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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劳与非预期效应对女子足球运动员侧切动作
中膝关节生物力学的影响
Effect of Fatigue and Unanticipated Factor on Knee Joint 
Biomechanics during Sidestep-Cutting Maneuver among 
Female Football Players

邹利民 1，2，毛丽娟 1*，伍   勰 1，汤运启 1，3，黄尚军 4

ZOU Limin1，2，MAO Lijuan 1*，WU Xie 1，TANG Yunqi1，3，HUANG Shangjun4

摘 要：目的：了解疲劳与非预期及其交互作用对于女子足球运动员侧切动作中膝关

节运动生物力学特征的影响，探讨侧切动作中非接触性前交叉韧带（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ACL）损伤的潜在风险。方法：通过有针对性的疲劳诱导方案和非预期变向

测试方案，采集 21 名女子足球运动员在疲劳前后的预期和非预期侧切动作过程中的

下肢三维运动学、动力学参数，分析得到相关变量指标，采用重复测量的双因素（2×2）

方差分析对考察变量进行数理统计。结果：1）疲劳和非预期因素对膝关节运动学和

动力学交互作用不显著；2）与疲劳前相比，预期条件下疲劳后膝关节内翻力矩显著减

少，非预期条件下疲劳后膝关节外翻力矩显著增大（P＜0.05）；3）与预期条件相比，非

预期条件下膝关节外翻、内旋角度和外翻力矩显著增大（P＜ 0.05）。结论：1）疲劳和

非预期因素在侧切动作中交互作用不显著，两因素同时作用时并不会导致ACL损伤

风险的明显增加；2）疲劳因素导致侧切动作中膝关节额状面力矩产生外翻趋向，可能

归因于膝关节稳定性的降低；3）与疲劳因素相比，非预期因素对侧切动作的影响更为

明显，使得膝关节的载荷模式发生根本变化，这可能会导致非接触性ACL损伤的风险

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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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nfirm the interaction of fatigue and 
unanticipated factor on biomechanics characteristic of knee joint movement in female football 
players, and explore the potential risk of non-contact ACL during sidestep cutting movement. 
Methods: 21 female football players were recruited. Vicon motion analysis system and Kistler 
force plates were used to test the kinematic and kinetic of sidestep cutting movement while an 
induced pertinence fatigue program and unanticipated turning test were taken, and two-way 
ANOVA with repeated measures was used to test the difference. Result: It was found that 1) 
there was no interaction between fatigue and unanticipated factor; 2) compared with those be-
fore fatigue, the varus moment of the knee joint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fatigue and under 
the anticipated condition, the valgus moment of knee joint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under the un-
anticipated condition (P＜0.05); 3) the valgus angle, internal rotator angle and valgus moment 
of knee joint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t unanticipated condition (P＜0.05), compared with 
anticipation. Conclusion: 1) There is no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fatigue and unanticipated fac-
tor, and the non-contact ACL injury risk would not increase in the unanticipated factor combined 
with fatigue state. 2) Fatigue factor would cause valgus trend of the frontal plane knee moments, 
due to the decreased stability of the knee joint. 3) The natural load pattern of the knee moment 
changed because of unanticipated factor effect, compared with fatigue factor, and the non-con-
tact ACL injury risk might increase.
Keywords: fatigue; unanticipated factor; football player; sidestep-cutting; knee 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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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非接触性前交叉韧带（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ACL）

损伤是一种高发的膝关节损伤，常见于变向、落地及旋转

动作中（Boden et al.，2000）。足球比赛要求运动员具备优

秀的变向能力，整场比赛每个运动员平均要完成700次变

向动作（Bloomfield et al.，2007）。有研究表明，足球运动

员是非接触性ACL损伤的高发人群之一（刘卉 等，2008），

ACL损伤占男子足球运动员全部损伤的1.3%，占女子足球

运动员全部损伤的3.7%（Renstrom et al.，2008），且70%的

非接触性ACL损伤发生在变向过程中（Boden et al.，2000；

Mcnair et al.，1990）。侧切（sidestep-cutting）是足球运动中

常见的变向动作，被认为是导致非接触性ACL损伤发生最

主要的风险因素（Mclean et al.，2004b；Sanna et al.，2008）。

为此，诸多研究团队对足球运动中侧切动作的生物力学特

征及损伤风险因素和机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现有关于侧切动作的实验性研究大多是在预期

