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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人口結構屬於「高齡化社會」，面對老年
人口越來越多的趨勢，如何讓老年人得到妥善的醫
療照顧一直是社會重要的議題。「樓梯」是臺灣日
常中很常見的路況，膝關節在爬梯過程中相當費
力，因此腿部肌肉扮演重要的輔助角色，所以鍛鍊
腿部肌肉對於運動能力實則重要。為此本研究針對
上樓梯的應用，開發基於肌電訊號感測肌肉疲勞之
膝關節外骨骼輔具。有別於過往前人開發的外骨骼
系統是採用「全程」給予輔助的策略，我們透過股
四頭肌肌電訊號之中位數頻率(median frequency，
MDF)量化肌肉疲勞程度，藉此開發「半輔助」外
骨骼輔具系統，在肌肉未疲勞下期望使用者透過自
身力量完成爬梯任務，以達到鍛鍊大腿肌之目的；
在疲勞狀態下則根據適當輔助策略給予膝關節輔
助，避免肌力不足導致跌落樓梯之風險。
關鍵詞：上樓梯、外骨骼輔具、表面肌電訊號、肌
肉疲勞感測

Abstract
Taiwan has become an aged society since 2018.
Owing to the increasing rate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t’s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issue to let the aged get
proper medical care nowadays. “Stairs” are frequent
designs to road users in Taiwan, as a result, residents
here tend to overuse and harm their knee joints.
Therefore, building leg muscle to assist a health
movement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This study presents a novel knee exoskeleton to
detect muscle fatigue by sEMG based techniques in
stair climbing applications. In contrast to the existing
exoskeletons which adopt “whole period” assisting
strategy, we developed a “half-assisted” exoskeleton
system by using median frequency (MDF) to quantify
muscle fatigue. With the help of the system, users can
climb the stair through their own strength before
muscle fatigue and build their leg muscle at the same
time. Beside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muscle fatigue,
the system will also apply proper strategy to
strengthen the muscles around the knee joint to

prevent users from falling down the stairs.

