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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言:本研究目的為利用運動生物力學的方法，闡明籃球比賽中，不同防守站姿對於防守滑步的影響。研究中

的三種防守站姿為左腳在前、雙腳平行、右腳在前，分別執行向左後方滑步防守與向右後方滑步防守。方法:

實驗以 VICON 三維動作分析系統收集七位大專乙組男子籃球選手之人體運動學資料，並以 Kistler 測力板擷

取動作中的三維地面反作用力資料，所有資料皆採同步收集。資料的統計分析則以無母數統計法來進行。結

果:研究結果顯示，右腳在前向左後滑步與左腳在前向右後滑步兩個不需轉身的防守滑步動作，具有較少的滑

步時間(901.01 ± 128.78 ms、880.71 ± 126.22 ms, p<.05)，較短的重心移動路徑(0.39±0.08 BH、0.38±0.09 BH, 

p<.05)；而左腳在前向左後滑步與右腳在前向右後滑步兩個大轉身的滑步動作，跨步腳有較大的水平地面反

作用力峰值(0.52±0.23 BW、0.66±0.11 BW, p<.05)。結論:研究認為，在面對進攻者運球切入時，採取不需轉

身的防守站姿更有利於防守者執行滑步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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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籃球比賽中包含進攻與防守兩個層面。一支好的

球隊不只在進攻，同時在防守上也要有好的表現。

1980 至 2008 年間贏得 NBA 籃球聯賽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總冠軍的球隊中，只有三支球

隊 在 當 年 全 聯 盟 的 防 守 排 行 在 十 名 之 外

(http://www.binarybasketball.com/2009/05/defense-wins

-championships-give-me-a-break/)。而一篇有關於籃球

比賽相關統計的研究中則顯示，球隊在一個較長球季

中之良好表現的維持是建立在球員及團隊的傳球技

巧與針對防守所做的準備上(EZ, et al., 2008)。因此防

守對於一支籃球隊確實很重要。然而，好的團隊防守

建立在好的個人防守上，因此一位好的籃球員除了好

的進攻技術之外還需擁有好的防守技術。成功的防守

能阻止敵隊的進攻並替自己球隊製造更多的贏球機

會，而穩定的防守站姿與快速的防守腳步是非常重要

的兩個要素(Wissel, 2004)。 

滑步是最基本的防守移動腳步，好的滑步動作能

讓防守者易於保持穩定、變換方向，並能快速的移動

以防止對手切入。而防守滑步的一個關鍵因素在於適

當的防守站姿，防守球員必須處在良好的防守站姿，

使得自己能夠在控制下做出快速移動、變換方向、跳

躍、以及停止的動作(McGee, 2006)。如圖一所示，防

守時的站姿通常有三種:左腳在前、雙腳平行、右腳在

前，在前的腳有時被稱做前導腳(lead foot)。籃球教科

書中常指出，防守者的前導腳應該位於對手外側，而

在後的腳則要位於對手身體中心的連線，以便能掌握

或支配對手將要移動的方向。然而籃球是一項開放式

的運動，進攻者往往具有主動的優勢，也因此掌握或

支配進攻者移動的方向對防守者來說並不容易。籃球

教科書中所指導的防守站姿是否較為適當，本研究將

會從生物力學的觀點上進行討論。 

剛體在空間中的運動軌跡及受力情況可由其質

心(Center Of Mass)來描述，而在動作分析中，人體被

視為多肢段的剛體，其在空間中的移動也可藉由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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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來做整體概略性的描述；有研究指出，身體重心

的位置能夠被用來判斷人體姿勢、軀幹傾斜，以及身

體 的 位 移 (Broström, Örtqvist, Haglund-Åkerlind, 

Hagelberg, & Gutierrez-Farewik, 2007; Mathiyakom, 

McNitt-Gray, Requejo, & Costa, 2005)；防守者如何完

成防守滑步動作，可藉著分析人體重心的運動來加以

描述。而人體在空間中的運動通常是由地面反作用力

(Ground Reaction Force)所造成，地面反作用力為移動

的推進力；過去在籃球運動的地面反作用力特徵分析

大 多 是 針 對 跨 步 切 入 動 作 進 行 探 討 (Dayakidis & 

Boudolos, 2006; Mclean, Lipfert, & Van Den Bogert, 

2004)，而在籃球防守方面則尚缺乏此類研究，因此，

本研究也將針對不同防守站姿下的滑步之地面反作

用力特徵進行分析，探討不同站姿對防守滑步的影

響。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的目的，在利用運動生物

力學的方法，闡明籃球比賽中，不同防守站姿對於防

守滑步的影響；探討左腳在前、雙腳平行、右腳在前

三種防守站姿間在防守滑步時間及地面反作用力特

徵上的差異，並將研究結果提供給教練參考，期能應

用於訓練及比賽中。本研究並假設在向左後滑步與向

右後滑步時，分別以右腳在前與左腳在前的防守站姿

最有效率。 

 

