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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言：本研究主要是透过八星期全身震动训练课程的介入，来探讨膝关节伸展肌群与屈曲肌群的最大肌力、

冲量与发力率的进步情形。方法：受试者方面，招募了二十名男性体育系学生（共二十名，平均年龄 20.2 ±

1.7岁），随机分配成两组，每组各十名受试者，一组为全身震动训练组(WBV)，另一组为虚拟组(SHAM)，两

组间的训练姿势与课程皆相同，唯一差别为震动训练台震动的有无。数据收取上，透过 BIODEX 系统收取膝

部肌群在伸展与屈曲时，最大自主收缩关节力矩(maximum joint moment)、发力率(RFD)与收缩冲量(contractile

impulse)，统计方法以独立样本 t-test 比较训练前、后两组的进步情形。结果：根据结果发现，经过八个礼拜

的训练课程，全身震动训练组在膝关节伸展肌群的最大关节力矩、发力率与收缩时的冲量中，皆显著大于虚

拟组，不过屈曲肌群各项参数中两组间则均无差异存在。结论与建议：推估经过八个星期的全身震动训练后，

能提升膝部伸展肌群的肌力与爆发力，对于追求力量与速度综合能力为基本的运动员而言，是值得参考的训

练课程，建议未来研究可从不同类型受试者、不同频率与震动训练时间做更广泛之研究。

关键词：最大自主收缩、发力率、全身振动

壹、绪论

每当一个世界纪录的产生，就代表另一个极限的

开始，而我们所追求的突破，有赖于训练方法的改变、

训练器材的改良，与高科技产品的辅助等方法，而训

练方法的改变，为训练的主体，最基本，也最被广泛

使用。许多竞技运动，都需仰赖于人体的肌肉能力，

全身震动训练为近几年来非常热门的训练方法之一，

有研究指出震动刺激运用在竞技运动员的训练上，可

帮助产生更大的力量，明显提升肌力与爆发力等的训

练效果，促进更好的运动表现(Bongiovanni & Hagbarth,
1990; Issurin, Liebermann, & Tenenbaum, 1994; Issurin
& Tenenbaum, 1999)。且由于全身震动训练方法简易与
安全，不只使用于运动员，也开始广泛推广至健康的

社会大众，帮助更多人，增进其下肢肌力与爆发力。

全身震动训练藉由训练者站立于震动平台上，透

过震动刺激平台机械性的震动刺激，经由脚部传递至

全身各部位来达到训练的效果。而近年来许多研究证

实，透过全身震动训练的介入，能够增进肌肉力量与

改善跳跃表现（Cochrane, Legg, & Hooker, 2004; de
Ruiter 等, 2003a; Fagnani 等, 2006），另外还有学者也
指出，全身震动训练也可以改善身体的平衡、活动与

爆发力等能力（孙铭，刘强，庄荣仁，与相子元，2011;
许加与王信渊，2006; 陈家祥，2010; 刘韶怡，2011; 赖
仲亮，曾炫谕，王淳厚，高木荣，与张特彰，2011)。

许多竞技运动项目特点就是需要很快的速度与

极大的力量，100米短跑、跳高与跳远就是很典型的
例子 (Rehn, Lidstrom, Skoglund, & Lindstrom, 2007)。
爆发力是肌力与速度综合表现下的结果，因此在运动

过程中，肌肉收缩的速率会影响到爆发力产生的效率

(刘强、王星翔、相子元、陈全寿，2010)。然而想要
肌肉在极短时间内收缩，并达到最大力量的输出是非

常不容易的。

发力率 (rate of force development, RFD) 为近年
运动员用来测量涉及爆发类型运动时的重要指标参

数，发力率被定义为从 0-200 毫秒内，力量产生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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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Aagaard 等, 2002)，由于发生在极短时间内，因
此，发力率也被认为是神经系统涉及爆发力类型运动

的重要指标 (Gruber & Gollhofer, 2004; Aagaard 等,
2002)。不过有关全身震动训练的研究中，对于发力率
之重要性、训练之成果与其搭配训练课程设计，还无

