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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在相同槳頻與平均負荷下，固定與動態測功儀下肢運動學及肌肉活動。研究方法：招募 100

年全國運動會划船選手 5 名，兩種測功儀均以個人最佳成績的之平均瓦特數的 120%與風阻 4 情況下，隨機

進行一分鐘測驗。使用動作分析系統擷取拉槳的運動學，計算拉槳與回槳階段的下肢髖、膝、踝關節角度、

活動度及角速度；並使用表面肌電儀蒐集拉槳過程腹直肌、豎脊肌、股外側肌、股二頭肌、脛前肌及腓腸肌

等六條肌肉活化情形，以均方根肌電值表示肌肉各階段肌肉活化程度，並以最大風阻情況下拉槳表現為標準

化基準。研究結果：拉槳階段髖、膝關節角速度與髖關節活動度動態測功儀顯著高於固定測功儀，而執行動

態測功儀時，腹直肌在拉槳階段跟股外側肌在回槳階段都顯著大於固定測功儀。研究結論：動態測功儀有較

快的推蹬速度，推蹬阻力接近於單人雙槳，故動態測功儀在長期的陸上訓練可以幫助選手維持實際划船推蹬

的感覺。 

 

關鍵詞：角速度、表面肌電儀、Concept2、槳頻 

 
 
壹、緒論 

划船測功儀為替代水上實際划船而發明，其目的

使選手不受限於場地因素而造成無法訓練；現今划船

測功儀可分為固定與動態測功儀兩種，如圖一所示：

固定測功儀在拉槳過程下肢向腳蹬板推蹬使軀幹向後

移動，而動態測功儀在拉槳過程下肢向腳蹬板推蹬則

造成是測功儀本身向前移動，兩種測功儀在拉槳的動

作都是藉由下肢推蹬、軀幹伸展及手部拉槳來完成動

作，先前研究指出：固定測功儀推蹬主要的阻力為自

身的體重（約為 70kg），動態測功儀推蹬阻力來源則

為測功儀本身的質量（約為 26kg）(Colloud, Bahuaud, 

Doriot, Champely,＆Cheze, 2006)，兩者最主要差異為

下肢推蹬時的阻力，因此，動態測功儀會造成力量峰

值與衝量顯著減少，但為了維持相同功率輸出，會促

使選手提高槳頻來彌補減少的力量峰值與衝量。 

而 Holsgaard-Larsen & Jensen (2010) 與

Nowicky,Burdett, & Sara Horne (2005)指出固定與動態

測功儀在非最大強度下在生理指標上沒有明顯差異，

軀幹及腿部肌肉活化模式也是類似，但是動態測功儀

槳頻顯著較高，然而 Benson, Abendroth, King, & 

Swensen (2011)指出動態測功儀會有較高的槳頻，但不

同的是因槳頻提高了，會造成較大的心肺負荷。 

而兩者推蹬阻力的差異在固定槳頻的條件下是否

會影響下肢運動學及肌肉活化，故本研究目的為比較 

 

 

 

 

 

 

 

 

 

 

 

 

 
圖一、引自 Benson 等人 (2011) 

固定與動態划船測功儀在固定槳頻與固定風阻係

數對下肢關節運動學與肌肉活化之差異，並假設由於

推蹬阻力的差異將造成動態測功儀下肢關節推蹬的角

速度較快，並且有較高的下肢肌肉活化；此外，在肌

肉活化時序與固定與動態測功儀有所不同。 

 

貳、研究方法 

（一）本研究受試者招募100年度全國運動會前四名男

性划船選手5名(年齡20.4±2.1歲；身高176.4±6.9公分，

體重74.6±4.4公斤，船齡7.8±2.2年)；受試者詳細閱讀

實驗流程以及受試者同意書，並經告知測驗過程可能

發生的傷害風險，得受試者同意後才進行實驗。 

（二） 實驗流程與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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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Concept II Model E 划船測功儀作為

測驗儀器，請受試者以練習強度在划船測功儀上進行

五分鐘的充分熱身後，隨即進行最大努力拉槳（阻力

為10）作為本次實驗標準化之參考依據(Vinther et al., 

2006)；隨後讓受試者於固定或動態測功儀上，以隨機

分配進行各1分鐘測驗，兩次測驗間隔休息10分鐘；兩

種測驗強度設定一樣：槳頻均為35槳/分模擬比賽速度

槳頻，風阻係數為4，瓦特設定為個人兩千公尺最佳成

績之平均瓦特數的120%（為兩千公尺第一個五百公尺

之瓦特數）。利用動作分析系統 (Motion Analysis 

corporation., Santa Rosa, CA)蒐集運動學資料取樣頻

率為100Hz；並同步以Biopac MP150多功能訊號記錄

器(Biopac Systems Inc., Goleta, CA, USA)，及表面肌電

儀記錄下肢肌肉活化情況，包含有右側之腹直肌、豎

脊肌、股外側肌、股二頭肌、脛前肌與腓腸肌共六條

肌肉之肌電訊號，取樣頻率1000Hz。 

（三）資料分析 

每次測驗中，擷取 1 分鐘中段的五次穩定拉槳數

據進行分析；利用手腕反光球距離風扇最近位置定義

為入水點，距離風扇最遠定義為出水，將運動學與肌

電訊號主要分為拉槳階段（入水至出水）與回槳階段

（出水至入水），且又分別將拉槳階段與回槳階段平均

細分成四個階段，比較拉、回槳於各階段的差異。主

要分析參數：下肢各關節於矢狀面上的最大屈曲及伸

展角度，以及下肢各關節於矢狀面上之活動範圍

(range of motion, ROM)、髖、膝與踝關節角速度。 

另外，原始肌電訊號先經 30-500Hz 帶通濾波處

理後，再進行全波整流翻正及平滑處理(50ms），之後

再求得各階段的均方根肌電值 (EMGrms)。最後以

SPSS 18.0 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以無母數檢定各參

數在固定與動態式測功儀之差異，顯著水準訂為

α= .05。 

 

