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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用途的 EVA 材料之棒球撞擊特性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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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棒球運動是一項非常風靡的運動，台灣擁有少棒、青少棒、青棒、成棒與職業棒球聯盟等健全的棒球比賽機制，但是棒球

運動普遍存在相當高的危險性，這有礙於棒球運動的推廣與發展，所以如何提升棒球運動的安全性，建立安全的比賽環境

就顯得格外的重要。然而，捕手通常是最辛苦的棒球選手，守備時面對 140km/hr 左右的球都是利用身體與手套來擋住快速

球，捕手都希望護胸的材質能更輕、避震能力好，以減少守備時的負擔，目前針對捕手護胸的材料並無相關的研究，本研

究目的為利用一般市售 EVA（ethylene-vinyl acetate copolymer）發泡材料與護具用的 EVA 發泡材料等測試材料，了解避

震材料對於棒球高速撞擊的撞擊特性（撞擊力量、撞擊接觸時間、恢復係數），測試結果發現，護具 EVA 材料的撞擊特性比

一般 EVA 發泡材料的避震效果佳，利用 SPSS 10.0 統計分析軟體，証實護具 EVA 材料的避震能力比一般 EVA 效果顯著，應

該能減少撞擊力量與球回彈速度，減輕捕手的守備負擔。 

關鍵詞：避震材料、棒球、撞擊特性、撞擊測試 

 

壹、前言 

棒球運動是一項非常風靡的運動，但是相對來說棒球

運動的危險性也相當高，根據研究報告指出，棒球運

動造成頭部傷害的來源，其中 30％是回擊的強襲球、

28％是觸身球、20％是被傳接球擊中（Andrews 1998）

由此可知，提升棒球運動的安全性是非常迫切的問

題，然而棒球運動中最辛苦的選手是捕手，常需面對

時速高達 140km/hr 左右的球，危險性相對來的高，

所以捕手在比賽時都需要穿戴護胸，減少棒球撞擊的

受傷程度，目前護胸的材質種類很多，EVA 發泡材料

是目前最常使用的護具材料，隨著材料科技的進步，

紛紛推出不同用途的 EVA，但是目前並未針對捕手的

護胸材質加以研究，本研究目的為測試一般 EVA 材料

與護具 EVA 材料不同用途的撞擊材料特性，探討避震

材料於棒球 60mph 的速度條件下撞擊，利用撞擊力

量、撞擊接觸時間、棒球回彈速度、恢復係數來評估

撞擊材料的特性。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據 ASTM F1887-02 的測試方法架設（如圖

1），發球機設定發球速度為 60mph，利用紅外線光閘

計錄撞擊前後的速度，利用撞擊前後的速度差，推算

出棒球的恢復係數，透過高速攝影機擷取撞擊過程中

的撞擊畫面，攝影機取樣頻率設定為每秒一萬張影

像，然後利用影像分析軟體，計算撞擊過程的撞擊影

像張數，換算撞擊接觸過程的時間，帶入下列公式推

導出平均撞擊力量。 

本研究使用的兩種避震材料為一般 EVA 材料與護具

EVA 材料做為測試的材料與撞擊鋼板的數據比較（如

圖 2），材料厚度為 20mm，將兩種材料分別固定於撞

擊的牆面上，每種材料撞擊五次，經由撞擊測試來評

估避震材料的撞擊力量、撞擊接觸時間、棒球回彈速

度、恢復係數等撞擊材料特性。 

實驗測試的結果是藉由統計分析的方法，使用 SPSS 

10.0 統計分析軟體，利用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顯著

水準為 0.001，分析撞擊力量、撞擊接觸時間、恢復

係數等撞擊特性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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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平均撞擊力量（kgf） 

:m 棒球球體質量（g） 

:a 撞擊加速度（m/
2s ） 

:0v 棒球撞擊前速度（m/s） 

:1v 棒球撞擊後速度（m/s） 

t∆ :撞擊接觸時間（s） 

参、結果與討論 

測試結果(表 1)得知，發現不同材質的撞擊力量、恢

復係數、接觸時間隨之不同，在顯著相關水準為 0.001

時，比較兩種材料撞擊表現的相關性發現(表 2)，撞

擊力量與接觸時間呈負相關，撞擊力量與恢復係數呈

正相關，恢復係數與撞擊時間呈負相關。 



   運動生物力學研究彙刊（二） 

 50

實驗結果顯示，一般 EVA 材料雖然能有效的降低撞擊

力量，但是恢復係數較高，其球回彈速度較快；而護

具 EVA 材料，能有效降低撞擊力量，增加接觸時間，

降低恢復係數，根據實驗結果數據，推斷護具 EVA 材

料為有效的避震材料，能達到降低撞擊力量、增加球

的接觸時間、降低球的回彈速度，應該可以做為棒球

捕手的護胸的材料，提高捕手的安全與保障。 

肆、結論與建議 

避震材料對於護具的發展佔有很重要的地位，目前護

具的發展趨勢，紛紛要求重量輕，避震功能與耐衝擊

功能佳的訴求，現有的棒球護具都是使用 EVA 材質，

其材料特性為在一定的外部條件下，可以使之變形達

到固定的形變，當外部條件解除時，能恢復至初始形

狀的聚合物（韋復海等人 2004）；經過測試後得知，

護具 EVA 的撞擊表現特性較一般 EVA 材質佳，所以目

前使用的護具 EVA 材料，其撞擊特性表現佳，應能作

為棒球護具的材料，希望本研究的結果可以提供科學

證據給棒球護具的製造商做為製作棒球護胸材料的

參考依據，並增加棒球選手的安全性與減少守備的壓

力。 

 
圖 1.撞擊實驗設備架設    

表 1 避震材料測試結果 

材料 撞擊力量

(kgf) 

恢復係數 接觸時間(ms)

一般 EVA 305.70(7.6) 0.605(0.006) 2.21 

護具 EVA 147.62(2.2) 0.496(0.011) 3.90 

鋼板 573.22(27.7) 0.539(0.004) 1.08 

表 2 不同避震材料之撞擊特性 

相關

1.000 -.995** -.999**
. .000 .000

10 10 10
-.995** 1.000 .995**
.000 . .000

10 10 10
-.999** .995** 1.000
.000 .000 .

10 10 10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數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數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數

接觸時間

恢復係數

撞擊力量

接觸時間 恢復係數 撞擊力量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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