（anticipated）条件下完成（Besier et al.，2003；SG et al.，

2005）。近年来，部分学者对这种实验方法的效度提出了

质疑，他们认为，在实际运动中有准备的变向动作较少，大

部分变向动作是在非预期（unanticipated）的条件下发生的

（Young et al.，2006）。因此，有学者研究了不同预期条件（预

期vs.非预期）对完成侧切动作时膝关节生物力学的影响。

研究发现，非预期条件下完成侧切动作时，地面反作用力

侧向分量，膝关节外翻、内旋角度和内/外翻力矩峰值等指

标比预期条件下明显增大，从而导致非接触性ACL损伤风

险增加（Besier et al.，2001；Kim et al.，2014，2016）。除“非

预期”因素外，在关于ACL损伤发生风险的研究中，“疲劳”

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数据显示，足球运动中大部分

损伤发生在半场比赛的最后15 min或第2个半场的最后

30 min（Gabbett，2004），此时的运动员往往处于高度的疲

劳状态。实验研究也表明，疲劳会降低肌肉力量和膝关节

本体感觉，导致关节稳定性下降（Miura et al.，2004），在完

成侧切动作时触地时刻和缓冲阶段膝关节表现出外翻角

度、内旋角度和内/外翻力矩增大，进而增加ACL损伤发生

的风险（Collins et al.，2016）。

基于上述发现，疲劳因素和非预期因素都会对膝关节

生物力学特征产生影响，并增大了非接触性ACL损伤发生

的潜在风险。有学者认为，疲劳因素与非预期因素有显著

交互作用，即运动员在疲劳状态下完成非预期动作时（与

预期动作相比），膝关节稳定性显著降低，ACL损伤发生风

险增大（Borotikar et al.，2008；Mclean et al.，2009）。然而，同

样有研究认为，疲劳和非预期因素交互作用不显著，并不

会增加非接触性ACL损伤发生的风险（Collins et al.，2016；

Khalid et al.，2015）。目前，鲜见此类疲劳与非预期双因素

混合的实验研究，也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与观点，但这个

问题的深入研究对于运动训练与损伤预防都有着重要的

现实指导意义。

为进一步验证两者对侧切动作表现是否存在交互作用，

本研究拟采用包含非预期指令的疲劳方案以及更接近足

球运动实际的非预期变向选择的测试方案，旨在考察疲劳

与非预期因素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对女子足球运动员完成

侧切动作过程中膝关节运动学和动力学所产生的影响，并

据此评估侧切动作中非接触性ACL损伤的潜在风险。基

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本研究假设：1）疲劳与非预期两

因素存在交互作用，双因素交互作用时对膝关节运动学与

动力学的影响比单独非预期或疲劳因素下的影响更为显

著；2）疲劳因素对侧切动作中的膝关节运动学与动力学存

在显著影响；3）非预期因素对侧切动作中的膝关节运动学

与动力学存在显著影响。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受试者 

本研究招募21名大学女子足球运动员（表1）自愿参

与该实验。其中，运动水平达国家健将2名，一级16名，二

级3名。要求受试者在过去1年中无下肢损伤。在实验开

始前，告知所有受试者实验内容，征得其同意后签署知情

同意书。

表1    受试者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ubjects

人数 /n 年龄 / 岁 身高 /cm 体重 /kg 训练年限 / 年

21 18.4 ± 1.4 166.0 ± 5.2 60.1 ± 5.5 9.2±1.6

1.2 实验方案

本实验方案分两个部分：测试方案和疲劳方案。全部

测试分两轮进行：先完成疲劳前的预期、非预期条件下侧

切动作的测试，然后依据既定的疲劳方案对受试者进行疲

劳的诱导，待受试者达到本研究既定的疲劳判定标准后，

立即对受试者进行疲劳后测试，测试内容同疲劳前。所有

对象的预期或非预期测试次序事先随机产生。

1.2.1 测试方案

实验前，确定受试者的优势腿（惯用踢球腿）。本研

究受试者优势腿均为右腿（Ford et al.，2003），其后要求

所有受试者进行10 min的慢跑热身及3 min的拉伸练习，

更换实验服饰（背心、短裤、鞋和袜子），之后向受试者说