 

   A 為左腳在前       B 為雙腳平行      C 為右腳在前 

圖一、三種防守站姿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志願參與此研究的受試者為七位健康且慣用右

腳的男性籃球運動員(年齡為 26 ± 3.7 years，身高為

175.7 ± 4.5 cm，體重為 75.1 ± 8.5 kg)，並在最近一年

內無下肢骨骼肌肉的傷害，其中，慣用腳之定義為受

試者的踢球腳；所有受試者在進行實驗前皆被告知受

試者權利並簽署受試者同意書。 

二、儀器 

本實驗以包含十部紅外線攝影機的三維動作分

析系統(Vicon MX13+ Oxford Metrics Ltd., Oxford, 

England)擷取動作時的人體運動學參數，擷取頻率為

240 frames/s；藉由三十九顆黏貼在實驗參與者身上的

反光球將人體定義為十五個肢段，每個肢段皆被視為

剛體，依此進行人體動作分析。地面反作用力的資料

以 兩 塊 測 力 板 (Kistler 9281 and Kistler 9287, 

Winterthur, Switzerland)擷取，擷取頻率為 1200Hz。

此外，實驗還在受試者的雙腳腳底前腳掌和後腳掌放

置共四個腳觸開關，以記錄觸地的時間(Mills, Barrett, 

& Morrison, 2007)；所有資料皆採同步方式收集。 

三、實驗方法 

實驗針對三種防守站姿(左腳在前、雙腳平行、

右腳在前)對滑步的影響作比較，而滑步包含兩個方

向，向左後方滑步和向右後方滑步，總計共六個動作

來進行分析。其中，左腳在前向左後方滑步與右腳在

前向右後方滑步兩個動作，受試者必須有較大的轉身

的動作才能完成；而右腳在前向左後方滑步與左腳在

前向右後方滑步兩個動作則幾乎不需要轉身就能完

成；雙腳平行向左後或向右後方滑步則只需較小的轉

身。受試者每個動作被要求重複三次試作，而不同站

姿的實驗順序以隨機方式決定；而固定站姿下的滑步

方向則以一組 LED 燈作為指示訊號，並採隨機決定。

受試者先以防守站姿，雙腳分別站定於兩塊測力板

上，面向燈號，當看見左方或右方燈號亮起時便迅速

向左後方或右後方滑步防守，跨出一步後再回復成防

守站姿。實驗中並未控制受試者的跨步距離。而雖然

防守滑步為一連續多步的動作，但由於實驗器材與場

地限制，並考量第一個滑步是搶占切入路線最重要的

一步，以及在防守進攻者時，一旦發生身體接觸，防

守者身體姿勢與面對的方向都必須具有合法性，以減

少被吹判犯規的機率，而原防守站姿是較為合法之姿

勢，故實驗中要求受試者在跨出一步後須回復成防守

站姿。本研究在實驗室內進行，而籃球為一開放式運

動，防守者會利用賽場情境與進攻者自然流露出習慣

及線索來進行防守，因此實驗與比賽情境仍有差異，

為本研究之限制。 

四、資料處理 

本研究將一個防守滑步區分為兩個階段，第一階

段為燈號亮起至跨步腳離開測力板，此階段稱為反應

期；第二階段為跨步腳離開測力板至跨步腳跨出後再

次全腳掌著地，此階段稱為動作期，跨步腳全腳掌著

地時間由腳觸開關記錄。一個滑步經過的時間稱為滑

步時間(cycle time)，而動作期經過的時間稱為動作時

間(action time)。六種動作各取一個滑步時間最少的試

作進行分析，實驗分析參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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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運動學參數:滑步時間、動作時間、一個滑步中的

重心移動距離。重心移動距離以身高的倍數(Body 

Height)進行標準化。 

2. 動力學參數:一個滑步中的雙腳垂直地面反作用力

(Vertical GRF) 與 水 平 地 面 反 作 用 力 (Horizontal 

GRF)。地面反作用力資料以體重的倍數(Body Weight)

