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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研究以撞擊器連續撞擊慢跑鞋來模擬長期使用的情形，發現慢跑鞋會產生結構上的衰退，導致避震能力的降低。但運動

鞋避震能力的差異，在材料測試與人體測試卻會有不同的結果。本研究以人體測試為主，輔以材料撞擊測試，來觀察慢跑鞋

經長時間使用後其避震能力之變化。5名有慢跑習慣的受試者，各有一雙慢跑鞋作為測試鞋，進行每週 2次、30分鐘的慢跑。

慢跑鞋每累積 50公里，便進行材料撞擊測試，以最大負荷率來評估避震能力的變化。結果顯示慢跑鞋的避震能力在經過跑步

累積 200-250公里後，與初次檢測的結果並無明顯的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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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政府努力推動全民健康運動，國人健康

管理的概念也越來越被重視，而快走和慢跑是一般民

眾最常選擇的運動項目。雖然快走、慢跑有助於體能

和健康的維持，但大部分人卻不見得了解如何選擇適

當的運動鞋，也不清楚過多久需要換一雙新的運動

鞋。過去的研究發現(V erdejo and M ills, 2004a)，隨著

跑步距離增加運動鞋 EV A 發泡材質的吸震能力將持

續減小。鞋底經過長時間撞擊，會使中底產生結構上

的衰退，導致避震功能減低(Schw anitz and O denw ald,

2008)。但大部分研究多僅限於以撞擊器連續撞擊的

方式來模擬長期使用的情形，若想了解慢跑鞋在長期

使用情形下的避震能力變化，還是以人體實際使用較

為適合。在 M cN air and M arshall (1994) 的研究中指

出，即使運動鞋在材料測試結果顯示避震能力有明顯

的差異，但在人體測試的結果運動鞋的避震效應卻沒

有明顯不同。因此，本研究擬以人體測試為主，輔以

材料撞擊測試來評估慢跑鞋在長時間的使用情形下

避震能力是否發生改變。

貳、研究方法

(一)受測鞋

本研究使用一款市售慢跑鞋 (N ike, air shox) 共

有 6雙，其中 5雙由 5位受試者穿著，1雙為對照組。

受測鞋皆在未檢測前進行編號，未檢測或使用時則放

置於恆溫恆濕(溫度 25℃，相對溼度 50% )的環境中。

對照組的慢跑鞋僅做定期的材料撞擊，平時置於防潮

箱並不為受試者使用。

(二)受試者

5名有慢跑習慣的受試者，基本資料如表一。每

位受試者各有一雙慢跑鞋，作為其測試時穿著的鞋

子。本研究經成功大學附設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審核

通過，每位受試者在試驗前皆須填寫人體試驗同意

書。

表一：受試者基本資料

受
試
者

性
別

年齡
(歲)

身高
(公分)

體重
(公斤)

鞋號
(U S)

跑步
速度
(公里/
時)

S1 女 21 161 52 6.5 10

S2 男 24 178 70 10.5 10

S3 男 29 171 61 9 8.5

S4 男 25 180 70 9.5 10

S5 男 23 165 62 8 10

(三)實驗方式

1.慢跑鞋多次長期使用

每雙慢跑鞋進行完材料撞擊測試後，便開始進行

長期使用的試驗。每位受試者必須每週 2次至本校健

康休閒中心，並在跑步機上(SportsA rt6310)進行至少

30分鐘的慢跑。每一次運動，必須記錄運動的時間、

距離及速度。

2.慢跑鞋定期避震功能檢測

每一雙慢跑鞋每累積跑步距離 50 公里後，立即

對該慢跑鞋進行避震功能材料撞擊測試，以不同撞擊

能量 (0.61~6.08joule) 撞擊鞋底，並由 AM TI 測力板

(1000H z)所測得地面反作用力的最大負荷率，來評估

慢跑鞋避震能力的變化。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 M atlab7.0軟體分析測力板訊號，計算最

大負荷率值，以截取頻率為 100H z的低通濾波器去除

雜訊。每種撞擊能量各測試 5次，除去 2個極端值後

取最大負荷率值的平均數。

參、 結果與討論

每一雙受測鞋在每累積 50 公里後進行材料撞擊

測試，至目前的分析結果如圖一至圖五。第一至第四

位受試者跑步累積 250公里，第五位受試者跑步累積

200 公里。從圖中發現每一雙受測鞋隨著跑步距離的

增加，在不同撞擊能量下的最大負荷率值，並無明顯

變大的趨勢。

肆、結論與建議

研究結果顯示，慢跑鞋的避震能力在受試者跑步

累積至 200-250 公里後相較於最初的狀態沒有明顯的

變化。在 Verdejo and M ills(2004b) 研究中，以電子顯

微鏡觀察運動鞋在跑步距離 500公里和 750 公里時，

鞋底材質會產生結構的衰退。至目前為止，本研究受

試者所跑的累積距離最多僅 250公里，在相對較短的

跑步距離後，受測鞋避震能力顯示沒有明顯的變化。

圖一 第一位受試者在不同跑步距離後，不同撞擊能

量下最大負荷率的變化

圖二 第二位受試者在不同跑步距離後，不同撞擊能

量下最大負荷率的變化

圖三 第三位受試者在不同跑步距離後，不同撞擊能

量下最大負荷率的變化

圖四 第四位受試者在不同跑步距離後，不同撞擊能

量下最大負荷率的變化

圖五 第五位受試者在不同跑步距離後，不同撞擊能

量下最大負荷率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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