1. 前言
隨著年紀增長骨骼肌將會逐年流失，肌肉量以
每十年減少 8%的速度慢慢下降，若疏於照顧甚至
可能會患上肌少症[1]，輕則增加跌倒機率，重則會
導致喪失運動機能、久臥在床。雖然可以藉由調整
飲食，如補充蛋白質來改善肌肉流失速度，但更重
要的是需要額外的肌力鍛鍊才有辦法促進肌肉生
長，彌補流失掉的肌肉。
通過表面肌電訊號(sEMG)用以評估局部肌肉
疲勞已經變得非常普遍，其採用非侵入的測量方式
非常適合應用於人體工學(physical ergonomics)的研
究領域。舉凡用以評估運動時的肌肉疲勞程度、工
作引發的骨骼肌疾病(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預
防。大量的研究文獻[2]得出了許多肌肉疲勞的定量
標準，同時在肌電訊號處理技術與分析方法奠定了
優秀的基礎。
Wan Mohd Bukhari Wan Daud[3]等人採用時域
訊號，使用最大振福(maximum amplitude)、標準差
(standard deviation，SD)、方均根(root mean square，
RMS)，用以分析股二頭肌(biceps brachii)抬舉不同
重量下疲勞的統計特徵變化。
Amandine Dufaug[4]與 Alwin Luttmann[5]等人
使用振幅結合頻譜分析(Joint Analysis of Spectral
and Amplitude，JASA)方法，是結合時域和頻域的
一種分析方式。根據訊號之方均根值與中位數頻率
(median frequency，MDF)將骨骼肌的狀態分為四個
象限，該方法被用來評估手術醫生在進行泌尿手術
時斜方肌(trapezius)的肌肉狀態，結果表示若使用
「直接內窺鏡檢查」之方式，將長時間讓肌肉處於
疲勞狀態進而造成職業損傷，經過改善使用「監視
器內窺鏡檢查」將有效調整手術進行的姿勢，並在
手部給予支撐，便能夠改善不良姿勢所造成的疲勞
危害。
Mario Cifrek[6] 等 人 使 用短 時 距 傅立 葉 變換
(short-time Fourier transform，STFT)之分析方法用以
紀錄 10 位測試者在動態收縮運動下股直肌(rectus
femoris) 、 股 外 側 肌 (vastus medialis) 、 股 內 側 肌
(vastus lateralis)的中位數頻率，並用最小平方法
(least squares method)擬合每次運動週期的最大中
位數頻率數據值，最後用回歸線之斜率來量化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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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結果發現，股直肌在實驗中具有較高的收縮
速度，且具有較高的初始中位數頻率及較快的下降
趨勢。
Szi-Wen Chen[7]等人開發一肌肉疲勞即時監控
系統，用以在騎自行車運動下量化疲勞數值與測量
疲勞發生的過程，使用創新自定義的指標：FPM
(fatigue progression measure)，其透過測量低於所定
義之中位數頻率閥值事件個數占所有事件個數，作
為衡量疲勞的依據，並成功估測 5 位受試者在自行
車運動下的疲勞過程，往後也能夠進一步診斷過度
運動的狀態，應用於肌肉訓練及物理治療領域。
雖然當今市面上開發了許多外骨骼的系統，但
大多數皆以「全程」給予輔助的策略進行，但針對
肌肉缺乏這類之族群，以物療治療之角度來衡量這
種輔助方式並不是最適當的，過多的輔助反造成復
健效果下降，甚至可能造成負面影響；反之，對於
這類族群較理想的輔助方式，應期望患者盡可能使
用自身力量參與運動過程，以提高肌肉鍛鍊效果，
才是治療的根本。有鑑於此，本研究旨在針對能夠
正常行走之人進行開發，針對應用於「爬樓梯」之
「半輔助」的外骨骼系統，基於表面肌電訊號之中
位數頻率來量化單側大腿股四頭肌的疲勞程度，只
在疲勞狀態下才給予膝關節輔助力矩，而在未疲勞
時，讓使用者能夠最大程度以自身之力完成爬梯任
務，以求鍛鍊大腿肌群減輕膝關節負擔之目的。
本論文其餘安排章節如下所述：第二章將介紹
本研究開發之膝關節外骨骼機構設計想法以及力
矩估測的原理，第三章將介紹決策與肌肉疲勞監測
系統架構，並且說明本研究輔助的策略，第四章與
第五章則是實驗結果分析與結論。本研究將外骨骼
系統依據功能拆分成兩個子系統，分別為「肌肉疲
勞監控系統」，其作為高階控制器根據肌肉疲勞程
度並依照所指定之策略下達輔助命令，以及「動力
輔助系統」作為低階控制器，用於執行決策命令之
扭矩提供給人體，如圖 1 所示。

2.1.

外骨骼機構設計

圖 2、膝關節外骨骼實體圖
本研究所開發之外骨骼是基於串聯彈性致動
器(Series Elastic Actuator，SEA)[8]的作用與原理所
設計，如圖 2 所示。得益於 SEA 的設計概念，讓使
用者與外骨骼裝置之間保有順應性(compliance)，可
以避免外骨骼強制與生硬的給予人體輔助，在受到
外界瞬間衝擊力時也能夠緩衝力量確保人體安全。

(a) 槓桿臂長度

(b) 預壓縮長度

圖 3、可變剛性調整參數

圖 1、膝關節外骨骼的系統架構

2. 膝關節外骨骼輔助系統
本章節將詳細介紹本研究所開發之膝關節外
骨骼輔助系統。2.1 小節將介紹系統機構設計；2.2
小節將介紹力矩估測原理與公式推導；2.3 小節將
介紹力矩預估公式驗證以及修正方法；2.4 小節將
更進一步討論更改槓桿臂長度與預壓縮長度對於
外骨骼剛性之影響。

機械式可調順應性與可控平衡位置致動器
(Mechanically
Adjustable
Compliance
and
Controllable Equilibrium Position Actuator ，
MACCEPA)[9]能夠藉由兩組馬達分別獨立控制系
統剛性與輸出力量，是一種典型的可變剛性致動器
(Variable Stiffness Actuator，VSA)。而人體的關節也
有類似的特性，關節至少需要兩個肌肉群的作用，
透過肌肉收縮與伸展讓關節可以隨時切換剛性與
控制肢體位置來因應不同的運動。受到上述的啟
發，本系統在設計時增添兩個能夠手動更改外骨骼
特性的彈性，可以依照使用者需求，自由且方便調
整外骨骼剛性。兩項可調整處分別為：槓桿臂之長
度 (lever arm length) 、 彈 簧 之 預 壓 縮 長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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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ompressed length)。槓桿臂長度可以透過螺絲
將滾子鎖在不同位置上，進而更改驅動角度與彈簧
變形量之間的關係，來達更改外骨骼剛性之目的，

如圖 3(a)所示。而對彈簧施以預壓縮力同樣也能增
加外骨骼剛性，所以我們使用 3D 列印製成的墊片
(washer)來給予彈簧預壓縮量，如圖 3(b)所示。

圖 4、外骨骼模型簡化示意圖

2.2.