明实验流程、测试动作及注意事项并让测试者熟悉实验。

正式实验中要求每名受试者在长度为7 m的场地上全速

助跑，完成预期和非预期两种条件下的测试，场地设计如

图1所示。预期条件下，按指令只完成90°侧切动作（优势

腿触地后，向优势腿对侧方向90°转向）。非预期条件下，

受试者助跑后通过基于Arduino自主设计并加工制作红外

光栅阻断器后，需根据转向灯屏幕的指示灯方向完成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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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动作，要求分别完成随机的侧切 90°、横切45°（优势腿

触地后，向优势腿同侧方向 45°转向）、转身动作 180°（优

势腿触地后，与助跑方向180°转向），采集5次侧切动作数

据。选取预期与非预期下3次有效的侧切动作数据进行

分析。

本研究在非预期条件的设计上混杂了侧切为90°，横

切为45°，转身为180°，这3个足球比赛中最为常见的变向

动作，运动员在跑动过程中需根据转向灯的随机指令完成

相应的变向动作，使得随机完成的侧切动作在理论上满足

非预期的假设。

图1    本研究实验仪器架设示意图

Figure 1.    Experimental Set-ups and Instrumentation

1.2.2 疲劳方案

包含非预期指令的疲劳方案来自前期研究（张强 等，

2014），并稍作改进。受试者热身后在瑞士Kistler公司生产

的Quattor Jump纵跳台（型号：9290BD）上进行3次疲劳前

垂直纵跳，记录其中最高一次的垂直纵跳高度。然后实施

疲劳诱导方案。本研究利用自行研制的变向跑训练系统

建立疲劳模型，该系统由1个中央控制器和6盏灯所组成，

可程序化控制亮灯随机出现（非预期）。实验中要求受试

者站在一个半径为3 m的圆圈中，6盏控制灯均匀放置在

圆圈四周。当中央控制器发出信号时，其中一盏灯亮起，

受试者迅速移动到亮灯位置，通过拍击灯罩将其关闭，此

时另一盏灯随机亮起，受试者再次移动到位进行关灯动

作（图2）（张强 等，2014）。当亮灯次数达到25次时，受试

者转为进行一组连续3次的垂直纵跳测试，受试者竭尽全

力也无法使3次纵跳中的最大高度超过其初始最高纵跳

高度的70%时（Coventry et al.，2006），认为受试者达到疲

劳状态，终止变向跑练习，否则再次接受变向跑练习和纵

跳测试，直到满足预定的疲劳条件。本研究采用的每轮

变向跑的亮灯次数（25次）根据预实验结果而来，其依

据为受试者达到疲劳时所经历的运动总时间基本维持

在 40 min左右。本研究中受试者采用该疲劳方案的总体

用时为39.14±5.26 min。

图2    变向跑疲劳方案示意图

Figure 2.    Aschematic Diagram of a Variable Direction Running 

Fatigue Protocol

1.3数据采集和处理

采用红外运动捕捉系统（16 个T40 摄像头，Vicon 

Motion Analysis，UK），采集粘贴在受试者身上38个反光

Marker球（直径14 mm），布置方案如图3所示。在侧切动

作中的三维坐标时间序列，采样频率为200 Hz。三维测力

台1块（9287C，Kistler Instruments AG Corp.，Switzerland），于

同步采集动作过程的地面反作用力，采样频率为1 000 Hz。

捕捉得到的膝关节的运动学和动力学原始数据导入Visual 

3D（C-Motion，Inc.，USA）分析软件，采用Butterworth四阶低

通滤波器对原始运动学和动力学进行滤波平滑，截止频率

分别为12 Hz和100 Hz（Sell et al.，2007）。

图3    受试者红外反光标志球的放置

Figure 3.    The Set-up of Marker Position

1.4 数据分析与统计

侧切 转身 横切

4 m

2 m

7 m

90° 测
力
台

助
跑
道

光栅阻断器

三维红外摄像头

6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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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下肢冲击性动作类似，侧切动作的着地初期

