campos, Gámez, 

& Encarnación, 2009)，其因在於滑步式運動員需要藉

由軀幹以較大程度的前傾-後傾-前傾的反覆性運動，

並在釋放階段過程透過對側腳對地面的蹬地動作，此

時膝關節接近完全伸直，促使身體更加的向上垂直性

的運動，來增加出手高度。 

    在投擲階段過程中，運動員在前導腳著地瞬間至

對側腳離地瞬間，會有較大的轉身動作，此時軀幹在

旋轉過程中，會將能量傳遞至上肢，並於隨後的釋放

階段透過投擲臂往前推進，再將能量傳遞至鉛球上來

產生飛行 (彭賢德等，2004；彭賢德等，2008；Harasin, 

Milanović, & Čoh, 2010; Schaa, 2010)；其中，在下肢與

上肢的動力鏈與能量傳遞過程中，Błażkiewicz等 

(2016) 發現動力鏈模式由遠端至近端傳遞，依序為踝

→膝→髖→軀幹→肩→肘→腕→鉛球，且在能量轉換

當中，以髖關節與軀幹為主要能量來源，其次為踝關

節與膝關節，能量較少的關節在於肘、肩與腕等三個

處，然而在Byun等 (2008) 的研究中，透過線性動量

與角動量來探究不同投擲技術的特徵，結果發現到從

投擲階段至釋放階段過程中，旋轉式的下肢角動量會

驟增來提升線性動量與全身角動量表現，而滑步式則

是透過滑步動作來增加線性動量，其結果與

Błażkiewicz等 (2016) 指出之投擲距離的主要能量來

源皆在最後釋放階段，並且以髖關節與軀幹驅動為主。

為此，本研究嘗試以鉛球、髖關節之向量連線與水平

X軸之投影角來提出一個新的參數，藉此探討鉛球與

髖關節的連動關係，結果發現到旋轉式從前導腳著地

瞬間至鉛球離手瞬間過程之BAX角度皆顯著小於滑

步式，且從軀幹運動中發現到，旋轉式投擲者在前導

腳著地瞬間之軀幹較滑步式更快產生前傾動作，其因

在於為增加釋放階段後的鉛球線性動能，來獲得最佳

的投擲距離。 

    此外，本研究分別以最佳投擲之旋轉式與滑步式

為例 (圖4)，將其BAX角度與鉛球飛程角度於投擲階

段至釋放階段之曲線圖列出，則發現到旋轉式之最佳

投擲者的BAX角度在前導腳著地瞬間小於滑步式最

佳者 (旋：120度、滑：138度)，且在對側腳著地瞬間

大於滑步式 (旋：97度、滑：75度)，而旋轉式在投擲

階段則需降低BAX角度與較少的鉛球飛程角度變化 

(旋：8度、滑：11度)，使其與滑步式獲得相似的鉛球

離手瞬間之BAX角度特徵 (旋：61度、滑：58度)。其

中，旋轉式在投擲階段降低BAX角度之用意在於，促

使軀幹快速旋轉來增加鉛球的線性動能，若BAX角度

過大則鉛球飛程角度相對提高，此時會降低鉛球線性

動能而導致投擲距離不佳之表現。 

 

 

 

圖4、滑步式與旋轉式之最佳投擲者BAX角度、鉛球

飛程角度曲線圖 

 

二、不同投擲技術動作之運動學與投擲距離關係 

    在滑步式投擲技術中，影響投擲距離之主要參數

為出手速度與鉛球離手瞬間之線性動能，會因為出手

速度與鉛球離手瞬間之線性動能增加，而增加其投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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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其中，出手速度又會因為鉛球離手瞬間之線性

