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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運動員檢測之精密度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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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力量吸收( 55KA )的檢測儀器人工運動員(Artificial Athlete)，實驗中在規定誤差範圍內對於檢測

結果之精密度的影響，並探討德國規範 DIN-18032-2 的誤差許可範圍是否合理。不考慮摩擦力,空氣阻力.....等有非保守

力的狀況，整個系統為機械能守恆作物理以及數學的理論分析找出受測地板力量吸收(Force Reduction)的廣義函數，以討

論力吸收、質量、落下高度及彈性係數之間的關係，再分別探討質量、落下高度及彈性係數有微小誤差三種不同狀況。由

本研究結果顯示落下重物質量誤差 1%時，所測出的數據誤差值為 0.543%；彈簧彈性係數以及重鎚落下高度誤差 1%時，受測

表面力量吸收誤差值為 0.485%。可以發現當質量以及落下高度在誤差範圍內，對實驗數據的影響僅約 0.2%，所以 DIN18032-2

的誤差規範是合理而能被接受的，而彈簧的彈性係數合法誤差範圍為 3%，所造成的檢測數據許可誤差百分比約為 1.5%，影

響較大。但是因為相較於落下質量或是高度，要製作出精確彈性係數的彈簧非常不容易。所以以實際狀況來說 3%的誤差範

圍是合理的。而這也說明在實驗過程當中，誤差仍是符合規範的。 

關鍵字：人工運動員、力量吸收、精密度 

 

壹、前言 

台灣目前正積極研究、訂定運動表面檢測規範，進行

國內各運動場地表面的檢測，希冀能跟上國際腳步。

除了提倡運動風氣外也能設法提升運動員的表現以

及保護選手們免於運動傷害。運動場表面是體育場館

設施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體育木質地板的功能性

表現在下列幾個方面：1.體育館專用木質地板的保護

功能。它是一種不同於普通木地板的專業功能性地

板。人在運動時形成的衝擊作用到木質地板時會產生

震動(B. M. Nigg)，體育木質地板的結構必須具備震

動吸收的功能。體育木質地板的保護功能還包括木質

地板材質的選擇，必須選擇軟硬適中、變形量小的特

性，以防止對運動員關節及皮膚的傷害，。此外，對

運動員表現的穩定性也得到了重要的保證，所以測量

運動表面力量吸收是檢測重要的一環。2.體育專用木

質地板的運動功能。室內球類運動比賽規則要求，藉

助地面進行體育比賽或訓練，如籃球等球類運動的起

跳動作和球體的彈性，木板材質籃球場的反彈高度除

以水泥地的反彈高度之平均反彈率至少應為 90%以

上。3.體育專業木質地板的技術功能。體育專業木質

地板的承重負荷及使用壽命必須達到比賽及訓練的

要求，如活動籃球架及相關體育設施在木質地板上移

動時，木質地板的表層或結構不能因此而遭到破壞，

這就是 DIN 標準所描述的滾動負荷標準。然而實驗過

程中，不論是多精密的儀器及謹慎的實驗過程，誤差

都是不可避免的。但是我們應該盡量將誤差減到最

低，力求數據的準確度。所以了解檢測過程中，每個

物理量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影響程度是很重要的。此

篇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力量吸收的檢測儀器人工運

動員在實驗中每個物理量在規定誤差範圍內對於檢

測結果的影響並探討 DIN18032-2 的誤差許可範圍是

否合理。 

貳、研究方法 

建立人工運動員的簡易模型如下圖，以物理以及數學

的理論，利用力分析、能量…等概念找出受測地板力

量吸收 f 的廣義函數 ),,( hkmf 以討論力量吸收、重

錘質量、彈簧彈性係數以及重錘落下高度之間的關

係。 

 

f :運動表面在人造運動員的衝擊下的力量吸收，

Newton 

x 

k

h 

m 



運動生物力學研究彙刊（二） 

 147

m : 人 造 運 動 員 的 重 錘 質 量 ， 20 ± 0.1 kg 

(DIN18032-2) 