力矩估測原理與公式推導

γ = tan −1 ( H / I )

(7)

θ = tan −1 ( E / r )

(8)

λ= π / 2 + γ − θ

(9)

κ= λ − α

(10)

SEA 的最大優勢之一便是可以藉由估測彈簧
的變形量進而估測外骨骼輸出力矩的大小，因此不
需安裝昂貴的力矩感測器也能進行力矩控制。為了
簡易說明本系統的力矩估測原理，將會把機構簡化
成連桿的方式進行說明，如圖 4 所示。詳細推導過
程如下：
我們定義外骨骼大腿連桿相對於復歸點所移
動之角度為 φ ，而為槓桿臂相對於復歸點所移動之
角度 q ，當兩上述角度不一致時，槓桿臂與大腿連
桿間將會發生偏移角度(或稱偏轉角度)，系統將會
產生力矩輸出，我們將其偏轉角定義為(1)式：

並將(6)(11)式之結果代入(2)式中，我們可以得到彈
簧壓縮量，將其帶入虎克定律(Hooke's law)公式
裡，得到鋼線上傳遞的力量為：

α (φ , q)= φ − q

Fs =K ⋅ ( xc + x p )

(1)

最後可算得(11)式之結果

D = rλ

(11)

(12)

當系統產生作用力發生偏轉所造成的彈簧壓縮量
xc 為：

其中， K 為彈簧剛性係數， x p 為當前系統的預壓縮
量。而系統產生力之力臂可由(13)式算得：

xc (α , Bn ) =
Bn + D(α ) + E (α ) − C

h = C sin(κ )

(2)

Bn 為槓桿臂長度，下標 n 表示該參數為可更動的系
統常數，分別有 41、51、61mm 三個可選擇的設定。
C 為 ad 線段長度定值， D 與 E 線段長為 α 之函數。
透過(3)(4)關係式，我們可得算得(5)式之長度
I C cos α − Bn
=

(3)

=
H C sin α − r

(4)

=
A

I2 + H2

(5)

其中 r 是滾子半徑。最後透過(5)式可得(6)式如下：
E
=

A +r
2

2

(6)

最後為了求得弧長 D ，我們需要算得 γ 、θ 、 λ 、κ
之角度，關係式如(7)(8)(9)(10)式：

(13)

由於當外骨骼穿戴時會受到重力的影響，所以我們
將其考慮進力矩預估公式裡。因此系統所產生之力
矩為：

τ est = Fs ⋅ h − mt lt g sin(φ )

(14)

mt 與 lt 分別為外骨骼大腿連桿質量與連桿質心至
外骨骼關節旋轉中心之長度， g 為重力加速度。
最後將(2)、(12)~(13)式整理至(14)式中，可得
外骨骼系統預估輸出力矩公式如下：
τ est (α=
, Bn , x p ) KC sin κ ( Bn + D + E − C + x p )
− mt lt g sin(φ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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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力矩預估驗證與修正

為了驗證上小節推導公式之正確性，我們使用
扭矩感測器將預估結果與實際結果做比較與驗
證。最後得到扭矩與偏轉角度關係( τ − α 圖)如圖
5 所示。其中 L 與 P 代號分別表示該曲線之槓桿臂
長度與預壓縮量設定值。

2.4.