法完整提供给训练者遵从参照。

因此本研究希望透过连续八个星期的全身震动训

练，探讨全身震动训练组与虚拟组之间其膝关节伸展

肌群与屈曲肌之最大关节力矩 (maximum joint
moment)、发力率 (RFD)及收缩时冲量 (contractile
impulse)的进步情形。

贰、研究方法

参与本实验二十名受试者，均为大学体育系甲组

排球队男学生，随机分成两组，一组为全身震动训练

组（年龄 20.2 ± 1.7岁、身高 178 ± 9.8 cm、体重 77.2 ±

13.3 kg），另一组为虚拟组（年龄 20.2 ± 1.8 岁、身高
177.9 ± 7.0 cm、体重 69.1 ± 6.9 kg）。全部受试者皆有
参与专项运动训练，规律参与不同的体育活动至少达

四年，参与实验的前三个月内无参与任何有系统性的

肌力训练与全身震动训练课程。此外受试者均无任何

下肢肌肉骨骼与神经系统方面的疾病与伤害，惯用脚

定义为踢球的脚。

本实验主要使用两台震动训练机(AV-001A, B.
Green Technology Co.Ltd., Taiwan) 及一台 Biodex
System 4 dynamometer (Biodex Medical Systems, New
York, USA)，与单轴加速规一台(Crossbow, GP Series,
USA)，检测震动平台的加速度值。
招募 20位受试者参与实验，填妥书面数据与同意书立
即进行训练前测验，而后随机分配成两组：全身震动

训练组与虚拟组。使用震动训练机进行为期八周的全

身震动训练，而后在训练完成的三天内进行训练后测

验，训练后测验使用 Biodex System 4dynamometer 进
行膝关节最大自主收缩测验。课表设计为期八周，如

表一所示，每星期共有三天静态无负重训练日（一、

三、五）。全身震动训练组必须在开启的震动刺激平台

面上 (单一垂直震动方向) 进行训练。另外 2010年在
陈家祥的研究中认为，高频率低振幅 (32Hz, 1mm) 的
震动训练，能显著提升跳跃表现。因此本实验振幅频

率固定为 30 Hz，而震幅设定为 peak to peak 1-1.8 mm
与先前陈家祥(2010)相似设定来进行训练。每次训练
前先进行三分钟的标准化热身才进入正式训练。

表一、八周全身震动训练课表

  

  受试者接受训练时，双手插腰，躯干微前倾，足

部与膝盖外转，下肢呈等长蹲踞姿势，每组训练进行

30秒或 60秒，而后随即进行 60秒的放松站立休息，
共有 10组。每次训练与测试都只有一名受试者，每次
全身震动训练时，都会有研究者在旁进行角度控管。

不管是一次性训练或者是长期性训练，训练的成效会

因不同的全身震动训练的振幅、振频、震动方式或者

是运动处方的强度与运动量而有所不同，此外，除非

人体承受超过已经适应之负荷，否则训练后之结果并

不会产生改变，因此为避免训练产生适应的问题，膝

盖屈曲角度每两星期会提高 10°（膝盖完全伸展定义
为 0° ，第一与第二星期设定为 60° ，第三与第四星
期 70° ，第五与第六星期 80°，最后第七与第八星期
增加至 90°) 以增加训练之强度。虽然全身震动训练
应用于运动选手，是近年普遍使用的方式，不过训練

负荷变项之间的最佳组合，目前迄无定論，普遍认同

姿势上半蹲、全蹲或轻跳等姿势对于神经肌肉的发展，

较静止站立训練为佳，因此，多數研究大都采用此类

训練姿势 (Luo, McNamara, & Moran, 2005) 。另外虚
拟组训练姿势和训练课程皆与全身震动训练组相同，

唯一差异点为在关闭的震动平台上进行训练。

训练后使用 Biodex System 4 dynamometer
(Biodex Medical Systems, New York, USA) 对所有受
试者进行最大自主收缩测试 ( MVIC) ，测验前说明测
验流程，而后进行五分钟的标准化热身与练习。开始

进行最大自主收缩测试时，臀部与躯干必须固定并紧

靠于座椅上，膝盖屈曲与伸展角度固定于 60°（膝盖
完全伸展角度定义为 0°），进行各三次惯用脚（惯用
脚定义为踢球的脚）膝部伸、屈两个方向的最大关节

力矩测验，测验时受试者必须在最短时间内用膝部尽

最大努力收缩达五秒，再从伸、屈数据中，各选出最

好一笔数据来进行分析，分析的参数有：伸、屈肌群

之最大关节力矩、发力率及收缩时冲量。

周数 频率
(Hz)

