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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效能概念在不同健身機台下肢施力分析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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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嘗試使用肌肉效能的量化分析方式來分析人體使用不同健身機台時，下肢施力的情形。在實驗中，19 位

健康的大學生，於三種不同動作特性的機台進行測試，三軸張力計放置於機台上收集踩踏時反作用力的訊號，

以及收集下肢肌電訊號，並計算為肌肉效能作以為比較的依據。結果發現：1.在股直肌方面，使用橢圓 機之肌

肉效能(0.0713±0.0465)顯著大於踏步機(0.0479±0.0253)；使用橢圓機之肌肉效能(0.0713±0.0465)也顯著大於滑步

機 (0.0389±0.0192) 。 2. 在 股 二 頭 肌 方 面 ， 使 用 滑 步 機 之 肌 肉 效 能 (0.0198±0.0109) 顯 著 大 於 踏 步 機 

(0.0139±0.0112)。由結果可發現，橢圓機的股直肌使用程度相較於踏步機與滑步機明顯；而滑步機的股二頭肌

的使用程度則是比踏步機明顯。因此肌肉效能的觀念或許能提供不同健身機台在肌肉使用量的評估方法。 

 

關鍵詞：肌肉效能 

 

壹、緣由與目的 

受天氣與環境的影響，室內的健身器材便隨之孕

育而生，而常見的跑步機(Treadmill)、橢圓機(Elliptical 

trainer)、踏步機(Stepper)、以及模擬滑雪動作的滑步機

(Air walker)均是以下肢肌群為發展重點的健身機台，

先前的研究指出橢圓機訓練後的效果類似使用跑步機

和登階機[1]，因此不同機台之間訓練效果的比較，仍

值得進行後續之研究。為了分析肌肉的施力情形，相

關研究大多是利用 EMG 來進行分析；但是整合力量感

應器和 EMG 訊號加以計算以分析肌肉效能的概念（如 

三、材料與方法的說明），則仍未運用在不同健身機台

下肢肌肉施力的分析中，因此，本研究嘗試運用肌肉

效能分析的概念，針對不同健身機台下肢肌肉施力的

情形 進行比較，進而了解肌肉效能的分析概念，在不

同健身機台下肢肌肉施力情形比較中的適用性。 

 

貳、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 19 名一般健康大專生(年

齡：23.42±3.10;身高：168.75±5.85；體重：65.10±11.39)， 

且在六個月內無受過任何下肢骨骼肌肉神經的傷害。 

每位受試者皆在說明實驗流程後，同意參加實驗並簽 

署實驗同意書。 

本實驗以類似人體步態的運動器材作為實 驗的

設備。在跑走步態模式方面，使用的橢圓機(Sports Art

製造，型號 8007)，進行跑走運動測試，此一機種的設

計為過去健身房常使用的機種，運動模式較現代改良

過的機種單純；在滑步步態模式方面，使用滑步機

(LAFIT 公司製造，型號 FatBurner)，進行滑步運動測

試，此一機型較為輕便，適合一般家庭的健身器材；

在踏步步態模式方面，使用踏步機(山司伯特公司製

造，型號 Stepper C138-080)，進行踏步運動測試，此一

機種為一般小型的踏步機，適合在家中使用。 

每位受試者皆進行橢圓機、滑步機、踏步機三種

運動器材的測試。以橢圓機進行跑步模式；滑步機進

行滑步模式；踏步機進行踏步模式。受試者於一天內

完成三種步態模式的實驗，以隨機的方式決定順序，

以心跳率來確認受試者恢復到相同的身體狀況，才可

以進行下一次測試。 

  採用無線表面肌電儀 (Noraxon，型號 TeleMyo 

2400)，取樣頻率設為 1500Hz，電極貼片貼於股直肌、

股二頭肌、脛前肌及內側腓腸肌，進行 MVC 的測試，

另外，在左、右側髂骨前上脊(ASIS)；左、右側髂骨後

上脊(PSIS)；薦椎(S5)；右腳膝關節內、外側；右踝關

節內、外側；第一趾骨球及第五蹠骨關節等位置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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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光球，以紅外線攝影機(Motion Analysis corporation, 

Santa Rosa, CA)同步收集下肢踩踏動作以便分析各階

段的分期。使用節拍器(BOSS DR.Beat，型號 DB-66)

