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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量分佈變化對揮棒表現之影響---球棒系列研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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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揮棒速度是影響打擊表現的最重要因素，本研究根據球棒的質量與轉動慣量對揮棒速度有不同的影

響，而將球棒改良成在不減輕球棒重量的情況之下，又能降低揮棒初期的轉動慣量，以達到增加揮棒速

度與節省揮棒力量之目的；所以，為驗證此一設計概念，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具有質量分佈變化的

球棒與正常球棒之間的揮棒速度，以及揮棒時肌肉用力等之差異情形。研究結果發現，具有質量分佈變

化的球棒有較快的揮棒速度和較明顯的加速度；且在揮擊過程中亦較揮正常球棒時省力。因此，本研究

建議棒壘球棒在設計與製造時，可將球棒改良成具有質量分佈變化的功能，以達到增加揮棒速度與節省

揮棒力量之目的。 

關鍵字：球棒、質量分析、揮棒速度 

 

一、緒論 

棒球運動中有所謂的「強大的攻擊是最佳

的防守」，所以打擊的優劣是比賽獲勝的主要

因素之一。其中，揮棒速度是決定打擊能力的

重要因素，這是因為當揮棒速度越快時，可用

以觀察動態中棒球的位置、軌跡及速度的時間

就相對的越長，在判斷球的方向和路徑就越精

準，所以有效擊中球的比率也就越高；另外，

由碰撞原理中的動量守恆定理得知，打擊者的

揮棒速度越快，撞擊後球飛行的速度就越快、

飛行的距離就越遠。 

提升選手的揮棒速度是增進打擊能力的

重要方法；過去研究指出，透過長時間的揮擊

加重棒、輕棒、正常棒等不同重量球棒，能顯

著 提 升 揮 棒 速 度 (Sergo & Boatwright, 

1993)。但是，在比賽打擊前的揮棒熱身，選

手卻偏愛以未能增進揮棒速度的加重棒進行

空揮棒熱身(DeRenne et al, 1992)，揮重棒

熱身的效果是否如同 Otsuji et al(2002)所

發現的僅止於心理作用，而無生物力學的優點

呢?  

相子元等人(民 87)曾指出球棒的慣量特

性包括質量、質心以及轉動慣量等。當球棒的

質量小且分佈接近旋轉軸時，球棒的轉動慣量

較小，即球棒較容易被揮動與控制；反之，球

棒較重即轉動慣量大時，雖能產生較大的動

量，但會因不易揮動而降低揮棒速度。所以球

棒的質量與轉動慣量會對揮棒速度有不同的

影響，本研究利用此相異點，將球棒改良成能

在不減輕球棒重量，即保持一定的動量的情況

之下，且又能因降低揮棒初期的轉動慣量，而

達到提升揮棒速度之目的。因此，本研究目的

在於探討具有質量分佈變化的球棒與正常球

棒，在揮棒速度和肌肉用力之差異情形。 

二、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利用每秒一千張的高速攝影機

(Kodar)，由棒球打擊者正上方 7 公尺處，向

下 拍 攝 打 擊 者 揮 棒 動 作 ， 並 利 用

siliconcoach 動作分析系統，分析具有質量

分佈變化的球棒(長 85 公分；重 863.6 公克)

與正常球棒(長 85 公分；重 954.5 公克)的揮

擊速度。同時，利用 Biopac 訊號擷取系統、

肌電前置放大器、高階訊號轉換器、MP100 介

面 卡 等 進 行 肌 電 訊 號 的 收 集 ， 並 以

Acqknowledge 3.5.7 版分析軟體，進行訊號

的濾波(filtering)和整流(recruited)處

理；根據過去的研究指出，揮棒時力量的主要

來源是前臂(右手擊球者的左臂)的肱三頭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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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hall, 1979)；所以，本研究以表面電極

(surface electrodes)收集打擊者左手肱三

頭肌之肌電訊號，以積分肌電值(IEMG)和肌電

峰值(peak value)二個參數，做為評定何種球

棒較省力的依據。另外，由於兩種球棒有不同

的重量，故本研究將所得之各項參數除以重

量，以求得各參數的標準化值。 

三、結果與討論： 

研究結果如圖一所示，打擊者在揮具有

質量分佈變化球棒時的甜區(sweet spot)揮

棒速度，雖然在揮棒初期慢於揮正常球棒，但

在揮棒中期後則快於揮正常球棒，且有較大的

揮棒加速度；同時，由整個揮棒過程的平均速

度來看，具有質量分佈變化球棒(22.92±2.89 

m/sec) 亦 快 於 正 常 球 棒 (21.85±0.54 

m/sec)。因此，具有質量分佈變化的球棒，在

揮棒速度上確實會快於正常的傳統球棒，且會

有明顯的加速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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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球棒甜區之揮棒速度 

 

另外，由圖二可得知，打擊者在揮正常球

棒時的積分肌電值和肌電峰值分別為 11.98 

(mv)和 60.21(mv)，而揮具有質量分佈變化的

球棒時則分別為 8.19(mv)和 41.25(mv)；由此

可知，具有質量分佈變化的球棒，在揮擊時較

一般球棒省力。 

 

 

 

圖二 左手肱三頭肌之肌電(上為正常棒) 

四、結論： 

    根據研究結果，可歸納出具有質量分佈變

化的球棒，具有下列兩點特點：(1)有較快的

揮棒速度和較明顯的揮棒加速度；(2)揮擊時

較揮一般球棒時省力。因此，本研究建議棒壘

球棒在設計與製造時，可在球棒內加裝入適當

的質量，以達到增加揮棒速度與節省揮棒力量

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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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本系列研究之球棒，已向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申請中華民國專利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