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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過去研究常以撞擊器在短時間內連續撞擊

慢跑鞋中底樣本，來模擬長期使用的情形，結果

發現慢跑鞋在連續衝擊後會產生結構上的衰

退，因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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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目在觀察慢跑鞋經長時間使用後

其避震能力之變化。一名有慢跑習慣的受試者穿

著一款市售慢跑鞋，每週 1~2 次在跑步機上以 10
公里/小時的速度慢跑。慢跑鞋每累積 50 公里，

便進行材料撞擊測試，以地面反作用力峰值來評

估避震能力的變化。結果顯示累積跑步距離至

600 公里時，隨著跑步距離的增加，撞擊力峰值

有增加的趨勢；但 600 至 900 公里卻有下降的現

象，造成此現象的原因可能是慢跑鞋鞋墊或鞋底

的磨損變形，導致撞擊測試時減緩衝擊的力量。

而從對照鞋的測試結果，推估慢跑鞋使用初期避

震能力的衰退，主要是由放置時間所造成。 
 

關鍵詞：跑步機慢跑、撞擊測試、人體測試 
 
Abstract 
 

In the past research to simulate the long-term 
behavior of running shoes with an impact testing 
method, it has been found that structural degrading 
of sports shoes caused cushioning ability reduc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ushioning abilities of running shoes after long term 
use. One subject wore a pair of new Nike air-shox 
shoes and did thirty minutes of treadmill running 
once or twice a week. The ground reaction forces 
were measured by impact testing every fifty 
kilometer running distance after.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ed that the impact force peaks increased 
as running distance increased until running distance 
of 600 km. However, the force peak has a decline 
phenomenon from 600 to 900 km. The impact 
testing result of the control shoe showed that the 
initial attenuation of running shoes cushioning 
ability may be attributed to age of the sh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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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過去關於觀察慢跑鞋經長期使用後其避震

能力變化的研究可分為兩種方式探討，一種為材

料測試，以單一撞擊能量、頻率，在短時間內連

續衝擊受測樣本，來模擬人體長期的使用。結果

發現慢跑鞋經長期使用後中底材質結構會遭受

到破壞，導致其避震功能減低 (Verdejo and Mills, 

2004a ; Wilson, 2007 ; Schwanitz and Odenwald, 
2008)。另一種為人體測試，以觀察材料結構的改

變(Verdejo and Mills, 2004b)，運動學的調整(Kong 
et al., 2008)，或是以足底壓力(Clowers et al., 2004)
來推論其直接或間接對慢跑鞋避震能力的影

響。而本研究則是結合人體測試與材料測試，經

由累積不同跑步距離後對慢跑鞋進行不同撞擊

能量的撞擊測試，來瞭解慢跑鞋在不同撞擊能量

下的避震能力。 
 

三、研究方法 
 
(一) 受測鞋 

本研究使用一款市售慢跑鞋 (Nike, air shox 
318684-142，圖一)，受測鞋和對照鞋各一雙，在

未檢測或使用時皆放置於恆溫恆濕(溫度 25℃，

相對溼度 50%)的環境中。 

 

圖一、研究所使用的受測鞋 



(二) 研究對象 
受試者為一名有慢跑習慣的女性受試者(年

齡：22 歲，身高：161 公分，體重：52 公斤，跑

步速度：10 公里/小時)。本研究經成功大學附設

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審核通過，受試者在試驗前

須填寫人體試驗同意書。 

 
(三)實驗方式 
1. 慢跑鞋多次長期使用 

受試者每週 1~2 次至本校健康休閒中心，在

跑步機上(SportsArt6310)進行至少 30 分鐘的慢

跑，並記錄每一次運動的時間和距離。 
2. 慢跑鞋定期避震功能檢測 

受測鞋在每累積跑步距離 50 公里後，便進行

撞擊測試，以不同撞擊能量(0.61~6.08 joule) 撞
擊鞋底，並由 AMTI 測力板 (1000Hz)所測得地面

反作用力的撞擊力峰值，來評估慢跑鞋避震能力

的變化。對照鞋則每三個月進行避震功能撞擊測

試，同樣紀錄其撞擊鞋底所產生的地面反作用力

峰值。 
3. 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 Matlab7.0 軟體分析測力板訊號，先

