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較不同平衡點與中桿勁度羽球拍對於揮拍速度及球速之影響
林雅涵 王俐婷 蔡虔祿 相子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摘要
揮擊運動之器材對於運動表現有著相當的因果關係。由於球拍是擊球過程中唯一與球體接觸之器材，其影響球體之飛行路徑、速度
及落點甚鉅。本研究為了解球拍平衡點及中桿勁度對於球拍之揮拍速度及球速之影響，以四支兩兩相同之球拍平衡點與中桿勁度進
行最大能力擊球試驗；結果發現，平衡點較靠近握把處之球拍揮擊速度皆大於平衡點較遠離握把處之球拍，而中桿勁度較小之球拍

其擊出之球速皆大於中桿勁度較大之球拍。未來在球拍選購與訓練上，可從球拍平衡點與中桿勁度選擇上進行最佳化搭配。

一、 緒 論

揮擊運動之器材對於運動表現有著相當的因果關係。由

於羽球是經由中桿作用與羽球拍上的網線和球體發

生碰撞後產生能量改變，使羽球本體能改變路徑而

飛出，是故羽球拍上的中桿（Shaft）對羽球的反彈

有很大的影響，而影響揮拍感覺的因素可由轉動慣量 I

公式，I=mr2，得知，當球拍質量m相同時，平衡點位置與

握把距離 r成為影響揮拍感覺最重要的因素。本研究為了

解不同平衡點位置與中桿勁度對於擊球前球拍最大速度

以及其擊出之球體的最大速度的影響，故實驗用的四支

球拍固定以 28 磅的張力以排除網線張力之變數。

二、 研究方法

將編號 A、B、C、D 由勝利公司所提供之四種不同等級

之中管，搭配兩種不同框型及平衡點位置之球拍，將單

軸加速規放置於已懸吊之球拍拍框並利用 PHOTON+ 掌

上型動態訊號頻譜分析儀(2000Hz)測得球拍經敲擊所得

之震動，經 Acqknowledge 3.9.1 軟體計算每一振幅所需時

間始為球拍之自然頻率（sec）代表中桿勁度，每支球拍

測試三次，每次敲擊五下。經平均後呈現於表一；在擊

球方面，選手以最大能力擊球，每人每支球拍做五次測

試，利用 SportCAM高速攝影機以每秒 1000 張的頻率紀

錄，並各取其最清晰完整的三次，用 SiliconCOACH 即時分

析軟體計算，擊球前球拍之最大速度(㎝/s)及飛出後球體

最大速度(㎝/s)，數值以平均數及標準差表示(表一)。本

研究為取得足夠光線實驗場地設置室外使高速攝影機畫

面更為清晰，將球以風箏繩懸吊，減少來球速度之變數。

三、 結果與討論

球拍之基本條件如表一所示，A與 B 以及 C 與 D分別擁

有相同平衡點及不同的中桿勁度。

(一.) 平衡點位置對於球拍最大速度與最大球速之影響

編號 A與 B 平衡點較靠近握把部位的球拍中(291mm)，其

擊球前球拍之最大速度(㎝/s)及飛出後球體最大速度(㎝

/s)皆大於編號C與D平衡點較遠離握把(294mm)部位之球

拍(圖一、圖二)，由揮重(swing weight)公式，swing weight

=mass×distance×distance=md2，得知，當球拍質量 m 相

同時，平衡點位置與握把距離 d 成為影響揮重的因素；

球拍平衡點測量方式為，當球拍於中桿某點支撐，能使

球拍處於靜平衡狀態其為此球拍之質點，而從握把末端

向質點延伸這距離 r 始為此球拍之平衡點，亦握把末稍至

球拍質點之距離。另外，由槓桿原理施力×施力臂＝抗力

×抗力臂亦能得知，球拍質量分布較偏拍頭，亦平衡點較

遠離握把處，在相同重量之球拍，揮擊感覺較球拍質量

分布偏握把處之球拍來的重，亦在揮拍靈活度上感覺較

遲鈍。由旋轉運動中τ =Iα可解釋揮拍速度的增加而增加

球體最大速度這項結果；τ是球拍的力矩，α是揮拍過程

中球拍的角加速度，而 I 則為球拍之轉動慣量，轉動慣量

