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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前言：羽球運動是世界上風行的運動之一，也是我國競技運動發展
重點項目之一。運動時強度的界定已成為大眾關心的議題，準確的
監控強度不只能提升運動表現，也可能降低運動傷害發生之機率。
利用加速規計算強度指標的演算法有非常多種，如：Player Load、
MAD (Mean Amplitude Deviation) 等，以上指標在特定運動對於強
度指標間的關係已有研究證實。然而，目前適用於羽球的指標及位
置尚未有統整性的討論。目的：比較不同強度羽球運動下，不同加
速度運動強度指標間以及放置位置間的差異。方法：15位受試者配
戴心率帶於胸前並將加速規放置於左手手腕、軀幹及右腳脛骨。收
取三種強度速度下羽球操（米字步）的心率與加速度數據。加速度
以10Hz低通濾波後，計算Player Load、MAD。分析加速度指標與心
率間的相關性。結果：兩項指標皆為放置於手部的加速度與心率有
較高的相關性，其次為腿部，最後為軀幹。結論：羽球運動的加速
規最佳放置位置為手部，其次是腳，兩種指標皆適合使用。未來可
考慮發展智慧羽球手環或智慧鞋，藉此提供羽球運動者運動強度之
量測。
中 文 關 鍵 詞 ： 訓練負荷、穿戴式裝備、加速規
英 文 摘 要 ： Background: Badminton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sports in
the world, and it is also one of the key sports of
development in Taiwan. In recent years, the definition of
intensity during exercise has become a high attention.
Accurate monitoring of intensity not only improves sport
performance but also reduces the probability of sport
injuries. There are many methods for calculating the
intensity index by the accelerator, such as Player Load and
MAD (Mean Amplitude Deviati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se
indexes in specific exercises and the exercise intensity
has been confirmed by several reports. However, the
appropriate indexes and placed placements for badminton
have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Purpose: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cceleration intensity indexes and
placed placements. Methods: Fifteen subjects worn a chest
strap heart rate (HR) monitor on the chest and placed an
accelerometer on the left wrist, trunk and right foot,
respectively. The heart rate and acceleration data were
collected during badminton exercises (six-point footwork)
under three exercise intensities. After filtering the
acceleration by 10 Hz low-pass filter, the Player Load and
the MAD were calculate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the heart rate and the acceleration intensity
index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Both indexes showed that
the accelerometer on hand has the highest correlation with
the heart rate, foot was second, and the final was trunk.
Conclusion: The best acceleration placement for badminton
are on hands, foot was second. In the future, it can be
considered to develop the smart badminton wristband or

shoes to provide players a measurement of the exercise
intensity in badminton.
英 文 關 鍵 詞 ： training load, wearable device, accelero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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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前言：羽球運動是世界上風行的運動之一，也是我國競技運動發展重點項目之一。運動時強
度的界定已成為大眾關心的議題，準確的監控強度不只能提升運動表現，也可能降低運動傷
害發生之機率。利用加速規計算強度指標的演算法有非常多種，如：Player Load、MAD (Mean
Amplitude Deviation) 等，以上指標在特定運動對於強度指標間的關係已有研究證實。然而，
目前適用於羽球的指標及位置尚未有統整性的討論。目的：比較不同強度羽球運動下，不同
加速度運動強度指標間以及放置位置間的差異。方法：15 位受試者配戴心率帶於胸前並將加
速規放置於左手手腕、軀幹及右腳脛骨。收取三種強度速度下羽球操（米字步）的心率與加
速度數據。加速度以 10Hz 低通濾波後，計算 Player Load、MAD。分析加速度指標與心率間
的相關性。結果：兩項指標皆為放置於手部的加速度與心率有較高的相關性，其次為腿部，
最後為軀幹。結論：羽球運動的加速規最佳放置位置為手部，其次是腳，兩種指標皆適合使
用。未來可考慮發展智慧羽球手環或智慧鞋，藉此提供羽球運動者運動強度之量測。

