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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討三種不同座椅變化對下肢肌肉肌電訊號、心率、自覺用力係數的反應。方法：受測對象以 3 位健康之大學生以

騎乘 3 分鐘每分鐘 60 RPM 之三種不同座椅位置(S 標準、A 向前 3 公分、P 向後 3 公分)騎乘 3 分鐘測量其肌電訊號、心率、

自覺用力係數之變化。結果顯示：在有阻力騎乘時，標準座椅位置下，下肢 EMG 的活化量最大，座椅後移，心率較高，標

準座椅位置時，自覺用力係數較高；在無阻力騎乘時，座椅後移，其 EMG 訊號活化量較大，座椅前移，心率較高，座椅後

移，自覺用力係數較高。結論：以不同座位水平位置騎乘可誘發不同肌群收縮、心率變化。本實驗結果可使運動訓練工作

者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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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健身車的運動訓練在許多的健身場所是十分普遍

的，但是在對於座椅水平位置改變，下肢肌肉的誘發

及心率的改變方面的探討並不多見，回顧 2007 年王

宇涵、周峻忠、林信甫等人以原地腳踏車配合不同上

肢握把和不同騎乘姿勢來檢測最大攝氧量和下肢肌

電時，發現採用直立姿勢可以得到較高之攝氧量數

值，但因為只測量股外側肌，肌電並無法完全說明在

彎把騎乘之下，下肢其他肌群的活化情形。而 Edmund

R.Burke 在 2002 年指出在腳踏車的運動期間，下肢所

用到的大肌肉群，如股外側肌、腓腸肌、股二頭肌及

近骨前肌為 EMG 測量後發現最容易誘發動作電位的

肌肉。Perry et al.(2001)將肌電、心率及自覺用力係數

用於腳踏車測功儀相關研究，結果顯示’肌電圖、心

跳率與運動自覺量表等三種數值在標準化後，做功量

的增加對於肌電訊號活化量、心率及自覺用力係數有

線性相關，但是此實驗並非探討不同的座椅位置，而

是專注於功率的輸出變化；目前使用調整座椅水平位

置來控制騎乘姿勢之研究並未見於現今研究，所以本

研究將探討健身車座椅在水平位置變化對於下肢股

外側肌、腓腸肌、股二頭肌及近骨前肌等肌電活化、

心率及自覺用力係數之效應差異。

本研究目的係探討不同騎乘阻力模式下及不同座椅

水平位置變化，(一)下肢 EMG 活化量以及股外側肌、

腓腸肌、股二頭肌及近骨前肌等四條主要運動肌肉活

化差異之效應分析；(二)心率差異之效應分析；(三)

自覺用力係數差異之效應分析。

貳、方法

一、研究對象

受測對象以 3 位健康之大學生平均年齡 22.13 歲±2.08

歲、平均體重 67 公斤±6.66 公斤及平均身高 171.44

公分±3.21 公分。

二、實驗設計

本研究以 Giant Tempo 健身車做為實驗工具，每位受

試者以有阻力期程和無阻力騎乘兩種騎乘模式下，依

序測試 3 種不同的座椅位置以 60RPM 騎乘 3 分鐘，

其中座椅位置為 1.標準(Standard)座位、2.座椅向前

(Anterior)3 公分、3.座椅向後(Posterior)3 公分。

向前 標準 向後

圖一 座椅水平位置變化示意圖

資料收集及分析分別為(一)使用BioPac MP150，配合

資料擷取軟體ACQ Knowledge Version3.8.1進行放大

倍率1000倍設定，取樣頻率為1000Hz下對左下肢股外

側肌(VL)、股二頭肌(BF)、脛前肌 (TA)、腓腸肌 (GS)

等主要運動肌內進行肌電訊號之收集；並將肌電訊號

以10-500HZ肌電的濾波採用帶通濾波將雜訊處理，取

其絕對值以積分處理後，以進行肌肉活化量差異之效

應分析；(二)心率方面使用POLAR S725X心率錶記錄



騎乘及休息時心率變化；(三) 自覺用力係數係以自覺

量表分析係受試者於每次騎乘結束時，紀錄受測者踩

踏力量之評量，以評估受測者主觀用力之差異。

参、結果與討論
由研究資料顯示，在無阻力騎乘時，下肢肌電平均的

放電量較小，有阻力式騎乘的平均肌電放電量較大

(如圖二所示)；以三種座位騎乘來說，有阻力式騎乘

時，在座椅位置向前，肌電活化量最大；無阻力式騎

乘時，座椅位置向後，肌電活化量反而較大，這和座

椅前後位置的改變造成下肢肌肉長度位置及拮抗肌

與作用肌在於運動時之交互作用有關。

不同座椅位置下肢EMG表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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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不同座椅位置下肢 EMG 表現圖

以此外側肌、腓腸肌、股二頭肌及近骨前肌等肌肉在

三種不同座位騎乘下，個別肌電活化量如圖三所示，

在有阻力及無阻力騎乘時股外側肌(VL)積分肌電活

化量最大，脛前肌(TA)活化量最小，這和踩踏運動之

主要肌肉有關。但是在無阻力的情況之下，座椅向後

時，小腿腓腸肌(GS)肌電活化量卻大於股外側肌

(VL)，這和座椅向後時，踩踏由上矢端點到下矢端點

需要小腿踝關節做更多的下踩動作有關，所以需要更

多斐腸肌的收縮。

下肢四組肌肉在不同座位EMG個別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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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下肢四組肌肉在不同座位 EMG 個別表現

心率方面在有阻力騎乘模式時，座椅位置向前與

向後時，心率皆較高；但在無阻力騎乘模式時，僅座

椅位置向前時，心率較高；但綜之心率方面差異方

面，有阻力騎乘模式皆高於無阻力騎乘模式，這和阻

力增加需要更多的踩踏力量，所造成心臟血管循環上

的負擔增加有關。

在自覺用力係數方面如表一所示，在無阻力式騎乘模

式時，座椅位置向後分數評量較高，此因在無阻力且

座椅向後騎乘時，下肢踩踏過程中，不僅要踩踏還要

去控制飛輪的慣性運動以防踩空，反而造成受測者在

自覺用力上感覺較吃力；有阻力式且於標準座椅位置

騎乘時，自覺用力係數反而較高，這與標準姿勢騎乘

時阻力的感覺較為直接，所以造成受測者自覺用力上

感覺較為明顯。

表一 不同座椅位置騎乘心率、自覺用力係數表現圖

位置 標準 前 後

HR(dpm) R 111.47 113.38 113.77

HR(dpm) NR 90.91 92.47 90.72

RPE R 1.83 1.66 1.66

RPE NR 0.5 0.5 0.83

NR 代表無阻力、R 代表有阻力

肆、結論與建議

以運動訓練觀點而言，本研究發現座椅前移有阻力騎

乘時，下肢肌電活化量有較大的趨勢，若欲獲得特定

肌群伸展而達到更好的力量表現座椅前移，可誘發較

多股外側肌的肌電活化量。此外在心率方面，不同的

姿勢位置變化，對於心跳速率有明顯不同，未來亦可

用於高齡人口及心血管疾病患者平時心肺耐力的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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