標準化，時間軸則以滑步時間標準化，並與髖、膝關

節角度變化相對照。運動學與動力學參數皆以 Vicon 

Nexus 1.2 and MATLAB 7.6.0 軟體進行分析。 

五、統計方法 

本研究中，兩相對稱動作之間的差異，亦即左腳在前

向左後滑步—右腳在前向右後滑步；右腳在前向左後

滑步—左腳在前向右後滑步；雙腳平行向左後滑步—

雙腳平行向右後滑步，是以魏克遜配對組帶符號等級

考驗(Wilcoxon matched-pairs signed ranks test)進行比

較，以檢定是否有慣用側的效應。而在朝同一方向滑

步時，三種不同防守站姿間的運動學、動力學參數的

差異則以弗里曼二因子等級變異數分析(Friedman 

two-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by ranks)和多重比較

(multiple comparisons)進行檢定。所有統計分析以

SPSS 12.0 軟體處理，定顯著水準 α=.05。 

 

参、結果與討論 

一、動作時間 

兩相對稱的動作之間並無顯著差異。表一則顯示

出不同防守站姿之間的差異，向左後滑步時，右腳在

前的防守站姿有最少的滑步時間(901.01 ± 128.78ms)

和最少的動作時間(430.36 ± 117.67ms)；向右後滑步

時，則以左腳在前的防守站姿有最少的滑步時間

(880.71 ± 126.22ms) 和 最 少 的 動 作 時 間 (387.02 ± 

47.53ms)。換言之，做一個不需轉身的滑步動作能夠

花費較少的時間。將動作時間對滑步時間的比值(動

作時間/滑步時間× %)做比較，發現不論是在向左後滑

步(46 - 48 %)或是向右後滑步(44 - 46 %)，三種不同防

守站姿間並沒有顯著差異，意即雖然不需轉身的滑步

動作能有較少的滑步時間和動作時間，但一個滑步中

的各階段時間分配在三種防守站姿之間並無不同。 

二、重心移動路徑長 

對稱的防守滑步動作之間也無顯著差異存在。表

一為不同防守站姿的重心移動路徑長之比較，向左後

滑步時，右腳在前的防守站姿有最小的重心移動路徑

長(0.39±0.08BH)；向右後滑步時，左腳在前的防守站

姿有最小的重心移動路徑長(0.38±0.09BH)，此結果可

與滑步時間與動作時間的結果相對應。由圖中也可發

現，在執行右腳在前向左後與左腳在前向右後兩個不

需轉身的防守滑步動作時，受試者重心由原本防守站

姿移動到最低點的軌跡皆較為平緩。 

三、膝、髖關節角度 

圖三描述一個滑步中的膝關節、髖關節角度變

化。左腳在前向左後滑步與右腳在前向右後滑步兩個

動作中，跨步腳的膝關節在跨步腳離地之後有明顯的

屈曲；而在左腳在前向左後、雙腳平行向左後、右腳

在前向右後、雙腳平行向右後四個動作中，跨步腳髖

關節在跨步腳離地之前有較明顯的內收。 

四、地面反作用力 

支撐腳在左腳在前向左後與右腳在前向右後滑

步兩個對稱動作之間顯現了慣用腳的效應，此為唯一

在對稱動作之間存在的差異，左腳在前向左後滑步時

的支撐腳為受試者的慣用腳，顯示出了較大的水平地

面反作用力。表三和表四比較不同防守站姿間的水平

地面反作用力特徵，跨步腳在左腳在前向左後滑步

(0.52±0.23BW)與右腳在前向右後滑步(0.66±0.11BW)