以截取頻率為 100Hz 的低通濾波器去除雜訊後，

計算垂直地面反作用力峰值。每種撞擊能量各測

試 5 次，除去 2 個極端值後求平均。統計分析則

分析受測鞋最初與每累積 100 公里跑步距離後的

材料測試中，在十種不同撞擊能量下所產生的撞

擊力峰值是否有差異。利用 SPSS17.0 軟體進行

單因子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 (one-way repeat 
measured ANOVA)，顯著水準訂為α=0.05，以

Bonferroni 進行事後多重比較。 
 

四、結果與討論 
 

受試者在經過 17 個月的實驗期間，累積跑步

距離達 900 公里（圖二）。而在累積 900 公里跑

步距離過程中，受測鞋避震能力變化的結果則呈

現於表二(僅列出 0, 200, 400, 600, 800, 900km 的

結果)。隨著撞擊能量增加，撞擊力峰值同樣也隨

之增加；而隨著累積跑步距離的增加，卻發現在

0 至 600 公里之間有逐漸增加的趨勢，但在 600

公里後，卻出現減少的現象。此現象在一些撞擊

能量下有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p<.05)。而在累積

跑步距離到 600 公里時，撞擊力峰值平均大約增

加了 14.6%。而造成 600 公里後撞擊力峰值下降

現象的原因可能是受測鞋在累積長距離跑步

後，因鞋墊或外底的磨損變形，造成撞擊器衝擊

鞋底的時間增長，減緩了衝擊的力量。但是本研

究僅為單一受試者的結果，此現象是否普遍發生

在所有跑者或其他的慢跑鞋上，必須有後續的研

究來證明。 
過去關於觀察慢跑鞋經長期使用後其避震能

力變化的研究，大都是以單一撞擊能量、頻率，

在短時間內連續衝擊受測樣本，來模擬人體長期

的使用(Verdejo and Mills, 2004a ; Wilson, 2007 ; 
Schwanitz and Odenwald, 2008)。本研究的結果發

現在累積跑步距離達 600 公里時，撞擊力峰值平

均大約增加 14.6%，明顯低於過去材料衝擊測試

的結果。由於過去的研究是在短時間內連續衝擊

受測材料樣本，材料本身沒有恢復的時間，而本

研究受測鞋是在 17 週內完成 900 公里的跑步距

離，未使用時鞋底材料有充足的時間恢復吸震能

力，加上本研究是以成品鞋測試，因此在長期使

用後撞擊力峰值並沒有明顯增加。 
對照鞋的材料測試結果，經過 12 個月定期追

蹤不同撞擊能量下力量峰值的變化，發現隨著放

置時間的增加，有隨之增加的現象(表一)，約增

加了 4.2%。過去研究發現環境的溫度會影響慢跑

鞋的避震能力 (Kinoshita and Bates, 1996；Dib et 
al., 2005)。本研究為了排除環境對慢跑鞋避震能

力的影響，所以在研究期間都將慢跑鞋放置在恆

溫恆濕的環境中，所以在扣除掉環境對慢跑鞋避

震能力的影響下，對照鞋在材料測試中的撞擊力

峰值仍有逐漸增加的現象。雖然對照鞋力量峰值

增加的大小，相較於受測鞋累積到 600 公里跑步

距離要少，但其差異都小於 30 N。因此，對於造

成慢跑鞋避震能力衰退的原因，除了慢跑鞋的累

積使用外，應要考慮鞋子時間折舊的因素。在

Taunton et al. (2003) 研究中，也提到慢跑鞋的鞋

齡與運動傷害的發生是有關的。 
 



五、結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此一女性受試者在長期使

用慢跑鞋並累積跑步距離至 900 公里後，撞擊測

試所測得力量峰值隨著跑步距離增加而持續增

加至 600 公里，但 600 公里後卻有減少的現象，

造成此現象的原因可能是慢跑鞋鞋墊或外底的

磨損變形所導致，但是否適用於其他跑者或慢跑

鞋，必須要有更深入的研究。對照鞋在控制的環

境下經 12 個月的放置後，同樣出現撞擊力峰值

增加的趨勢，顯示放置時間可能是慢跑鞋使用初

期避震能力衰退的原因之一。本研究是探討一般

休閒跑者在跑步機上進行長期的慢跑後，慢跑鞋

避震能力的變化，研究結果並不適用於一般地面

上運動的慢跑鞋。 
    本研究受測鞋在經過 900 公里的使用後，避

震能力並沒有出現很明顯的衰退現象。因此對每

週 1 至 2 次從事跑步機運動的跑者，建議可準備

一雙跑步機運動的專用慢跑鞋，如此除可延長慢

跑鞋的壽命外，在長時間使用後也能保持避震能

力不會有明顯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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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受試者完成不同累積跑步距離的平均週數 

