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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臂較勁之肌肉活化反應：前驅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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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以比較腕力比賽時三種不同狀況下之肌電活化特徵，包含胸大肌、二頭肌、手腕屈肌、闊背肌共四條肌肉。研究對象

則以兩位成年健康男性（平均年齡 24 歲、身高 177 公分、體重 77 公斤）為本實驗之研究對象，資料則透過 Biopac 肌電訊號分析

系統，了解受試者在腕力比賽情況時，在起始、勝利以及失敗三種狀況下之差異。研究顯示，比賽腕力時的不同角度，肱二頭肌

在起始和失敗位置維持較高的活化，但在勝利位置時的關節角度，則不利於二頭肌用力；而胸大肌在失敗位置主要以肘關節為支

點，由於肘關節伸展角度較大主要透過肱二頭活化，相對胸大肌活化程度顯得較少。未來將招募更多的受試者，並觀察不同的肌

肉，以了解在樣本數更多的情況下，腕力比賽所使用的肌群之活性特徵。

關鍵詞：肌力、前臂

壹、前言

影響比腕力勝敗因素不勝枚舉，技巧與力量往往被認為

是勝敗的主要關鍵所在，此外像是手臂長度、肌肉的質

量、長度、密度、反應時間、握力大小、屈肌的肌耐力

也被視為影響腕力比賽的重要因素，倘若沒有足夠的肌

力，肱骨則很可能受到對手產生的扭轉力矩，輕易的將

肱骨扭斷 (Khashaba, 2000)。

比腕力的生物力學相關因子，發現在比腕力時，闊背肌

會 有 預 先 活 化 的 情 形 (Higashyyama & Fuchimoto,

1998)，肌肉貢獻程度會因關節角度的變化所影響，本

研究利用表面電極，將比腕力的運動中，簡化為三種動

作模式（一）起始位置(initial position)（二）勝利位置

(winning position)（三）失敗位置(losing position)，以初

步了解比腕力時，比較三種動作肌肉招募的特徵與貢獻

程度（圖一）。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兩位成年男性為研究受試者，平均年齡 24

歲、身高約 178 公分、體重 77 公斤。使用四條電極

(TSD150A:CMRR:95dB,Bandwidth12-500Hz,diameter:

11.4m)。將肌電訊號系統與訊號輸出連接至 Bio-Pac

System 訊號轉換同步系統（頻率：1000Hz）。本研究

量測電極片的擺設位置，是放置在該肌肉的運動點

(motor poin)）上，而該運動點的選取參考 Delagi 等學

者所提出的位置 (Delagi, et al., 1980)電極位置包含了胸

大肌(pectoralis major)、手腕屈肌(forearm flexor)、肱二

頭 肌 (biceps brachinm) ， 與 闊 背 肌 (latissimus dorsi)

(Cram, Kasman, & Holtz, 1998)。 受試者均須接受三種

條件的測試，每次測試時間 5 秒鐘，三種動作皆從起始

位置開始執行並盡最大努力，其中失敗位置與勝利位置

會由一名研究員於開始兩秒內用將受試者之手臂往內旋

（勝利位置）或外旋（失敗位置）移動，以讓受試者變

化角度後立即維持肌肉等長收縮，同時為了確保研究員

有足夠的力量維持動作的靜止穩定，在三種動作下，研

究員得以雙手輔助其保持受試者手臂角度的固定，全程

皆要求受試者盡最大努力。

所收集資料原始肌電訊號，以 Butterworth 帶通濾波

(band-pass filter) 訂定其截止頻率 (cutoff frequency)為

10Hz，而上限頻率(rejection frequency)為 500Hz 進行濾

波，其階數為 4 階 (order = 4) 進行濾波後，將全部訊號

轉成正值 (rectification)，然後進行低通濾波 (low pass

filtering)以去除雜訊，此時階數為 6 階 (order = 6)，截

止頻率為 6Hz，使其轉換成線性封波(linear envelop)，

並以起始位置動作時最大自主收縮(MVC)為作為正常化

基準，由失敗位置與勝利位置之肌肉活化程度計算相對

於起始姿勢之百分比。

參、結果與討論

由圖二可發現，前臂屈肌在不同角度時，需對抗對手手

腕產生的力矩，若無法抗衡，則會被對手瞬間扳倒，故

在各個動作角度皆維持相當的活化。肱二頭肌在起始與
起始位置 失敗位置 勝利位置

圖一、不同比腕力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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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位置有較高的活化程度，且隨著用力時間增加，活

化量明顯增加，根據運動單位的招募順序，遵循著運動

神經元大小原則(Size principle)，推估可能在這兩種姿

勢下，動員更多的動作單位，但相反的肱二頭肌在勝利

時的姿勢，肌肉的放電量明顯減少，根據過去的研究指

出、肱二頭肌在等張收縮時，力量與肌電訊號有線性相

關，故可推估，此時肱二頭肌產生較少力量，原因則是

勝利姿勢，主要以肩關節內旋(internal rotation)的動作為

主，肱二頭肌由於動作角度的特徵造成此時貢獻的較

少。

圖二肌電線性峰波比較

胸大肌的活化較起始姿勢與勝利姿勢少，所以在失敗位

置時不利於胸大肌的收縮， 闊背肌雖然放電量較小於

其他肌肉，但可發現在三種動作中，闊背肌均參與收

縮。

如此更能明顯發現在勝利位置時的肱二頭肌與失敗

位置的胸大肌皆明顯小於其他動作時之肌肉活化程度，

而相關平均肌電振幅整理如下表一。

表一 3-5 秒之平均肌電振幅

肌群 Initial Losing Winning
手腕屈肌 0.128(0.04) 0.126(0.03 ) 0.147(0.05 )
肱二頭肌 0.122(0.06 ) 0.144(0.05) 0.104(0.03 )
胸大肌 0.049(0.02 ) 0.034(0.02) 0.051(0.02)
闊背肌 0.019(0.01) 0.014(0.00) 0.016(0.01 )

由圖三可發現，手腕屈肌在勝利位置相較於起始位置有

86%的活化水準；而失敗位置則有 88.7%之高，故在任

何階段，手腕之肌肉皆參與相當的貢獻；在勝利位置

時，此時胸大肌則有相當大的活化程度（99%），而肱

二頭肌則相對較少，而在失敗位置時，前臂遠離胸大

肌，故可想而知，肱二頭肌的活化程度約為 108% 而

活化的程度超越 100%其原因推測可能是過度的被動拉

扯（passive strtch）時做等長收縮而使高爾基氏腱受器

活化(Golgi Tendon Organ)，而肱二頭肌過度的使力也不

利於胸大肌之用力。

肆、結論與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經分析及討論之後，獲得以下之結

論：（一）前臂在三階段之活化主要是手腕屈肌運動。

若依照肌肉長度關係圖（length-tension relationship） 手

腕屈肌越長會產生較大的力量 所以雙方在手腕的相對

關係應該也是影響的因素之ㄧ（二）比腕力的關鍵起始

位置，主要貢獻是肱二頭肌的肌力。（三）由於肘關節

在三階段不同角度，造成在勝利位置是不利於二頭肌的

收縮，而推究此原因應是在勝利位置時二頭肌的肌肉長

度較短 產生的肌力較少。

本研究之許多研究限制必須深入考量，如肌電訊號的真

實性、受試者關節肌肉差異、比賽時之姿勢、人體計測

資料、肘關節之相對角度等等，未來研究能以運動學同

步，並謹慎限制受試者的肢段相對位置，以增加實驗之

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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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勝利、失敗位置相對起始動作活化百分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