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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網球拍夾層結構對於球拍振動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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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網球拍夾層中添加材質改變結構對於網球拍經過碰撞後所產生振動變化之影響，在本實驗中，比較兩

支不同結構的了網球拍，球拍線為人造羊腸線，球拍線張力為 55 磅。網球拍以一細繩懸吊於固定一鐵架上，以一粒自由擺

動的網球撞擊球拍面三個不同的位置(Handle, COP, Tip)，在球拍握柄處裝置一顆加速度計來擷取球拍在振動時的訊號。

利用對數衰減的公式來計算球拍震動的阻尼比；結果發現添加物質來改變球拍結構特性的球拍在撞擊球拍面任何位置時，

對於降低高頻振動的效果，明顯優於一般的未改結構的球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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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近 120 年來，網球拍材料的發展從早期的木拍、鋁拍、

鐵拍、碳纖維球拍到現在太空金屬的球拍，網球拍的

材料不斷的演進，以前的球拍重量重製現在的球拍

輕，不僅針對材料本身的特質加以改進也針對預防撞

擊時所造成的傷害不停的研究，為了使球拍更輕而且

更有威力，廠商不停止使用新的材料來增加球拍本身

的結構，也使球拍在撞擊時能夠容易控制球的回擊，

甚至增加回擊後的威力；Claire L, Stroede; Larry 

Noble; Hughs Walker(1997) 使用不同球拍以及 20

位受試者做研究，利用發球機發出 21m/s 撞擊球拍的

撞擊中心(COP)以及 TIP 來探討阻尼器對於球拍振動

的影響，結果發現阻尼器有效吸收高頻的振動並沒有

使低頻衰減。Howard Brody; Crawford Lindsey(2003) 

曾經做實驗證明出「手是最佳的阻尼器，不論是球拍

所產生的震動(Shock)，或是球拍線線產生的振動

(Vibration)，在球撞擊至球拍時，能量傳遞都由前

手臂吸收，可是並沒有任何證明指出振動對於手臂傷

害的影響」， Knudson (1996)針對網球線張力與碰撞

位置在網球碰撞反彈的準確性的影響作比較，網球拍

分別穿上 200、267 和 334N 張力的尼龍線，網球撞擊

位置分別為球拍線中心(center)以及離球拍中心

8cm(off-center)的位置，結果發現球碰撞在球拍線

為200到334N張力以及離球拍中心8cm(off-center)

的位置的球拍線都有顯著的差異。Cross (2000)比較

網球拍框勁度 (Stiffness) 以及球拍線的張力

(Tension)對於網球拍中管的彈性分析，結果發現網

球拍線在 50-60lb，張力為 220-270 N，對於球拍的

中管彈性結構較好，Rod Cross(2003) 曾經使用一個

雙極體感測器(Piezo sensor )貼於靠近於球拍握把

前，來測量球拍不同位置在遭受撞擊時所產生振動與

震動的影響，結果發現球拍產生最大振動是靠近球拍

握把以及球拍頂端處，Howard Brody(2003) 利用懸

吊球拍，以球碰撞球拍面不同位置來尋找球拍面產生

最小的振動與振動的位置，發現產生最小振動的地方

是發生於球拍節點交接處(Node)，此處所產生的反彈

能力最佳，又可稱為反彈中心(COP)，當球撞及於此

處時可以產生最大力量反彈，Coe(2000)曾針對石墨

材質網球拍以及木頭材質網球拍，比較兩者在撞擊球

時的飛行速度，結果發現在發球時的飛行速度表現方

面，石墨纖維球拍優於木質纖維球拍在飛行速度上面

是可以高達 10%，證明球拍材質的改良對於球拍的能

力是有所增加；然而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球拍改變夾

層內結構是否能增加避震效果。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是使用兩隻分別為重300克增加球拍內部

結構以及310克重未增加內部結構添加細小鐵沙以增

加阻尼效果之球拍，由於相同款式的球拍並無相同重

量，是本研究所限制範圍，使用的球拍線是以磅數為

55 磅 BABOLAT 人工羊腸線，網球以自由落體落下分別

碰撞拍面遠端的位置，反彈中心位置以及靠近握把等

三個位置，然而球拍碰撞方法是以 Cross(2003)測量

球拍不同撞擊位置而懸吊球拍，效法本方法加以改

良，網球是以一細繩綁住並裝置一鐵片以一電磁鐵吸

附，斷電後落下撞擊球拍，並再球拍握柄處裝置一顆

加速度計來接受球拍線所造成的振動，如圖一實驗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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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圖所示，本實驗是利用王柏村(1996)在振動學所使

用的單自由度系統自由振動分析之對數衰減公式所

計 算 ， 假 設 當 δ = 為 對 數 衰 減 (logarithmic 

decrement). ζ =阻尼比(damping ratio). n =第 n

個週期(number of cycles used). 0X =第一個週期

之衰減(cycle amplitude at time)與 nX =第 n 個週

期之衰減( n cycle amplitude a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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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實驗配置圖 

参、結果與討論 

球拍內部結構的改變的目的是為了降低球拍遭受撞

擊所產生的高頻振動。雖然並不是結構的改變可以改

變球拍所有的特性，由圖一的結果可知，球拍內部結

構的改變可以增加球撞擊時的避震效果。然而由實驗

結果得知，球拍內部結構改變時，當球碰撞在 Tip、

COP 和 Handle 位置時，對於高頻振動的抑制有明顯的

效果。 

圖二  不同結構球拍阻尼比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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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論與建議 

由結果可知，球拍夾層添加材質能夠有效增加球拍的

避震的效果，本研究近針對球拍本身經撞擊後所產生

振動的影響並未針對球拍其他特性去研究，是未來實

驗中所必須討論與討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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