設 定 50rpm 進 行 踩 踏 ， 須 將 三 維 張 力 計 (ATI 

Six-Axis/Torque Sensor，型號 3I-660-60)裝置在各運動

設備的踏板中(如圖一)，收集踩踏時的 Fx、Fy、Fz 分

力。取樣頻率設為 300Hz。同步採集兩分鐘的表面肌

電訊號力量值與力量訊號後進行資料處理。 

 

 

 

 

 

 

 

 

 

 

圖一、特製 loadcell 踏板與 EMG 收集情形 

首先將 Motion capture 與 EMG 以及 Loadcell 的資

料做合併後，於 Noraxon 軟體擷取 5 個穩定週期作為

動作分期的指標，並使用百分比內插法進行資料切齊

的處理，接著切割出四條肌肉的 5 個週期 EMG 訊號，

以公式一求得平均肌電訊號 C。接著以公式二將 5 個

週期的分力(x、y、z)訊號做合力的運算後再算出其平

均衝量值，最後以公式三將 5 個週期的平均肌電 C 除

以衝量 I 會得到動作分期之肌肉效能 ME。使用 SPSS 

18 版(SPSS Inc.,Chicago, IL)分別依各肌群進行變異數

分析，顯著水準定為 P<0.05。 

CCC  5/)5......1( --------------(公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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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I = ME ---------------------(公式三) 

(註 C ：動作週期之 EMG 訊號；C ：5 次動作週期之

平均 EMG 訊號； I ：3D 動作週期之衝量； ME ：動

作週期之肌肉效能。) 

 

參、結果與討論 

三種不同訓練機台對人體下肢肌群施力過程中之

肌肉效能的分析，在股直肌方面，橢圓機(0.0713±0.0465)

顯 著 大 於 踏 步 機 (0.0479±0.0253) ， 橢 圓 機

(0.0713±0.0465)顯著大於滑步機(0.0389±0.0192)；在股

二頭肌方面則是，滑步機(0.0198±0.0109)顯著大於踏步

機(0.0139±0.0112)。除此之外皆無顯著差異。如表一 

 

 

表一、三種訓練機台下肢肌肉效能的分析 

p<.05 

橢圓機比其他兩個機台在股直肌有較大的使用效率，

這點可推測人體於踩踏橢圓機時(Swing phase)有較大

的關節角度，此時股直肌呈現離心收縮的狀態，因此

肌肉活化程度相對較大，這點與先前研究指出一個較

大的膝伸力矩會增加股四頭肌肌肉力量的負載[2]，這

個觀點類似；而股二頭肌方面，滑步機比踏步機有較

大的肌肉使用程度，這裡可以藉由動作特性來解釋，

太空漫步機為前後擺動的動作模式，股二頭肌使用的

效率相對會較踏步機來得大。 

 

肆、結論 

橢圓機的股直肌使用程度相較於踏步機與滑步機

明顯；滑步機的股二頭肌的使用程度則是比踏步機明

顯，肌肉效能的觀念或許能提供不同訓練機台在肌肉

使用量的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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橢圓肌(E) 踏步機(S) 滑步機(W) Sig. 

股直肌 
*0.0713 

(0.0465) 

*0.0479 

(0.0253) 

*0.0389 

(0.0192) 

E>S 

E>W 

脛前肌 
0.0146 

(0.0085) 

0.0193 

(0.0107) 

0.0155 

(0.0130)  

腓腸肌 
0.0166 

(0.0148) 

0.0240 

(0.0144) 

0.0213 

(0.0172)  

股二頭肌 
0.0160 

(0.0122) 

*0.0139 

(0.0112) 

*0.0198 

(0.0109) 
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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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This study attempts to quantify muscle efficacy analysis to analyze lower limb force 

situation when human use different fitness machine.Methods:19 healthy college students,test in three 

different mo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chine, triaxial tension meter loadcell placed on the pedal of 

machine to collect the reaction force, as well as the collection of lower limb EMG signals, and 

calculated as muscle efficacy as the basis for comparison.Results:In the rectus femoris, elliptical 

machines (0.0713 ± 0.0465)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Stepper (0.0479 ± 0.0253), and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e air-walker (0.0389 ± 0.0192);and in the biceps femoris , Air-walker 

(0.0198 ± 0.0109)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e stepper (0.0139 ± 0.0112).Conciusion: This 

study concluded that the extent of muscle-used of the rectus femoris during the elliptical machine 

was more obvious compared to stepper and air-walker;In addition, the extent of muscle-used of 

biceps femoris that air-walker is more obvious than stepper, the concept of Muscle efficacy might be 

able to provide a method to asses the extent of muscle-used during different training mach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