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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本論文研究以網球發球的動作為例，採用加速

度感測器，並搭配無線感測網路系統整合晶片，

來傳達無線傳輸的功能。目的讓選手在測試時能

舒服自在不受束縛的感覺。資料收集方式使用

MS Excel 分析重力加速度 g（1g=9.8 2s/m ）值及

各肢點受力的大小；可用來做專業選手及非專業

選手之差異比對，此分析數據可作為教練在訓練

上參考依據。 

    專業選手網球發球過程中以 x 軸為例受力的

大小順序為拍柄受力值最大，其次腕關節，再來

肘關節，膝關節，肩關節，左腰部最小。 

    非專業選手網球發球以 x 軸為例受力大小順

序為拍柄受力值最大，其次腕關節，再來膝關

節，肩關節，肘關節，左腰部最小。兩者最大差

異是因為非專業選手在擊球時球拍揮拍的加速

度較小所以在肘關節、腕關節、拍柄的受力 g 值

較專業選手小。 
 
關鍵詞：網球發球、無線感測傳輸、重力加速度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using the wireless 
sensor transmission system to analysis the serve 
movement of tennis. In order to collect the data 
from the elite athlete and club player, the five axis 
accelerations of the player’s joints were acquired 
using the wireless sensor transmission system. After 
comparing the accelerations data, it was foun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the elite athlete’ s serve movement 
that the handle grip stress accelerations were larger 
than others. The next are the wrist, elbow joint, the 
knee joint, the shoulder joint, and waist is smallest.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process of club player’s 
serve movement the handle grip stress accelerations 
were the largest. The next are wrist, knee joint the 
shoulder joint, the elbow joint, and the left waist is 
smallest. Obviously, the biggest gap in the process 
of serve movement between the athlete and the club 
player is that the club player’s take less power in 
the acceleration movement. Therefore, it shows less 
acceleration of gravity in elbow joint, wrist joint, 

and handle grip than the elite athlete. 
 
Keywords: Tennis Serves, wireless Sensor 
transmission, acceleration of gravity 
 
二、 緣由和目的 

 
大部分運動技術分析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

主觀定性觀察分析，定性分析主要是觀察分析、

因果關係、技能分析，著重運動美學、領導行為、

場域、經驗的觀察，另外運動動作分析主要的研

究方式是利用客觀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又分為影

像分析、肌力分析、肌電分析三種（許樹淵，

2001）。大部分實驗都是使用有線傳輸，讓實驗

者或選手做動作時較無法正常發揮，故對於所測

得的資訊分析就有失偏頗；影像分析法

（Cinematography）是目前運動生物力學動作分

析中運用最廣泛的，研究人體運動和競技技術

時，都是在一定的時間及空間進行，所以拍攝影

片來記錄動作，得到時間和距離是動作最原始資

料，亦是計算動作力學所依據的最原始資料。但

實驗工作前規劃和起始座標會影響可信度（許樹

淵，2001）。 

因此本實驗將利用新型加速度感測器晶

片，對於網球運動選手分析作深入探討與研究，

以期能補強有線傳輸動作感測器之闕漏，讓教練

在訓練上採用無線感測器來做動作技術之分

析，調整動作以減少不必要之運動傷害，及提升

動作的正確性。 

本研究使用的通訊協定為 ZigBee (A. 
Jon,2004)，無線感測器是種近距離、低複雜度、

低功耗、低成本的無線通訊技術(H. Bob,2004)。
可說是研究器材上的創新。目的是讓選手在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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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做選手及非選手之差異比對並提升運

動技能。 
 
三、 研究方法 

 
實驗對象為甲組選手一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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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



175cm 體重 65kg，非專業選手一名身高 178cm 
體重 78kg。 

本實驗儀器使用 Accelerometer 加速度感測

計 ， 又 稱 g-sensor ， 由 Freescale 生 產 的

MMA7341(XYZ 軸 ±11g) 、 MMA1210(Z 軸

±100g)、MMA3210(X 軸±100g 及 Y±50g)（如圖

1 所示）主要用於感應重力加速度之相關應用。

高速攝影機一部（420HZ/S）、Babolat 網球拍、

Slazenger 網球，電腦一台，MS Excel 2007 分析

軟體。實驗場地為室內硬地網球場。 

 
圖 1 無線通訊硬體裝置圖 

 
許樹淵（1995）將發球動作流程分為（1）

儀式典範；（2）站立位置確定；（3）預備發球姿

勢；（4）拋球舉拍弓身反動動作；（5）全身揮拍

動作；（6）擊球；（7）餘後動作。發球是一個鏈

環系統（System of chain link），力量由一個環（身

體部位）傳到下一個部位，力量傳達沒有效率或

中斷擊球就沒有威力。如果發球不具威力或失

誤，其他再好的技術也無法發揮，因此發球一定

要掌握，所以發球實際上是佔比賽一半的重點因

素（林坤燃，1999）。儀式動作、站立位置與本

研究較無相關，因此本研究針對網球選手預備發

球姿勢到弓身、揮拍到隨揮動作分析探討網球員

動作之力量鏈傳導效能。 

實驗流程將由一位甲組專業選手及非甲組

選手做比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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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膝關節、左腰部、肩關節、肘關節、腕關節、球