震幅
(mm)

时间
(秒/组)

休息
(秒)

组数 次/周

1-2
3-4
5-6
7-8

30
30
30
30

1
1

1.8
1.8

30
60
30
60

60
60
60
60

10
10
10
10

3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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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膝关节测试角度

实验测量所得从 Biodex System 4 dynamometer
中汇出资料，以 matlab7.0分析关节力矩、发力率及收
缩时冲量等各项动力学参数。

膝关节力矩数据收取为，最大努力收缩从超过 5
(Nm) 开始至达三秒内，最大的膝关节伸、屈力矩值。

收缩冲量为收缩时间和关节力矩曲线下的乘积，

时间撷取为，从超过 5 (Nm) 开始至 30 (ms) 与至
50(ms) 毫秒。

发力率为关节力矩与发力时间曲线上的平均斜

率，Aagaard等在 2002年的研究中，把整段关节力矩
与发力时间曲线分为 0-30, 0-50, 0-100与 0-200 (ms)
共四段来分析，不过发力率主要发生在肌肉力量出现

的早期，因此本研究只针对早期 0-30与 0-50 (ms) 来
进行分析。发力率时间截取从超过 5 (Nm) 开始至 30
(ms) 与至 50(ms) 毫秒，如式 (一) 与下图二。

发力率计算如公式(一)：
RFD = △关节力矩(moment) ÷△发力时间(time)。

全部参数分析完成后，再进行进步率的计算。进

步率计算方法为：每位受试者前测资料结果扣去后测

成绩表现，再除以个人前测结果，而后乘上百分比，

最后整体再进行平均。

个人进步率计算如下公式(2)：
进步率 =〔（后测成绩－前测成绩）/ 前测成绩〕 ×

100。
以计算机 SPSS for Windows 13.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自变项为有无接受震动训练组，依变项为膝关节力矩、

发力率及收缩时冲量之进步率，统计方法为独立样本

图二、发力率分析图

t检定，比较全身震动训练组与虚拟组在膝关节伸、屈
肌群之进步率差异，显著水平均定α = .05。

参、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未违反变异数同构型考验，接着使用独立

样本 t检定来比较全身震动训练组与虚拟组在经过八
周的训练后，在膝关节伸、屈肌群之最大力矩、发力

率及收缩时冲量的进步率是否有差异。

统计结果显示，全身震动训练组与虚拟组，在膝

关节伸展肌群最大关节力矩、发力率与收缩时冲量的

进步率中，全身震动训练组进步率均显著大于虚拟组，

而在膝关节屈曲肌群各项进步率参数中，全身震动训

练组与虚拟组间则均无任何差异，统计结果如表二。

  全身震动训练效应的生理机转主要为神经肌肉适

应的结果(Bosco 等，1998)，其中有学者认为震动训
练促进下肢爆发力与肌力产出，主要是由于提升下肢

其牵张反射的学习效果，强化肌梭反射敏感性，因而

改善神经突触的传导效率(Ross, Leveritt, & Riek, 2001;
Bongiovanni 等, 1990)，以致提升下肢运动表现。另外
有学者认为全身震动训练能够控制快缩肌与慢缩肌神

经元，使几乎同时达到兴奋阈值，因此能够启动并动

员更多潜在的运动单位(Mealing, Long, & McCarthy,
1996)。不过 Delecluse 等 (2003)也提出，认为长期全
身震动训练增进肌力与爆发力的主要原因为神经系统

的适应，而非肌肉肥大的适应。总结全身震动训练其

生理机转皆与神经与肌肉适应有其相关性。

有学者提出长期性震动训练介入，能够增加腿部

伸展肌群的最大自主收缩能力 16.6%，并且达到显著
差异 (Delecluse, Roelants, & Verschueren, 2003)，不过
de Ruiter 等 (2003b) 发现经过 11 周的全身震动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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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全身震动训练组与虚拟组膝关节进步率统计摘要表

变项
全身震动训

练组
虚拟组 p

膝关节伸展最大力矩进步率(%)
28.9

(9.02)

3.3

(2.20)
0.02*

膝关节屈曲最大力矩进步率(%)
12.6

(26.18)
11.3 (27.96) 0.84

30ms
98.4

(74.16)
11.1 (33.26) 0.047*

膝关节伸展发力率进步率(%)