這兩個動作時會出現最大的峰值，支撐腳在不同防守

站姿之間則沒有顯著差異；就垂直地面反作用力而

言，跨步腳在左腳在前向左後滑步(1.05±0.27BW)與

右腳在前向右後滑步(1.20±0.22BW)這兩個動作也有

最大的峰值，但只有在向右後滑步時不同站姿之間才

達到顯著差異。換言之，跨步腳在不需轉身的防守滑

步動作中有較小的地面反作用力峰值。另一方面還可

由表五看出，支撐腳的地面反作用力峰值大於跨步

腳，且大多出現在動作期，因此時為支撐腳單腳著地

的狀態；同時支撐腳的地面反作用力在動作期之前會

有一減小的趨勢，特別是在需轉身的防守滑步動作；

跨步腳的地面反作用力峰值則出現在反應期。左腳在

前向左後滑步與右腳在前向右後滑步兩個動作中，跨

步腳的水平地面反作用力峰值與垂直地面反作用力

峰值都出現在反應期，亦即動作期之前(圖四)，顯示

出跨步腳對執行需轉身防守滑步動作的重要性。 

在本研究中，右腳在前向右後滑步與左腳在前向

左後滑步為大轉身(~90°)的滑步動作，左腳在前向右

後滑步與右腳在前向左後滑步為不需轉身的滑步動

作，而雙腳平行時向左後及向右後滑步只需小轉身

(<45°)。對不需轉身的滑步動作而言，只需要較少的

滑步時間便可完成；而此較少的滑步時間不只是由較

少的動作時間，同時還由較少的反應時間兩者共同造

成。而對大轉身的防守滑步動作而言，受試者必須要

在跨步腳離開地面之前先旋轉腰部，如此不但會浪費

較多的時間，同時還會使得動作較不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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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COM 在垂直地面方向的路徑。圖中垂直線為跨步腳離地瞬間，並以雙腳平行防守站姿時的重心位置為 0 

 

 

表三、三種防守站姿間的跨步腳水平地面反作用力峰值差異與垂直地面反作用力峰值差異(單位為 BW) 

向左後滑步 向右後滑步 

左腳在前 雙腳平行 右腳在前 左腳在前 雙腳平行 右腳在前 

平行地面反作用力峰值 0.52 ± 0.23 a 0.31 ± 0.09 0.23 ± 0.11 a 0.25 ± 0.1 b 0.36 ± 0.12 0.66 ± 0.11 b 

垂直地面反作用力峰值 1.05 ± 0.27 0.82 ± 0.23 0.69 ± 0.16 0.66 ± 0.15 c 0.89 ± 0.19 1.20 ± 0.22 c 

a, b, c 代表有顯著差異的配對，*p<.05 

 

 

表四、三種防守站姿間的支撐腳水平地面反作用力峰值差異與垂直地面反作用力峰值差異(單位為 BW) 

向左後滑步 向右後滑步 

左腳在前 雙腳平行 右腳在前 左腳在前 雙腳平行 右腳在前 

平行地面反作用力峰值 0.73 ± 0.12 a 0.76 ± 0.14 0.89 ± 0.16 0.85 ± 0.21 0.85 ± 0.21 b 0.57 ± 0.17 a, b 

垂直地面反作用力峰值 1.38 ± 0.14 1.40 ± 0.14 1.47 ± 0.14 1.46 ± 0.24 1.44 ± 0.18 1.34 ± 0.14 

a, b, 代表有顯著差異的配對，*p<.05 

 

 

表五、雙腳地面反作用力峰值( BW )與峰值發生時間( % cycle time ) 

 支撐腳 跨步腳 

 水平 垂直 水平 垂直 

地面反作用力峰值 0.77 ± 0.19 1.41 ± 0.16 0.39 ± 0.20 0.88 ± 0.27 

峰值發生時間 78.11 ± 5.60 73.83 ± 5.85 42.91 ± 6.55 41.68 ± 6.76 

未統計 

向右後滑

右腳

在前

左腳

在前

雙腳

平行

向左後滑

右腳

在前

左腳

在前

雙腳

平行

表一、不同防守站姿間的滑步時間與動作時間的比較 

向左後滑步 向右後滑步 

左腳在前 雙腳平行 右腳在前 左腳在前 雙腳平行 右腳在前 

滑步時間 (ms) 1042.50 ± 105.39 a 941.90 ± 112.76 901.07 ± 128.78 a 880.71 ± 126.22 b 956.90 ± 97.00 c 1083.48 ± 136.83 b, c 

動作時間 (ms) 494.52 ± 58.29 d 432.98 ± 67.98 430.36 ± 117.67 d 387.02 ± 47.53 e 436.43 ± 70.04 486.19 ± 45.82 e 

動作時間(% Cycle Time) 47.72 ± 5.95 46.05 ± 6.15 47.31 ± 7.10 44.14 ± 3.34 45.82 ± 7.73 45.30 ± 5.86 

