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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描述兩座標系關係之平移與旋轉矩陣來推算棒球棒之棒頭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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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利用描述兩座標系關係之平移與旋轉矩陣來推算棒頭速度，並與實際棒頭速度進行對照以了解此方法在推算棒頭

速度之可行性。在方法上，以 3 名男性甲組棒球選手為受試者，使用 VICON 動作分析系統與 MATLAB 數學軟體進行動作拍攝

與資料計算。結果顯示：一、棒頭各軸向實際速度曲線與其推估速度曲線十分類似。二、棒頭在各軸向最大速度與其推估值

之差異不大，其平均都小於 1m/s。三、棒頭在各軸向最大速度與其推估值均有顯著之相關(p<.01)。由上述結果可知矩陣公

式為推算棒頭速度之有效方式，若進一步衍伸，也可嘗試利用此方式來推算動作過程中軌跡容易被遮蔽或不易捕捉之身體部

位。 

關鍵字：座標系、平移矩陣、旋轉矩陣、棒球棒、棒頭速度 

 

壹、緒論 

座標系能定義質點在空間中的位置，而在學理上，若

能訂定另一座標系並求得兩座標系之平移與旋轉矩

陣，則該質點也能以新的座標系來描述（Zatsiorsky, 

1998）。至於在揮棒的研究中，棒頭速度往往是分析

的重點；但即便使用配備多台攝影機之動作分析系

統，仍會有因拍攝範圍有限、受試者動作太大或棒頭

速度太快而產生無法完整捕捉棒頭軌跡與計算其速

度之可能。基於如此，本研究使用反光球在球棒上產

生新的座標系，利用該座標系、棒頭反光球座標與原

始參考座標系等資料來推算棒頭速度，並將此推估值

與實際棒頭反光球速度做對照與分析，藉以了解矩陣

運算公式在實際研究上的適用性，並提供在無法完整

捕捉棒頭軌跡時也能推算棒頭速度之運動學運算方

式。 

 

   
圖一  棒頭反光球座標推算示意圖 

貳、研究方法 

(一)棒頭反光球座標推算原理與流程 

PG=LG+[R]PL--------公式(1)                              

PG
＇=LG

＇+[R＇]PL
＇-----公式(2) 

註：LG 與 LG
＇ 為原始參考座標系 O-X-Y-Z 與座標系

o-x-y-z 和座標系 o＇-x＇-y＇-z＇ 的平移矩陣。[R]與

[R＇]代表座標系 o-x-y-z 與座標系 o＇-x＇-y＇-z＇相對

於原始參考座標系 O-X-Y-Z 的旋轉矩陣。 

圖一(A)為球棒靜止時各座標系與棒頭反光球(P

點)的關係圖，圖一(B)為揮擊球棒時各座標系與棒頭

反光球(P＇點)的關係圖。而根據朱長君(民 85)與

Zatsiorsky (1998)闡述，則可推出公式(1)與公式

(2)。 

PG
＇= LG

＇+[R＇][ PG- LG] [R]-1-----公式(3) 

註：[R]-1為矩陣[R]之反矩陣 

由於球棒本身是剛體，所以不論球棒是移動或者靜

止，從座標系 o-x-y-z 觀察 P點所得之向量 PL，或從

座標系 o＇-x＇-y＇-z＇觀察 P＇點所得之向量 PL
＇ 均相

等，所以可得上述公式(3)。參考公式(3)，首先將球

棒置於攝影空間不動並拍攝棒頭與球棒中段反光

球，進而得到 PG、LG 與[R] -1 等數據資料。在球棒揮

動時則利用球棒中段反光球求得 LG
＇ 與[R＇] 等數據

資料，之後利用上述資料便可推算在揮動過程中棒頭

反光球(P＇點)相對於原始參考座標系 O-X-Y-Z 的座

標(即 PG
＇)，最後則是利用推算之反光球座標與實際

之反光球座標(即 PG)來計算速度。 

 
圖二  棒頭反光球之黏貼與實驗室座標系 

(二)受試者 

本研究以 3 名男性甲組棒球選手為受試者，身高為

176±3.7 公分，體重為 77±4.2 公斤，年齡為 24±2.6

歲。 

(三)實驗器材、設備與場地佈置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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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VICON 動作分析系統(含六部 M2 攝影機，取樣頻率