50ms
97.5

(72.26)

3.7

(30.32)
0.044*

30ms
55.3

(46.81)
- 5.1 (29.00) 0.051

膝关节屈曲发力率进步率(%)

50ms
48.0

(38.67)
- 3.1 (27.80) 0.22

30ms
55.2

(37.87)
11.8 (19.05) 0.031*

膝关节伸展冲量进步率(%)

50ms
68.3

(47.78)
15.8 (24.73) 0.036*

30ms
11.2

(18.51)
5.4 (19.14) 0.77

膝关节屈曲冲量进步率(%)

50ms
14.3

(23.39)
- 2.0 (15.83) 0.45

训练后，控制组与震动组并无差异。在前者的研究中，

受试者站在震动训练平台上进行不同姿势的等长收

缩，而后者在训练时则固定膝关节角度 110°，相较
下，前者的训练强度明显高于后者，可推论，当训练

方式不同时，训练成效可能也会有所不同。在肌力训

练初期，肌力增加主要来自于神经系统的适应，而后

则是适应肌肉肥大，但随训练时间的增加，在神经系

统或肌肉肥大的效益都会越来越少 (Sale, 1988)，由上
可知，长期震动训练的效果与搭配的训练强度有很紧

密的关联。本实验设计了八周的全身震动训练课表，

针对训练强度与训练姿势进行调配，根据实验结果显

示，在膝关节伸展时的最大关节力矩、发力率与收缩

冲量的进步率中，全身震动训练组与虚拟组达显著差

异，且与虚拟组相较下，全身震动训练组在膝关节伸

展肌群所有参数皆有明显较大的进步率，此结果符合

预期也与过去文献相符。

  全身震动训练组和虚拟组在膝关节伸肌的发力率

30ms与 50ms数值中，出现陡峭的斜率，可得知当单
位时间为固定为极小值时，则 RFD就会越大，也意指
在相同时间之下产生最大关节力矩；而当最大力矩值

相同时，震动训练组在训练后能比训练前更快的速度

达到力量输出，因此训练后除了力矩增大外，对肌肉

收缩时的时间也会产生改变。此外收缩冲量为收缩时

间和关节力矩的乘积，因此在固定单位时间之下，当

力矩数值越大，则就有较大的收缩冲量产生。此外，

由于收缩时冲量包含了具体收缩时间与整体收缩时的

特性，因此收缩冲量也为目前主要测量肌力大小的其

一指标参数。

此外在结果中得知，经过八周的全身震动训练，

虽然全身振动训练是闭锁式运动，可是在开放式运动

测试结果中具有正向的效果，因此本研究认为透过震

动训练的介入或许也能提高其它运动，如短跑、冲刺

与瞬间跳跃等能力。

肆、结论与建议

  根据本研究结果显示，经过八周全身震动训练对

膝关节伸展肌群有正向影响，全身震动训练组显著高

于虚拟组。因此我们认为全身震动训练，能够增加膝

关节伸展肌群之肌力，对于伸展肌群快速输出力量也

具有正向之效果，而未来研究中，可加入参与不同的

爆发类型运动，如田径项目中的跑步或冲刺与游泳项

目中的跳水出发等不同类型运动，帮助更多运动员提

升其运动表现，让我国运动成绩能够再向前迈进一大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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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compared the effects of 8-week whole-body vibration (WBV) training
programs on knee extensor muscle strength and rate of force development. Methods: Twenty
physically active male subjects (age: 20.2 ± 1.7 year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a whole-body
vibration training group (WBV; n = 10) or a sham training group (SHAM; n = 10). SHAM group
followed exactly the same training protocol as for WBV group but the platform did not vibrate.
Maximal voluntary isometric joint moment, rate of force development (RFD) and contractile
impulse of the knee extensors were assessed before and after the training period. Statistical analysis:
Maximum moment, RFD and impulse were compared by the improvement percentage. An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improvement of knee muscle strength between
WBV and sham groups. Significant level was set at 0.05.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WBV and sham groups on improvement percentage of maximum joint moment,
RFD and contractile impulse in knee extensor. Conclusions: We concluded that not only knee
extensor muscle strength could be enhanced but also muscle contractile ability could be faster after
a 8-week WBV training program.

Key words: MVC, rate of force development, whole body vib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