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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騎乘自行車時，騎乘者間肌肉變異性之差

異，需要實際進行室外實驗才能呈現。本研究利

用自行車、編碼器、肌電訊號量測系統與整合介

面，建立室外實驗平台，並進行室外騎乘實驗。

本研究要求四位受測者在柏油平路進行戶外騎

乘實驗，並量測左側股外側肌、股直肌、脛骨前

肌與外側腓腸肌之肌電訊號。分析方式採用平均

標準差法：算出受測者之間在各個角度的標準

差，再將其 360 個值作平均來看個體間之差異。

實驗結果發現雙關節肌肉具有較高的變異性，脛

骨前肌也因踩踏策略而有高變異性。這個結果顯

示肌肉活化之變異性確實因功能而異。 

 

關鍵詞：肌電訊號、變異性、室外實驗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quantify 

the variability of lower-extremity muscle 

activities during outdoor cycling. We first 

established an outdoor experimental platform, 

including an encoder, electromyography (EMG) 

sensors and data logger, to simultaneously 

measure kinematic, kinetic and 

electromyographic data during real-road 

cycling. Four healthy untrained subjects 

performed outdoor cycling on a level asphalt 

road with electromyographic signals recorded 

and analyzed from vastus lateralis, rectus 

femoris, tibialis anterior and gastrocnemius 

lateralis muscles. Mean deviations of EMG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inter-subject deviation 

of the investigated musc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bi-articular and tibialis anterior muscles 

have higher deviations in EMG patterns. 
 

Keywords: Electromyography (EMG), 

Interindividual variability, Outdoor experiment  

二、緣由與目的 

 

自行車科學正蓬勃發展，但是由於多變的環

境增加室外實驗的困難，致使多數研究採用室內

裝置取代室外實驗，但是肌肉活化狀態是否因實

驗地點不同而改變，仍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故室外實驗仍具有其研究性與價值。另外，由於

人體存在個體間差異，使得單一或少數個體的研

究成果無法直接做為一般性的現象，過去已有文

獻呈現專業車手在室內實驗時，各受測者間肌肉

變異性之差異[1]，但是實際騎乘時的結果，需

要實際進行室外實驗才能證明。 

故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藉室外實驗平台進

行室外實驗，利用所取得的資料，比較受測者個

體間肌肉活化情形的變異性，確認騎乘自行車時

肌肉活化程度之變異性，並探討其可能的原因。 

 

三、實驗儀器 

 

本研究探討室外騎乘時的肌肉活動情形，故

必須先建立可在室外量測肌電訊號的平台，大致

架構如圖一所示。該平台包含一自行車作為做為

主體、搭配絕對式角度編碼器、表面肌電訊號量

測系統，並利用訊號擷取介面整合，將資料擷取

頻率設定為 1000Hz，儲存於攜帶型電腦中。 

 

四、實驗方法 

 

本研究招募四位未經訓練的受測者，年齡介

於 23-25 歲之間，並且無肌肉骨骼方面疾病。實

驗工具為上述以自行車為主體的室外量測平

台，可即時量測及記錄肌電訊號與曲柄角度（圖

一）。實驗要求受測者固定踩踏率為 60rpm、騎乘

於柏油平路 30 公尺，以確保有 4~5 個完整的踩

踏循環。此平台利用表面肌電訊號  (Surface 

electromyographic, EMG) 量測肌肉的活化情

形，所量測的肌肉包括左側的股外側肌(VL)、股

直肌 (RF)、脛骨前肌(TA)與外側腓腸肌(GL)。 

 



 

圖一 室外實驗量測平台 

 

五、數據分析 

 

實驗數據以踩踏循環作分割，三次試驗完成

後約有 15 個完整踩踏循環，將各受測者的踩踏

循環做平均，故各受測者四條肌肉都各有一個循

環的肌肉活化模式。本實驗以各受測者在騎乘時

產生的最大肌電訊號值進行正規化，以便後續與

其他受測者做分析比較。 

本研究之數據分析採用平均標準差法 

(mean deviation, MD) [1-2]。算出四條肌肉分別在

各個角度時，受測者之間的標準差，再將其 360

個值作平均。得到四條肌肉個別在完整踩踏循環

中，受測者之間的平均標準差。 

             

 ：正規化之後的肌電訊號值在各區間四位受

測者的標準差 

k ： 踩踏循環一周切割成360個區間 

 

六、結果與討論 

 

平路騎乘自行車時所量測下肢肌電訊號的

平均標準差如圖二所示，其中股直肌(RF)與外側

腓腸肌(GL)兩條雙關節肌肉與脛骨前肌(TA)的 

圖二 於柏油平路上騎乘之肌肉活化程度的平均

標準差 

 
圖三 不同受測者騎乘於柏油平路上之脛骨前肌

活化情形 

 

變異性高於股外側肌(VL)。本研究推測雙關節肌

肉的變異性高的原因是：雙關節肌肉主要是負責

傳遞關節間能量和控制踩踏方向的肌肉，牽扯到

不同的肢段，所以在不同受測者之間的變異性會

較高；而單關節肌肉則主要負責產生能量，所以

相對於雙關節肌肉變異性較低。先前研究已證實

股外側肌 (VL)為騎乘時動力提供之主要肌肉

[3]，而同屬單關節肌肉的脛骨前肌(TA)的活化變

異性大於股外側肌(VL)的原因，是由於脛骨前肌

(TA)的活化模式在受測者之間有明顯不同的型態

（圖三），表示脛骨前肌(TA)在受測者之間的個體

差異較大。 

本研究的分析結果與四條肌肉變異性的相

對大小，在近期的文獻也有被證實[1]。Hug 在

2008 年的研究顯示在各種不同的功率輸出時，肌

肉活化變異性的相對關係一致[1]。故本研究推測

在上坡或粗糙路面等需要更多能量的環境，也會

有相似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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