也通常被认为是膝关节损伤的易感阶段（Boden et al.，

2000）。此外，有研究认为，ACL负荷峰值时刻出现在地面

反作用力第一峰值时刻（刘卉 等，2011）。为此，本研究根

据三维测力台数据确定触地时刻（initial contact，IC）、侧向

地面反作用力第一峰值时刻。IC定义为地面反作用力垂

直分量GRFz≥10 N的阈值时刻；侧向地面反作用力（lateral 

ground reaction force，LGRF）定义为与侧切方向相同的

地面反作用力分量；垂直地面反作用力（vertical ground 

reaction force ，VGRF）定义为与垂直方向相同的地面反

作用力分量；地面水平向后反作用力（posterior horizontal 

ground reaction force，PHGRF）定义与水平向后方向相同的

地面反作用力分量。

选取指标包括：助跑速度以着地瞬间的重心水平速度

代表（approach velocity，AV）、侧向地面反作用力第一峰值、

垂直地面反作用力第一峰值、地面水平向后反作用力第一

峰值；IC时刻所对应的膝关节三维角度值、LGRF第一峰值

时刻下所对应的膝关节三维角度值（屈/伸角、内/外翻角、

内/外旋角）和三维力矩值（屈/伸力矩、内/外翻力矩、内/外

旋力矩）。其中，本研究依据前人研究做出如下定义：膝关

节屈、外翻及外旋为负（－），伸、内翻及内旋定义为正（+）。

所有指标的计算均通过Visual 3D完成并导出，数据结果以

均值±标准差（M±SD）表示，统计学采用重复测量的双因

素方差（Two-Way ANOVA with Repeated Measures）分析，

考察疲劳与非预期两个因素对上述变量的主效应及其交

互作用，若存在交互作用，则对主效应进行简单效应检验。

统计软件采用SPSS 19.0（SPSS，In.，Chicago，IL），显著性水

平α设为0.05。

2  研究结果

2.1  运动学指标

本研究运动学研究结果发现，受试者在疲劳前预期和

非预期两种条件下的IC时刻，膝关节处于不同的运动状态

（内翻、外翻），与预期条件相比，受试者在非预期条件IC时

刻表现出较大的膝屈角和内旋角（P＜0.01），外翻角未见

显著差异（P＞0.05），但受试者在LGRF第一峰值时刻下外

翻角、屈角及内旋角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非预

期效应和疲劳效应对受试者的助跑速度产生不同程度的

影响（P＜0.05），除助跑速度外，疲劳效应对其他的运动学

指标均无显著性影响（P＞0.05）。疲劳与非预期效应的交

互作用对运动学指标影响不具有显著性（P＞0.05）（表2、

表3）。

表2     受试者助跑速度

                                                                              Table 2     Approach Velocity of the Subjects                                                                      / （m · s-1）

变量
疲劳前 疲劳后

疲劳 P 非预期 P 疲劳 × 非预期 P
预期 非预期 预期 非预期

助跑速度 3.39±0.35 3.01±0.27 3.27±0.35 2.93±0.21 0.027* 0.000* 0.572

注：*代表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下同。

表3     不同时刻下膝关节在3个运动平面内的角度

                                       Table 3   Angles of Knee Joint in Sagittal，Frontal， Transverse Plane at The Different Moments                                    /°

