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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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網球正手拍上旋球與平擊球之差異分析。透過

使用無線傳輸感測器蒐集實驗者身上各關節的

三軸的重力加速度值，並搭配高速攝影機拍攝動

作（420HZ/S），最後藉由 MS Excel 2007 分析軟

體來了解各肢段重力加速度 g（1g=9.8 2/ sm ）值

大小做兩種擊球方式比較。結果發現在擊球瞬間

為了讓球有更多的旋轉，增加擊球的力量所以在

擊球的瞬間會加速度擊球，致上旋球及平擊球產

生拍柄的受力平均值最大，其次手腕、肘關節。

其它右肩、右腰、右膝部無顯著差異。平擊球的

三軸（X、Y、Z）重力加速度 g 值平均數明顯都

比上旋球的重力加速度 g值平均數較高。 
 
關鍵詞：上旋球、平擊球、無線感測傳輸 
 
Abstract 
 

The research is aim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orehand flat stroke and forehand topspin 
in tennis game with the wireless sensor. In order to 
analysis the acceleration of gravity in all parts of 
the athlete. Therefore, high speed camera was also 
acquired. The equipment was stick on the 
right-hand elite tennis athletes’ joint. It showed that 
the grip take the most acceleration of gravity to 
increase the speed of rackets both in spin and flat 
ball. Besides, the three axis of acceleration of 
gravity in flat are bigger than spin ball obv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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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緣由和目的 

 
網球、桌球、羽毛球等運動，都是要使用球

拍的運動類型。由於日常生活習慣、身體的運動

生理特點等因素，正手擊球變成球類運動中最基

本技術，另外，也因為反手擊球、截擊球、發球

等其他較難技術學習需要有良好的球感培養為

前提。只有掌握正手擊球，培養了一定的球感，

才能較快、較好地掌握其他技術（宋強，2004）。
正手擊球中依照球的旋轉分為平擊球、上旋球、

下旋球、側旋球等四種。 

本研究中主要探討正手擊球中上旋球及平

擊球，但是打網球中不管擊任何的球，球體飛行

不旋轉是不可能，球體在空中飛行時與空氣摩擦

就會產生旋轉。然而，平擊球與上旋球即使都在

擊球中讓球體產生旋轉，但是兩者的旋轉程度卻

有極大的差別，因此本文將利用無線感測器，測

量專業的網球選手其平擊球與上旋球之間擊球

時各肢段動作分析，並從分析的數據強化各肢段

的訓練效果。 

目前人體動作感測研究大多為有線傳輸，也

就是測試的選手身上掛滿傳輸線，導致選手在測

試上無法靈活伸展做動作使得數據上有些微差

異。本研究採用的無線通訊硬體裝置，擁有無線

傳輸的功能，可說是研究器材上的創新。其功能

是讓選手在測試時能舒服自在不受束縛的感

覺，資料收集能更準確，甚至未來教練也可使用

在訓練選手矯正動作時實施，做為選手及非選手

之差異比對並提升運動技能。 

本研究目的要了解選手擊上旋球、平擊球各

肢段關節受力大小分析，讓教練針對選手訓練上

矯正動作時不會因為不當使力而造成運動傷害。 

 

三、 研究方法 

 

本實驗器材使用 Accelerometer 加速度感測

器，又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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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Freescale生產的晶片MMA3200和MMA1201（可

量測大 g 值 XZ ±100g 及 Y±50g） ，MMA7341
（可量測小 g 值±3g 或±11g），此無線通訊硬體裝

置（如圖 1 所示）主要用於感應加速度與重力感

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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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無線通訊硬體裝置圖 

 

輔助器材有高速攝影機一部（每秒拍攝 420 張）、

發球機一部，Babolat 網球拍、Slazenger 網球，

電腦一台，MS Excel 2007 分析軟體。 

實驗對象為慣用右手持拍甲組選手，能準確

打出上旋球及平擊球的球路以做分析，而本研究

甲組選手係指曾參加全國甲組網球排名賽之球

員，實驗場地樹德科技大學室外硬地網球場。 

依開放的運動鏈（Open Kinetic Chain）運動

時參與之關節全部行使其作用，而不分近端或遠

端的關節（許樹淵，1976）。The Kinetic Chain，
稱之為動力鏈(Amin Ahmadi et al,2006)，本研究

指的是 g-sensor 傳送出的連續加速度值。因此將

g-sensor 安置於身體各肢段關節處，依動力鏈身

體力量傳遞路徑裝設。裝設點有球拍拍柄、右手

腕關節、右手肘關節、右腰、右肩關節、右膝關

節等六處（如圖 2 所示）。 

 
圖 2 g-sensor 裝設位置圖 

 

在實驗前選手暖身準備，暖身後裝設

g-sensor 於上列六肢段關節，進行各十次正手上

旋球及平擊球練習，另一頭距離實驗者五公尺處

裝設一台高速攝影機。 

為了明顯區隔正手上旋球及平擊球之球路 

的差異，所以在兩邊網柱上裝設木桿，高於網子

高度 1 公尺處連接一條紅繩子，球體經過球網 1

公尺以上為上旋球飛行的高度，1 公尺以下為平

擊球飛行高度，以此標準做為兩球體球路區隔

（如圖 3 所示）。 

 

