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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針對不同羽球拍面位置撞擊聲

音的基頻進行比較，實驗主要以一自製的撞擊平

台針對不同羽球拍面位置進行撞擊測試，同時以

Audacity 聲音編輯軟體收錄撞擊聲音並進行頻譜

分析來求取撞擊聲音的基頻。結果顯示：不同撞

擊位置對於撞擊聲音基頻產生影響，中上撞擊點

撞擊聲音基頻會顯著小於中心和中下撞擊點撞

擊聲音基頻(p<.05)。而羽球拍面撞擊聲音的基

頻、羽球拍面彈性恢復係數還有球線穿線磅數之

間的關係，則是未來可以繼續研究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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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mainly aimed at 
the base frequency comparison of hitting voice 
from different badminton string bed positions. In 
experiment, a self-made impact platform was used 
to carry out impact tests of different string bed 
positions; meanwhile, an audio edit 
software-Audacity was used to record hitting voice 
and to get the base frequency by analyzing the 
frequency spectrum of the voice. Result showed: 
Different hitting positions would influence base 
frequency of hitting voices. The base frequency of 
mid-upper hitting point was smaller significantly 
than the base frequency of mid and mid-lower 
hitting point (p<.05). Moreove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base frequency of hitting voice from 
badminton string bed, the badminton string bed’s 
coefficient of restitution and the thread pounds of 
string could be kept to research in the futur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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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在羽球運動中，我們必須使用球拍來將球擊

出，但在揮拍過程中最終還是球線和球體的接

觸。因此在同樣以球線構成拍面的網球中，有學

者便指出：「網球永遠接觸不到價格昂貴及高技

術的球拍，球僅能碰觸到球線」 (Brody, 1987)。 
為了了解拍面球線的鬆緊與張力，球員往往

會用手掌輕拍球拍並且比較其聲音。提到球拍

面，林寶城、何維華、林槐庭、湯文慈、江勁彥、

洪得明、蔡虔祿(2008)則是指出球拍有所謂的甜

區，若以甜區擊球，振動響應會有最佳的表現。

由此我們可以了解當球拍面不同位置和球產生

撞擊時(甜區和非甜區)，球線的振動也是會有所

不同的。 
經由上述討論可知，拍面的球線的振動會因

為不同位置而有所不同；而在實際人體的感受

上，除了持拍手臂對於擊球瞬間的感受之外，球

拍面與球體撞擊時所產生的聲音也是人體在擊

球時可以接受到的訊息，因此不同羽球拍面位置

的撞擊聲音是否有所不同，則是本研究想進行探

究的。基於如此，本研究嘗試針對羽球拍面受到

撞擊時的聲音進行收錄，之後則進行頻譜分析來

求取撞擊聲音的基頻，進而比較不同羽球拍面位

置的撞擊聲音是否有所差異。 

 
三、材料與方法 
(一)本研究所使用的球線和球拍 
 本研究以 YONEX BG-65 球線來進行本實

驗，並以一位具有穿線經驗的穿線者來進行穿

線，穿線磅數均為 24 磅。球拍則均使用柏頓運

動器材有限公司所製造的同一款球拍。 
(二)撞擊球拍的方式 
 列舉 Röttig(2004)的方式，其方式是以手掌

拍擊球拍並以連接電腦的麥克風進行錄音，這個

方式主要的缺點在於無法保證每次手掌拍擊球

拍的力量均相同，而且也無法確認每次手掌拍擊

球拍的位置保持固定。基於如此，本研究參考林

信良、陳五洲(1999)和曾馨平(2006)的研究，自製

一撞擊平台。該平台可使 80 公克鋼球自高 61.5
公分處落下撞擊球拍(動能相當於時速 200 km/hr
的羽球)，而為了讓 80 公克的鋼球自垂直高度

61.5 公分處自然落下，在開始時，鋼球先被通電

銅線纏繞所形成的電磁鐵所吸附，之後關閉電池

開關讓電磁鐵磁力消失並使得鋼球自然落下(如
圖 1)。 
 在球拍撞擊位置方面，撞擊前均先以鉛錘線

確定鋼球能準確撞擊各點，撞擊點界定方式則參

考曾馨平(2006)的研究方式(如圖 2)。撞擊時，一

支球拍只進行一個撞擊點的撞擊，次數為 15 次。 
(三)錄音與聲音基頻分析方式 



 本研究參考 Röttig(2004)的方式，以 Audacity
聲音編輯軟體(Audacity®軟體為 Audacity 開發

團隊版權所有©1999-2010；Audacity®為 Dominic 
Mazzoni 所註冊的商標)控制華碩筆記型電腦的

麥克風來針對鋼球撞擊拍面的聲音進行錄製，之

後進行頻譜分析並求取聲音基頻。 

 在統計部分，則是以 SPSS 統計分析軟體的

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和杜凱式事後比較

進行。 

 
圖 1 檢測方式說明 

 

   
圖 2 球拍撞擊位置 

 
圖 3 聲音基頻 

 
四、結果與討論 
 表1為不同羽球拍面位置撞擊聲音基頻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由結果看來不同撞擊位置

的 確 會 對 於 撞 擊 聲 音 基 頻 產 生 影 響

(F(2,42)=15.64，p<.01)。 

 由表 2 看來，各撞擊點的撞擊聲音基頻以中

下撞擊點最大、中心撞擊點次之、中上撞擊點最

小；但是在事後比較上僅有中上撞擊點撞擊聲音

基頻顯著小於中心和中下撞擊點(p<.05)，中心和

中下撞擊點之間則無顯著差異。 
 根據曾馨平 (2006)的研究結果，不同羽球拍

面位置的彈性恢復係數也會有所不同，而林信

良、陳五洲 (1999)和曾馨平 (2006)也發現不同穿

線磅數的羽球線，其彈性恢復係數也會有所不

同。因此羽球拍面撞擊聲音的基頻和彈性恢復係

數的關係，還有不同球線穿線磅數對羽球拍面撞

擊聲音基頻的影響，則是未來可以繼續研究之方

向。 
 
表 1 不同羽球拍面位置撞擊聲音基頻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p 

組間 5070.84  2 2535.42 15.64 .00** 
組內 6808.35 42 162.10   
總和 11879.19 44    

**p<.01 
 
表 2 不同羽球拍面位置撞擊聲音基頻(Hz)之平

均值、標準差和事後比較 
 平均值 標準差 事後比較 

中上撞擊點  991.60  3.02 b,c 
中心撞擊點 1008.83  4.46 a 
中下撞擊點 1017.09 21.39 a 

註：a,b,c 分別是指在事後比較中與中上、中心與

中下撞擊點達顯著差異者(p<.05)。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顯示不同羽球拍面撞擊位置，會對於

撞擊聲音基頻產生影響，而羽球拍面撞擊聲音的

基頻、羽球拍面彈性恢復係數還有球線穿線磅數

之間的關係，則是未來可以繼續研究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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