时刻 变量
疲劳前 疲劳后

疲劳 P 非预期
效应 P

疲劳 × 非预期
效应 P预期 非预期    预期 非预期

触地时刻 屈曲角度 －21.22±5.90 －23.75±4.76 －18.90±7.31 －23.84±4.74 0.357 0.001* 0.284

内 / 外翻角度 1.30±4.31 －1.74±4.23 1.31±4.77 0.81±4.59 0.423 0.077 0.168

内 / 外旋角度 0.03±8.18 4.75±8.78 2.17±6.60 5.29±9.00 0.264 0.002* 0.203

侧向力第一
峰值时刻

屈曲角度 －34.28±5.35 －36.92±4.55 －32.12±7.59 －36.68±4.76 0.226 0.003* 0.428

内 / 外翻角度 －3.07±4.32 －5.10±4.73 －3.59±3.80 －4.83±3.82 0.836 0.002* 0.268

内 / 外旋角度 1.27±6.79 4.69±6.70 2.56±5.04 7.22±5.06 0.104 0.000* 0.189

2.2 动力学指标

本研究动力学研究结果发现，三维地面反作用力第

一峰值时刻出现在整个支撑期的前12%左右，与预期条

件相比，非预期条件下受试者膝关节额状面和水平面的

力矩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由内翻和内旋力矩作用迅速向

外翻和外旋力矩转换，且在LGRF第一峰值及其峰值时刻

下所对应的膝屈力矩、外翻力矩和内旋力矩指标均存在

显著性差异（P＜0.05），但垂直和前后方向地面反作用力

却无显著性差异（P＞0.05）（图4、5、表4）。疲劳因素仅对

LGRF第一峰值时刻下所对应的额状面力矩指标影响具有

显著性（P＜0.05）；疲劳与非预期效应的交互作用对动力

学指标影响不具有显著性（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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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侧切过程中三维地面反作用力曲线

Figure 4.    The Ground Reaction Force Curve during Sidestep-cutting

注：矩形阴影带表示“第一峰值区域”。

图5    支撑期矢状面、额状面、水平面膝关节力矩变化图

Figure 5.    Knee Joint Moments in Sagittal，Frontal，Transverse Plane during the Stance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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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疲劳和非预期因素分别对侧切动作

中膝关节运动学和动力学指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

疲劳和非预期因素并不存在交互作用。以下讨论将围绕

疲劳与非预期交互作用、疲劳效应和非预期效应3个方面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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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疲劳和非预期的交互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疲劳与非预期两个因素不存在交互

