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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言：過去研究使用慣性式肌力訓練器材除強調最大自主頻率外，未有其他針對訓練頻率及訓練強度之文獻

比較，因此，本研究在相同訓練頻率及強度下，以動力學參數比較慣性式及槓片式肌力器材動作差異，期能

了解慣性式肌力器材訓練動作型態特質。方法：10 名健康無上肢疾病年輕男性，平均年齡 24.1±0.9 歲、身高

176.4±6.6 公分、體重 72.3±9.6 公斤，依平衡次序分別執行慣性式以及槓片式阻力來源之肘關節屈曲-伸直動作，

動作頻率皆為 30 次/分鐘 (beats per minute; BPM) 及 20 公斤負重，比較過程中最大力量峰值、動作衝量、200

毫秒發力率以及屈曲期、伸直期之二頭肌和三頭肌肌肉活化程度，統計方法使用相依樣本 t 檢定比較結果是

否達到差異，顯著水準為α=.05。結果：力量峰值、屈曲期動作衝量以及 200 毫秒發力率皆未達顯著差異；

伸直期間，慣性式衝量顯著小於槓片式器材；肌肉活化部分，慣性式器材屈曲期之二頭肌與伸直期之二、三

頭肌活化皆顯著小於槓片式訓練器材。結論與建議：在相同負重及頻率下，慣性式器材動作型態除了在 200

毫秒發力率及最大力量峰值與槓片式器材有類似結果外，其他參數皆未優於槓片式肌力訓練器材，因此，我

們推論慣性式肌力訓練器材之動作頻率為影響訓練效果的主要因素，未來建議可以直接針對慣性式器材之訓

練頻率進行分組並記錄其成效，以更有效地為慣性式肌力訓練器材編列出最佳的肌力訓練處方。 

 

關鍵字：200 毫秒發力率、肌肉活化程度、頻率、負重 

 

 

壹、 緒論 

肌力訓練所帶來的益處包含增進最大肌力、改變

身體組成、維持平衡能力以及改善動作協調性等，現

今運用的層面從傷患復健、運動員表現助益乃至於太

空人的肌力維持都被廣泛地運用著（劉強、王星翔、

相子元及陳全壽，2010; Anna & Artur, 2012; Romero 

Gual & Tesch, 2011; Glady et al., 2008; Bjorn, 2005; 

Alkner & Tesch, 2004; Charlotte et al., 2004; Per, Erik, 

Jesper, Peter & Poul, 2002; Hans & Per, 1998），而隨著

肌力訓練人口數量的增加，各種新形式的肌力訓練器

材也推陳出新的被研發出來，用以解決傳統槓片式訓

練器材施力型態不真實以及裝卸危險等的缺陷。 

慣性式肌力訓練器材一般安裝於單一軸心上，使

用者靠著持續提供慣性輪盤轉動所需的力量而獲得訓

練，由於其拆裝簡易且所需空間經濟，所以現今已常

見於有氧健身車的飛輪之上，除此，慣性式肌力訓練

器材有著不需依賴地球引力而是靠轉動慣量提供阻力

的特性，因此也被運用於太空旅行之太空人肌力維持

與訓練方面 (Hans et al., 1998）；至於在施力型態上，

由於慣性式訓練器材動作全程皆可使用自主最大的力

量，且動作中強調反覆的向心與離心收縮，因此也可

以更真實且有效率的針對目標肌群進行增加肌肉活化

及肌鍵強度之訓練 (陳忠慶，1998; Caruso, 2012; Lena, 

James, Marco & Per, 2008; Lena, 2008) ，然而，這種

新興的肌力訓練方式在訓練強度以及其訓練效果上卻

著有很大的研究疏漏，綜觀肌力訓練上直接影響效果

的 組 成 包 含 有 負 重 大 小 以 及 動 作 頻 率 等 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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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ny, 2012) ，過去文獻對於慣性式器材所使用的

強度均皆為自主最大動作頻率  (Anna et al., 2012; 

Caruso, 2012; Lena, 2008; Lena et al., 2008; Alkner et 

al., 2004) ，而並未能針對頻率、負重 (轉動慣量) 等

強度對於訓練效果上的確認，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即

是在相同的負重及頻率下，比較慣性式與槓片式肌力

器材在訓練動作上之動力學參數差異，期望能夠提供

慣性式肌力器材之動作型態以及所造成訓練效果的確

切解釋。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物件： 

10 名健康年輕男性參與本實驗，每位皆無上肢疾

病且平時亦無肌力訓練之習慣，平均年齡為 24.1±0.9

歲、身高為 176.4±6.6 公分、體重為 72.3±9.6 公斤。 

二、研究器材： 

本研究使用轉動慣量可調整之自製慣性式肌力訓

練機台 (圖一) 以及傳統槓片式肌力訓練機台，而慣

性式肌力訓練機台選用之慣性輪盤直徑 19.7 公分，轉

動慣量 0.12 公斤·公尺 2，並搭配高速攝影機 (Casio 

EXILIM Pro EX-F1；取樣頻率 300 fps)、力量傳感器 

(Transducer Techniques MLP_300；取樣頻率 1000Hz；

負荷範圍 300 磅)、肌電訊號量測器 (Biopac systems 

TSD150A; 取樣頻率 1000Hz)、自製單軸電子角度計、

節拍器以及 BIOPAC 16 頻道資料擷取/信號分析系統

(Biopac systems Mp150) 等 ， 資 料 分 析 則 是 以

Acqknowledge 4.1 及 Siliconcoach 等軟體進行處理。 

 

