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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以無線感測傳輸系統運用於

棒球打擊的分析上。透過無線感測網路擷取一位

打擊手面對兩名不同的投手投球時各關節的三軸

的加速度值。經過比較後發現，這名打者在面對 B

投手時的關節加速度明顯的較大，特別是在右手

的肘關節和腕關節上。雖然兩名投手的球速差不

多，但是這名打者在面對 B投手時揮空的球較多。

很明顯的 B 投手的球尾勁較佳。本研究結果顯示

無線感測傳輸系統能提供更精確的打擊動作的數

據。期能做為爾後選手的動作感測分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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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using the wireless 
sensor transmission system to analysis the baseball 
hitting mechanics. When a hitter facing two different 
pitchers, the three axis accelerations of the hitter’s 
joints were acquired using the wireless sensor 
transmission system. After comparing the 
accelerations data, it was found that the joint 
accelerations were larger when the hitter facing 
pitcher B, especially in the right elbow and right 
wrist. Although the two pitchers had similar ball 
speed, the hitter miss more balls when he facing 
pitcher B. Obviously pitcher B have better ball 
movement.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wireless 
sensor transmission system can support more exact 
data of hitter’s mechanics. In the future, it can be an 
analysis system for athletes’ mecha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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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緣由與目的 

 

近年來，中華成棒隊在國際賽事打擊表現並

不理想，給國人是投手的表現高於打擊表現，相

關記錄亦呈現相同結果。棒球打擊是棒球比賽中

最困難的一項技術(楊清瓏，1997)，棒球打擊的

優劣是球賽勝負的主要關鍵(葉志仙，1997)，打

擊動作的順暢與否，擊球速度及力量之轉移是影

響打擊擊球動作的重要因素(張茂三，2002)。 

目前身體活動的測量工具以三軸加速規活動

感測系統較常被使用，且其測量個人身體活動誤

差較少(Welk, Blair, Wood, Jones, & Thompson, 
2000)，但在使用上仍有配戴位置、活動型式等限

制。本研究乃針對無線傳輸系統如何運用於打擊

動作資訊之分析，並藉由本系統所擷取資料加以

分析，將研究結果提供教練訓練選手打擊動作之

改善為目標。 

 

三、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之校正檔(Zero.txt)及設定檔

(Setting.txt)無線感測傳輸軟體系統 (軟體系統介

面如圖一)，是由研究者之指導教授，樹德科技大

學資訊工程所吳鴻志博士改良後之無線感測傳輸

系統。(無線通訊感測傳輸系統配置圖如圖二) 

 

 
圖一 軟體系統介面圖 

 

 
圖二 無線通訊感測傳輸系統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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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特性乃每顆節點並各自擁有通信頻道 

，且動作擷取數據皆是即時呈現。所使用之硬體

為無線感測系統，並與加速規(Accelerometer)感測

系統做結合，運用在運動資訊分析的應用上。本

研究量測大 g 值之晶片為 XZ ±100g 及 Y±50g 採

用(Freescale 公司 MMA3200 和 MMA 1201)。量

測小 g 值±3g 或±11g 採用(Freescale 公司

MMA7341)，而晶片本身具有類比接腳，產品分為

發送端及接收端功能十分完整。(無線通訊硬體裝

置圖如圖三) 

 
圖三 無線通訊硬體裝置圖 

 
(一)系統說明 

1.無線感測網路 

本 研 究 使 用 的 通 訊 協 定 為 ZigBee(A. 
Jon,2004)，無線感測器(ZigBee)是種近距離、低複

雜度、低功耗、低成本的無線通訊技術 (H. 
Bob,2004)。 
2. Accelerometer 

Accelerometer 稱為加速規或 g-sensor，輸出

為類比訊號,需使用類比數位轉換器，共有 X、Y、
Z 三維方向。本研究利用無線感測器結合

G-sensor，使傳輸系統更加輕巧，不必擔心傳輸線

問題，亦不需額外加裝收發裝置於身體各部位，

讓受測者身體活動較自在並增加數據資料擷取更

穩定和正確。 

3. Kinetic Chain (動力鏈)  
Kinetic Chain，稱之為動力鏈(Amin Ahmadi 

et al,2006)。本研究指的是棒球選手整個打擊動作

的過程 g-sensor 傳送出的連續加速度值。(球棒揮

擊過程如圖四) 。 

 
預備姿勢      後引        跨步      重心位移            

     揮擊       擊球點          餘勢     

圖四 球棒揮擊過程﹙資料來源：唐昭鈞，2003﹚ 

 

(二)研究方法 

1.受試者：本研究受試者以高苑科技大學甲組成

棒選手1名 (右手慣用手)為打擊受試者。投手

以高苑科技大學甲組成棒選手2名為投球投

手。受試球路皆以快速直球為主，打擊者面對2

名投手各揮擊10球共計20球。經無線感測傳輸

系統擷取資料加以分析。 

2.實驗地點：本實驗地點為高苑科技大學操場。 

3.實驗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八月五日。 

4.資料處理：本研究模擬棒球實際比賽打擊狀

況，由投手實際投球再由打擊者依來球實際揮

擊。並依棒球打擊訓練需求於相關關節配戴三

軸加速規，即測試者之右腕、右肘、右腰、右

膝、左腰等五個測量點(g-sensor 配戴位置如圖

五所示)‧並利用測速槍測得 A、B 2 位投手球

速，再經無線感測網路(Wireless Sensor Network,
簡稱 WSN) 將身體各受測部位與主控端做傳

輸，分別擷取參數資料經 MS Excel 進行分析比

對。本研究所指加速度數值波形圖即稱為動力

鏈，而本研究藉此動力鏈來分析打擊者面對不

同球速投手之打擊差異性。 

圖五  G-sensor 配戴位置圖 

 

