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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是以籃球員動作特型探討籃球鞋之避震性能。本研究收集 80 雙籃球鞋，探討籃球後衛、前鋒、中鋒球員之籃球

鞋現況避震特性。避震性能測量以加速規(accelerometer)置放在運動鞋功能檢測儀上，測量其加速度峰值，並計算最大負荷

率(maximum loading rate; MLR)作為避震性能指標，其值越大避震性能越差，值越小避震性能越佳。本研究結果顯示，前鋒

平均在大負荷率為 6760.83、後衛為 7056.36、中鋒為 6961.36，避震性能較佳但是在球員位置之間避震性能無顯著的差異，

未來進一步研究可針對使用時間的參數提供運動員球鞋替換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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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由與目的

  近年來國內青少年受到 NBA 球星的影響，掀起

了一股籃球熱，而從事籃球運動的過程中，為了避免

運動傷害，在籃球鞋的選用上更顯得而外重要，因為

球鞋的好壞會影響舒適性與運動表現[1]。 

  籃球這個運動項目中包含了許多技巧，例如:急停

跳投、切入過人、籃板球爭搶、阻攻、運球上籃，而

這些技巧都需要由垂直跳、快速折返來完成，動作也

都必須藉由下肢所產生的力量，來增加跳越高度與折

返速度，進而提升運動表現。 

  在跳躍運動中，起跳的力量源自於地面給予人體

直接或間接的反作用力;反之人體著地時的衝擊力，是

由全身的肢段吸收，並且造成人體肢段的強烈振動

[2]，反覆的動作也容易對下肢產生傷害[3]，有學者也

指出，當人體由起跳到落地時，垂直地面反作用力約

為體重 3.5 倍[8,12]。而足部與地面接觸時產生的撞擊

力也被認為是造成下肢運動傷害的主要因素之一[。除

了人體藉由身體各個關節與肌肉吸收撞擊力之外，籃

球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籃球鞋能有效吸收

足部與地面接觸所產生的撞擊力，也就是具有較佳的

避震能力(cushioning)，則可減輕人體骨骼系統的負荷

[3]。 

  目前避震能力研究較多以慢跑鞋為主，而慢跑時

著地策略皆為後足先著地，因此大多學者都在討探後

足避震能力 ;然而籃球員的動作特性多以前足先著

地，而在籃球場上球員位置依動作特性大致可分為後

衛、前鋒、中鋒三類；後衛: 傳球、快速折返、定點

跳投，前鋒:切入、急停跳投、策應，中鋒:籃板球爭

搶、阻攻、低位單打，因此本研究目的是探討不同動

作特性籃球員的球鞋之避震性能。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田野調查的方式收集 80 雙籃球鞋，記錄

籃球鞋基本資料(品牌、穿著時數、穿著場地)與受試

者基本資料(身高、體重、球員位置)，並依造籃球員

動作特性分成三組:後衛(31 雙)、前鋒(33 雙)、中鋒(16

雙)，再以運動鞋功能檢測儀測量最大負荷率。 

  實驗進行時先將加速規黏貼於運動鞋功能檢測儀

上，接著將金屬製楦頭置入籃球鞋中，並鎖上運動鞋

功能檢測儀平台上，進而自由落體著地如圖(1)，落下

高度引用先前學者人體自由落體著地測試測量最大負

荷率之平均高度[4]，並搭配軟體 DASYLab9.0 軟體擷

取訊號(擷取頻率為 1000Hz)，透過訊號傳輸器(NI 

USB-6009,National Instruments Inc,Austin USA)，將訊

號由類比轉換成數位。並將擷取出來的原始資料以

Excel 轉至為 txt 檔案以 AcqKnowledge3.9 軟體進行截

取加 Δt 與速度峰值，在以 Excel 進行最大負荷率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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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最大負荷率如圖(二)。其公式如下:MLR=(impact 

force peak * m)/ Δt。 

 

圖一、DASYLab9.0 軟體(左)   

圖二、運動鞋功能檢測儀 (中華明國專利申請中)(右) 

資料處理以 SPSS12.0 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各組間之差異，

顯著水準為.05。 

 

參、結果與討論 

    此研究結果由表一可看出後衛平均在大負荷率為

7056.36、前鋒為 6760.83、中鋒為 6961.36，避震性能

較佳為，前鋒>中鋒>後衛。雖然，前鋒避震性能較佳

但是在各組之間無顯著性的差異，由此可見本研究將

目前正在使用中的後衛、前鋒、中鋒球員之籃球鞋，

籃球鞋避震性能，三組之間特性是相近的。過去有學

者探討籃球鞋長期機能之效應，以逐步回歸模型推論

出籃球鞋前足避震性能淘汰指標[5]，公式如下:避震性

=(時間*1.282)+(體重*6.207)-170.012，得知籃球鞋前

足避震性能淘汰指標為 3247.11~4277.16 之間，與本研

究後衛平均在大負荷率為 7056.36、前鋒為 6760.83、

中鋒為 6961.36，與此實驗結果差異甚大。有學者認為

以 材 料 測 試 評 估 運 動 鞋 的 避 震 性 能 並 不 適 合

[6,7,8,11,12]，但有的卻發現是一致的[10]，而造成差

異的原因可能是人體測試的變異性(variability)較大，

而本研究只針對材料測試，人體測是不在此研究範圍

內，因此可能是造成差異性過大的原因。 
表一、後衛、前鋒、中鋒之籃球鞋現況避震特性分析(n=80) 

  
後衛 

(n=31) 

前鋒 

(n=33) 

中鋒 

 (n=16) 

Max 10296.89  8096.82  8032.85 

Min 4691.29  5549.07  6044.72 

Mean 7056.36  6760.83  6961.36 

SD 968.47  687.10  628.67 

(單位:kg/s) 

 

 

肆、結論 

    了解目前運動鞋的避震特性，是籃球運動員對運

動器材安全檢視的專業觀念。透過此研究結果得知，

目前正在使用中的後衛、前鋒、中鋒球員之籃球鞋是

在安全使用的範圍內，同時亦反應出各組間在避震性

能上皆具有良好的性能，未來研究進一步可長期觀察

也可提供運動員之籃球鞋安全使用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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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mparing shoe cushioning characters on differences basketball 

players position. This study, with 80 pairs of basketball shoes, has collected the cushioning 

performance data of point guard, power forward and center player’s basketball shoes. To measure 

the shoe cushioning by placing an accelerometers on sports shoes feature detector , measuring the 

peak acceleration, and calculating the maximum loading rate as a shock absorber performance 

indicator. The higher number indicates the lower performance and the lower number represents 

better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 power forward maximum loading rate is 6760.83、point guard 

is 7056.36、center player is 6961.36.The power forward’s shoe cushioning performance is better 

than point guard and center player, but they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erformance between 

the player’s positions. Future studies could focus on the shoes usage time as a parameter to provide 

the athletes shoes replacing decisions.  

  

Keywords: shoe, cushio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