 

 

 

 

 

 

 

 

圖一、(左) 可調整轉動慣量之慣性輪盤  

(右) 慣性式肌力訓練機台 

三、實驗步驟： 

本研究共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量化慣性式

肌力器材，用以決定第二階段測試動作的負重及頻

率，第二階段則為慣性式及槓片式肌力訓練器材於相

同負重及相同動作頻率下之動力學表現比較。 

在第一階段中，於慣性輪一端垂掛 20 公斤重槓

片 ， 並 以 高 速 攝 影 機 攝 影 其 落 下 過 程 ， 再 以

Siliconcoach 軟體計算影片中槓片之下落軌跡 (圖

二) ，得到該運動為 33 公分/秒 2 的等加速度運動，經

換算於肘關節屈曲-伸直動作在訓練椅上所移動之距

離 (68 公分) 後，套用公式如下： 

    D : 移動距離(公分)；V0 : 初速度(公分/秒)；t : 移

動時間(秒)；a : 加速度 (公分/秒 2
) 

 

D=V0 t + 0.5 × a × t
2
 

即 

68 = 0 + 0.5 × 33 × t
2
 

得到花費時間為 

t = 2.03 (秒) 

進而換算決定使用慣性式訓練器材之動作頻率約為

30 BPM。 

第二階段中，10 位實驗參與者分別收取二頭肌與

三頭肌最大肌力表現時之肌電訊號，最大肌力測試動

作為實驗參與者坐立於訓練椅上，並將肘關節固定於

90 度後，分別提供抵抗肘彎曲與肘伸直的力量，並請

實驗參與者盡最大努力完成動作，過程中抵抗力量無

法讓實驗參與者移動肘關節角度收取五秒鐘資料，完

成後依平衡次序分別使用慣性式及槓片式肌力訓練器

材進行肘關節屈曲-伸直動作 (圖三)，肘關節完全伸直

定義為 0 度，彎曲為角度視為正值。依照節拍器聲響，

慣性式訓練器材與槓片式訓練器材之測試動作皆為

30 BPM 且槓片式器材負重為 20 公斤，每位實驗參與

者皆執行五次動作重複，並記錄中間三次之數值進行

資料分析比較；力量傳感器裝置於二頭肌訓練椅把手

處 (圖四) ，用以測量實驗參與者施予力量數值，而

力量參數計算項目包括有動作中之最大力量峰值、動

作衝量以及 200 毫秒發力率等；電子量角器裝置於實

驗參與者肘關節處，用以界定動作之起始以及二頭肌

之屈曲期、伸直期時間範圍；肌電訊號量測器黏貼於

實驗參與者之二頭肌與三頭肌處進行肌肉活化訊號紀

錄，原始資料將與其最大自主收縮時的表現進行百分

比之標準化處理。 

四、統計分析： 

同一實驗參與者於兩種器材間之力學參數以及肌

肉活化程度是否有差異，採用的是相依樣本 t 考驗進

行分析比較。所有統計分析皆使用統計軟體 SPSS 17.0

版，顯著水準訂為α=.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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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慣性式器材 20 公斤負重之對應頻率測試 

 

 

 

 

 

 

 

 

 

圖三、左、右分別為慣性式訓練情形與槓片式訓練訓練情形 

 

 

 

 

 

 

 

 

圖四、二頭肌訓練椅及力量傳感器 

 