為 250Hz)進行拍攝，反光球黏貼方式與實驗室座標

系的定義則如圖二(A)、(B)所示。 

(四)實驗流程 

如圖二(B)，令受試者以最習慣之揮棒姿勢朝正前方

揮擊(即 Y軸方向)，每位受試者均揮擊 5次。 

(五)資料收集、處理與統計 

以 VICON 動作分析系統所附之軟體進行球棒反光球

座標之計算與濾波，棒頭反光球座標之推算與速度計

算則以 MATLAB 數學計算軟體進行，相關統計則使用

SPSS 10.0 統計軟體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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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棒頭各軸向速度與其推估值之曲線(以棒頭速度最

快的受試者資料為例) 

表一 棒頭各軸向最大速度與其推估值差異絕對值之平均 

 
X 軸差異絕

對值之平均 

Y 軸差異絕

對值之平均 

Z 軸差異 

之平均值 

結果(m/s) 0.269 0.312 0.422 

表二 棒頭各軸向速度最大值與其推估值之相關 

 X 軸之相關 Y 軸之相關 Z 軸之相關

結果 0.960** 0.950** 0.945** 

** p<.01 

参、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在棒球棒的中段貼上三顆反光球進而訂定一

座標系，並以平移和旋轉矩陣公式來推算棒頭之速

度，最後則將此速度與實際之棒頭速度做比較。圖三

所顯示的是棒頭各軸向速度與其推估值之曲線，由於

揮棒方向的關係(如圖二)，所以 X軸與 Y軸曲線的最

大速度為正，而 Z軸的速度則因為球棒是向下揮擊，

與 Z軸方向相反，所以最大速度為負。就曲線本身而

言，三個軸向的實際與推算速度曲線均十分的類似，

在揮棒前段由於速度較慢，所以沒有很大之起伏。而

在後段由於棒頭速度較快，所以速度的起伏開始加

大，比較起來，三個軸向的實際速度與推算速度均有

類似的趨勢；但是在曲線的峰值上則仍有些許的差

異。 

表一則是棒頭最大速度與其推估值差異絕對值之平

均，之所以取絕對值是因為有時是棒頭最大值大於其

推估值，有時則是推估值大於棒頭最大值所導致。由

結果看來，棒頭在 X軸、Y軸與 Z軸實際最大速度與

推估之最大速度差異平均值均小於 1m/s，彼此間差

異並不大。 

表二的結果則顯示了棒頭在 X軸、Y軸與 Z軸實際最

大速度與推估之最大速度間有顯著之相關(p<.01)，

縱合上述結果，以本研究所列之公式原理來推估棒頭

速度在實際執行上是可行的。 

肆、結論與建議 

在棒球打擊的動作分析中，往往因為動作範圍過大或

棒頭速度太快而導致無法完整捕捉球棒與人體軌

跡。本研究利用矩陣公式之推導來推算棒頭速度，結

果顯示棒頭各軸向速度與其推估值曲線相類似，速度

峰值差異之平均值小於 1m/s，棒頭各軸速度最大值

與其推估值均有顯著之相關(p<.01)，因此可知矩陣

公式在實際的研究上有其適用性，能夠有效的推算出

棒頭速度。 

本研究假設球棒是不會形變之剛體；但是在實際的擊

球過程中，球棒則有形變之現象，因此本研究之方法

並不適用於關於球棒形變之研究。 

在人體動作分析中，也會有一些部位會因為遮蔽而無

法捕捉其完整之軌跡，如投擲過程中的肱骨內上髁便

是如此。因此可嘗試利用本研究之方法來探討其在人

體相關部位動作軌跡推算上之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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