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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言：被动反复等速肌力训练(passive repetitive isokinetic training，简称 PRI 训练)能使训练者下肢肌群以被动

方式做高频率反复性的等速收缩，并有效增强肌肉神经系统及运动表现，因此本研究目的于探讨优秀女子选

手接受 PRI 训练对膝伸肌等长肌力、等速向心肌力与等速离心肌力之影响。方法：8 位优秀女子排球选手(平

均年龄 19.43±1.27 岁，身高 167.86±3.98 公分，体重 58.43±9.57 公斤)在全国比赛后接受为期四周、每周三次

的 PRI 训练(2Hz-2.5Hz)，7 位优秀女子手球选手(平均年龄 20.71±1.25 岁，身高 166.14±3.76 公分，体重 60.71±8.81

公斤)，接受 4 周、每周三次的传统半蹲式训练，两组于四周训练前后以 Biodex System III 等速仪进行下肢膝

关节角度 60 度之膝伸肌等长肌力测试，及角速度 60、120、180 度/秒之膝伸肌等速向心、离心肌力测试。结

果：四周训练后，发现 PRI 训练能显着增加优秀女子选手膝伸肌之等长肌力 12.24%(p<.05)、120 度/秒等速向

心肌力 10%(p<.05)及 60 度/秒等速离心肌力 27.61%(p<.05)之最大力矩值，且训练效果明显高于半蹲组(p<.05)。

结论与建议：四周 PRI 训练能有效提升优秀女子选手膝伸肌等长肌力、快速肌肉收缩时的向心肌力、及慢速

肌肉收缩时的离心肌力表现；未来建议具有速度及爆发力性质的运动项目，如排球可结合 PRI 训练，让训练

动作能符合实际运动中的操作表现，以增进肌力与爆发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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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绪论 

肌力为发展优异技术的基本要素之一，其重要性

影响到竞技场上的运动表现及技术水平的发挥，同时

也能减少或避免运动伤害的发生。在现今不断追求高

水平的运动表现下，如何能以更具有高效率或符合实

际运动形式的肌力训练方式，一直备受教练和选手的

关注。一般认为爆发力是肌力与速度综合表现下的结

果，所以在运动过程当中肌肉收缩的速率，会影响到

爆发力的效率；然而，近来研究增进肌力与爆发力的

训练方法有许多，如：震动训练(vibration training)其

中冲击式(增强式)训练(plyometric trianing)是一种结合

肌肉伸展(lengthening)和收缩(shortening)的阻力训练，

其特性被认为是肌肉在快速伸展(离心收缩)后，立即

做强而有力的快速收缩(向心收缩)的一种训练型态

(Chu & Plummer, 1984)，其中结合动作力量与收缩速

度会产生瞬发性反应(explosive-reaction)的动作，并会

诱 发 肌 肉 的 牵 张 缩 短 循 环 (stretch-shortening-cycle, 

SSC)特性，而此 SSC 特性能在肌肉缩短前先行伸展，

以诱发牵张反射和储存弹性能量，进而使肌肉产生更

大的力量(Lundin, 1992)。台湾学者陈全寿博士与相子

元博士鉴于 SSC 理论，研发出被动反复等速肌力增强

器(passive repetitive isokinetic training，简称 PRI 训练)

之新式肌力和爆发力训练方法，目的是使训练者的下

肢肌群以被动的方式做高频率反复性的等速收缩，藉

以有效地提升下肢肌力与爆发力，研究结果也证实

PRI 训练对下肢肌力与爆发力均有显著的进步，能有

效地增进离心收缩期肌肉的活化程度，和改变肌肉的

使用策略减少着地的冲击力(王子玮、刘 强、相子元，

2008)，同时也能诱发神经肌肉适应性(刘 强，2005)，

是相当符合须快速反应及爆发力特性的运动项目。而

华人运动生物力学期刊 3 (2010) 27-32 

 