重心移動路徑長(BH) 0.51 ± 0.09 f 0.43 ± 0.11 0.39 ± 0.08 f 0.38 ± 0.09 g 0.46 ± 0.12 0.53 ± 0.10 g 

a, b, c, d, e,f, g 代表有顯著差異的配對，*p<.05 

此現象可由重心移動路徑清楚的看出，不需轉身的

滑步動作，身體重心移動較少的距離，並在鉛直方

向上的移動也較為平緩。受試者在不需轉身的滑步

動作中能較容易的保持他們的姿勢穩定，將重心維

持在同一高度；Chou, Kaufman, Brey, and Draganich 

(2001)認為身體重心在鉛直方向上較大和較快的移動

會減少動作的穩定性。因此，採取不需轉身的防守滑

步時，防守者不但可以較快的跟上進攻者，甚至搶先

佔據進攻者切入的路線，同時可以維持較合法的防守

姿勢減少犯規的發生，也具有較好的動作穩定性以利

於執行接續的動作。 



張耀庭 張家豪 王宏正 / 華人運動生物力學期刊 4 (2011) 1-9 

 

 5 

 

向左後滑步 

膝關節角度 ( 全伸展 = 0° ) 

 

髖關節角度 ( 外展 - / 內收 + ) 

 

                  左腳在前                               雙腳平行                               右腳在前 

 

 

向右後滑步 

膝關節角度 ( 全伸展 = 0° ) 

 

髖關節角度 ( 外展 - / 內收 + ) 

 

                  左腳在前                               雙腳平行                               右腳在前 

圖三、膝、髖關節角度(縱軸單位為°，橫坐標單位為% cycle time)，虛線代表跨步腳，實線代表支撐腳，垂直線為跨步腳離地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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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雙腳地面反作用力圖，圖中的垂直虛線為一個滑步中，跨步腳離地的瞬間 

 

此外，在執行防守滑步時，三種防守站姿間的垂

直地面反作用力峰值幾乎都沒有顯著差異，因此研究

只針對平行地面反作用力做討論。大轉身的滑步動作

中，跨步腳在離地之前會有較大的平行地面反作用力

峰值，在反應期，跨步腳膝關節伸展進行推蹬，此時

跨步腳的動作類似閉鎖式動力練，受試者藉著伸展跨

步腳膝關節產生的地面反作用力來進行轉身，而反應

期的支撐腳做為旋轉的軸心腳，此推論與 Hase & 

Stein 在1999 年針對行走時的轉身策略所發表的研究

中所提出的看法相符合。支撐腳的水平地面反作用力

左腳在前向左後滑步 
支撐腳

HGRF 

支撐腳

VGRF 

跨步腳

HGRF 

跨步腳

VGRF 

右腳在前向右後滑步 

支撐腳

HGRF 

支撐腳

VGRF 

跨步腳

HGRF 

跨步腳

VGRF 

右腳在前向左後滑步 
支撐腳

HGRF 

支撐腳

VGRF 

跨步腳

HGRF 

跨步腳

VGRF 

左腳在前向右後滑步 
支撐腳

HGRF 

支撐腳

VGRF 

跨步腳

HGRF 

跨步腳

VGRF 

雙腳平行向右後滑步 

支撐腳

HGRF 

支撐腳

VGRF 

跨步腳

HGRF 

跨步腳

VGRF 

雙腳平行向左後滑步 
支撐腳

HGRF 

支撐腳

VGRF 

跨步腳

HGRF 

跨步腳

VG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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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值出現在動作期，表示支撐腳的膝關節伸肌活化伸