 
圖 3 區隔正手上旋球及平擊球之球路圖 

 
一切就緒後主控者告知實驗者實驗流程（如圖 4
所示）實驗者一定要打進有效區域才算一次成

功。 

 
圖 4 實驗流程圖 

 
正手拍擊球的技術分為 1、準備動作；2、後

擺動作；3、前揮；4、擊球；5、隨揮等五個分

解動作（宋強，2004）。 

依此做重複十次成功正手上旋球及十次正

手平擊球之資料收集。本實驗使用之 g-sensor 經
測量得知，每秒約 430 筆封包回傳，整個揮拍動

作過程設為六秒。將收集到的資料使用 MS Excel 
2007 分析處理並且算出平均數及標準差，最後再

繪出運動鍊圖比較兩種動作之差異，日後可作為

矯正姿勢或未來訓練上加強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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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口令：準備 

實驗者站定底線後方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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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者調整好準備動作 

送球員準備送球 
攝影者啟動錄影鍵 

 
 第三個口令：開始 

實驗者全力擊球到動作結束成靜止狀態  
 第四個口令：停止 

實驗者動作完成 

攝影者按下停止鍵 
 

 實驗者休息 20 秒再做下一球準備 
 

 實驗者重複十次成功正手上旋球及十次正手平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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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果與討論 
 
上旋球和平擊球在技術最大的差別是；上旋

球球拍自左後方向前上方揮擊，這時球由後下方

向前上方旋轉，故稱爲上旋球。要想産生急劇上

旋，需加大向上提拉的幅度，上旋球的最大優點

是便於加力控制，平擊球揮拍擊球的路線是從後

向前上方較平緩的揮擊，擊球拍面幾乎垂直地

面，擊球的正後部，用同樣的力量擊球，這種擊

球方法的球速最快，球的飛行路線最平直，而球

落地後的前衝力量也較大，但準確性較差。（宋

強，2004）  
本研究中 g-sensor 裝置可分析 X、Y、Z 三

軸之 g 值大小，以下進一步以各關節 X、Y、Z
軸動力鏈數值加以分析說明，藉此瞭解上旋球、

平擊球不同的擊球方式中大小的差異。 
首先分析 X 軸，從圖 5、圖 6 中（圖中＋、

－符號代表是方向）可看出上旋球與平擊球在拍

柄的位置是受力 g值平均數最大，其次為手腕關

節，再來手肘關節。而右膝關節、右腰、右肩關

節較無明顯差異。平擊球拍柄 g 值平均數 g＝

17.23399 2/ sm 大於上旋球 g＝-8.32673 2/ sm 。 

平擊球右腕關節 g 值平均數 g＝-7.25564 2/ sm
大於上旋球 g＝3.841772 2/ sm 。平擊球右肘關

節 g 值平均數 g＝-4.84089 2/ sm 大於上旋球 g

＝-2.64507 2/ sm 。 

 

 
圖 5 上旋球各肢點在 X 軸 g 值平均動力鏈圖 

 

 
圖 6 平擊球各肢點在 X 軸 g值平均動力鏈圖 

 

其次分析 Y 軸，由圖 7、圖 8中可看出上旋

球及平擊球在拍柄的位置是受力最大，其次為手

腕關節。 

平擊球拍柄 g值平均數 g＝19.3105 2/ sm 大

於上旋球 g＝11.76226 2/ sm 。平擊球右腕 g 值

平均數 g＝ 9.994505 2/ sm 大於上旋球 g＝

5.795483 2/ sm 。其它右肘、右肩、右腰、右膝

部無顯著差異。 
 

 
圖 7 上旋球各肢點在 Y 軸 g 值平均動力鏈圖 

 

 
圖 8 平擊球各肢點在 Y 軸 g 值平均動力鏈圖 

 

最後分析 Z 軸，由圖 9、圖 10 中可看出上

旋球及平擊球在拍柄的位置是受力最大，其次為

手腕關節。再來肘關節處平擊球拍柄 g值平均數

g ＝ 16.92839 2/ sm 大 於 上 旋 球 g ＝

13.42921 2/ sm 。平擊球右腕 g 值平均數 g＝

-8.07412 2/ sm 大於上旋球 g＝-3.47519 2/ sm 。 

平擊球右肘 g 值平均數 g＝-4.42992 2/ sm
大於上旋球 g＝-2.87928 2/ sm 。其它右肩、右

腰、右膝部無顯著差異。 

 

 
圖 9 上旋球各肢點在 Z 軸 g 值平均動力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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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平擊球各肢點在 Z 軸 g 值平均動力鏈圖 

 

五、 結論 
 
本研究中使用創新的無線感測器放置在身

體重要的肢段，目的要瞭解無線感測器所量測的

g 值大小，可做為未來選手身體活動的測試工具。 

也因為使用無線感測器，在未來的測試中實驗者

可免除裝設有線傳輸的設備在身上，改進因身上

裝置設備無法發揮進而影響表現，當然也影響了

測試的準確性。 

    本研究中做初步專業選手的測試，來了解各

肢段承受力量數值變化分析比對兩種擊球方式

的差異性，搭配高速攝影機拍攝動作。未來可廣

泛使用在教練對選手姿勢矯正或提升擊球技

巧，亦可減少不當的使力而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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