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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負重下膝關節之開放和閉鎖式動力鏈動作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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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一個動力鏈活動過程中，隨著末端的負重漸漸增，末端肢體會漸漸推不動負荷物，本研究即在探討此過程中，主動肌與擷

抗肌參與比例改變的現象。實驗以健康志願男性五名為受試對象，進行由 0公斤的負荷開始前踼測驗（開放動力鏈動作）及

推蹬測驗（閉鎖式動力鏈動作），角速度固定約為每秒 60 度，透過表面肌電儀，分別計算不同負重時大腿後肌收縮力及股四

頭肌收縮力百分比肌電值（%MVC）及比值。研究結果顯示：一、在前踢運動的過程中，股四頭肌活動約在 15 公斤時，%MVC

值開始上升，直到 25 公斤時達到較高的收縮程度；而腿後肌活動則在整個運動過程中呈現較低的收縮程度。二、在推蹬運

動的過程中，股四頭肌及腿後肌隨重量的上升，%MVC 值持續提高，因此，共同收縮的程度也持續上升，且%MVC 比值呈現趨

近於 1的狀態。 

關鍵字：EMG、共同收縮、MVC 

 

壹、緒論 

動力鏈因起終點的活動程度不同，可分為開放式動力

鏈（open kinetic chain，簡稱 OKC）與閉鎖式動力

鏈 （ closed kinetic chain ， 簡 稱 CKC ） 兩 種 

(Steindler，1955)。日常生活中的活動，往往是閉

鎖式動力鏈與開放式動力鏈相互作用，如上下樓梯、

走路、跑步等等，並不是所有的運動都可以很明確地

分辨出是閉鎖式動力鏈運動或是開放式動力鏈運動。 

閉鎖式動力鏈是承重運動，需移動數個關節，遠端肢

段固定地面，阻力施在近端或遠端肢節；開放式動力

鏈不只是非承重運動，需移動一個關節，遠端肢段固

可自由移動，阻力通常施在遠端肢節（Fitzgerald，

1997）。最近也有學者歸納出閉鎖式動力鏈的動作摸

式為：（一）有受外力，末端不可移動（二）有受外

力，末端可移動，開放式動力鏈的動作摸式 （三）

不受外力，末端可自由移動。過去學者對於(一)、(三)

兩種動作的動作形態較有定論；對於(二)的敘述，因

末端的負重重量不同，參與動作的肌肉收縮形態應該

也會隨著負重的不同而有所不同的疑慮。雖然

Steindler(1955)對於外力使用＂相當的阻抗力量

(Considerable Resistance)＂一詞加以形容，但是

到底此一外力負荷是多少，才會對人體動力鏈產生影

響卻沒有明確定義，而此後的國內外學者對於此阻力

大小對動力鏈形態之影響亦未能透過實驗提供進一

步釐清。在一個動力鏈活動過程中，隨著末端的負重

漸漸增，末端肢體會漸漸推不動負荷物。也就是說，

動作漸漸由末端自由活動的形態，轉變為末端不可活

動的閉鎖鏈形態。因此，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前踢測驗

及推蹬測驗中，當遠端負重逐漸增大，大腿後肌及股

四頭肌參與共同收縮的比例是否會漸漸改變。 

貳、研究方法 

受試者為年齡 25~28 歲的健康志願男性 5 名， 平均

體重 65.6±3.4，平均身高 176.4±2.3。實驗假設為(1)

踼腿動作中，隨著小腿負重的重量的逐漸增加，大腿

後肌參與共同收縮力量會逐漸增加，股四頭肌與腿後

肌收縮強度的比值會因而呈現線性遽減。(2)推蹬的

動作中，隨著肢體未端負重的增加，股四頭肌與腿後

肌收縮強度的比值會呈現穩定的數值。使用實驗儀器

有表面肌電儀，含電極貼片及導線、個人電腦一台，

內含 Acknowledge 3.7.3 程式、踢腿訓練機(N-K 

table)、推蹬訓練機。 

實驗的步驟為實驗開始前，先取受試者 5秒鐘股四頭

肌與腿後肌安靜下之肌電值，暖身 10 分鐘，然後進

行股四頭肌與腿後肌之最大等長收縮測試，於所有測

試過程中，受測者上身及大腿均固定於測驗台上，以

避免測試中姿勢之改變。(1)前踼動作測試：正式實

驗時，請受試者(參與者)由 0公斤的負荷開始前踼，

前踼之角速度固定約為每秒 60 度。以每次增加 5 公

斤之負荷重複此前踼動作，反覆實驗直至負荷超出受

測者所能踼出之重量，受測者無法踼出為止。每次踼

出之間相隔為1分鐘以避免肌肉疲勞現象之產生。(2)

推蹬動作測試：待受試者充分休息後，以同法進行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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蹬實驗，以每次 15 公斤之負荷重量遞增，至受測者

無法勾回為止。 

本實驗用Acknowledge 3.7.3 程式來做資料的理與分

析，記錄所得之肌電訊號經帶狀濾波（10Hz-500Hz）

及全波整流（full-wave rectified），並將原始資料

轉為平均肌電圖（mean EMG）之處理。分別計算不同

負重時大腿後肌收縮力及股四頭肌收縮力百分比肌

電值（%MVC）及比值，並繪出其曲線圖。 

参、結果與討論 

(一)開放式動力鏈肌電圖變化 

在前踢運動的過程中，股四頭肌活動約在 15 公斤時，

%MVC 值開始上升，直到 25 公斤時達到較高的收縮程

度；而腿後肌活動則在整個運動過程中呈現較低的收

縮程度（圖一）。此結果與研究的假設不符，由圖一

可看出在 15~25（kg）時，比值曲線的下降是因為股

四頭肌的收縮增強，在 25kg 之後便呈現出穩定的狀

態，而且股四頭肌與腿後肌也呈現穩定的收縮狀態。

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可能是因為前踢為開放式動力鏈

形態，即使末端可移動，且受一外力作用，當外力持

續上升直到未端肢段呈現出閉鎖鏈形態時，仍然不會

有大腿後肌及股四頭肌的共同收縮情形。 

 

圖一   不同重量下開放式前運動之肌電活動 

(二)閉鎖式動力鏈肌電圖變化 

在推蹬運動的過程中，股四頭肌及腿後肌隨重量的上

升，%MVC 值持續提高（圖二）。因此，共同收縮的程

度也持續上升，且%MVC 比值呈現趨近於 1的狀態。此

結果與實驗假設相符，推蹬為閉鎖式動力鏈形態，當

外力逐漸上升時，腿後肌也開始參與擷抗，大腿後肌

及股四頭肌參與收縮的比例也呈現出穩定數值。 

 

圖二   不同重量下閉鎖式膝推蹬運動之肌電活動 

肆、結論與建議 

開放式動力鏈的前踢運動在負重的增加中，股四頭肌

的收縮會有增加的趨勢，而腿後肌卻不會因負重的增

加而有明顯的收縮情形。閉鎖式動力鏈的推蹬運動在

負重的增加中，股四頭肌及腿後肌的收縮會有增加的

趨勢，且有明顯的共同收縮情形。而且在肌電圖的呈

現中我們以發現大約 15~25kg 左右的負重，主動肌開

始徵召周圍的肌肉參與作用。因此，因為動作形態的

不同，即使是開放式動力鏈的前踢運動，當動作漸漸

由末端自由活動的形態，轉變為末端不可活動的閉鎖

鏈形態，股四頭肌與腿後肌仍然不會有共冋收縮的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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