參、結果與討論 

在動作形態方面 (圖五) ，從時間-力量圖可以觀

察到慣性式肌力器材在二頭肌伸直期最前段，確實具

有慣性輪盤持續轉動捲回纜線產生之第二峰值現象，

造成此原因主要為輪盤轉動的慣性遭遇二頭肌離心收

縮較捲回速度慢而形成拉扯所造成，此結果與過去文

獻 (Lena et al., 2008) 量測之現象類似，該結果表示

本研究使用之自製慣性式肌力訓練器材與其他文獻使

用之器材可以有相同之訓練現象。 

在力學參數方面，慣性式與槓片式器材於力量峰

值以及屈曲期動作衝量上皆無顯著差異，其結果表示

兩種器材之動作確實於相同頻率及負重下進行，而過

去文獻也表示訓練衝量可以有效評估訓練的強度及訓

練量(王鈞逸、鄭景峰，2010)，因此我們可以推論，

在屈曲期間兩種肌力訓練器材之訓練強度是相似的，

然而在伸直期間，慣性式衝量表現顯著小於槓片式訓

練器材 (圖六)，此結果與過去文獻相異，造成的主要

原因為過去文獻中慣性式器材所使用的頻率皆為最大

自主頻率，而本研究所使用的頻率為控制與槓片式器

材相同之 30BPM，因此在屈曲期慣性輪儲存的轉動能

量遠不及最大自主頻率時的表現，故在伸直期的動作

衝量表現會不如槓片式訓練器材；在 200 毫秒發力率

部分，慣性式與槓片式訓練器材並無顯著差異，而 200

毫秒發力率主要探討肌力訓練針對爆發力之訓練效果

量測 (Anthony, 2012) ，因此根據本研究結果推論，

在相同負重及動作頻率下，慣性式肌力訓練器材對於

爆發力的訓練是可以與槓片式有相似結果的。 

在肌肉活化程度方面，慣性式器材於屈曲期二頭

肌活化程度顯著小於槓片式器材 (圖七)，此結果與過

去文獻相異 (Anna et al., 2012; Glady et al., 2008) ，

然而過去針對慣性式訓練器材所使用的訓練強度皆未

與槓片式器材之負重及頻率進行標準化，因此極可能

是在不同訓練強度下進行肌肉活化程度之比較，除此

之外，本研究慣性式器材所使用之 30BPM 動作頻率，

也因為實驗參與者於屈曲期動作過程中並未能全程處

於加速的狀態，反而在動作後期有減速的趨勢 (力量

值下降) ，因此在肌肉活化部分亦未能與槓片式訓練

器材有相同的結果；在屈曲期三頭肌肌肉活化部分兩

者並未有顯著差異，而在屈曲期二頭肌於槓片式器材

表現卻有顯著大於慣性式器材之現象，其結果可以推

論使用慣性式肌力訓練器材於屈曲期之協同收縮會較

槓片式肌力訓練器材明顯；而在動作伸直期方面，慣

性式訓練器材不論在二頭肌或是三頭肌肌肉活化程度

皆不如槓片式訓練器材，主要造成原因可能與過去文

獻所提類似 (Caruso, 2012; Lena et al., 2008) ，其一

為所使用的速度於屈曲期間未能替慣性輪儲存足夠的

轉動能量，因此在離心收縮期的強度不如慣性式器

材，導致所需的運動單元徵召下降而造成，另一原因

則可能為伸直期轉屈曲期間，動作起始階段肌肉與肌

鍵處於被伸展之狀態，因此，力量可以由肌鍵的彈力

位能提供，而降低肌肉運動單元之徵召。 

 

 

 

 

 

 

 

 

 

 

 

 
圖五、慣性式與槓片式器材動作型態及肌肉活化情形，左/右分別為

慣性式與槓片式器材。直線則為屈曲與伸直之分界線 

 

肘關節角度(度) 

二頭肌肌電(伏

特) 
三頭肌肌電(伏

特) 
力量值(公斤) 

屈曲 / 伸直          屈曲 / 伸直 

慣性式              槓片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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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不同阻力源於屈曲/伸直期之衝量表現。 

*表示結果間達顯著差異 

 
圖七、由左而右分別為屈曲期二頭肌/三頭肌、伸直期二頭肌/三頭

肌之肌肉活化百分比。 

*表示結果間達顯著差異 

 

肆、結論與建議 

在相同訓練負重及頻率下，慣性式器材除了 200

毫秒發力率以及力量峰值外，其他對於肌肉活化方面

的訓練效果皆不如槓片式訓練器材，此結果不同於以

往研究，主要在於訓練頻率上的控制，證實了「訓練

頻率」才是慣性式器材主要之訓練強度調整依據及優

勢，因此在未來研究方面，可單獨針對慣性式器材之

不同自主最大訓練頻率與其訓練效果進行比較，建立

起使用慣性式肌力訓練器材之訓練強度依據，讓此具

有體積小、可使用自主最高頻率、自主最高負重以及

強力離心收縮之訓練器材更有效地發揮於肌力訓練

上，以提供使用者更有效率的肌力訓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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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compare the kinetics performance between inertial 

resistance and traditional weight plate training equipment in the same loading and movement 

velocity. Methods: Ten healthy subjects (age=24.1±0.9 years, height=176.4±6.6 cm, weight=72.3±
9.6 kg ) without upper limb injury and routine resistance training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Participants were arranged by counter-balanced design to perform the elbow flexion–extension 

movement using inertial resistance equipment and traditional weight plate strength training 

equipment, respectively. The training intensity was in a standardized condition of 20 kg loading and 

30 beats per minute (BPM) movement velocity. The data of peak force, training-impulse, 200 ms 

rate of force development (RFD) and electromyography (EMG) of biceps and triceps during 

movement were collected. Difference of the kinetical performance between equipment was 

examined by paired t-test. The significance level was set at α=.05. Resul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peak force, training-impulse and 200ms RFD were found between 2 equipment. The 

EMG of inertial resistance equipment showed significantly lower firing on biceps during flexion 

and also on both biceps and triceps muscle during extension.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training velocity is the key factor influencing the performance of inertial resistance device. 

Therefore, the training efficiency and optimal training velocity need to have further research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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