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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比較在原地腳踏車測功儀上進行漸增式負荷運動測驗時，採用直立姿勢 (upright position; UP）、彎把姿勢 (drop 

position, DP)與俯握姿勢（aero position; AP）所測得肌電訊號是否有差異。方法：實驗對象為 12 名健康男性（年齡 23.30 

± 0.97 歲；身高 175.62 ± 6.66 公分；體重 72.63 ± 7.32 公斤），以平衡次序法，在原地腳踏車測功儀上，分別以直立姿

勢、彎把姿勢與俯握姿勢各進行一次漸增運動測驗（每次測驗時間至少間隔 48 小時），分別觀察在 150 W 與 200 W 的均方根

肌電訊號，並將全程漸增負荷過程中肌電訊號與作功負荷標準化後求其斜率。結果：均方根肌電訊號值在不同騎乘姿勢下並

無顯著差異。均方根肌電訊號相對於作功負荷之斜率，在採用彎把姿勢時顯著大於俯握姿勢(p < .05)。結論：以不同騎姿

勢在原地腳踏車上進行漸增運動測驗時，其肌電訊號相對於作功情形並不相同。 

關鍵詞：均方根肌電值、作功負荷 

壹、緒論 

在腳踏車競賽中，把手在其設計上有其變化，如牛角

型把手 (cow-like handlebars) 與休息把 (aero 

bars)。因不同的把手設計而造成不同的騎乘姿勢。對

於不同騎乘姿勢的研究大多針對於人體生理變項討

論，其結果如下，在有風阻的情形下時，以俯握姿勢

運動，可以減少能量的使用 (Sheel, Lamal, & Potvin , 

1996)。除了從一些生理變項可以觀察到不同姿勢下有

不同的結果，也可從人體中樞神經方面來著手，肌電

圖與肌動圖為近年來常用來當作判斷運動表現的標尺

(Perry, Housh, Johnson, Ebersole, Bull, 

Evetovich & Smith, 2001)。 

本研究目的如下（一）比較腳踏車漸增負荷運動中，

不同騎乘姿勢（直立姿勢、彎把姿勢與俯握姿勢）對

肌電訊號作功情形（標準化斜率）的影響。（二）比

較腳踏車漸增負荷運動中，150W與200W，不同騎乘姿

勢（直立姿勢、彎把姿勢與俯握姿勢）對肌電訊號的

影響。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受試對象為12名健康男性（年齡23.30 ± 0.97

歲；身高175.62 ± 6.66公分；體重72.63 ± 7.32公斤），

以平衡次序設計，每位受試者需在原地腳踏車測功儀

上進行三次漸增式負荷運動測驗，包含以俯握姿勢、

直立姿勢與彎把姿勢等三種姿勢進行測驗，每次測驗

至少間隔48小時。其運動測驗內容如圖一。 

在本研究之三次漸增式負荷運動測驗中，透過肌電訊 

 

圖一 漸增負荷運動測驗流程圖 

號 進 行 分析 ， 接 收右 腿 股 外側 肌 腹  (vastus 

lateralis) 

之均方根 (root mean square, RMS) 肌電訊號 

(Perry 等，2001)。肌電圖誘導導線與 Biovision 肌

電圖分析系統連接，將肌電訊息傳送至記錄器記錄。

在  DASY Lab 6.0 分析軟體中設定取樣率 1000 

sampling rate。蒐集 RMS 訊號時，濾波為10-500Hz。

腳踏車漸增式負荷測驗中，以每一階段最後10秒均方

根肌電訊號代表該階段負荷下的肌肉收縮情形。150W

與200W最後 30 秒內，為了準確取得該階段所代表的

肌肉收縮情形，將取最後十次肌肉收縮之肌電圖原始

訊號，並收集未收縮時肌電訊號，透過DASY Lab 6.0

分析軟體處理後，兩者相減分別為150W與200W兩階段

之肌電圖訊號代表，事後資料處理以分析軟體取平均

值進行分析。腳踏車漸增式負荷測驗中，均方根肌電

訊號與作功負荷取衰竭階段的最大值為最後階段之代

表，並除以各階段負荷下的肌電訊號與該階段負荷使

最大值為1作標準化處理，求得均方根肌電訊號相對於

作功輸出之斜率。以相依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統計

法，比較在漸增負荷運動中，不同騎乘姿勢，均方根

肌電訊號與作功輸出之斜率比較。以重複量數二因子

變異數分析統計法 (repeated two-way ANOVA)，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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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0 W與200 W（A 因子，不同運動負荷）下，直立