展膝關節推蹬移動身體。而跨步腳膝關節在動作期的

屈曲動作，用意在當受試者轉身時可縮短旋轉半徑，

進而減少轉動慣量，使轉身動作更快速也更容易

(Thollesson & Norberg, 1991)。而在跨步腳著地前，不

論是在需轉身的滑步動作或是不需轉身的滑步動

作，其膝關節皆會屈曲成一適當的屈曲角度著地，如

此有助於減少著地時可能對膝關節造成的衝擊力，並

可快速的接續下一動作(Madigan & Pidcoe, 2003)。

Houck and Yack(2001)也認為增加膝關節的屈曲可能

增加膝關節的穩定度。當執行防守滑步時，受試者以

支撐腳推蹬產生主要的推進力將身體移動到適當的

位置，同時以跨步腳產生一力矩用以旋轉身體。

Linthorne(2001)研究提出，對跳躍動作而言，較大的

垂直地面反作用力表示作較大的功，此可由力與平行

力方向上的移動距離之積分或是動量與速度之積分

兩公式來求出；依此觀點，本研究認為大轉身的滑步

動作，有較大的水平地面反作用力，此水平地面反作

用力與運動方向相同，代表受試者必須作較多的功來

完成，而由功能互換原理可推論，較多的功輸出，表

示受試者花費了較多的人體能量。因此，在整場四十

分鐘的實際比賽中，執行不需轉身的滑步較能夠節省

體力以留待執行其他動作。 

研究中只有在大轉身動作的支撐腳水平地面反

作用力上有顯示出慣用腳的差異，受試者更善於以慣

用腳來進行轉身所需的推蹬。除此之外，並無其他慣

用腳造成的差異，換言之，優秀的籃球員應該盡可能

的平衡左右側肢段的訓練，以在競賽中獲得更好的表

現。而在本研究中，大轉身動作的支撐腳水平地面反

作用力所顯示出的慣用腳效應，推測可能仍是來自於

受試者的層級造成。 

本研究顯示，由於擁有較少的時間花費，不需轉

身的防守滑步動作更有利於防守者跟上進攻者的切

入動作，亦即不需轉身的防守站姿更有利於防守者執

行滑步防守。教科書中所教導的防守站姿為「防守者

的前導腳應該位於對手外側，而在後的腳則要位於對

手身體中心的連線，以便能掌握或支配對手將要移動

的方向」，此說法和本研究結果並無相左，防守者後

腳側是進攻者切入的方向，此即為不需轉身的防守站

姿。而教科書中所述主要還希望防守者能夠在防守進

攻者時獲得主動的優勢，逼迫進攻者朝自己後腳一側

方向切入，本研究並未針對此點作探討。根據本研究

結果，以不需轉身的站姿執行防守滑步確實較為有

利，因此在比賽中，為了讓防守者在面對進攻者時能

選擇正確的一側為後腳側，預測進攻者的切入方向就

非常的重要，成功的防守往往就建立於防守者正確的

判斷上。然而，在雙腳平行的防守站姿與其他站姿間

的比較中並未顯示出差異；研究建議，若防守者無法

預測進攻者的切入方向，或許雙腳平行的防守站姿是

好的選擇。防守者仍應選擇適當的個人防守策略並結

合團隊的防守策略，以應付實際競賽中多變的情境。 

 

肆、結論與建議 

不需轉身的防守滑步動作(右腳在前向左後、左

腳在前向右後)比大轉身的滑步動作(左腳在前向左

後、右腳在前向右後)有顯著較少的時間花費，較短

的重心移動路徑，跨步腳較小的水平地面反作用力；

因此在實際的賽場上，若是能先行對進攻者的運球切

入方向進行預測，則採取不需轉身的防守站姿將會更

有利於防守者執行滑步防守，並且減少犯規的吹判，

若是無法對進攻者運球切入的方向進行預測，則採取

雙腳平行的防守站姿或許能讓防守者更有機會做出

成功的防守。在籃球比賽中，仍然有很多因素會影響

防守的好壞，本研究僅針對當進攻者採取運球突破切

入方式時的一對一防守作探討，實際比賽中還須配合

戰術及進攻方的模式來執行防守，未來更多的研究將

有助於籃球訓練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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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In basketball competitions, successful defenses can stop opponents from offending and 
then mak11e self-team win the game more possibly. The basic defensive step is slide. Good slides 
help defensive player maintain balance, change direction easy, and move quickly to stop opponent 
from cutting. The critical factor of good defensive slides is proper defensive stanc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clarify effects of defensive stances on starting defensive slides and then to 
provide coaches with these results in training or competitions. Methods: Six tasks including three 
defensive stances(left foot in front, two feet parallel and right foot in front)and two conditions(slide 
to left rear and slide to right rear)were investigated. The three dimensional human kinematic data of 
seven healthy male right-leg dominate basketball players were collected by Vicon 3D motion 
capture system. And two force plates were used to collect ground reaction force data on two feet of 
all subjects. All data were collected synchronously, and non-parametric statistics were used to test 
difference between stances in this study.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east slide cycle time 
and the shortest path length of center of mass appeared in slides without turning body, i.e., left foot 
in front-slide to right rear(880.71 ± 126.22 ms, 0.39±0.08 BH)and right foot in front-slide to left 
rear(901.01 ± 128.78 ms, 0.38±0.09 BH). And there are greater horizontal ground reaction force on 
stepping foot for slides with greatly tuning, i.e., left foot in front-slide to left rear(0.52±0.23 
BW)and right foot in front-slide to right rear(0.66±0.11 BW). Conclusions: Defensive slides 
without turning body showed less time spending, less path of center of mass, less horizontal ground 
reaction forces on stepping leg. And defenses can do more successful defensive slides by using 
defensive stances without turning body. 
 
 
Key words: basketball, defensive slide, ground reaction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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