關鍵字:訓練負荷、穿戴式裝備、加速規
Abstract
Background: Badminton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sports in the world, and it is also one of the key
sports of development in Taiwan. In recent years, the definition of intensity during exercise has
become a high attention. Accurate monitoring of intensity not only improves sport performance but
also reduces the probability of sport injuries. There are many methods for calculating the intensity
index by the accelerator, such as Player Load and MAD (Mean Amplitude Deviati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se indexes in specific exercises and the exercise intensity has been confirmed by several
reports. However, the appropriate indexes and placed placements for badminton have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Purpose: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cceleration intensity
indexes and placed placements. Methods: Fifteen subjects worn a chest strap heart rate (HR)
monitor on the chest and placed an accelerometer on the left wrist, trunk and right foot, respectively.
The heart rate and acceleration data were collected during badminton exercises (six-point footwork)
under three exercise intensities. After filtering the acceleration by 10Hz low-pass filter, the Player
Load and the MAD were calculate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the heart rate and the
acceleration intensity index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Both indexes showed that the accelerometer
on hand has the highest correlation with the heart rate, foot was second, and the final was trunk.
Conclusion: The best acceleration placement for badminton are on hands, foot was second. In the
future, it can be considered to develop the smart badminton wristband or shoes to provide players a
measurement of the exercise intensity in badminton.
Key words: training load, wearable device, accelero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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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羽球為我國體育發展重點項目
羽球運動是世界上風行的運動之一，尤其以亞洲地區最為興盛，幾個亞洲國家如馬來西
亞、印尼等，更將羽球運動視為國球來發展。羽球是我國運動人口非常多的球類項目之一，
根據教育部 106 年運動現況調查顯示，國內羽球約有 100 萬運動人口，顯見羽球運動在台灣
的盛行程度。台灣羽球運動的發展分運動休閒及專業競技等兩個方向，在運動休閒方面，我
國每年舉辦的清晨盃業餘羽球比賽，參賽人數可達 5 千人的參與，參賽人員遍及六大洲，可
謂國際級羽球業餘比賽的盛事；另外運動競技方面，台灣羽球競技成績也相當優異，培育出
女單世界第一的戴姿穎選手，中華台北羽球代表隊也在 2018 年雅加達亞運會中勇奪女單金牌
(戴資穎)、男單銀牌 (周天成)、男雙銅牌 (李洋、李哲輝)、男子團體銅牌等佳績，顯示台灣
在羽球運動發展上具有相當的優勢與前景。
羽球為高強度間歇性運動
羽球是一種結合高強度運動與短暫休息時間的間歇性長時間運動項目 (Alcock & Cable,
2009)。Alcock 與 Cable (2009) 研究發現，進行單打羽球比賽時的平均及最大心跳率分別可達
88.8%、96.8%最大心跳率 (heart rate maximum, HRmax)，而雙打則可達 78.5%、89.0% HRmax，
顯示出羽球比賽的高強度運動特性。運動強度不論是對從事休閒羽球或競技羽球的人而言都
是值得注意的，因為運動強度的高低往往與運動傷害的發生以及表現增進的幅度有關，而這
通常是長時間累積所產生的。因此，監控與量化每次從事羽球運動時的強度(訓練負荷)是具
有重要意義的，因為這可能影響長期運動的成效與傷害發生的風險機率，過低的運動強度或
負荷可能無法有好的訓練增益效果，但長時間過高強度的運動則容易導致運動傷害的發生
(Smith, 2003)。掌握適量的運動強度將能提升運動的品質，提升運動的效益也避免傷害的發
生，這不論是對運動休閒或選手專業競技都是如此。
內外在運動強度與監控
運動強度可分為內在訓練強度 (internal training load) 或外在訓練強度 (external training
load)，量測心跳率是評估內在訓練強度最常用的方式，內在訓練強度是指運動員在訓練的刺
激下，身體所出現的壓力指標，大多是使用自我感受與生理參數 (例如心跳率、血液量測)
(Scanlan, Wen, Tucker, & Dalbo, 2014)。與內在訓練強度類似的訓練負荷概念則是外在訓練強
度，其描述著由外部感測器量測到的運動員在訓練過程中的運動學或動力學資料 (Halson,
2014)，由加速規訊號演算法所得到的資訊就是最典型的外在訓練強度。除了日常身體活動的
演算法，加速規演算法已經發展成可以應用於監控運動訓練，且已有許多文獻利用心率作為
效標，驗證加速規演算法量化運動訓練的正確性，例如:文獻證明在橄欖球、足球等運動中加
速規已經能結合運動訓練課程，並且與心跳率及自覺強度 (ratings of perceived exertion, RPE)
等內在訓練強度有良好的相關性 (Boyd, Ball, & Aughey, 2013; Scott, Lockie, Knight, Clark, &
Jonge, 2013)，以達到監控訓練強度的目的，且研究證實能呈現足球、橄欖球、籃球的訓練及
比賽的情況，並能客觀且即時提供完整的身體動作資訊給教練及選手參考，同時能有效提升
訓練效率及量化運動強度。
羽球需要量測外在運動強度
過去量化羽球運動強度的方式，普遍使用心率量測的方式來進行內在訓練強度的監控，
在運動的過程中需在胸口繫上心率帶進行量測，透過心率錶或電腦進行資料的蒐集。然而心
跳率的量測屬於內在生理訊號，反映心血管系統的刺激程度，通常需要一段時間的運動刺激
才能反映在心跳率上，而不能即時的反應當下的運動強度且會有所延遲，此點將不能反映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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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性的高強度動作，即會低估瞬間的高強度運動。特別是，羽球運動是間歇性的運動，當
球落地即須重新發球而有短暫的休息，但當開始發球後又開始高強度的運動過程。此外，羽
球運動需要大量的加速、急停、變換方向與跳躍等動作，這對於肌肉而言都是具有強烈負荷
的，然這些特性並不能從心跳率所得知。而如果能從動作上進行外在運動強度的量測，藉由
身體動作的物理變化來判斷運動強度，則可彌補心跳率的不足，例如透過加速規來量測身體
的外在訓練強度，藉以推測運動強度。
外在運動強度之演算法
目前利用加速規訊號分析 外在運動強度 的演算方式也非常多樣 (Vähä-Ypyä et al.,
2015)，像是 Player Load、MAD (Mean Amplitude Deviation)、積分值等來作爲判斷運動中活動
量以及運動強度的指標 (Chambers, Gabbett, Cole, & Beard, 2015; Scott, Lockie, Knight, Clark,
& de Jonge, 2013)。MAD 為利用加速度訊號計算運動強度的常用方法之一，在跑步運動中，
透過 MAD 演算法計算而得不同強度的活動下加速度指標與耗氧量之間的關係已得到證
實，兩者呈現高度相關 (Aittasalo et al., 2015)。另一方面，在較多不同方向變換的球類運動
（如：籃球、排球、足球） 及持拍性運動（如：桌球、羽球）上，也有許多文獻利用 Player
Load 來計算運動強度，並針對不同型態或位置的球員透過運動強度來進行運動表現之監控，
2019 年 Jacob 等人發表之文獻中利用 Player Load 的算法，計算出菁英籃球員在五對五的比
賽中，不同位置下球員的負荷、加速度和跳躍數值。進一步利用這些數據，給予球員科學化
的運動表現優化建議，在某些比賽條件下需要“超負荷”的身體壓力和疲勞，此方法亦可有效
地監控球員的即時狀況 (Jacob, Zakaria, & Tomari, 2016; Scott et al., 2013; Svilar, Castellano, &
Jukic, 2019)。以上文獻證實加速規的計算上不管是使用 Player Load 或 MAD 值作為分析方式，
在特定的運動下對運動強度的監控都是可行的。然而，目前關於羽球運動項目中最適用的分
析方法尚未釐清，仍有待研究證實。
慣性量測感測器 (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s, IMU) 是目前廣為使用的感測器，其中包含
加速規 (Accelerometer) 及陀螺儀 (Gyroscope)，是利用壓電晶片來感測運動學中之加速度與
角加速度參數，以輸出之電壓值表示測得之數據 (Khoshnoud & De Silva, 2012)。目前許多研
究或穿戴產品是透過將 IMU 放置於手腕、腰上或腳子上來進行動作偵測。羽球運動有許多上
肢、軀幹和足部移動，根據不同擊球動作各肢段與軀幹會有相應不同的動作，也會間接影響
所配戴 IMU 位置的加速度訊號強度。然目前尚未有研究證實 IMU 配戴在哪個位置是最能反
映羽球運動時的強度。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探討不同外在運動強度計算方法 (Player Load、MAD) 與配戴位置 (手、軀幹
及腳)，哪個組合最能反映羽球運動強度。做為未來羽球運動強度監控裝置開發之依據，例如
開發羽球智慧鞋、智慧腕帶或智慧腰掛等，用以量化羽球運動強度，讓使用者可在訓練時或比賽
時使用，紀錄每次羽球運動的強度與負荷量，藉此監控運動負荷，提供科學化的量化訓練數據及
調整訓練方式之參考依據，進一步有助訓練成效與避免傷害發生。