姿勢、彎把姿勢與俯握姿勢（B 因子，不同騎乘姿勢）

時均方根肌電訊號。 

参、結果與討論 

漸增負荷運動過程中，不同姿勢下均方根振幅相對於

功率之斜率如表一與圖二，圖二x軸是標準化後瓦特

質，y軸是標準化後肌電均方根植，再將每階段負荷相

對於該負荷之均方根振幅以線性迴歸方程來分別比較

出三者斜率。經過相依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考

驗，考驗結果達顯著(F=3.981, p < .05) ，以 LSD 法

進行事後比較，發現彎把姿勢大於俯握姿勢 (p 

< .05)。在運動強度150 W與200 W時，不同姿勢股外

側肌均方根肌電訊號如表二，統計後結果發現並無顯

著交互作用，進一步進行主要效果之顯著性檢定。經

主要效果檢定得知，直立姿勢、彎把姿勢與俯握姿勢

的股外側肌均方根肌電訊號如表二，考驗結果並未達

顯著水準。均方根肌電訊號，在肌電訊號的應用中，

常被用於評估運動單位徵召的程度（Perry 等，

2001），在單位時間內，其運算後的值越大，代表著

徵召單位運用越多。漸增式的運動測驗中，其單位時

間內的均方根肌電訊號會隨運動強度的提升而增加。

另外觀察均方根肌電訊號對於作功負荷之斜率，統計

後發現彎把姿勢顯著大於俯握姿勢。藉由150W與200W

所監測到的均方根肌電訊號來進行探討，雖不同騎乘

姿勢於150 W與200 W下，股外側均方根肌電訊號並無

統計上的顯著差異，但在採用彎把姿勢下的股外側均

方根肌電訊號，可觀察到一較大的數值，代表著採用

彎把姿勢進行漸增式負荷運動時，於較低瓦數負荷

下，其徵召單位運用較多，而隨著負荷上升趨於衰竭

時，其所動員的運動單位是否因而趨於ㄧ致，而使標

準化後的均方根肌電訊號對於作功負荷之斜率較為陡

峭；然而本研究並無去比較衰竭時的均方根肌電訊

號，這一部份，則需更多的研究來進行探討。 

表一 不同騎乘姿勢於不同負荷下之RMS 

 150W 200W 

 UP DP AP UP DP AP 

RMS 

(µV

) 

86.76 

(50.37

) 

113.70 

(45.01

) 

75.45 

(44.41

) 

114.65 

(49.49

) 

159.14

(65.48

) 

107.00

(52.35

) 

UP=直立姿勢，DP=彎把姿勢，AP=俯握姿勢 

*p<.05 和 AP 比較 

 

表二 不同騎乘姿勢於不同負荷之 RMS 對功率之斜率 

 不同騎乘姿勢 
 UP DP AP 

均方根肌電訊
號對功率之斜
率 

0.702  
0.206 

0.837 ± 
0.209* 

0.614 ± 
0.143 

不同體姿RMS相對於作功之斜率

0

0.2

0.4

0.6

0.8

1

0 0.2 0.4 0.6 0.8 1

Work

rm
sE

M
G

AP

DP

UP

 

圖二 不同騎乘姿勢於不同負荷之 RMS 對功率之斜率 

肆、結論與建議 

漸增負荷運動中，採用三種不同騎乘姿勢時，在非最

大強度負荷（150W與200W）時均方根肌電訊號並不受

姿勢的不同而影響。 

而均方根肌電值相對於作功負荷之斜率，從低負荷到

高負荷的過程中，隨著負荷的增加，彎把姿勢下的斜

率較其他兩種姿勢更為陡峭，表示彎把姿勢在漸增負

荷運動中會招募更多的運動位，且隨著運動強度的增

加，其招募的情形更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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