參、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目的為比較固定與動態划船測功儀在固

定槳頻與風阻係數對下肢運動學與肌肉活化程度之差

異，結果如表一顯示：固定與動態測功儀下肢各關節

的屈曲與伸展角度與膝、踝關節活動度之間並無顯著

差異，但動態測功儀因軀幹慣性較小，導致需要較多

的位移來增加慣性作用，因此髖關節活動度顯著大於

固定測功儀(p= .043)。 
表一、拉槳階段下肢運動學之表現（度） 

 固定式 動態式 

髖關節最大伸展角度 154.0±5.9 157.8±7.4 

膝關節最大伸展角度 175.7±3.2 177.6±2.2 
踝關節最大伸展角度 121.3±3.2 120.4±5.4 

髖關節最大彎曲角度 39.1±5.8 38.1±9.8 

膝關節最大彎曲角度 71.7±7.3 69.3±11.2 
踝關節最大彎曲角度 82.5±9.0 77.7±14.9 
髖關節活動角度 115.9±5.4 119.7±6.3* 

膝關節活動角度 104.0±6.6 108.3±10.0 

踝關節活動角度 38.9±10.3 42.7±10.9 

然而，髖關節角速度在拉槳第一階段時，動態測

功 儀 表 現 明 顯 大 於 固 定 式 (135.16 VS 83.62, p 

= .043)，其餘階段則無差異（圖 2）；而膝關節角速度

在拉槳第一階段動態式顯著大於固定式而在拉槳第三

階段則顯著小於固定式(181.0 VS 96.6, p = .043，207.2 

VS 253.6, p = .043)，但拉槳第二、四階段與回槳階段

則無明顯差異（見圖三）；此結果可說明：因動態測功

儀在拉槳推蹬初始的推蹬阻力較小，因此使下肢推蹬

速度增加，造成動態測功儀拉槳階段膝關節角速度峰

值也相對較早發生（圖三），而固定測功儀則是因為推

蹬阻力較大(Colloudet al., 2006)，因而影響拉槳初期的

推蹬速度，故整個推蹬角速度較慢且曲線較向後偏

移，但是踝關節角速度在各階段則無顯著差異（圖

四）。因此，動態測功儀更符合水上划船動作模式，以

較快的下肢關節角速度完成拉槳推蹬表現。 

    圖五顯示各肌肉活化量，腹直肌在拉槳第一階段

動態測功儀顯著大於固定測功儀，由肌肉活化時序發

現固定測功儀在拉槳末期由於軀幹向後的慣性質量較

大使得需要更多的腹直肌活化來減緩出水軀幹過度伸

展，這結果與 Pollock, Jenkyn, Jones, Ivanova, Garland 

(2009)研究相似，而回槳階段為保持軀幹直立及減緩

入水階段軀幹過度屈曲，因此豎脊肌在回槳階段活化

比例增加（圖五），固定測功儀的脛前肌在拉槳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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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穩定出水動作導致需要更高的活化來拮抗腓腸肌，

雖然兩種測功儀都需要藉由下肢屈肌來完成回槳階段

的動作，但因動態測功儀在回槳階段沒有軀幹的慣性

力，進而需要持續活化使下肢持續屈曲而將測功儀往 

軀幹勾，因此導致股外側肌有較多活化的比例，而脛

前肌雖無顯著差異但有類似的趨勢。雖然推蹬阻力可

能造成在拉槳階段，各關節角速度及出水、入水階段

部分肌肉的活化增加與肌肉活化時序上的些微差異，

但整體的肌肉活化量仍極為相似；然而實際水上的單

人雙槳 (1X) 推蹬的阻力約為 17.5 公斤 (Colloud et 

al., 2006)又與動態測功儀的推蹬阻力較相似，因此，

推論動態測功儀與單人雙槳在起初的髖、膝關節角速

度曲線較類似，而動態與固定測功儀在肌肉活化又無

明顯差別，表示動態測功儀既可以讓選手有水上實際 

划船推蹬的感覺（髖、膝關節角速度較快），又能達

到與固定測功儀相同的肌肉活化量。 

 
 
 

  

 
 
 
 
 
 
 
 
 

 

圖二、髖關節角速度 

 
圖三、膝關節角速度 

 

圖四、踝關節角速度 

 

  

  

  

圖五、各肌肉於各階段之肌肉活化程度(實線為固定式;虛線為動態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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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動態測功儀在拉槳初期髖、膝關節有較高的角速

度。因此，建議可多使用動態測功儀模擬實際水上划

船，且避免因長時間訓練增加肌肉疲勞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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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of lower- extremity kinematics and 

muscle activities between concept2 stationary ergometer with or without slides by same stroking 

rate and average power. Five rowers of the 2011 national games were recruited. They were asked to 

do 1-min rowing performance with 120% average power of personal best recorder and drag 

resistance of 4. Angles, range of motion and angle velocities of hip, knee and ankle joints during 

drive and recovery phase were recorded by motion analysis. Six-muscle activities including rectus 

abdominis, erector spinae, vastuslateralis, biceps femoris, tibialisanterior and gastrocnemius 

muscles during drive phase were recorded through surface EMG. Muscle activities were presented 

as root mean square and normalized by max drag resistance condition. 

 

Keywords: angularvelocity, surface EMG, concept2, stroke r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