k :彈簧的彈性係數，2000 ± 60 N/m(DIN18032-2) 

h :落下重錘的高度，0.055 ± 0.0025 m(DIN18032- E
能量，焦耳 (Joule) 

g :重力加速度，m/sec
2
 

x :重物落下時的彈簧最大壓縮量，公尺 

不考慮摩擦力，空氣阻力等非保守力。在理想狀態

中，整個系統為機械能守恆。 

從能量觀點 

22/1)( kxxhm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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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列式子可以推導出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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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子中 ± 只取正號，因為負號的物理意義圍彈簧受

力後， 所能達到的最高點，而研究需要的是彈簧壓

縮的最低點，所以負號不符合條件。 

受測表面力吸收 f 的廣義函數: 

kxmgf +=  

→
2/122 )2( kmghgmmgmgf +++=  

→
2/122 )2(2 kmghgmmgf ++=  

再分別探討 ),,( hkmmf ∆+ ; ),,( hkkmf ∆+ ; 

),,( hhkmf ∆+ 三種不同狀況.  

m∆  : 落下重物質量的微小誤差值,kg 

k∆ : 彈簧彈性係數的微小誤差值, Newton / m 

h∆ : 落下高度的極小誤差值,m 

参、結果與討論 

(1)落下重物質量誤差與檢測數據 f 的關係： 

將 mm ∆+ 代入力吸收函數中，推導出 ff /∆ ，經由

數學計算可以知道 mmff /543.0/ ∆≈∆ 。即 當 落

下重物質量誤差 1%時，所產生的力，所測出的數據誤

差值為 0.543%。 

(2)重物落下高度與檢測數據 f 的關係： 

將 hh ∆+ 代入函數求 ff /∆ ，經由數學計算可以知

道 hhff /485.0/ ∆≈∆ 。即落下重物高度誤差 1%

時， 所測出的數據誤差值為 0.485%。 

(3)彈簧彈性係數與檢測數據 f的關係 

將 kk ∆+ 代入函數中。可以推導出

kkff /485.0/ ∆≈∆ ，當彈簧彈性係數誤差 1%時， 

所測出的數據誤差值為 0.485%。在 DIN18032-2 的檢

測規範中允許落下質量範圍為 20 ± 0.1 kg 在 0.5%，

所以在質量的誤差範圍之中，質量誤差對於檢測數據

的影響是非常小的，大約只有 0.272%。落下高度誤差

許可範圍為 0.055 ± 0.0025 m，約是 0.45%左右的誤

差。在誤差許可範圍之下，高度誤差對檢測數據的影

響約為 0.220%。彈性係數的規範為 2000 ± 60 N/m， 

允許有約 0.45%左右的誤差。在誤差範圍之下，高度

誤差對地面力吸收的影響約為 1.455%。 

肆、結論與建議 

綜合以上計算結果可以發現： 

(1) 質量以及落下高度的誤差在 DIN 的公差範圍內，

對實驗數據的影響僅約±0.2%，所以 DIN18032-2 的公

差規範是合理而能被接受的；在規範方面，雖然這兩

項參數在許可範圍內並不會對檢測結果造成太大的

影響，這兩項變因以現實狀況考量仍較彈性係數容易

控制，所以在實驗過程中仍需小心控制以求實驗的精

準。 

(2)彈簧的彈性係數合法誤差範圍為±3%，所造成的檢

測數據允許誤差百分比約為±1.5%，影響較大。但是

相較於重錘質量或是落下高度, 要將彈簧彈性係數

調整到非常精確實屬不易。所以考量實際狀況，3%的

誤差範圍是可以被接受的。所以建議在作運動表面檢

測時，彈簧的彈性係數所造成的檢測數據誤差應被包

含在數據分析考量中。而這也說明在實驗過程當中，

誤差是難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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