外骨骼剛性探討

外骨骼剛性定義為外骨骼單位偏轉角度所產
生的輸出扭矩，不同剛性之外骨骼會影響使用者的
使用感受。本系統雖然基於 SEA 系統所設計，理論
上受限於單一彈簧造成外骨骼剛性固定，但本系統
在設計過程中提供了部分可手動調整之機構設
定，分別為：槓桿臂長度、彈簧預壓縮長度，因此
能夠依照使用者之需求，自由且簡易的調整外骨骼
剛性及性能。如圖 6 所示，從圖中可以觀察到不同
的槓桿臂長度將大幅改變外骨骼之剛性曲線，也同
時會大幅改變外骨骼最大輸出扭矩能力，越長的槓
桿臂長度將大幅增加外骨骼剛性。而同一顏色曲線
表示相同槓桿臂長度但不同的彈簧預壓縮長度，越
大的預壓縮量也將微幅增加外骨骼之剛性。

圖 5、外骨骼 τ − α 曲線圖
比較模擬與實際數值之曲線，兩者有高度相似
的趨勢，但實際數值與模擬之曲線並沒有擬合的非
常一致，所以我們透過演算法找尋最佳修正係數，
針對力矩預估公式中的槓桿臂長度進行修正，以獲
得更精確的估測輸出力矩公式。經過修正過後之結
果，各曲線之均方根誤差皆有大幅度的下降，平均
誤差下降百分比為 48.72%，如圖 7 所示

圖 6、 σ − α 曲線圖 (剛性與槓桿臂長度之關係)

圖 7、修正前後 τ − α 圖之比較 (左:修正前，右: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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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肌肉疲勞監測系統

本章節將會介紹系統如何量化疲勞程度，包含
肌電訊號處理的流程，以及疲勞策略的擬定。3.1
小節將介紹肌肉疲勞偵測之整體系統架構；3.2 小
節將介紹肌電訊號處理流程；3.3 小節將介紹疲勞
輔助控制策略規劃。
3.1.

中位數頻率。
接著，我們需要取得訊號之方均根值(RMS)及
中位數頻率(MDF)作為後續量化肌肉疲勞程度與輔
助控制策略的需求。因此使用快速傅立葉轉換取得
傅立葉頻譜，並計算功率譜密度，最後根據演算法
取得中位數頻率。我們將在下一小節介紹如何使用
RMS 與 MDF 來規劃輔助扭矩策略。

系統架構

基於肌肉疲勞偵測之整體系統架構如圖 8 所
示，肌電訊號感測器將穿戴於人體身上測量股四頭
肌中的股直肌(rectus femoris，以下簡稱 RF)與股外
側肌(vastus medialis，以下簡稱 VM)肌電訊號。並
透過藍芽傳輸之方式傳遞原始訊號給個人電腦
中，個人電腦負責運行訊號處理任務以及作為高階
控制器依照規劃之疲勞輔助控制策略來下達輔助
扭矩命令給作為低階控制器的 ARM 架構 MCU，而
在 MCU 周邊裝有藍芽模組能夠接收命令並執行
PID 控制方法以追跡做力量控制。以上即為架構運
作之過程，我們將於下面兩小節說明訊號處理細節
與疲勞輔助策略。
圖 9、訊號處理流程圖
3.3.

圖 8、系統架構圖
3.2.

訊號處理流程

首先，個人電腦將會解析數據封包成可解讀之
數值。接著訊號將會被截斷成具有 1024 點的大小
區 間 ， 同 時 也 是 我 們 設 置 窗 口 大 小 (window
length)。一開始會先進行訊號之前處理，一般 EMG
訊號主要分布於 30~500 Hz 的頻率範圍上，為了移
除移動性假象(motion artifact)與高頻雜訊，分別使
用了截止頻率為 30Hz 與 500Hz 的五階數位高通、
低通濾波器進行濾波。以及避免空間電磁波產生
60Hz 頻率的干擾，設計了二階帶阻濾波器進行濾
波。而為了在後續減少頻譜洩漏(spectral leakage)之
狀況，我們套用了高斯窗(Gaussian window)作為選
擇，其具有較低的頻譜洩漏狀況、旁瓣抑制效果
佳、及良好的主辦寬度，使後續能夠更精確的運算

疲勞輔助策略

圖 10、JASA 肌肉狀態象限圖[4]
在本研究中是以振幅結合頻譜分析方法(Joint
Analysis of Spectral and Amplitude，JASA)[4]為基
礎，並參考修改論文[7]所提出的 FPM 所擬定出來
的策略。在 JASA 論述中將肌肉依照 RMS 與 MDF
變化趨勢區分肌肉狀態為四個象限，在疲勞過程中
能夠觀察到 MDF 遞減以及 RMS 數值遞增的趨勢。
因此我們基於該特徵變化來量化疲勞程度與輔助
力矩大小。
我們定義下肢步態一次循環(cycle)的意義，乃
為受測量該腳從接觸樓梯地面至離開即為一次循
環，而循環之「區間內」最大中位數頻率作為代表
該次循環的事件(event)。

2021 台灣智慧型機器人研討會，台北南港展覽中心，台灣台北，2021 年 8 月 17 日至 8 月 20 日。
2021 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Robotics, August 17 – 20, 2021, Taipei Nangang Exhibition Center, Taipei, Taiwan, R.O.C.