作用，未支持第1个研究假设。Khalid等（2015）和Collin等

（2016）分析受试者在疲劳后完成非预期条件下侧切动作时，

发现膝关节负荷并没有增加，研究认为，疲劳与非预期两

因素共同作用不会额外增加ACL的损伤风险，与本研究结

果一致。然而，Mclean等（2009）和Borotikar等（2008）的研

究表明，受试者在完成疲劳方案后非预期条件下的侧前方

单足落地时（左、右），膝关节外翻角度峰值显著增加，即存

在疲劳与非预期的交互效应，研究认为，与单独非预期或

疲劳因素相比，ACL在这两因素交互作用的情况下更容易

发生损伤。本研究认为，这些研究结果出现差异可能有以

下两方面原因：1）研究采用了不同的疲劳诱导方案，而导

致了不同的研究结果（Whyte et al.，2018），Mclean等（2009）

和Borotikar等（2008）主要采用短时间连续快速的蹲起和

跳跃动作交替来进行疲劳诱导，而Collin等（2016）和Khalid

等（2015）是利用长时间的间歇折返跑进行疲劳干预，时

间上更加接近足球运动的体能专项特征；2）研究动作形式

的不同，本研究和Khalid等（2015）的研究针对的是助跑与

侧切动作，考察的是人体在额状面内的运动，而Mclean等

（2009）的研究采用的跳跃与落地动作则主要表现在矢状

面内的运动。

本研究认为，疲劳与非预期两个因素不存在交互作用

可以从动作策略的选择角度进行解释：疲劳造成了动作结

构及相应动力学的不利变化，非预期亦如此。当两个不利

因素组合在一起时，人体对动作失效或损伤风险的感知可

能导致即时的动作策略更改，从而在动作任务的完成与自

身能力的变化之间寻求平衡。虽然，本研究所假设的交互

作用并没有得到支持，但疲劳与非预期的主效应仍对侧切

动作的表现有着明显的影响。

3.2  疲劳效应

本研究结果部分支持了第2个研究假设，研究结果显

示，在预期条件下，疲劳后膝关节内翻力矩显著下降，在非

预期条件下则表现为疲劳后外翻力矩显著增加，未发现

疲劳效应对矢状面和水平面上的膝关节运动学和动力学

指标产生显著性影响，也没有产生地面反作用力各分量的

显著变化。在实验条件下考察疲劳对动作的生物力学影

响，疲劳方案的制定十分重要，目前，在侧切动作研究中涉

及的疲劳模型主要分为短时间疲劳模型和长时间疲劳模

型（Lucci et al.，2011）。短时间疲劳模型一般采用连续爆

发性的动作对受试者进行疲劳诱导，比如，连续纵跳、短距

离冲刺（Cortes et al.，2013）、单脚蹲跳（Mclean et al.，2009）

等。而长时间疲劳方案通常采用一些综合性任务，比如，走、

跑、跳等动作组合（Collins et al.，2016；Sanna et al.，2008），

使受试者达到预定疲劳目标。本研究的疲劳方案所引入

的变向跑练习（约40 min）体现了足球专项体能的特征，与

Khalid等（2015）和Collin等（2016）所采用的长时间（60 min）

间歇折返跑的疲劳诱导方案有类似之处，时间上都满足了

一场足球比赛的生理需要，并可能诱发受试者达到中枢疲

劳和外周疲劳（Welsh et al.，2002）。为了使疲劳方案更接

近足球比赛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在疲劳过程中加入了非预

期成分，即通过随机灯光指令引导受试者完成高强度、长

时间的变向运动，以达到预设的疲劳目标（纵跳高度下降

30%）（Coventry et al.，2006）。通过实施本研究所的疲劳方

案，受试者表现为预期条件下疲劳后膝关节内翻力矩显著

下降，在非预期条件下则表现为疲劳后外翻力矩显著增加，

总体上膝关节额状面的力矩随疲劳有向外翻增加的趋势。

有研究认为，在疲劳状态下膝关节外翻力矩的增加，表明

了肌-骨系统维持关节稳定性的能力下降（Gillian et al.，

2012；Roger，2012）。

从目前的研究文献看，疲劳效应对于侧切过程中的膝

关节生物力学影响比较复杂，结果不一。在运动学方面，

有研究表明，疲劳会增加膝关节外翻角度（Borotikar et al.，

2008；Collins et al.，2016）或内旋角度（Borotikar et al.，2008；

Sanna et al.，2008），而对膝关节屈角没有显著影响（Borotikar 

et al.，2008；Collins et al.，2016；Sanna et al.，2008）；也有研

究发现，疲劳后减少了膝关节的屈曲角度（Cortes et al.，

2013；Lucci et al.，2011；Mclean et al.，2009）和内旋角度（Lucci 

et al.，2011）。在动力学方面，前人研究显示，疲劳后会减

少膝屈力矩和增加膝关节外翻力矩（Mclean et al.，2009），

表4     地面反作用力第一峰值和侧向地面反作用力第一峰值下膝关节力矩

Table 4    The First Peak Value of the Ground Reaction Force and Knee Joint Moments at the First Peak Value of the Ground Reaction Force

变量
疲劳前 疲劳后

疲劳 P 非预期 P 疲劳 × 非预期 P
预期 非预期 预期 非预期

LGRF 第一峰值 /BW 0.84±0.22 0.95±0.18 0.81±0.24 0.95±0.20 0.789      0.001* 0.332
VGRF 第一峰值 /BW 2.91±0.56 2.65±0.35 2.71±0.54 2.67±0.39 0.242      0.097 0.083

PHGRF 第一峰值 /BW －1.27±0.24 －1.12±0.17 －1.17±0.21 －1.11±0.21 0.101      0.053 0.147

屈伸力矩 /（N·m·kg-1） －0.38±0.99 －2.07±1.11 －0.70±1.23 －2.01±1.50 0.422 ＜ 0.001* 0.370

内 / 外翻力矩 /（N·m·kg-1） 2.09±1.35 -0.33±1.09 1.38±1.23 －0.49±1.08 0.036* ＜ 0.001* 0.087