三、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本研究召募 15 名受試者，基本資料（年齡:24 ± 1.85 歲、身高:177 ± 4.66 公分、體重:75 ±
6.73 公斤）
，平時具有運動習慣，近六個月內無下肢神經、肌肉骨骼與心血管方面等疾病。每
位受試者參與本實驗之前，予以告知及說明研究內容、步驟及注意事項，之後詳閱受試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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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瞭解實驗內容後簽署受試者同意書，同意參與本實驗。
測量儀器與設備
Naxsen 九軸加速規，加速規配戴於非慣用手手腕、軀幹、右腳脛骨，量測運動時加速度
數據，擷取頻率定為 200Hz。Polar 心率帶 (H10)，心率帶配戴至受試者胸前，紀錄實驗時心
率的變化，擷取頻率 1 Hz，本研究使用 Polar FlowSync 3 作為心跳參數分析軟體。節拍器，
以手機節拍器軟體播放節拍聲音，使受試者在規定的時間以及節奏下完成三種強度的羽球操。
實驗流程
(一) 安靜心率
收取受試者靜坐 3 分鐘的安靜心率。
(二) 羽球試驗
羽球強度的設定，為前導實驗測試而訂定出來，由 3 位受試者反覆執行羽球操各種設定
的限定時間，確保之後 15 位受試者皆可完成三種強度 (不同節奏速度) 的時間限制。
三個試驗採隨機次序執行，確認心率與 IMU 同步後開始試驗。每個試驗結束後，請受試
者休息至心率低於 100 bpm，才開始下個試驗，確保受試者充分休息。
羽球動作：試驗動作如下圖，依序完成右前、左前、右側、左側、右後、左後，共有 6
種羽球動作分項。依照完成分項動作的時間分為三個強度，強度一為各分項動作要在 5 秒完
成，其中右側跟左側為 5 秒完成兩邊，收取 3 分鐘加速度及心率數據；強度二為各分項動作
要在 4.5 秒完成，其中右側跟左側為 4.5 秒完成兩邊，收取 3 分鐘加速度及心率數據；強度三
為各分項動作要在 4 秒完成，其中右側跟左側為 4 秒完成兩邊，收取 3 分鐘加速度及心率數
據。每次完成一種速度後詢問受試者 RPE 及紀錄心跳。動作完成之定義：左前、右前以球拍
觸擊球網，左側、右側以球拍觸擊邊線，左後、右後為以球拍觸擊底線。