公式 I = ML2，其中Ｍ為質量而 L 為旋轉半徑(球拍長度)；

當球拍質量與長度皆相同時，揮拍之角加速度成為增加

力矩τ的關鍵，而物體運行所受的外力與其加速度成正比，

由此得知，增加揮拍的加速度能使球速增加。

(二.) 中桿勁度對於球拍最大速度與最大球速之影響

編號B及D中桿勁度較小(每一振幅所需時間較長)之球拍

中，其擊球前球拍之最大速度(㎝/s)及飛出後球體最大速

度(㎝/s)皆大於相同平衡點位置之中桿勁度較大(每一振

幅所需時間較短)的 A與 C(圖一、圖二)，由 96 年蘇榮立

等人實驗結果提出『較高勁度的網球拍產生球速比勁度

低之網球拍更快』的結論；指出勁度越高的球拍其恢

復係數越高，受碰撞時在拍框位移較小的作用下，

使得碰撞後有較好的恢復係數。勁度的增加使來球

衝擊時，球拍不至於屈撓而損失大量的能量，即能

高速瞬間反彈回去。但本實驗所得結果與其相左，

自然頻率較小的球拍，其產生的球拍最大速度及球



27.41 27.64 27.15 27.34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A B C D

Maximum Swing Speed(cm/s)

A

B

C

D

體最大速度皆大於自然頻率較大者，此結果可能與

“鞭打效應”有關，羽球揮擊動作屬開放式動力鍊

（Open kinetic chain）運動型態，由人體為主要活動

軸，揮拍擊球時，利用軀幹及手臂加上球拍之轉動

以球拍甜區之切線速度擊球，另外在擊球前的揮拍過

程中，球拍中桿有一個彎曲和復原的現象，在此過程中

球拍中桿受力發生變形，當力量從軀幹傳至球拍末梢端

時，球拍變形被儲存的彈性位能（Elastic potential energy ，

EPE）釋放產生更大的擊球力量，增加球拍的速度進而產

生較大的球體速度(2005，相子元)。

表一、實驗數據(N=24)

編

號

球拍最大速度

(cm/s)

標準差 球體最大速度

(cm/s)

標準差 自然頻率

(sec)

平衡點/重量

(mm/g)

A 27.41 ±1.7 45.84 ±1.5 0.073 291/86.6

B 27.75 ±1.5 49.73 ±1.0 0.074 291/86.4

C 27.15 ±2.2 49.05 ±2.8 0.073 294/85

D 27.34 ±1.4 50.93 ±1.1 0.074 294/84.4

註：自然頻率單位為每一振幅所需時間(sec)

圖一、球拍最大速度

圖二、球體最大速度

四、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經討論分析後，獲得以下結論與建議：

(一.) 揮重(swing weight)確實影響了揮拍速度，而平衡點

越靠近握把處其揮重越小，揮拍速度越快。

(二.) 較小的中桿勁度擁有較快的球速，擊球前的揮拍

過程中，球拍的變形儲存了彈性位能（Elastic

potential energy ，EPE）釋放產生更大的擊球力量。

(三.) 球拍速度越快其所擊出的球體速度越快，此結果證

實了1999年由張博、邵年提出的增加擊球力量的方

法就是增加揮拍的加速度。

(四.) 未來可朝釐清影響擊球感覺之因素方向深入探

討。

(五.) 由於本實驗為取得足夠光線，特將實驗場地設置室

外使高速攝影機畫面更為清晰，並將球以風箏繩懸

吊，減少來球速度之變數卻忽略自然風吹動，造成

球體飛出速度的變數，未來可在實驗場地周圍設置

擋風設備以減少變數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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