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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主要將針對棒球球棒檢測方面之轉動慣量(MOI)，本研究之結構設計主要依據 ASTM F 1881.(2004)的測試標準為主軸，

並配合嵌入式晶片以達成一新型球棒轉動慣量檢測系統。由於目前球棒之轉動慣量特性均由人工量測，容易造成人為誤差，

故本研究採用電子式測試設備以除去人為誤差，並能即時呈現檢測結果，經實驗與理論分析以 SPSS 統計軟體做皮爾遜積差

相關分析後，明顯一致，故證明本研究之檢測系統確實可行，未來將可用於球棒轉動慣量之檢測，亦可利用於未來針對

專業棒壘球球員設計客製化服務時，提供一個更精準的檢測。 

關鍵詞：轉動慣量、嵌入式晶片 

 

壹、前言 

在棒球比賽中，對於打擊者來說一根適合的球棒是極

具有重要性，常見的有木棒、鋁棒、複合球棒三種。

而轉動慣量是由它們的總質量與質量分配位置來決

定。在研製本研究之前針對了幾篇關於轉動慣量的相

關文獻進行探討：例如 Jeffrey Stephen Dillard 

(2003) 以及 Timothy J. Mustone .(2003)對於轉動

慣量都有做詳盡的介紹與分析，不過在實體上之測量

並沒有實現。Shintaro Nabeshima.(2004)以及王袺

成、劉宗翰、吳四印(民 92)文獻中均具有對轉動慣量

做實體上的測量，然測量時兩者皆利用擺動方式，以

手控馬錶量測擺動時間，後計算轉動慣量，不同之處

在於前者對於單一球棒在不同高度下測量，後者對於

不同性質的球棒在同一高度下測量，不過因兩者皆利

用馬錶，當測量時，將會造成人為上的誤差，故本研

究目的既為解決過去人為上之檢測誤差，進而開發一

電子式檢測方式，最後並以實驗與理論驗證，以驗證

本研究開發之系統確實可行，並分析實驗與理論上之

差異性。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設計測試儀器中包含電子電路控制以及機構

設計，機構設計部分為參照 ASTM F1881-04 標準之架

構如圖一所示，將球棒棒頭朝下以懸吊方式固定於快

速拆卸即輕易定位的夾具上，球棒固定的位置距離球

棒握把端 6in 處。此夾持的裝置可以自由擺動。另外

電子電路控制方面如圖二為結構示意圖，利用光電開

關感測球棒擺動的週期與次數，此裝置限定擺動的角

度為球棒鉛直方向左右 5度的範圍及嵌入式晶片進行

資料分析，本研究之設計測試儀器整體架構如圖三所

 

圖一 ASTM F1881-04 的 MOI 測量示意圖 

 

圖二 結構示意圖 

    

 

圖三 整體架構 

示，圖 3-a 為整體檢測系統圖中包含機構設計以及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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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電路控制，圖 3-b 包含光電開關之光電檢測機構圖

示，圖 3-c 為內含整個檢測系統核心的電子控制電路

之系統控制操作盒。本研究測試方法是利用重量長度

不同的 2隻質量連續分均勻之圓柱體進行測試，分別

使用理論與實驗測量的方法，各測量三次數據取平均

值後，比較實驗檢測方法與理論分析之轉動慣量的差

異性。最後並針對四支重量長度不同的球棒測量其轉

動慣量。 

参、結果與討論 

檢測時使用理論計算與實驗測量的方法，針對質量連

續分均勻之圓柱體進行比較，而實驗測量時，將球棒

設置於固定高度以自由擺動落下，並利用光電開關感

應球棒擺動，再由嵌入式晶片進行分析與處理，之後

透過 LCM 即時顯示出測試的數據，最後依 ASTM 

F1881-04 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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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慣量，其中平均週期是由球棒每次來回擺動五趟計

算五次之平均值、g為重力加速度 980.6cm/s2
、 tW 為

球棒重量、a為夾持點到質心位置的距離

( cmBPa 24.15−= )、BP 為質心位置。理論分析方

法是依照圖四之設置，選用 Timothy J. Mustone 的計

算量測方式，其中使用了平行移軸定理，將得知的物

理參數帶入依據平行移軸定理得證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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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為對於新軸

上的轉動慣量、 cI 為對質心點上的轉動慣量、∆為新

軸對質心軸上的平移量、圓柱體總長度(L)、圓柱體總

重量(m)。 

 
圖四 平行移軸定理 

兩種測試方法的測試結果如表一所示，經由 SPSS 統計

軟體的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得知，兩種測試方法出來

的 MOI 呈現無顯著差異的情況，由此證明本研究開發

的轉動慣量之正確性。將本研究開發之系統應用於球

棒檢測上，首先利用郭信麟、陳億成、劉宗翰(2005)

之儀器來量測重量、長度、質心位置，之後使用本系

統求得轉動慣量如表二所示，由測試結果顯示由於球

棒一為教練棒重量最輕，故其轉動慣量亦為最小。球

棒二為重頭型球棒(握把輕、甜區重)使得握把至質心

位置較長，因此轉動慣量最大。而球棒三、四為平衡

型球棒，因同類型球棒所以由重量既能發現它們轉動

慣量之關係(球棒四＞球棒三)。而實際測量也為同樣

結果，故實驗合理。 

表一  皮爾遜積差相關檢驗 

N=2          理論分析 MOI 值 

理論分析 MOI 值          1 

實驗測量 MOI 值          1
**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 (雙尾)，相關顯著 

表二 球棒轉動慣量測試結果 

測試球棒 重量 質心位置 總長度  MOI 平均值 

(g)    (cm)    (cm)     ( g-cm
2 
) 

球棒一   532.3   60.80    90.0     1319424 

球棒二   883.1   58.64    85.8     1849797 

球棒三   883.0   56.03    83.5     1695475 

球棒四   888.0   57.72    84.4     1805110 

肆、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利用嵌入式晶片開發之電子式球棒轉動慣量檢

測系統，能夠修改過去球棒轉動慣量之人為誤差，故

本次研發的電子式檢測儀器能夠使用在球棒上之檢

測，亦可利用於未來針對專業棒壘球球員設計客製化

服務時，提供一個更精準的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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