右前

左前

右側

左側

右後

左後

圖 1、羽球動作順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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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收集與分析
將 IMU 所收取的資料經由 Acqknowledge4.1 進行 10 Hz 低通濾波，計算 MAD、Player
Load、積分值，計算方法如下：

MAD 算式中 為第 i 個時間下的合加速度， 為時間內平均加速度。
Player load 算式中 Xi、Yi、Zi 為三軸向在第 i 個時間的的加速度。
統計方法
同ㄧ運動試驗下，同一加速規指標，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不同強度間的差異。若差
異達顯著再以皮爾森積差相關比較強度與加速度間的相關性。顯著水準設為 α = .05。

四、結果
確認強度設定在心率上的差異
15 位受試者在三種強度下心率隨強度增加而遞增，確定各運動最初強度心率間有類似數
值。3 種試驗的強度區分上皆達顯著差異 (p < .05)，確認本次實驗於三種強度的操作是有效
的。
表 1、三種運動強度下心率數值
L1
151.42 ± 23.4＊#
HR (bpm)

L2
159.56 ± 22.4

L3
166.10 ± 19.7

L1：低強度，L2：中強度，L3：高強度，＊ =與 L2 有顯著差異，# =與 L3 有顯著差異

加速度不同算法之結果
圖 2 為單一放置於手部的加速規三軸合加速度結果，從圖中原始合加速度可以看出三種
強度下，強度三數值相較強度一都有較大的振幅趨勢。顯示加速度訊號會隨著強度提升而變
大。表 2 為將加速規放置在不同部位下的 Player Load 與 MAD 數值。結果不管放置在哪個位
置，三種強度下的 Player Load 與 MAD 都有依照強度而遞增，其中放置在腿部的 Player Load
與放置手部的 MAD 有較高的數值。