*通讯作者:刘 强 Email: chiangliu1974@yahoo.com.tw 
地址：台北市立体育学院运动器材科技研究所，台湾(111)台北

市士林区忠诚路二段 77 号 



28 

刘 强  王星翔 相子元 陈全寿 / 华人运动生物力学期刊 3 (2010) 27-32 

 

PRI 训练在国内已被广泛应用于各运动项目的肌力训

练上；温怡英、王宏正、狄昌与蔡昆霖(2002)以 20 名

优秀男子跆拳道选手接受为期四周、每周二次的 PRI

训练，发现肌力与动力有显著的进步效果；参加第十

四届韩国釜山亚运会之 14 名男篮选手，经过为期六周

PRI 训练后，在下肢最大肌力与爆发力均有明显的进

步(李云光、谢素贞、东方介德，2004)；上述研究可

发现 PRI 训练符合实际运动过程中动作的特性，而能

有效增进运动表现。 

鉴于 PRI 训练具有别于其他肌力(传统肌力训练)

训练方法的特性，本研究以排球女子选手为对象，排

球运动属于全面性的运动，排球选手需具备优异专项

爆发力及专项肌耐力(周德伦，2007)，排球运动的成

绩表现，相当程度取决于起跳的高度、速度的爆发式

跳跃能力，都是需要力量的爆发性发挥(蔡崇滨，

2007)。过去有学者曾针对优秀男排选手进行 PRI 训练

(张木山、张佑齐、纪忠呈，2007)，结果发现训练后

对水平动力与垂直动力均有明显的提升。然而，对于

女性选手而言，神经肌力适应性有别于男性选手，应

采用安全、有效率及符合实际运动的训练方法，因此

本研究目的于探讨四周 PRI 训练，对国内优秀女子选

手膝伸肌之最大等长肌力、不同速度之等速向心收缩

及离心收缩肌力之影响；冀望为优秀女性选手提供更

为有效提升肌力与爆发力的训练方法。 

 

贰、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台北市立体育学院 8 名优秀女子排球选

手(与 7 名优秀女子手球选手为受试者，分别曾获得大

专院校 96 学年度排球联赛女子组特优级第 2 名与 96

学年度大专杯手球锦标赛女子甲组第 3 名。 

 

表一、受试者基本数据表 

组别 年龄(岁) 身高(公分) 体重(公斤) 

PRI 组 (N=8) 19.43±1.27 167.86±3.98 58.43±9.57 

半蹲组 (N=7) 20.71±1.25 166.14±3.76 60.71±8.81 

 

