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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河不同坐姿起身動作之拉力與肌電圖的探討 

The study of pull force and electromyography about two 
different sitting posture on the tug of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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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八人制拔河中不同坐姿之起身動作，對拉力、肌電圖之影響。受試者為全國中等

學校拔河冠軍男選手六名(年齡 12.4±0.6yrs、身高 168±4.1cm、體重 57.5±3.8kg、拉齡 2.3±0.7yrs、最

大拉力值 132±5.9kgf)。研究設計為探討前後側步與平行步坐姿之起身動作的動力學及積分肌電之分

析。本實驗將拉力計及肌電訊號(900Hz)，經 Biovision 接收系統傳至 DASY Lab6.0 分析軟體上，其中拉

力值以濾波(10Hz)處理；原始肌電訊號則先以全波整流、10Hz 的低通濾波處理後，再經由積分肌電(IEMG)

之運作程式，並以測試中之最大隨意肌收縮(MVC)作為標準化肌電訊號，而獲得拉力值及標準化平均肌電

振幅之參數值。統計分析擬將不同坐姿推蹬前期之最大拉力值及標準化平均肌電振幅，分別以 T 考驗

（t-test）來檢定其差異，顯著水準α定為 .05。經實驗結果得到以下結論: 前後側步坐姿可在推蹬前

期獲得較大的拉力值，且較平行步坐姿可在單位時間內徵召肱二頭肌、闊背肌較多之運動單位，且產生

較大的肌肉神經刺激。 

關鍵詞:最大拉力、積分肌電、各肌群標準化平均肌電振幅 

 

一、問題背景 

由於在拔河運動比賽過程，上肢肌群所扮

演之角色在於將拔河者與河繩緊密結合在一

起，而勝負的發動及防禦都必須要靠肌群，因

此若要從生物力學的角度來探討拔河運動

時，下肢肌構的生物力學特徵及機轉有瞭解與

探討(翁梓林，民 92)。在比賽過程中，上肢

肌群主要功能在將拔河者與拔河繩緊密結合

在一起；而攸關勝負的攻勢發動及防禦都必須

要靠下肢肌群，因此若要從生物力學的角度來

探討拔河運動時，下肢肌群的生物力學特性是

主要且必要探討的一環(塗瑞洪，民 86)。

Dempester 在 1958 曾指出拔河動作中所包含

的主要肌群，在上肢肌群的部份包含：肱二頭

肌(biceps brachialis)、肱三頭肌(triceps 

brachialis)、胸大肌(pectoralis major)、

背 闊 肌 (latissmius dorsi) 、 三 角 肌

(deltoid)；在下肢肌份包括：臀中肌(gluteus 

medius)、臀大肌(gluteus maximus)、股二頭

肌(biceps femoris)、股三頭肌(triceps 

femoris)、脛骨前肌(tibialis anterior)、

比目魚肌(soleus)。因此本研究針對不同坐姿

起身動作之主要肌群的肌電與拉力表現，以分

析何種姿勢可獲較大之拉力值及各肌群徵召

運動單位的多寡，以此建構可強化的肌肉群，

作為國內、外拔河教練安排選手重量訓練及比

賽技戰術參考之用。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問題背景，本研究之具體研究目

的為探討兩種不同坐姿在推蹬前期最大拉力

及標準化平均肌電振幅是否達顯著差異? 

三、實驗方法 

本研究是以全國中等學校拔河冠軍隊六

名男選手為受試對象。在實驗尚未正式開始

前，先完成拉力計之校正。實驗場地佈置則

先在地上找一固定處來連接拉力計及拔河

繩，拉力計及肌電訊號經放大器傳送至

biovision 訊號接收盒(900Hz)，再連結 A/D

卡後傳送至 DASYLab6.0 軟體上。 

實驗開始前先在受試者身上主要參與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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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起身動作的七條肌群上，進行刮毛、擦拭

酒精及黏貼電極片等準備工作，而為了記錄

一整條肌肉活動，相同的工作就是準備一對電

極片黏貼於肌肉的表面皮膚上，每片電極片直

徑約 8 豪米，兩片電極片距離約 1.5 公分

(Enoka,2002)，主要肌群黏貼位置標準化程式

參照表面肌電介紹一書(Cram,Kasman,＆

Holtz,1998)。每位受試者先後操作雙腳與肩

同寬前後側步及平行步之坐姿起身動作各十

次。 

將由 Biovision 接收盒上所接收之拉力

計值、肌電訊號，經 A/D 卡傳至 DASYLab6.0

軟體上，其中拉力值以濾波處理，肌電訊號

則先以全部整流、10Hz 的低通濾波處理後，

再進行積分肌電(IEMG)，另以本實驗測試之肌

電最大值(最大隨意肌收縮)作為肌電標準化

之值，而獲得拉力值及標準化平均肌電振幅。 

  本實驗採相依樣本，自變項為兩種不同坐

姿起身動作，依變項為最大拉力值、標準化平

均肌電振幅，統計分析以 T考驗（t-test）來

檢定其差異，顯著水準α定為 .05。 

四、結果與討論 

本實驗針對推蹬前期的拉力、積分肌電加

以探討，如圖(一)、(二)所示，並經資料處理

後得到最大拉力及標準化平均積分肌電等參

數，茲以不同坐姿在推蹬前期之最大拉力值、

標準化平均肌電振幅是否達顯著差異來加以

討論。 

如表(一)所示，兩種不同坐姿在最大拉力

及推蹬前期標準化平均肌電振幅，的肱二頭

肌、闊背肌上均達顯著差異(P＜.05)。因為肌

電振幅表示不同運動單位的動作電位在去極

化階段疊加的結果(Herzog, Guimaraes, ＆

Zhang, 1994)，且肌電振幅也顯示了單位時間

內徵召更多的運動單位，可產生較大的神經肌

肉刺激(林振東，民 89)，由此可見前後側步

比平行步坐姿可在單位時間內徵召肱二頭

肌、闊背肌較多之運動單位，且產生較大的肌

肉神經刺激，因此其肌電活動量才會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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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前後側步坐姿起身推蹬 

前期之拉力、積分肌電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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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平行步坐姿起身推蹬前期

之拉力、積分肌電比較表 

推蹬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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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 

經過結果得到前後側步坐姿可在推蹬前

期獲得較大的拉力值，且較平行步坐姿可在

單位時間內徵召肱二頭肌、闊背肌較多之運

動單位，且產生較大的肌肉神經刺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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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不同坐姿推蹬前期之標準化平

均肌電振幅比較表 

前後側

步坐姿 

平行步

坐姿 t-值 

最大拉力

值(kgf) 
93.9±10.1  83.9±16.0  3.286＊ 

肱二頭肌(%) 19.14±2.89 14.20±0.51 2.053＊ 

股直肌(%) 14.51±4.44 14.14±3.58 0.066

股內側肌(%) 21.48±4.39 19.82±7.32 0.199

股外側肌(%) 18.81±0.29 21.21±12.70 -0.261

股二頭肌(%) 17.15±7.18 16.33±5.72 0.090

脛骨前肌(%) 15.73±2.64 17.79±8.52 -0.260

闊背肌(%) 15.19±0.47 21.34±3.36 -2.2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