圖 2、加速規放置於手部的三軸合加速度原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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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羽球試驗加速規不同放置位置下 Player Load 與 MAD 數值
Hand
L1
L2
L3

PL(AU)
4.70 ± 1.3
5.46 ± 1.6
6.14 ± 1.7

Foot

MAD(g)
37.21 ± 8.2
41.80 ± 9.1
45.34 ± 9.7

PL(AU)
7.97 ± 1.3
8.66 ± 1.6
9.93 ± 2.3

MAD(g)
31.27 ± 5.3
34.36 ± 6.4
37.93 ± 7.2

Trunk
PL(AU)
4.80 ± 1.1
5.07 ± 0.9
6.09 ± 1.5

MAD(g)
30.63 ± 4.5
33.14 ± 5.4
35.46 ± 5.0

L1：低強度，L2：中強度，L3：高強度

圖 3、加速規放置不同位置下 Player Load (左) 與 MAD (右)之變化
加速度指標與心率之相關性
圖 4、5 為 Player Load 與 MAD 在三種強度與心率之散佈圖。從圖中可以看出，隨著運
動強度上升，兩加速度指標也呈現遞增的情況。

圖 4、三種運動強度下 Player Load 與心率之散佈圖

圖 5、三種運動強度下 MAD 與心率之散佈圖
圖 6 為不同放置位置的 Player Load 及 MAD 數值與心率的相關性。圖中可以看出 Player
Load、MAD 在不同部位下都呈現中度相關，其中放置在手部的 Player Load、MAD 與心率都
有最高的相關性、次要為腿部的，最後則是軀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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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羽球加速度指標與心率之相關性 * = P < 0.05

五、討論
本次羽球試驗結果中，Player Load 以及 MAD 與心率的相關性，皆是最高為手部其次為
腳最後為軀幹，驗證了先前研究將感測器放置於手部與下肢皆為較適合之位置(Fu, Ren, &
Baker, 2017; Wang, Guo, & Zhao, 2016)。羽球比賽過程中，需要利用手部的擺手以及快速的腳
步轉換來擊球，因此，放置於手部以及脛骨的加速規會有較大的數值。相對於軀幹，本實驗
羽球試驗是以米字步作為主要內容，在快速前後、橫向位移中，軀幹加速規收取到的數值相
對較不明顯，進而與心率的相關性偏低。Player Load 與 MAD 在識別運動強度的差異上，先
前有文獻也提出較大的加速度數值對於強度的辨識上會更準確，這也可說明在羽球試驗中手
部與下肢的強度參數與心率有較高的相關性。而在羽球結果中兩種參數在不同放置位置下，
呈現類似的數據（Player Load 最高相關性 0.62，MAD 最高相關性 0.66）。因此，只能說明兩
種強度參數皆可使用於羽球運動的監控上，無法提出較適合使用之參數，原因可能為本實驗
羽球試驗使用米字步當作主要試驗，可能只能模仿到羽球比賽中某些基本的位移與擊球動
作。但在真實比賽中，是會包含回擊小球與跳殺…等較複雜的動作，未來在羽球操的規劃上
可以加入更貼近比賽之動作，對於收集加速規的數據上可能會有更高的數值，進而可以區別
出兩種參數間之差異。對於其它持拍性運動來說，例如網球、桌球皆以手部揮擊動作居多，
相對造成手部感測器會有較多的晃動，在監控強度上可能就會有較準確的數據。未來針對持
拍性運動感測器放置位置，可以選擇手部較為適當。

六、結論與建議
本實驗歸納出在羽球運動下，兩種算法 Player Load、MAD 皆可用來當作強度監控的指
標，在結果中與心率的相關性呈現類似的數據。對於放置位置來說，最適合的位置兩種指標
皆為手部，其次為腳。未來在開發羽球智慧監控系統時，可考慮發展智慧與球手環或智慧鞋，
藉此提供羽球運動者運動強度之量測，協助評估訓練負荷以及擬定訓練計畫之依據；提高訓
練效益增進運動表現的同時，也避免過度訓練延伸的運動傷害發生。未來研究，可以加入更
多比賽時會使用到的動作，例如：回擊小球、跳殺…等，以及實際收集比賽時的訊號加以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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