FPM =

Number of events with MDF lower than MDFreference
Total number of events

(16)

原先論文所提出之 FPM 概念為：該數值為一
累加的分數函數，分子表示低於 MDFreference 的事件個
數 。 MDFreference 是 以 第 一 次 循 環 中 取 得 到 的 最 大
MDF 數值，依此作為肌肉未疲勞前的參考基準。分
母則是從運動開始至當前的累計的事件總數。但原
先論文該定義會造成隨著爬梯步數越多，後面的事
件對於 FPM 數值的權重越小的現象，而無法確切
反應當前肌肉狀態，因此我們基於原先該論文的構
想並加入了移動窗口(moving window)，以消除後來
事件造成權重過小的狀況。

MFPM =

Number of events with MDF
lower than MDFreference in window

(17)

L

本研究提出 MFPM(modify fatigue progression
measure)之分子表示，在估算時只針對移動窗口內
的事件做計數，當事件數量未滿事件窗口大小(L=20)
時，MFPM 估測方式與原論文無異；若是事件數大
於窗口大小時，將只針對最新之 20 個事件進行計
數量化，能夠讓後期事件對於整體 MFPM 的影響權
重保持一致，且更真實反應當前肌肉狀態。隨著運
動過程中，肌肉疲勞會導致 MDF 數值會逐漸下降，
滿足低於未疲勞前的 MDFreference 事件數將會越來越
多，而使 MFPM 數值將會緩緩上升。我們將依
MFPM 設定一閥值作為是否提供疲勞輔助扭矩的
依據。
而我們根據疲勞時 RMS 會越來越大之趨勢，
使用下列式子作為力矩輸出大小的依據。其中，公
式中 RMSmax 的數值需要先行透過實驗，得知該受測
者在疲勞程度下可以達到的最大 RMS 數值作為參
考，實驗得其數值約為 0.08V。而 τ exoskeleton _ max 表示當
前外骨骼設定下可以達到的最大扭力輸出。RMS 數
值與肌肉疲勞、力量具有正相關，因此該公式在需
要肌肉施力與疲勞程度越高的狀態下，將會輸出越
大的輔助扭矩。
τd =

RMScurrent
⋅ τ exoskeleton _ max
RMSmax

(18)

以上敘述即是本研究將採用的策略。MFPM 在
未超過自定義閥值之下，將不給予輔助力矩；反
之，若超過閥值將根據 RMS 數值下達期望扭矩 τ d
(desired torque)給低階控制器執行。

4.

圖 11、單階樓梯實體圖

實驗結果與討論

為了驗證本系統之可行性，我們設計一單階樓
梯進行模擬人體爬梯運動，如圖 5.1 所示，該單階
樓梯參照真實校內樓梯之高度規格所設計。而階梯
上方放置有力量感測鞋墊，用以偵測下肢接觸階梯
與否，並作為觸發循環開始及判斷結束。

圖 12、實驗流程圖
實驗所規劃流程如下所述：(a)首先，為了識別
一個循環的始末，需要仰賴 FSR 壓力感測器作為觸
發感測器。當 FSR 受到力量而觸發，即會開始記錄
MDF 數值到緩衝變數中，否則將會等待受測者觸發
FSR。(b)當 FSR 觸發結束後，意即受測者已完成一
次循環，系統會從剛儲存之緩衝變數中找尋本次循
環的最大 MDF 數值作為本次循環之事件。(c)我們
需要重複前述過程取得 3 次事件作為計算 MDFreference
作為量化尚未疲勞前的數值。(d)倘若以取得足夠事
件數，在第 3 次循環結束後，此時還尚計算得
MDFreference 數值，(e)系統將會取前 3 次的事件做算術
平均數，並減去雜訊限度(noise margin)為了最大程
度減少雜訊造成 MDF 數值誤判事件的影響。因為
實驗中我們觀察到即使肌肉未有收縮之狀態，MDF
也會有約 2~3Hz 的固有雜訊，因此設置雜訊限度為
3 Hz，最後便可算得 MDFreference 。(f)直到第 4 次循環
結束，此時 MDFreference 數值已經獲得，便能夠更新
MFPM 指數。(g)隨著循環次數累積，系統將會時時
更新 MFPM 數值，並判斷是否已超過疲勞閥值。(h)
若未超過疲勞閥值，系統將會判定受測者肌肉尚未
疲勞，而無需給予輔助；反之，超過疲勞閥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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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會被系統判別肌肉已發生疲勞，即會使用前一小
節所敘述之策略給予下肢關節輔助。

