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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網線張力球拍之振動模態分析 

The Analysis of Vibration Modes in different Racket tension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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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以不同網線張力之球拍，透過實驗模態分析方式來探討網球拍之振動特性，藉由衝擊錘作

為激振器，透過加速度計作為感應器，比較自然頻率、阻尼比及模態振型等模態參數之差異，作為評估

不同網線張力之振動特性依據，所得重要結論如下 

一、穿上網線後，自然頻率呈現降低之趨勢，45 磅網線張力大於 55 磅網線張力。 

二、穿上網線後，阻尼比呈現提高之趨勢，55 磅網線張力之增加幅度大於 45 磅網線張力球拍。 

三、無網線拍框與加上各網線張力後的球拍在低頻的模態振型頗為吻合，然加上網線後可有效改善第三

模態的扭曲模式，至於張力大小並未造成球拍模態之改變。 

整體評估，55 磅網線張力之振動特性優於 45 磅網線張力球拍。 

關鍵字：網線張力、實驗模態。

 

壹、前言 

網線張力之應用是影響網球拍擊球效應

最大之關鍵，其磅數大小與其他因素交互之組

合將影響球拍品質之良窳。一般廠商均建議穿

線磅數應調整為球拍推薦閾值中的下標為

宜。而學者認為張力應決定於使用球拍形狀之

大小尺寸與拍框材質，最適合的網線張力以

50 磅至 55 磅為宜，但仍需考量到個人擊球方

式與習慣。總之，認為穿線磅數較低可以提供

更大的「彈簧床」效應，然控球能力越弱；張

力越高時，拍面勁度增加，控球力愈佳。在威

力、控球性之考量下，如何不造成手臂的過度

疲累，又得獲有較好的控球效果，則必須對網

線張力影響球拍之振動特性充分瞭解，方能有

效找到平衡點。 

貳、方法與步驟 

92年2月於屏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研究

所振動噪音實驗室執行實驗，取固定一支實驗

用拍，進行無網線、45磅、55磅網線張力之探

測。實驗步驟如下： 

1、 實驗儀器安裝：採用PCB加速規(352A)、

衝擊鎚(PCB 056C03)、頻譜分 

析儀(SigLab Model 20-42)及模態分析軟

體(ME＇scope 3.0版)。 

2、幾何結構座標點選定 

評估實驗物件後，採用固定衝擊點，選取

座標點三十四點進行實驗。 

3、正式實驗 

以加速度計作為感應器，以鋼質衝擊鎚於

Z方向施加點力於自由邊界網球拍第4點

上，激振網球拍的測定點取得響應訊號，

再將所得到的頻率響應函數傳入MEScope

軟體作曲線嵌合，得到模態參數，加以儲

存分析。 

參、結果 

一、自然頻率之比較 
表 1、網線張力球拍實驗自然頻率改變值 

自然頻率值 (Hz) 異動百分比  (%) 模

態 A B C A vs B Avs C B vs C

Mode 1 
174 169 169 -2.87 

 

-2.87 0.00

Mode 2 
495 477 478 -3.64 

 

-3.43 0.20

Mode 3 
511 499 504 -2.35 

 

-1.36 1.00

Mode 4 
988 960 977 -2.83 

 

-1.11 1.77

A: 無網線拍框  B:45 磅張力  C:55 磅張力 

二、阻尼比之比較 

表 2、不同網線張力球拍阻尼比相較一覽表   

阻尼比 (%) 比較值  (%) 模

態 A B C A vs B A vs C B vs C

ξ1 0.2847 0.2589 0.3349 -9.06 17.63 29.35

ξ2 0.4354 0.4949 0.4879 13.67 12.06 -1.99

ξ3 0.4043 0.4491 0.4544 11.08 12.39 1.18

ξ4 0.4006 0.3602 0.4371 -10.08 9.11 21.35

 計 1.525 1.5931 1.7143 12.50 51.19 44.26

A: 無網線拍框  B：45 磅張力  C:55 磅張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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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態振型之比較 

    
(a)mode1             (b)mode2      

    
(c)mode3             (d)mode4 

圖 1、無網線網球拍之實驗模態振型圖示 

 

    
(a)mode1             (b)mode2 

    
(c)mode3             (d)mode4 

圖 2、45 磅網線張力球拍之實驗模態振型圖 

 

     
(a)mode1            (b)mode2 

    
       (c)mode3           (d)mode4 

圖 3、55 磅網線張力球拍之實驗模態振型圖 
 

 

 

 

 

 

 

 

 

表 3、不同網線張力球拍實驗模態之振型比對 

A: 無網線拍框  B：45 磅張力  C:55 磅張力 

 

肆、結論 

一、加上網線後，球拍各模態的自然頻率互有

消長，整體而言，穿上網線後自然頻率呈

現降低之趨勢，45 磅網線張力大於 55 磅

網線張力。 

二、加上網線後，阻尼比並沒有呈現一致性的

影響，整體評估，有網線球拍之阻尼比高

於無網線之拍框，55 磅網線張力球拍在

阻尼比增加幅度大於 45 磅網線張力球

拍。 

三、空拍框與加上網線張力後的球拍在低頻的

模態振型頗為吻合，然加上網線後可有效

改善第三模態的扭曲模式，至於張力大小

並未造成球拍模態之改變。 

本研究期望提供結果，讓球員了解不同網

線張力對網球拍振動品質之影響，作為選用網

線張力時之考量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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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

態 

A B C A vs B A vs C B vs C

Mode1
單次彎

曲 

單次彎

曲 

單次彎

曲 

吻合 吻合 吻合 

Mode2
單次扭

曲 

單次扭

曲 

單次扭

曲 

吻合 吻合 吻合 

Mode3
二次彎

曲 

二次彎

曲 

單次扭

曲 

吻合 近似 近似 

Mode4
三次彎

曲 

四次彎

曲 

三次彎

曲 

近似 吻合 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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