四、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使用無線感測傳輸系統經測量得知，

每秒約530筆封包回傳，整個打擊動作測量過程設

為五秒。打擊受試者需面對(A、B)2名投手各揮擊

10球共計20球 (有完成揮棒才列為傳輸成功)並

紀錄打擊者擊中球之狀況及投手投出每顆球之球

速，藉由傳輸回傳之數值繪成動力鏈圖，並將數

值做平均，且算出標準差，最後將動力鏈圖做比

較。投手球速及受試者打擊成功率比較表(如表一

所示) 

表一 投手球速及受試者打擊成功率比較表 
    球數 

項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 

成功％ 

A投手球速 76 77 77 76 76 77 76 75 77 76 76.3 

受試者 

打擊狀況 

○ ○ Δ ○ ○ Δ ○ ○ ○ ○ 70％ 

B投手球速 77 76 77 76 78 77 76 75 77 76 76.5 

受試者 

打擊狀況 

Δ ○ Δ Θ Δ Θ ○ Θ ○ Δ 30％ 

備註 1.揮中球：○ 2.揮棒落空：Θ 3.擦棒（界外球）：Δ 

 



依表一所示：A投手平均球速為76.3英哩，B
投手平均球速為76.5英哩，顯見二人之球速相

當，但打擊者面對A投手擊中球之成功率達70％，

但面對B投手擊中球之成功率僅達30％，顯然B投
手所投之快速球較難掌握擊球點。以下進一步以

各關節X、Y、Z軸動力鏈數值加以分析說明。 

本研究受試者打擊A投手投球，各關節X、Y、

Z軸平均數動力鏈 (如圖六、八、十)及打擊B投
手投球，各關節X、Y、Z軸平均數動力鏈 (如圖

七、九、十一)，由圖七、九、十一可明顯看出受

試者揮擊B投手所投之球，各關節三軸平均數動力

鏈皆比打擊A投手所投出之球各關節三軸平均數

動力鏈數值皆有明顯差異，並由圖可看出右肘關

節數值最大，其次為右腕關節及膝關節。 

 
圖六 受試者打擊A投手投球各關節X軸平均數動力鏈 

 

 
圖七 受試者打擊B投手投球各關節X平均數動力鏈 

 

 
圖八受試者打擊A投手投球各關節Y軸平均數動力鏈 

 

 
圖九 受試者打擊B投手投球各關節Y軸平均數動力鏈 

 

 
圖十 受試者打擊A投手投球各關節Z軸平均數動力鏈 

 
圖十一 打擊B投手投球各關節Z軸平均數動力鏈 

 

本研究受試者打擊 A投手投球，各關節 X、Y、
Z 軸標準差動力鏈圖(如圖十二、十四、十六)及

打擊 B 投手投球，各關節 X、Y、Z 軸標準差動力

鏈圖(如圖十三、十五、十七) ，由圖十二和圖十

三、圖十四和圖十五、圖十六和圖十七可明顯看

出受試者揮擊 B 投手投球，各關節三軸標準差動

力鏈皆比打擊 A 投手投球各關節三軸標準差動力

鏈數值皆有明顯差異，並由圖可看出右腕關節數

值最大，其次為右肘關節。 

 
圖十二 受試者打擊A投手投球各關節X軸標準差動力鏈 

 

 
圖十三 受試者打擊B投手投球各關節X軸標準差動力鏈 

 

 
圖十四 受試者打擊A投手投球各關節Y軸標準差動力鏈 

 

 
圖十五 受試者打擊B投手投球各關節Y軸標準差動力鏈 

 



 
圖十六 打擊A投手投球各關節Z軸標準差動力鏈 

 

 
圖十七 打擊B投手投球各關節Z軸標準差動力鏈 

 

    由研究顯示，打擊動作平均數及標準差之各

關節X、Y、Z三軸動力鏈，以右腕關節與右肘關

節加速度數值最大，且二位投手球速速差不大，

但受試者打擊B投手投出之球各關節之三軸加速

度數值明顯大於A投手投出之球，亦代表B投手球

質重且有尾勁，球值重者易造成揮棒失誤，因此

有尾勁的球較容易造成打者出棒不及，對打擊區

的打者而言，有尾勁的球還會上飄！如此一來這

種球自然更難被打得紮實。由測速槍所測得球

速，及打擊紀錄中亦呈現相同結果。 

 

五、 結論與建議 

 

(一)本研究提出將有線傳輸改成無線傳輸，並利

用改良之無線感測傳輸系統，經由動力鏈來擷取

更正確的動作數據資料，加以分析選手的打擊動

作姿勢是否正確以提昇選手成績。本研究主要瞭

解無線感測傳輸系統之穩定程度，是否可做為爾

後選手身體活動之測試工具。本無線感測傳輸系

統亦已加入陀螺儀可量測物體旋轉時的角速度或

角位移，希望經更精確測試後能提供更完善運動

資訊之分析。 

(二)本研究受試者僅以快速直球為主要球路進行

打擊動作分析與探討，在揮棒動作上難免有違比

賽真實性，故建議爾後研究者可利用投球機或投

手實際投球方式，以各種不同球速及球路模擬真

實的比賽情境，以擷取最佳的運動學參數。此外，

可將實際賽事中不同擊球點的打擊成功率，與所

擷取的各項揮棒動作之運動學參數作一比較，並

進一步分析選手的揮棒動作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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