内 / 外旋力矩 /（N·m·kg-1） 0.33±0.22 0.14±0.27 0.22±0.25 0.12±0.30 0.062      0.013* 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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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研究表明，疲劳后增加了膝关节的内翻力矩（Geiser 

et al.，2010）。本研究认为，不同的疲劳方案和选取指标的

阶段不同，很可能是造成这些研究结果之间差异的原因。

虽然不同的疲劳方案对侧切动作膝关节的运动学和动力

学的影响结果不同，但总体上疲劳效应或多或少都得到了

体现，这可能归因于疲劳后人体对身体姿势的控制能力下

降，从而影响了膝关节的稳定性（Skinner et al.，1986）。

3.3 非预期效应

本研究结果支持第3个研究假设，研究发现，与预期

条件下的侧切动作相比，两者的地面反作用力在垂直与前

后方向上的第一峰值并不存在统计学差异，但侧向分量第

一峰值则差异具有显著性。这是由于在非预期条件下，受

试者接收视觉变向指令后，须在极短的时间内通过姿势调

整完成侧切动作，相对“仓促”的支撑动作导致不充分缓冲，

并显著表现在额状面侧移方向上的冲击力增大（Houck et 

al.，2006）。

膝关节的运动学与动力学结果表明，在触地时刻和侧

向地面反作用力第一峰值下，与预期条件相比，非预期条

件下的膝关节表现出更大的屈曲、外翻和内旋角度，以及

更大的膝关节外翻、屈曲力矩，这些研究结果与前人研究

结果基本一致（Besier et al.，2001；Kim et al.，2014，2016）。

有研究认为，在非预期条件下，可能只有利用支撑足外翻

着地以及身体向外倾斜才能达到后续的侧切要求（Patla 

et al.，1999），这也增加了膝关节着地时的外翻角度和内旋

角度，这种变化可能会增加非接触性ACL损伤的发生风险。

因为过大的膝关节外翻角度会导致韧带对膝关节的约束

限制减弱，进而增加膝关节的负荷（Ford et al.，2003），而膝

关节内旋角度越大，ACL也越容易断裂（Kim et al.，2014）。

在本研究中，预期与非预期条件下的膝关节力矩曲线

（图5）差异显著，特别是在额状面和水平面上的力矩分量。

在整个支撑阶段，非预期条件下膝关节主要受外翻力矩和

外旋力矩的作用，而预期条件下则主要受内翻力矩和内旋

力矩的作用，这是因为整个着地支撑阶段的膝关节姿态差

异性所导致的关节载荷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在侧向力第

一峰值时刻，非预期条件下的额状面与水平面力矩正处于

内翻向外翻，内旋向外旋的转变点，虽然相应的数值较小，

但可能预示着此处存在关节运动不稳定的风险。

在矢状面上，非预期条件下整个侧切动作过程中的膝

关节屈曲角度增加，这与很多相关研究结果一致（Kim et 

al.，2014，2016）。膝关节屈曲角度增大可能是由于非预期

的条件导致受试者在动作过程中采用一种相对安全的屈

膝策略。但Mclean等（2004a）认为，单独的膝关节屈曲角

度增大尚不能说明其降低了发生非接触性ACL损伤的风

险。如果损伤风险没有因为膝屈增大而下降，那么在非预

期条件下侧切动作的ACL损伤有可能是由于膝关节在额

状面上的载荷变化所引起的，尤其是对于女性运动员。

4  结论与建议

1）疲劳与非预期因素在侧切动作中交互作用不显著，

与单独的疲劳因素或非预期因素相比，两因素同时作用时

可能不会额外增加非接触性ACL损伤的风险。

2）疲劳因素导致侧切动作中膝关节额状面力矩产生

外翻趋向，这可能是由于肌骨系统维持膝关节稳定性的能

力下降所引起的。

3）与疲劳因素作用相比，非预期因素使得侧切动作中

膝关节的载荷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可能会导致非接触性

ACL损伤的风险增大。

4）建议在设计有效的非接触性ACL损伤风险的筛查

方法和预防损伤的训练方案时，可以将疲劳和非预期条件

作为两个独立的风险因素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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