動能增加、前導腳著地瞬間之BAX角度減小，而增加

其出手速度；而鉛球離手瞬間之線性動能亦會因為前

導腳著地瞬間之BAX角度減小，而增加其現動能。這

表示，以滑步式投擲為技巧者，在前導腳著地瞬間之

BAX角度必須要越小，才能使釋放階段獲得之線性動

能越大之線性動能，來增加出手速度，以此獲得最佳

之投擲距離；在旋轉式投擲技術中，對側腳離地瞬間

之軀幹角度越大越能提升投擲距離，且增加對側腳離

地瞬間之BAX角度，則能提高出手瞬間之BAX角度，

來提高出手瞬間之鉛球線性動能，以此增加出手速度，

來提升投擲距離。這也表示，以旋轉式為投擲技巧者，

最主要影響是在釋放階段部分，其BAX角與軀幹越大

則對於鉛球離手瞬間之速度與線性動能提升越佳，才

能獲得最佳之投擲距離。 

從兩式的投擲技巧中，皆可以發現同時影響投擲

距離者為出手速度與鉛球離手瞬間之線性動能，其中

出手速度為主要影響投擲距離之相關結果與Byun等 

(2008) 的研究一致，皆有很高的正相關；此外，雖然

本研究證實鉛球離手瞬間之線性動能與投擲距離有很

高的正相關，但仍缺乏相關研究佐證，不過在陳朝福、

王順正、彭賢德 (2018) 的研究證實了鉛球運動員要

提高投擲距離，則勢必要對鉛球產生較大的功率，其

中功率為力量與速度之乘積，因此提高出手速度能有

效的增進運動員的投擲距離表現。此外，對於鉛球離

手瞬間之線性動能而言，BAX角度顯著地影響著線性

動能，然而，從兩式的投擲技巧中，發現不大一樣的

結果，滑步式則是在前導腳著地瞬間必須要越小，旋

轉式則是在釋放階段要越大，因此從BAX角度參數來

觀察不同鉛球投擲技術是可以作為一個在二度空間之

簡易評估指標。未來則期望將BAX角度進一步發展為

三度空間之旋轉指標，以此更加精確的顯示該指標之

完整性評估與意義。 

 

伍、結論 

本研究從鉛球之相關運動學、BAX角度與軀幹角

度，以及鉛球線性動能來瞭解不同投擲技術動作差異，

並探討其與投擲距離關係。結果發現旋轉式投擲技術

相較於滑步式投擲技術者，在投擲階段能以較少的時

間花費來減少BAX角度與軀幹角度，使得最後鉛球離

手瞬間產生較小的出手角度。此外，在相關的研究結

果中，本研究建議旋轉式投擲技術者，應增加對側腳

離地瞬間之軀幹角度與BAX角度，來增加鉛球離手瞬

間之鉛球線性動能，以此獲得最佳之投擲距離；而以

滑步式為投擲技術者應減少前導腳著地瞬間之BAX

角度，來提升釋放階段之鉛球線性動能，為此提升最

後的出手速度並獲得最佳之投擲距離。最後，本研究

之BAX角度在鉛球二度空間的研究中能作為一個簡

易的評估指標，但仍應進一步發展為三度空間用之指

標，且進一步證明增加鉛球線性動能提升出手瞬間之

速度，並提高投擲距離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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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Previous researches indicated that energy efficiency of hip and trunk demonstrate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rowing distance during the throwing and release phase. So, the current study tried to 

use the linkage of the mid-point of right and left anterior superior iliac spine and shot put as a vector 

and measure the angle of the vector relative to the sagittal axis in two dimensions. The purpose of the 

current study was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the kinematics including the BAX angle between the 

Glide and Rotational technique and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kinematic, kinetic energy 

parameters and throwing distance. Methods: Five Glide technique and 5 Rotational technique shut-

putters with 11 successful shot divided were selected in the National Game of Taiwan in 2013. A Sony 

DCR-PC330 DV camera (Tokyo, Japan) was used to capture their movement and Kwon 3D 3.1 

version (Visol, Korea) was used to digitize and calculated each kinematic parameter. Results: It 

showed that the glide and rotational techniqu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 < .05) in the time 

duration of throwing, throwing angle, BAX angle and trunk angle at the instant of the leading leg 

touch down the ground and BAX angle at the instant of the opposite leg off the ground. The throwing 

distance of the glide techniqu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release velocity and linear kinetics 

at the instant of the release (p < .05). The throwing distance of the rotational techniqu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release velocity, BAX angle and trunk angle at the instant of the opposite leg off 

the ground, and the BAX angle, trunk angle and linear kinetic at the instant of the release (p < .05). 

Conclusion: The key moment influencing the glide technique was the throwing phase and the instant 

of the release while that influencing the Rotational technique was the releasing phase and the instant 

of the release. The BAX angle should be decreased in the Glide technique at the instant of leading leg 

touch down the ground while that should be increased in the rotational technique in the releasing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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