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兩種不同股數弦線放箭之箭體速度比較 
A COMPARISON of ARROW SPEED WHEN USING TWO KINDS 

of STRINGS with DIFFERENT STRAND NUMBERS to 
RELEASING ARROW 

吳季龍 Chi-Lung Wu1 劉于詮 Yu-Chuan Liu2 涂瑞洪 Jui-Tung Tu3 黃全成 Chuan-Chen Huang4 
12長榮大學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3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4致遠管理學院 Diwan College of management 

 
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針對以 16 股和 18 股弦線放箭時

的箭體速度進行比較，實驗以自製弓箭測試平台

進行放箭，透過 LabVIEW 程式儀控系統以

ZR-X250N 紅外線光柵擷取箭體速度。結果顯

示：以 16 股弦線所射出的箭體速度會顯著大於

以 18 股弦線所射出的箭體速度(p<.01)，代表在

同樣條件下，弦線股數的不同會影響到箭體速

度。在未來可針對弦線、弦高還有弓箭相關配備

對於箭體速度或者準確性表現的影響進行探討。 
關鍵詞：弦線股數、箭體速度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mainly aimed at the 
comparison of arrow speed when using 16 and 
18-strands string to release arrow. In experiment, a 
self-made arrow testing platform was used to releasing 
arrow and LabVIEW instrument control system which 
contained two infrared rays sensors was used to 
computing velocity of the releasing arrow. Result 
showed: the arrow released by 16- strands string owned 
significantly higher velocity than the arrow released by 
16- strands string (p<.01). It meant that in the same 
situation to relase the arrows, the numbers of strand 
would influence arrow speed. In the future, how the 
string, the brace height and the apparatuses of archery to 
effect arrow speed and accuracy performance could be 
studied progressively.  
Keywords: Strand numbers of string, Arrow 
speed 
 
二、緣由與目的 

在射箭運動中除了選手本身之外，相關裝備

對於選手的成績也有著重要之影響(林國斌，

1995)。以筆者自身經驗而言，若使用不同股數的

弦線進行放箭，往往在成績表現上會有所差異。 

根據郭旗顯(2003)的論述，不同材質的弦線

對於箭體的速度會造成影響；而箭體的速度則與

箭體中靶的命中率有關(王順正，1996)。 
由上述的討論可知，弦線對於箭體的速度有

所影響，而箭體的速度則與命中率有關。對於弦

線除了要注意材質之外，弦線股數也是射箭運動

從事者所在意的事。基於如此，本研究嘗試針對

以兩種不同股數弦線放箭時的箭體速度進行比

較，進而了解弦線股數對於箭體速度的影響。 
 

 
圖 1 弦線股數之介紹 

 

 
圖 2 自製弓箭測試平台 

 

 
圖 3 放箭器與量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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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紅外線光柵 

 

 
圖 5 相關儀器介紹 

 

 
圖 6 箭體通過兩道光柵時所產生的訊號 

  
三、材料與方法 
(一)本研究所使用之弦線 
 如圖 1 所示，一條完整的弦線是由多股的小

弦線所構成，較常被使用的則是由 16 股與 18 股

小弦線所構成的弦線，因此在本研究中便選擇由

16 股與 18 股小弦線所構成的弦線進行比較。至

於弦線的品牌，則均為 FAST FLIGHT(超強弦)。 
(二)放箭方式 
 圖 2 為一自製的弓箭測試平台，該平台使用

一氣壓缸來推動活塞桿。當使用空壓機並經由通

氣管讓氣壓缸前端充氣時，活塞桿便會往後拉，

進而向後拉動弦線。由於可以控制每次的充氣

量，因此每次活塞桿往後退所產生的拉力與活塞

桿要停止在哪個位置均可以被控制，進而使得每

次向後拉動弦線所產生的弦高也可以被控制。當

箭射出之後，則可以由氣壓缸後端充氣，則活塞

桿便會被向前推，進而讓活塞桿前端的放箭器可

以回到原來的位置再次夾住弦線。 
 在放箭時，則由一人扣下放箭器上的板機，

則弦線便可以被鬆開，而箭便可以被射出；另

外，弓箭測試平台也附有一量尺，進而可以用來

確認弦高是否正確(圖 3)。至於在本研究中，弦高

均固定在 23 公分。 
(三)箭體速度之計算 
 如圖 4，當箭由弓箭測試平台射出後，便會

通過 ZR-X250N 紅外線光柵(共有兩道)，而紅外

線光柵的訊號會經由排線轉換盒和數位類比訊

號轉接器接到 LabVIEW 程式儀控系統(如圖 5，
取樣頻率為 5000Hz)，進而算出箭體通過兩道紅

外線光柵的時間(圖 6)，之後再將兩道紅外線光柵

的距離除以該時間便可算出箭體通過兩道光柵

的平均速度。 
(四)資料分析 
 以 SPSS 統計分析軟體的獨立樣本 t 考驗進

行統計的比較。 
 
表 1 以不同股數弦線射出的箭體速度(m/s)比較 

  統計量數 
樣本類別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p 值 

16 股弦線 80.50 36.46 
18 股弦線 47.24 22.42 

3.27 .00* 

*p<.01 
 

 
圖 7 不同股數弦線箭體速度(m/s)比較圖 

 
四、結果與討論 
 表 1 與圖 7 為使用不同股數弦線射出的箭體

速度比較，由結果看來在同樣弦高及弦長條件

下，以 16 股弦線射出的箭體速度會顯著大於以

18 股弦線射出的箭體速度(*p<.01)。這樣的結果

也反應出除了不同材質的弦線會對於箭體速度

會造成影響外，射箭運動從事者所認為的弦線股

數的不同也會影響到箭體速度的觀點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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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嘗試針對以兩種不同股數弦線放箭

時的箭體速度進行比較，結果證實弦線股數會對

於箭體速度造成影響。 
 弦線、弦高還有弓箭的相關配備均可能影響

箭體速度或者最後的準確性表現，因此在未來的

研究中可以針對這些因素進行更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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