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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是以球棒第一自然頻率與撞擊音頻探討鋁棒、木棒及合成棒等不同材料球棒之生物力學

特性。以 free-free 邊界條件的方式將球棒兩端懸掛於天花板上，利用加速規與噪音器蒐集撞擊球棒甜

區時之振動與聲音訊號。結果發現球棒第一自然頻率由高至低分別為鋁棒、Baum 合成棒、木棒，由此推

論球棒勁度與打擊功率優劣亦分別為鋁棒、Baum 合成棒、木棒；撞擊音頻無法有效評量球棒打擊功率之

特性。 

關鍵字：球棒、自然頻率、振動、音頻 

 

一、緒論 

根據振動(Vibration or Oscillation)

理論得知，任一物體在一段時間內反覆移動本

身即可稱為振動，振動理論即在說明物體之振

動型式、週期或頻率及所牽涉之力量，其最主

要目的在探討振動對物體造成之影響，進而控

制這些影響，達到安全甚至提昇表現能力。當

物體開始振動後無外力作用於系統上，此振動

形式為自由振動，一物體所有自然振動模式組

合即為該物體自由振動之狀態，自然振動模式

之頻率即為自然頻率，任一物體皆有無限個自

然 振 動 模 式 (Mode Shape) 及 自 然 頻 率

(Natural Frequency)，依自然頻率由小至大

之順序為第一自然振動模式及第一自然頻

率、第二自然振動模式及第二自然頻率等，依

此類推至第 n 個自然振動模式及自然頻率，且

相同形狀及材料之物體其自然振動模式及自

然頻率為固定的。 

相子元等人(民 87)曾在探討球棒運動生

物力學特性的研究中，將加速規固定於球棒

上，利用振動分析軟體蒐集撞擊球棒時加速規

之振動訊號，將所得之振動訊號利用傅立葉快

速轉換(Fast Fourier Transform, FFT)由時

間 座 標 (Time Domain) 轉 為 頻 率 座 標

(Frequency Domain)，由頻率座標之訊號圖形

峰值可判斷此球棒之自然頻率，可偵測出球棒

之第一自然頻率、第二自然頻率及第三自然頻

率(如圖一所示)。Adair(1990)提到勁度較大

的球棒，有較高的自然頻率與較小的振幅；且

球棒勁度是影響球棒傳導能量給球的因素之

一。本研究以此三個自然頻率做為評量球棒勁

度(stiffness)的依據，故當第一自然頻率愈

高時表示球棒的勁度愈高，所以可利用球棒的

自然頻率間接地推論棒球的能量。因此，本研

究目的是利用球棒第一自然頻率比較鋁棒、木

棒及合成棒等不同材料球棒的生物力學特性

之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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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球棒撞擊球之振動訊號頻譜分析圖 

二、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測試的球棒分別為：(1)SSK 鋁

棒、(2)Sun-up 比賽用木棒、(3)Baum 合成棒。

本研究設計是參考相子元等人(民 87)探討球

棒運動生物力學特性研究中的實驗設計，以

free-free 邊界條件的方式將球棒兩端懸掛

於天花板上，並將加速規(accelerometer)固

定於球棒的質心上，以鐵鎚撞擊球棒甜區位置

(全長的 85%)用以產生撞擊振動，利用 Bio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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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訊號擷取系統蒐集撞擊球棒時加速規

之振動訊號(impact vibration)，以及以噪音

器 蒐 集 撞 擊 球 棒 時 之 聲 音 訊 號 ； 以

Acqknowledge 3.5.7 版分析軟體進行傅立葉

快速轉換(Fast Fourier Transform, FFT)，

將訊號由時間座標轉為頻率座標，以頻率座標

之訊號圖形峰值判斷球棒之自然頻率；最後，

以所偵測出的第一自然頻率做為評量球棒勁

度(stiffness)的依據。 

三、結果與討論 

結果如表一所示，鋁棒第一自然頻率最

高約為 211.89 Hz，木棒第一自然頻率為

146.48 Hz，Baum 合成棒第一自然頻率介於鋁

棒與木棒之間為 175.78 Hz。Richard et 

al(2001)曾透過 19 位棒球選手揮擊 2 支木棒

和 5支鋁棒，以擊球速度評量木棒與鋁棒的差

異，結果發現鋁棒擊出的球速高於木棒所擊出

的球速；顯示鋁棒較木棒有較佳的打擊功率。

另外，由於中空圓柱體較同質量的實心結構更

為剛硬，所以結構為中空圓柱體的鋁棒，其勁

度為木棒的二倍，此會使鋁棒的振動頻率較

高，故在與球碰撞時能回歸較多的能量至球上

(Adair, 1990)。 

因此，本研究所發現第一自然頻率最高

的鋁棒勁度最大，木棒的勁度最低，Baum 合

成棒則介於二者。由於球棒勁度是影響球棒傳

導能量給球的因素之一，所以由結果可知球棒

打擊功率優劣依序為鋁棒、Baum 合成棒、木

棒。由表一所顯示的撞擊音頻結果，鋁棒最高

為 72.27 Hz，木棒與 Baum 合成棒相同皆為

29.30 Hz；由於過去尚未有文獻是利用撞擊音

頻做為評量球棒特性優劣之方法，而本研究則

以嘗試性實驗探討撞擊音頻與球棒特性優劣

之關係，發現撞擊音頻不像第一自然頻率般地

與過去相關文獻有相同的結果，顯示本研究設

計所測得的撞擊音頻，無法有效評量球棒打擊

功率之特性。 

 

表一 不同材料球棒之自然頻率與音頻 

球棒 第一自然頻率 撞擊音頻 

SSK 鋁棒 211.89 Hz 72.27 Hz 

Sun-up 木棒 146.48 Hz 29.30 Hz 

Baum 合成棒 175.78 Hz 29.30 Hz 

近二年來，中華民國棒球協會順應國際

棒球總會的規定，先後將成棒與青棒的比賽球

棒由鋁棒改為木棒，此規範目的在於考量鋁棒

有太強的打擊功率表現，使回擊球速度快於人

體所能反應的極限，造成受傷比率大幅提升及

球技發展受限等問題，但木棒又較鋁棒更容易

斷裂而使經費大幅地增加；有鑑於此，棒球協

會特別允許竹棒和合成棒的使用，期待竹棒和

合成棒能因與木棒有相似特性而達到保護選

手之目的，同時又能因不易斷裂而減少球棒經

費的支出。由本研究發現 Baum 合成棒之第一

自然頻率介於鋁棒與木棒之間，所以其打擊功

率優於木棒；因此，在使用 Baum 合成棒時應

考量其勁度和打擊功率與木棒之差異。 

四、結論 

     本研究可歸納出下列兩點結論：(1)球棒

第一自然頻率由高至低分別為鋁棒、Baum 合

成棒、木棒，由此推論球棒勁度與打擊功率優

劣亦分別為鋁棒、Baum 合成棒、木棒；(2)撞

擊音頻無法有效評量球棒打擊功率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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