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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摘要 

 
研究目的：主要分析三種不同桿頭速度下對

於球滾動距離之關係，利用研發之球桿測試系統

進行實驗，找出桿速與球滾動距離的關係。研究

方法：驗前先進行準確度校正，包含果嶺球速 
(Green speed) 量測、桿頭速度測試，而後測試，

經由 LabVIEW 蒐集並轉換所須參數，並以 Excel
分析。研究結果：速每增加 50 rpm 轉矩數，滾動

距離增加的幅度就大增，但卻有逐漸降低的趨

勢，另外桿頭速度與推桿距離呈現正相關程度高

達 R2=0.9219 (r=0.96)。根據碰撞理論提到推桿動

作屬於非完全彈性碰撞，當滾動距離愈遠時，誤

差的距離也相對的提高，可能原因是滾動時會因

球體本身滾動的方向與地面的凹痕或不平等種

種因素，導致更大的誤差。結論與建議：依結果

所述球桿測試系統的穩定度，更可量化桿速與推

桿距離的關係，日後的研究可以將距離固定藉以

反推桿頭的速度，並加上不同坡度更進一步研

究。 
 
關鍵詞：推桿、桿頭速度、推桿距離 
 
Abstract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analysis of putting distance on three 

kind of different club head speeds. Method: Before 
the experiment, carries on the accuracy to adjust 
first, contains the green speed , the club head speed 
test, then tests, and transforms by way of the 
LabVIEW collection must the parameter, and by 

the Excel analysis. Result: Every time increase the 
50rpm torque number that distance will be trundle 
enlarges, but actually has the tendency which 
reduces gradually The club head speed    to 
putting distance presents the relativity to reach as 
high as R2=0.9219 (r=0.96). According the collision 

theory that putting is a non-perfect elasticity 
collision, when the trundle distance is farther, the 
magnitude of error will add for distance, the trundle 
of possible reason because the ball rolled direction 
and the ground factor cause a bigger error.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 The result for the test 
system's stability to be possible the change club 
head speed and the putting distance relations. In the 
future ,we may be fixedly distance to pushes the 
club head speed, and adds the different slope for 
research. 
 
Keywords: Putter, Club Head Speed, Putting  
          Distance  
 
二、 緣由與目的 

 
在高爾夫球運動中決定最後勝利與否的關

鍵因素莫過於推桿。雖然並不需要像開球桿一樣

將球打的深遠，但要「精準」、「力道控制」將

球控制在目標線上，能不偏離既定的球道上，是

一項高難度的動作，另外伴隨著當時比賽的壓力

情境下，些微的失誤將是比賽的輸贏，此外國外

學者 Pelz (2000) 研究中指出推桿占高爾夫運動

中總桿數四成左右。宋定衡、吳芳瑤（2004）提

到優秀女子選手在平均推桿數與運動成績（總桿

數）之間有顯著正相關存在。馬義傑（2008）評

斷高爾夫推桿優劣與否，取決於出桿後的球速與

擊球點的兩大因素。既然推桿那麼重要是決定比

賽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此外，球速的高低又取

決於揮桿速度快慢與果嶺球速高低，因此本研究

目的主要分析三種不同桿頭速度下對於球滾動

距離之影響，利用研發之球桿測試系統進行實

驗，找出桿速與球滾動距離的關係。  
 

三、材料與方法 
 
(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使用的設備主要為球桿測試平

台，元件包含：LabVIEW 8.5 程式儀控系統、球

桿測試器（變速馬達、力矩測量器、馬達控制

箱），與 Titleist Studio Select Kombi 高爾夫球桿，

所共同結合的球桿測試系統。 
 

 
圖一 球桿測試系統      圖二 球桿測試器 
(二) 研究方法 

實驗前先進行準確度校正，包含球桿是否水

平、系統精準度校正，之後各自測得果嶺球速與

桿頭速度，每種轉矩下各 100 筆，進行整理所得

資料如下所示： 
1.果嶺球速 (Green speed) 

此果嶺球速是將人工草皮定義為果嶺草皮

而定的球速。將小白球置於 Stimpmeter 果嶺滾動

率計量器凹槽上，向前滾動 3 次得到平均值 A1，
反方向再次得到平均值 A2，其差距不可超過 20
公分，最後再求出 A1 與 A2 的平均值，即為果

嶺球速。現今「快速」果嶺是大型比賽的趨勢，

最少須有 10 英呎，美巡賽更達到 12 英呎，因此

本實驗測得果嶺球速達 13.4 英呎具有參考價

值，以下是大型比賽之間的球速比較表（表一）。 
 

表一 果嶺球速比較表 

     單位    
名稱 英呎 公分 

四大滿貫賽 14 427 
本實驗草皮 13.4 410 
美巡賽 12 366 
快速草皮 10 305 

2.桿頭速度 
  桿頭速度是在桿頭起始點旁放置兩組紅

外線光閘，分別以馬達轉矩數 100 rpm、150 rpm、
200 rpm 測得桿頭速度，以下為對照表（表二）。 

 
表二 馬達轉矩數與桿頭速度對照表 

       單位 
轉矩數 桿頭平均速度(cm/s) 

100 rpm 68.47±0.84(低速) 

150 rpm 94.90±1.43(中速) 

200 rpm 135.88±2.92(高速) 

 (三) 研究限制 
  本實驗室以平坦又快速人工草皮做測試，因

此有關環境因素（如乾溼度、草紋順逆向、草皮

坡度問題）未作考慮，為本實驗之限制。 
 (四) 資料分析 
    經由 LabVIEW 虛擬程式儀控系統蒐集並轉

換所須參數，並以 Excel 軟體分析桿頭速度與推

桿距離的關係圖。 
 
四、結果與討論 
     

運用球桿測試系統，在穩定的桿頭速度下，

以相同的球體，正確的的擊球位置撞擊到球，減

少因人為的誤差，確實量化數據。 
  

 
圖四 不同桿速與推桿距離間關係圖 

 
由上圖四可知，桿速低速時推桿距離為 80.9 

cm (±2.15 cm)；中速時推桿距離為 221.5 cm (±
6.40 cm)，高速時推桿距離為 307.2 cm (±9.26 cm) 
桿速每上升 50 rpm 轉矩數，滾動距離增加的幅度

就大增，但卻有逐漸降低的趨勢。因此，從圖中

可發現桿速的快慢與距離的遠近呈現正相關的

狀況，相關程度高達 R2=0.9219 (r=0.96) 的高相

關程度。根據碰撞理論提到推桿動作屬於不完全

彈性碰撞，球體會持續向前滾動到停止，有可能

與草皮的摩擦力而讓球體逐漸減速。另外由圖中

知當滾動距離愈遠時，距離的變異性也相對的提

高，可能原因是滾動時會因球體本身滾動的方向

與地面的凹痕、不平或滑動等種種因素，導致更

大的變異性。因此 Swash (2001) 提到球若能從頭

到尾都一致的滾動，這種滾動會使球較容易保持

在目標線上，且較不容易因鞋釘痕跡或小凹痕而

偏離。並增加滾動距離，進而減少桿數的發生。 
 

五、結論與建議 
 
經過本研究結果顯示當桿速愈快的同時，球

速會愈快相對的滾動距離也會更遠。另外因球桿

測試系統的穩定度極高，可確實量化桿速與推桿

距離的關係。因此之後的研究可以將距離固定反

推桿頭的速度，期待更能推估多少速度下將球推

入球洞內，加上不同坡度更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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