勞。由於該運動區間只有外骨骼提供幫助，並沒有
外在因素造成肌肉負擔增加，所以能夠排除力量增
加的可能性。所以可判斷 VM 確實因為受到外骨骼
輔助的作用下產生肌肉恢復的作用。

圖 13、電極黏貼位置與穿戴實體圖
而實驗中我們模擬爬梯之運動行為，使用圖 14
所示之步態來測試本系統。(a)為雙腳站立階段，(b)
為右腳支撐向上爬梯階段，(c)為雙腳站立階段(樓梯
上)，(d)為右腳支撐向下復歸動作階段。每次實驗
皆模擬 50 次循環爬梯動作。

圖 15、 RMS 事件變化趨勢圖

圖 16、 MDF 事件變化趨勢圖

表 1、實驗數據表與疲勞前後肌肉狀態
VM RMS
k slope

圖 14、步態規劃示意圖
由於先前之實驗結果表明 VM 相比於 RF 的疲
勞趨勢較為明顯，所以本實驗最後疲勞判斷基準對
象挑選為 VM。為了縮短實驗時長，因此自定義較
快可達到的疲勞閥值門檻。我們假設 VM 之 MFPM
超過 60%之時，即會被視為肌肉疲勞。當 MFPM 未
超過設定閥值之前，系統將給予零力矩的扭矩命
令。
最後實驗之 RMS 與 MDF 式件變化圖，如圖
15、圖 16 所示。我們透過線性擬合事件數值以觀
察變化趨勢，並依 JASA 所敘述之肌肉狀態(圖 10
所示)給予解釋。最後實驗結果呈現，VM 在輔助前
為力量減少的狀態。力量減少通常乃為疲勞狀態之
前兆，在論文[5]的結果顯示，肌肉在運動初期即為
力量減少狀態，而隨著運動過程增加，若無其他因
素造成運動行為改變，則肌肉之 RMS 將會逐漸遞
增、整體趨勢向上發展，最終到達疲勞狀態。而經
過輔助後肌肉狀態呈現恢復狀態，MDF 增長趨勢為
原先 150%。探究其原因可能為力量增加與恢復疲

-0.093567

-0.005547

VM MDF
-0.047093

0.023649

Beforce assist : Force decrease
State
After assist : Recovery
Unit

mV/sec

Hz/sec

而從圖 17 可以觀察到，在前 17 次循環時，
MFPM 尚未超過所設定 60%之閥值，所以系統給予
零的扭矩命令，但因為 SEA 所具有的順應行為，所
以允許人體下肢反向驅動外骨骼，所以具有一定的
偏轉造成扭矩產生。而在第 18 次循環中，MFPM
即超過所設定之閥值，所以開始依輔助扭矩大小之
控制策略，依照 RMS 量化需要給定的扭矩大小。
而從 MFPM 變化圖也能夠觀察，其疲勞程度正外骨
骼的輔助之下緩緩下降，可以預期當輔助持續進
行，肌肉狀態回復程度越多導致 MDF 上升，MFPM
數值將會再度低於閥值，系統將再度停止幫助，並
由使用者獨力完成爬梯任務，因此能夠實現一開始
所提到之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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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疲勞輔助實驗結果 (a)MFPM of VM (b)力矩追跡曲線 (c)外骨骼力矩控制

5.

結論

最後結果呈現本研究所開發之肌肉疲勞偵測
系統，能夠正確在規劃之疲勞定義以及輔助策略下
給予輔助膝關節力矩，並且透過線性擬合之回歸線
分析事件變化趨勢，依 JASA 描述之肌肉狀態表
示，輔助系統能有效從初始肌肉疲勞前之力量遞減
狀態，透過所開發之 SEA 外骨骼輔助恢復肌肉疲
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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