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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籃球浮式木質地板地對運動表面檢測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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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目前室內木質籃球地板檢測，可分為現場檢測及小型試片送至實驗室檢測，本研究目的針對實驗室所檢測木地板的試

片，在 DIN 規範中規定很多檢測點，我們希望減少測試點，來達到有效省時省力的方式檢測。本實驗之方法是參考 DIN 所

規定之標準進行檢驗，利用球體反彈率測試儀及人造運動員等兩項儀器進行測試，由測試結果可知，球體反彈率數值均合

乎標準值，而力量吸收部份皆低於標準值，根據力量吸收測試數據，在枕木結構附近的測試點，其力吸收數值皆呈現較低

的數值，而在兩個枕木結構間距的測試點，其力量吸收數值較高，由於在測試木質地板時，橡膠墊片的軟硬對於力量吸收

是有一定的影響，未來在挑選結構上的測試點時，針對橡膠墊片的彈性係數也是所要考慮之條件，如此才能控制木板結構

本身的強度以及橡膠墊片彈性的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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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場精采的運動比賽除了有專業的技術表現之外，運

動場地也是另外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良好的場地環

境，不僅可以保護球員的安全，也可以幫助選手專注

於比賽表現 Nigg and Kerr（1993）。詹迪光及相子元

（1998）針對室內的球場 PU 運動場及水泥地板作研

究，利用避震能力、反彈能力及摩擦力測試分析來評

估不同表面的籃球地板特性。參考國內外的資料得

知，評估籃球場的表面特性是以避震能力、反彈能力

及摩擦力測試等為主要檢測項目。目前國際籃球標準

比賽場地是以木質地板為主，以浮式單樑結構為例，

其在底層鋪設枕木，枕木下裝置橡膠墊片，進行球體

回 彈 率 （ Ball Rebound ） 及 力 量 吸 收 （ Force 

Reduction）特性的檢測，不同的檢測點與浮式結構

排列的關係應該會對於球體回彈率及力量吸收造成

影響，本實驗將參考 DIN 標準選取 7 點，了解 BR 與

FR 與浮式結構的排列關係，並探討不同測試點與浮式

結構的關係。 

貳、 研究方法 

本研究參考 DIN18032-2 標準，自行製作 800mm×800mm

浮式結構木板地，枕木下每間隔 30 公分放置的橡膠

墊片結構為測試體，其測試使用儀器為球體回彈率測

試儀和人造運動員測試儀兩種做為檢測器材，參考

DIN 標準選取 7 點為測試點，每點測試 5 次，其測試

方法分為球體回彈率測試與人造運動員力量吸收能

力測試兩種。 

（一）球體回彈率測試 

依據 DIN18032-2   標準球體回彈率測試儀的測量

方式，是將球體底部從距離地面 1.8 公尺的高度落

下，球體底部的回彈高度為 1.3 公尺，作為球回彈力

的測試指標，以水泥地板的回彈高度作為基準值，檢

測木質地板的回彈率是否達到水泥地板的回彈率的

90%（1.17m）以上。其計算公式如下： 

BR＝（HR test /HR rigid ）×100﹪ 

BR：回彈高度，以百分比表示。 

HR test ：為測試地板的回彈高度，單位 m。 

HR rigid 為水泥地的回彈高度，單位 m。 

（ 二  ）力量吸收測試 

依據 DIN18032-2 依據人造運動員（su3）測試儀的測

量方式，將儀器放置在測試點上方，利用 20 公斤的

重量塊，距彈簧 55mm 的高度，落下撞擊彈簧（彈性

係數 2000N/mm）垂直作用到檢測點，以水泥地板的力

量吸收（Force Reduction，FR）作為基準值，檢測

木質地板的力量吸收是否為水泥地板 53%以上。其計

算公式如下： 

FR ref ＝(1- F 1max / F 2max )×100﹪ 

F 1max 為測試場地產生的力量，單位 N 。 

F 2max 為水泥地產生之力量，單位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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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 ref 又稱 KA55值愈大，運動表面對於力量吸收較佳，

反之亦然。 

 

圖一、參考 DIN 標準選取 7點 

參、 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測試結果整理數據如表一所示，經由 7 個測試點，

得知本研究的木質地板結構其回彈率數值均合乎標準值，

而力量吸收數值部份皆低於標準值。下列分別就其檢測項

目加以說明： 

表一、DIN7 點回彈率（BR）及力量吸收 （FR）值 

 BR FR 

1 1.29±0.029 31.36±7.93

2 1.198±0.029 43.88±7.93

3 1.28±0.029 40.5±7.93 

4 1.264±0.029 47.84±7.93

5 1.263±0.029 44.12±7.93

6 1.257±0.029 45.36±7.93

7 1.238±0.029 40.78±7.93

（一）球體回彈率 BR 值 

DIN 標準值規定面彈性支撐（Area Elastic Sport）木質  地

板之 BR 值須大於 90%（1.17m）才合格，本研究所有檢測點，

其測量結果均符合 DIN 的規定。就測試點位置加以討論發

現，第一點的數值最好（位於枕木結構上）；第二點的回彈

率最差（位於兩個枕木的中間），其數據顯示結構強度會對

於回彈率數值造成影響。 

（二 ）力量吸收 FR 值 

DIN 標準值規定 FR 值須大於 53%，本研究結果得知其 FR 值

皆低於 53%，所有點皆不合格。就測試點位置加以討論發

現，第一點的數值最低，代表力量衰減最少，結構的

強度較好；第四點的數值最高，代表力量衰減，結構的強

度較差。 

肆、 結論與建議 

根據實驗結果得知，測試點的實驗數據球回彈率測試

數據大致上合乎實驗的預期，由此數據觀察，具良好

結構支撐處其球體反彈率通常是符合規定，但因其支

撐較硬，力量吸收反而不足，因此，良好支撐首應注

重力量吸收 FR 之檢測。反過來說，支撐處較軟，球

體反彈率不足，要加強 BR 之檢測，根據結構排列的

位置有所差異，但是由理論推測上第四點位置的數值

應為最差，但是實驗結果呈現第二點的數值最低，這

與預期有些差異，推論可能是木質地板施工時，所造

成的實驗誤差；根據力量吸收測試數據，在枕木結構

附近的測試點，其力量吸收數值皆呈現較低的數值，

而在兩個枕木結構間距的測試點，其力量吸收數值較

高，數據都合乎結構強度的排列。未來建議，在測試

木質地板時，可以挑選在枕木結構上的點加強力量吸

收FR之檢測與結構間距的點加強球體回彈率BR之檢

測來作為測試點，也可以考慮將枕木下的彈性墊片改

成彈性係數高的墊片，讓枕木處結構 FR 值合格其如

此一來就可以得知結構強度所造成球回彈率與力量

吸收特性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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