拍等六處（如圖 2）。 

      
              圖 2 g-senor 位置  

 

在實驗前兩位選手暖身準備，暖身後裝設

g-sensor 於上列六個位置，進行十次發球練習，

另外距離實驗者五公尺處裝設一台高速攝影機

（420HZ/S）。等一切就緒後，主控者告知實驗者

實驗流程，在實驗過程中每球發球間隔休息 30
秒時間再做下一球準備。實驗者一定要發進有效

發球區域才算一次成功發球，依此做重複十次成

功發球之資料收集。(如圖 3所示) 

 

 
圖 3 實驗流程表 

 

  資料處理方式使用 MS Excel 2007 來作分析，

並且算出每一次發球六肢段關節受力 g值大小平

均數及標準差，分析專業選手與非專業選手之差

異。作為矯正姿勢或未來訓練上加強的依據。 

 
四、 結果與討論 

 
依據牛頓第三定律，及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定

律，當物體受一外力作用時，亦會有一大小相

等、方向相反的力量產生此一大小相等，方向相

反的力量就是反作用。 
本實驗使用加速度感測器來量測六點 g 值

（1g=9.8 2s/m ）受力大小來分析選手與非專業選

手之差異。從圖 4 至圖 15 中可明顯的看出 g 值

的大小差異。 
本研究受試者，各關節X、Y、Z軸平均數動

力鏈皆有明顯差異，並由圖13至圖15中可看出拍

柄數值最大，其次為右腕關節(圖10至圖12)再來

肘關節(圖7至圖9)。因為專業選手在擊球的瞬間

主控者下達第一個口令-準備 

實驗者站定發球線後方準備位置 

主控者下達第二個口令-預備 

實驗者調整好準備要發球動作等待下達開始口令 

攝影者啟動開始鍵攝影 

主控者下達第三個口令-開始 

實驗者全力發球到結束動作後成靜止狀態 

主控者下達第四個口令-停 

實驗者動作完成 

攝影者按停止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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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度是最大所以拍柄、腕關節及肘關節的值相

較於非專業選手的值還大。所以專業選手的發球

較為強勁。 
 

 
 圖 4 專業選手與非專業選手肩部 x軸比較圖 

 

 

 
 圖 5 專業選手與非專業選手肩部 y軸比較圖 

 

  

 
 圖 6 專業選手與非專業選手肩部 z軸比較圖 

 

 

 
 圖 7 專業選手與非專業選手肘部 x軸比較圖 

 

 
 圖 8專業選手與非專業選手肘部 y軸比較圖 

 

 
 圖 9 專業選手與非專業選手肘部 z軸比較圖 

 

 
 圖 10 專業選手與非專業選手右腕部 x軸比較圖 

 

 
 圖 11 專業選手與非專業選手右腕部 y軸比較圖 

 

 
 圖 12 專業選手與非專業選手右腕部 z軸比較圖 

 

 
 圖 13 專業選手與非專業選手拍柄 x軸比較圖 

 

 
 圖 14 專業選手與非專業選手拍柄 y 軸比較圖 
 
 



 
 圖 15 專業選手與非專業選手拍柄 z軸比較圖 

 

五、 結論 

 
強而有力的發球是網球競賽中重要得分的

因素（林嘹祿，1999）。發球的目的就是要發出

一個對手不易回擊或回擊失誤的球（張清泉，

1988）。所以發球好壞從拋球位置、屈膝程度、

擊球位置、最後拍頭加速度、擊球力量是否連結

在一起等等，都會影響發球。 

本研究中利用重力加速度感測器放置在各

肢段了解各肢段受力值的大小，並搭配高速攝影

機拍攝動作過程，比對專業與非專業發球之動作

分析。 

    最後本研究利用加速度感測器來量測各肢

段 g 值大小是否符合動力鏈傳遞，未來期望能運

用在運動選手上，讓專業教練可針對錯誤的動

作，量測分析矯正，把運動傷害降低，並提升選

手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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