本研究所有受试者皆在全国运动会结束一个月后

开始接受测试；优秀女子排球选手接受被动反复等速

肌力训练(PRI 训练)为 PRI 组，使用被动反复等速肌力

增强器(PRI 训练器)，训练时间为每组 20 秒，频率为

2- 2.5 Hz，震幅为 11.4 cm，为符合渐进性训练原则，

训练频率第三周增加 0.5 Hz；优秀女子手球选手实施

传统半蹲式训练为控制组，须以自主性膝半蹲所能最

快的动作频率训练，每 1.5 秒半蹲 1 次进行训练，利

用节拍器控制半蹲的频率，并配合 PRI 训练组的每组

训练次数，半蹲训练组的每周半蹲次数分别为 40、50、

60、70 下(=训练时间 20 秒×频率)。两组受试者均实施

为期四周、每周三次的训练，每次进行 5 组训练量，

每组间休息 2 分钟；PRI 组与半蹲组训练负荷量如表

2 所示。 

二、研究器材 

本研究以 Biodex (Biodex System III Pro, Shirley, 

NY)等速仪为测试下肢肌力仪器，在训练前后测量每

位受试者右脚膝伸肌之等长肌力，以及角速度 60、

120、180 度/秒的等速向心肌力及等速离心肌力。 

三、实验步骤 

热身后，令受试者坐于 Biodex 等速肌力测量仪的

座椅上，依据 Biodex 使用说明将受试者的躯干、骨盆、

右下肢大腿及脚踝固定于座椅上，避免受试者在受测

时姿势位移，影响测试数据，并调整座椅和测量仪动

力计的相对位置，使膝关节旋转点(股骨外侧踝)对准

测量仪动力计之旋转轴心，经过小腿重心校正后，开

始测试膝伸肌的等长肌力时，膝关节呈 60 度屈曲，每

位受试者均进行测试 2 次，每次 5 秒的最大等长自主

收缩，两次收缩之间有 30 秒的间歇休息；测试等速肌

力时，将收缩模式设定为等速向心/等速离心模式，角

速度设为 60、120、180 度/秒，每位受试者均以平衡

次序法来测试 3 种角速度，每种角速度均测得 3 个反

复次数，并有 1 分钟的休息时间。 

四、数据处理与统计分析 

本研究将 Biodex 等速肌力测量仪在训练前后所

测得的数据以平均数和标准偏差呈现，使用 SPSS for 

Windows 12.0 版之统计分析软件，进行相依样本 t-test

考验 4 周训练对肌力表现的影响；再以独立样本 t-test

考验不同肌力训练方法间，各变项增进率差异情形；

显著水平订为 α= .05。 

 

参、结果与讨论 

经四周训练后，结果发现 PRI 组等长肌力之最大

力矩值(peak torque, PT)显著增加 12.24% (t=-1.989, 

p=0.043) ， 而 半 蹲 组 等 长 肌 力 之 最 大 力 矩 值 (peak 

torque, PT)和平均相对体重最大力矩值(average peak 

torque/body weight, Ave PT/BW)训练后皆未达显著差

异(t=-1.808, p=0.060)、(t=-1.813, p=0.060)；以独立样

本 t 考验比较两组不同肌力训练间，对于膝伸肌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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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力变化率之差异情形，结果发现 PT 和 Ave PT/BW

之等长肌力变化率均未达显著差异 (p>.05)；如图一所

示。 

 
 
图一、不同肌力训练对等长肌力之训练前后变化 

 

 

 
图二、半蹲组(上图)与 PRI 组(下图)等速向心肌力之训练前后变化

(*：前后测达显著差异) 

 

不同肌力训练对等速向心收缩肌力之影响，结果

发现 PRI 组在角速度 120 度/秒之最大力矩值(PT)显著

进步 10%(t=-2.368, p=0.025)，且进步幅度显著高于半

蹲组(t=-3.346, p=0.002)，其平均最大力矩相对体重值

(Ave PT/BW)之进步幅度也显著高于半蹲组(t=-2.259, 

p=0.021)；而半蹲组训练后发现在角速度 120 度/秒之

PT 与 180 度/秒之 PT 及 Ave PT/BW 皆达显著差异，

分别显著下降-15.19%、-17.34%及-16.44%；如图二。 

对等速离心肌力的影响，发现 PRI 组训练后在角

速度 60 度/秒之最大力矩值(PT)达显著水平(t=-2.576, 

p=0.018)，提升 27.61%，且增进幅度也显著高于半蹲

组(t=-2.550, p=0.012)；而半蹲组训练后发现在角速度

180 度/秒之 PT 达显著下降；以独立样本 t 考验分析比

较两组不同肌力训练间，对角速度 60、120 和 180 度/

秒等速离心肌力变化率之差异情形；结果发现两组在

角速度 60 和 180 度/秒等速离心肌力变化率之各项变

量均达显著水平(p<.05)，PRI 组皆显著高于半蹲组；

如图三所示。 

 

 

 
图三、半蹲组(上图)与 PRI 组(下图)等速离心肌力之训练前后变化

(*：前后测达显著差异) 

 

本研究结果发现，四周 PRI 训练能明显提升优秀

女子选手膝伸肌之等长肌力 12.24%、角速度 120 度/

秒等速向心肌力 10%、以及 60 度/秒等速离心肌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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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1%；且在角速度 120 度/秒等速向心肌力及 60、