 
表一、對照鞋經 12 個月放置後，在不同撞擊能

量下的撞擊力峰值平均數與標準差 

撞擊能量

(joule) 
最初 12 個月 

0.61 216.9 (2.2) 231.4 (1.3) 
1.22 369.2 (10.6) 385.6 (2.3) 
1.82 482.2 (14.6) 511.7 (6.0) 
2.43 578.1 (3.0) 604.8 (1.4) 
3.04 653.1 (1.3) 692.7 (1.0) 
3.65 737.4 (5.2) 757.4 (4.1) 
4.26 795.9 (9.5) 828.4 (3.2) 
4.87 866.7 (10.8) 896.5 (4.3) 
5.47 927.8 (15.2) 947.6 (2.2) 
6.08 980.7 (2.9) 1020.4 (2.3) 

單位: N 

 



 

表二、受測鞋在累積不同跑步距離後，不同撞擊能量下的撞擊力峰值平均數與標準差 

撞擊能量

(joule) 
0 km 
(◇) 

200km 
(▲) 

400 km 
(☆) 

600 km 
(●) 

800 km 
(＊) 

900 km 
(■) 

0.61 
132.9☆●＊ 

(4.2) 

220.5 

(24.3) 

224.7◇＊■ 

(1.1) 

222.7◇＊■ 

(1.1) 

188.9◇☆●■ 

(1.4) 

173.9☆●＊ 

(2.7) 

1.22 
295.8 

(4.4) 

333.8■ 

(5.2) 

347.6＊ 

(2.5) 

342.9 

(1.4) 

320.9☆ 

(3.6) 

276.6▲ 

(8.5) 

1.82 
401.0 

(12.4) 

438.5 

(3.8) 

468.5＊■ 

(2.6) 

461.4 

(7.7) 

427☆ 

(1.1) 

423.0☆ 

(2.3) 

2.43 
492.2● 

(4.5) 

551.5 

(1.6) 

565.1 

(4.7) 

563.2◇＊■ 

(3.0) 

528.8● 

(0.8) 

516.4● 

(4.0) 

3.04 
587.5▲☆●＊ 

(2.4) 

654.4◇ 

(4.7) 

656.1◇ 

(3.3) 

662.6◇ 

(3.1) 

637.4◇ 

(3.1) 

633.2 

(7.8) 

3.65 
684.0☆●＊ 

(5.6) 

734.2 

(5.4) 

732.2◇■ 

(1.7) 

742.3◇ 

(6.1) 

737.7◇ 

(5.9) 

695.6☆ 

(0.3) 

4.26 
749.7●＊ 

(3.2) 

803.1 

(3.6) 

802.9 

(5.2) 

844.9◇ 

(6.4) 

812.7◇ 

(1.6) 

789.0 

(7.2) 

4.87 
799.0 

(12.6) 

836.9 

(9.0) 

866.3 

(4.3) 

899.8 

(4.3) 

883.6 

(4.9) 

858.9 

(6.5) 

5.47 
862.9▲☆●＊■ 

(5.7) 

930.8◇ 

(7.0) 

943.2◇● 

(3.3) 

996.6◇☆＊■ 

(4.6) 

964.1◇●■ 

(2.8) 

921.2◇●＊ 

(0.3) 

6.08 
943.0 

(11.3) 

1005.5 

(6.2) 

1008.3● 

(3.0) 

1061.9☆＊■ 

(2.9) 

1021.3● 

(1.3) 

1027.7● 

(3.4) 

單位: N 

◇: 代表與 0 km 間有顯著差異(P<0.05)     ▲: 代表與 200 km 間有顯著差異(P<0.05) 

☆: 代表與 400 km 間有顯著差異(P<0.05)   ●: 代表與 600 km 間有顯著差異(P<0.05) 

＊: 代表與 800 km 間有顯著差異(P<0.05)   ■: 代表與 900 km 間有顯著差異(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