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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比較不同兩種鞋款，在下

蹲跳與離地 40 公分處自由落地，其避震能力之

間的影響性。本研究以三位大專男性為受測對

象，各以 Nike 和 Adidas 兩雙作為測試鞋，鞋號

大小為九號，並使用 AMTI 三軸測力板(取樣頻

率 2000Hz)，Medilogic 足底壓力測量系統(取樣

頻率 50Hz)，測試兩款測試鞋避震能力。結果顯

示下蹲跳與離地 40 公分處自由落地兩種動作模

式下，Adidas 的避震能力與應力分散情況比 Nike

來的好。未來設計避震功能及分佈上，能夠依照

球員位置、需求不同作設計，不僅減少傷害的發

生，進而增進運動表現的能力。 

關鍵詞：籃球鞋、避震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mpare the 

two kinds of shoes, the impact of cushioning 

absorption between the Counter Movement Jump 

and 40 cm free from the ground floor. In this 

study,subjects are three college men  , testing 

shoes are Nike and Adidas , shoes size 9 and using 

three axonometric AMTI force plate (sampling 

frequency of 2000Hz), and Medilogic plantar 

pressure measurement system (sampling frequency 

50Hz) to test cushioning of  these two testing 

sho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MJ and 40 cm 

from the ground floor of two free movement mode, 

Adidas's Cushioning and dispersion of stress are 

better than Nike. Designing Cushioning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future can be in accordance with  

players position and different needs for the 

design.These not only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injury, but also can improve sport performance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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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籃球運動是國內是相當熱門的項目，然而從

事籃球運動，一雙合適的球鞋是必要的[1]。籃球

運動有許多跳躍動作，例如：投籃、上籃、搶籃

板等皆需跳躍動作。當人體由起跳至落地時，接

觸地面時會產生地面反作用力，而這些反作用力

必須由下肢肌肉及骨骼系統來吸收掉。因此，當

反作用力大於人體肌肉與骨骼系統所能承受的

限制，容易對人體下肢造成運動傷害，最常見的

有膝關節、踝關節和脛骨的傷害[2]。籃球鞋應具

備避震功能、穩定作用、止滑作用及能量反彈四

種特性。避震功能可分為結構性、材料性兩種。

結構性如蜂巢結構、拱型結構。材料性如氣墊、

吸震膠。籃球鞋的避震能力，依 ASTM 定義為：

「藉外力作用時間的增長，使降低撞擊力峰值的

能力」。因此，不論是材料測試或是人體測試，

都是以垂直方向地面反作用力的撞擊力峰值或

負加速度峰值來作為評估的指標。因此，運動鞋

具有較佳的避震功能，可以減低下肢傷害的發生

[3]。 

    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是使用市面上兩款籃

球鞋，比較這兩款球鞋的避震能力與應力分佈情

況，對於籃球鞋未來設計方面，避震與應力分佈

之間的影響性。 

 

三、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以三位大專男性 (身高 171±1 公

分；體重 72±8 公斤；年齡 25±1 歲)作為受試對

象，且下肢半年內無神經、肌肉及骨骼系統相關

症狀。本研究以 Nike 和 Adidas(圖一)兩雙目前

市面上受歡迎的鞋款為受測鞋，鞋號大小為九

號，並使用 AMTI 三軸測力板 (取樣頻率

2000Hz)，以擷取垂直地面反作用力，再匯入

Motion Analysis 軟體來分析，將所得結果利用標

準化(normalization)比較，測量值皆以體重的倍

數值(BW)表示。Medilogic 足底壓力測量系統(取

樣頻率 50Hz)，擷取垂直地面反作用力，以

Medilogic 足底壓力測量系統分析應力分佈情況

與最大應力。 

 
圖一 Nike 和 Adidas 測試鞋 

本研究主要請受試者做兩種不同下肢動作，第一



種動作為下蹲跳(CMJ)方式，受試者雙腳會踩進

測力板內，聽到指令後盡自身最大力量下蹲跳，

雙腳落下區域要在測力板內，才算是一次有效的

測試。第二種動作為站立於離地面 40 公分高的

測試平台，並站在測試平台邊緣，左腳伸直右腳

往前伸出測試平台，著地時雙腳落在測力板上，

並保持身體平穩直到站立姿勢(圖二)。 

 
圖二 下蹲跳和 40 公分處自由落地 

實驗步驟是受試者都先穿 Adidas 球鞋進行下蹲

跳和自由落地兩種動作各三次後，再穿 Nike 球

鞋進行下蹲跳和自由落地兩種動作，各收取三次

測力板訊號與足底壓力訊號，作為避震與應力分

佈之間的評估指標。 

    主要分析兩種動作的垂直方向地面反作用

力(Fz)與應力分佈情況，分別探討兩種動作不同

鞋款下，避震能力與應力分佈情況。 

 

四、結果與討論 

    由測力板所量得正向力(Fz 值)，可得知當動

作的 Fz 值越大時，避震功能就越重要[6]。在下

蹲跳與自由落地的動作模式當中(圖三)，下蹲跳

時 Nike 的 Fz 值為 5.69%比 Adidas 的 Fz 值為

5.42%來的大，而自由落地 Nike 的 Fz 值為 7.31%

比 Adidas 的 Fz 值為 6.77%來的大，兩者相差 Fz

值 0.54%，由此可知 Nike 在避震功能性上比

Adidas 來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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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穿著測試鞋下蹲跳、自由落地時之正向最

大力值 

    在下蹲跳與自由落地動作模式當中 (圖

四)，下蹲跳時 Nike 的 Fz 值為 56.53N/cm
2 比

Adidas的Fz值54.22N/cm
2來的大，兩者相差2.31 

N/cm
2
，自由落地時 Nike 的 Fz 值為 47.61N/cm

2

比 Adidas 的 Fz 值 45.73N/cm
2來的大，兩者相差

1.88N/cm
2
，由此可知 Nike 在鞋內結構設計上，

應力分散情況比 Adidas 來的集中，使應力無法平

均分散至鞋內各處，導致 Nike 的 Fz 值比 Adidas

來的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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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穿著足底壓力測量系統下蹲跳、自由落地

時之正向最大力值 

 

五、結論與建議 

    在兩種不同的動作模式下，穿著兩款測試鞋

進行比較，Adidas 在避震性功能上比 Nike 來的

好，可降低下肢傷害的發生，不過籃球運動除了

跳躍動作外，還有側向動作、旋轉動作及急停動

作等。籃球鞋設計上除了避震能力與應力分散

外，未來設計避震功能及分佈上，能夠依照球員

位置、需求不同作設計，不僅減少傷害的發生，

進而增進運動表現的能力，冀望本研究能提供未

來在設計籃球鞋方面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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