180 度/秒等速离心肌力的变化率显著高于传统半蹲训

练，显示 PRI 训练是有效提升静态肌力与动态肌力的

训练方法。此研究结果与先前十周 PRI 训练能显著增

进等长肌力、等速向心肌力及等速离心肌力的研究结

果相似(刘强，2005)；由于 PRI 训练是以被动方式来

达到肌肉自主收缩，让肌肉反复地进行离心和向心收

缩，同时具有能储存弹性能和牵张反射的神经肌肉特

性(刘强，2005)；这种藉由预先伸展肌群或使其离心

收缩的 SSC 动作型态，以动用大量的运动单位共同合

作完成后续的向心收缩(Bosco et al., 1981)，并因刺激

神经肌肉系统而加速神经反射与减低神经抑制作用，

使得在向心收缩期会产生比单纯的向心收缩还大的力

量与爆发力(Komi, 1992)。 

然而，PRI 训练具有控速的功能，可以使训练者

的下肢做更快速、加速且无减速的收缩，动作过程中

也兼顾力量输出之完整性(王翔星、相子元、陈全寿，

2008)，而肌肉在快速收缩的情况下，被认为会优先征

召快缩运动单位(Nardone et al., 1989)；下肢受 PRI 训

练速度的影响，肌电量在离心期和向心期均会随速度

的增快而增大(卢英治，2001)，所以动作速度愈快愈

能刺激肌肉产生的牵张反射效应以及达到刺激神经肌

肉的作用，且离心期肌电量增加的比例会大于向心期，

显示 PRI 训练较能有效刺激离心肌群，和本研究结果

PRI 训练在慢速离心收缩的肌肉表现有明显增进的效

果相符；证实 PRI 训练不仅对肌力与爆发力有显著的

进步，在等速向心及离心肌力均有提升的效果，且对

于已具有高运动能力的优秀女子选手而言，能进一步

显著提升原本的肌力表现，显示 PRI 训练可改善原本

的肌肉特性，达到更高水平的运动表现。 

本研究中，PRI 组与半蹲组两组训练后之间的差

异，可能是因为受试者是在大型赛后一个月开始接受

训练，且训练时间只进行四周，因此传统半蹲训练后

对于等长肌力并没有显著提升，在中快速等速向心及

离心肌力产生下降的效果；然而，本研究 PRI 训练在

非比赛期能增进肌力表现，且无负面效果，证实 PRI

训练的理论效益，此研究结果有助于提升国内优秀女

子选手的运动表现。 

 

肆、结论与建议 

四周 PRI 训练能明显提升优秀女子选手膝伸肌

的等长肌力 12.24%、快速(120 度/秒)向心收缩肌力

10%及慢速(60 度/秒)离心收缩肌力 27.61%；建议具有

速度及爆发力性质的运动项目可结合 PRI 训练，让训

练动作能符合实际运动中的操作表现；对于优秀女子

选手在发展更高水平的技术时，可藉由 PRI 训练之被

动反复快速收缩的特性突破传统肌力训练的限制，有

效提升肌力及爆发力，且能在非比赛期时亦有维持肌

力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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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4 weeks Passive Repetitive 
Isokinetic (PRI) training on knee extensor isokinetic strength in elite female athletes. Methods: 
Eight elite female volleyball players (mean age 19.43±1.27 years, stature 167.86±3.98 cm, and body 
mass 58.43±9.57 kg) and seven elite female handball players (mean age 20.71±1.25 years, stature 
166.14±3.76 cm, and body mass 60.71±8.81 kg) were assigned to PRI training and traditional 
resistance training for 4 weeks of training at 3 time per week.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the torque 
of knee extensor at 0, 60, 120, and 180°/s were measured by using Biodex System III dynamometer. 
Results: after 4 weeks training, the PRI training coul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isometric torque 
about 12.24%, in 120°/s concentric torque about 10%, in 60°/s eccentric torque about 27.61%. 
Moreover, the increase percentage of PRI training was higher than traditional resistance training 
does. Conclusions: 4 weeks PRI training increased knee extensor of elite female athletes in 
isometric strength, in high contraction velocity of concentric strength, in eccentric strength. Th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PRI training is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increasing muscle strength and 
power. The PRI training appropriated some sport events that related to speed or power, such as 
volleyball,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 of its training movement is similar with real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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