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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利用無線感測傳輸系統運用

於棒球投手投球之運動資訊分析，目的是要了解

棒球投手在投球動作各肢段重力加速度g值（g = 
9.8m/s2）的大小與球速之相關及最大值出現的時

序差異，對於投手投球表現的影響。研究對象為

2010年世界大學棒球錦標賽中華儲訓隊投手與

高苑棒球隊投手各1名，以無線感測傳輸系統進

行測量，並將取得之運動學相關參數，利用MS 
Excel統計軟體加以分析，結果顯示：1.中華儲訓

隊投手球速明顯優於高苑棒球隊投手，而主要差

異在於產生較大g值的手腕及手肘等肢段；2.投手

的球速表現與手腕、手肘及左膝等肢段，積差相

關達顯著水準；3.在投手投球動作的最大g值出現

時序，上肢肢段發生的時間皆早於下肢肢段，這

和相關文獻論點是有差異的，且不同層級投手的

動作時序亦有些微差異，這些現象都值得在未來

的研究中，進一步探討分析。 
 

關鍵詞：無線感測傳輸系統、棒球投手、運動資訊、

重力加速度 
 
Abstract 
 

This study mainly use wireless sensing 
transmission system used in baseball pitchers of 
movement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to understand 
baseball pitchers in the limb segments pitching 
motion acceleration of gravity (g = 9.8m/s2) 
intensity and fastball speed correlation and the 
maximum value in the order in which they appear, 
f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itcher. The object of 
study for the 2010 World University Baseball 
Championships in Chinese reserve training team 
pitchers and Kao Yuan University Baseball team 
pitcher each one, wireless sensing transmission 
system for measurement, and the acquisition of 
kinematic parameters, use MS Excel statistical 
software to analyze the results of: 1. Chinese 

reserve training team pitchers fastball speed than 
High Kao Yuan University Baseball team, and the 
main difference is that produce larger g value of 
wrist and elbow limb segments; 2. Pitcher's fastball 
speed performance and wrist, elbow and left knee 
limb segment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3. in the pitcher's largest g 
value appears in upper limb section of the order, the 
time is earlier than the lower limbs, and related 
literature contention that there is a difference, and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pitcher's fastball action 
sequence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These 
phenomena are worthy of study in the future, 
furthe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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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緒論 
 

棒球運動在台灣的發展已有百餘年歷史，其

受歡迎的程度已被國人視為國球。近年來由於國

內年輕好手相繼在世界最高水準的美國大聯盟

競技舞台上發光發熱，並不斷的創造奇蹟，其傑

出表現，已為國人茶餘飯後津津樂道的話題。 
在棒球比賽中，投手是一場比賽的靈魂人

物，也是影響比賽勝負的關鍵，在一場棒球比賽

中的重要性佔勝負的百分之七十（高英傑，

1996）；投手的表現經常是控制整場球賽的關鍵

（楊賢銘、林華韋、王琦正、中本茂樹，1999），

因此如何培育一位優秀的投手，正是棒球訓練上

一個重要課題。 
陳書瑋、湯文慈（2009）指出，一個完整的

投球動作，可以分為準備、抬腿、重心移動與跨

步、上舉與加速、跟隨動作等分期（如圖1）。 
 



 
 
 
 
 

在投手投球動作的分析研究中，常會以各肢

段速度與角速度的最大值出現時間，來檢視投球

動作的順序與判斷投球動作是否協調的參考依

據（洪玉山，2008）。Matsuo, Escamilla, Fleisig, 
Barrentine, & Andrews （2001）使用四台高速攝

影機，對不同球速的投手其投球過程中，上、下

肢動作出現的時序進行力學上的比較。結果發現

各肢段速度最大值出現的時序，依序為臀部直線

速度、臀部角速度、肩膀水平外展、軀幹旋轉、

肩膀外旋、手肘伸展、軀幹前傾及肩膀內旋；林

俊龍（2006）的研究亦指出，投球動作是一套由

下而上，由後向前的加速－減速機制，如此才能

有效將動量向上傳遞，從以上文獻顯示，投球動

作的時序在影響投球的表現方面確實扮演著相

當重要的角色。 
國內過去研究大多使用高速攝影機或是有

線傳輸等相關儀器設備，來分析選手的動作表

現，鮮少以無線感測傳輸系統來做測量研究。然

而高速攝影機的運用只能擷取到動作的速度與

角速度之變化，對於動作本身的內力卻無法得

知。至於有線傳輸設備，則因太多的線路牽絆於

身體上，對選手造成極大的不便，亦使得動作無

法正常施展，因而影響了測量數值的準確性。本

研究之主要目的是在藉由無線感測傳輸系統，對

於棒球投手投球動作進行測量以取得投球動作

各肢段之運動學相關參數，進而分析不同層級棒

球投手在投球動作各肢段g值的大小與球速之關

係及最大值出現的時序差異，對投手投球表現的

影響。 
 
三、研究方法 
 
（一） 實驗對象：本研究以 2010 年世界大學棒

球錦標賽中華儲訓隊與高苑科大棒球隊

投手各 1 名為研究對象，身高：175cm 及

183cm； 體重：86kg 及 70kg；年齡：19.6
歲及 19.8 歲，研究前皆確認受試者在半

年內無重大上肢傷害。 
（二） 儀器設備：本研究係以研究者之指導教

授，樹德科技大學資訊工程所吳鴻志博士

所自行組裝設計之無線感測傳輸系統，系

統架構（如圖 2）。 

 
 
 
 
 
 

 
 
 
 

系統配置介紹： 
1. 無線感測網路(WSN)是由許多個分

布在一個空間裡的自動裝置，所組

成的網路，而無線感測網路主要的

內容結構為：感測器、微控制器、

無線電收發模組、電池，而成本大

小也會與感測器的功能與複雜度成

正比(郭明原，2008)。 
2. 無線通訊裝置： 

(1)無線接收端：每秒可接收約 530
筆封包回傳（如圖 3）。 

 
 
 
 
 
 
 
 
 

(2)無線發送端：包含 Accelerometer

或稱為加速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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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螺儀(Gyroscope)及

天線（如圖 4）。 

 

 
 
 
 
 

圖 4 無線發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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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投球分期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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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無線接收端 

圖 2 無線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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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統軟體介面（如圖 5） 
 
 

 
 
 
 

 
 
 
 
 
除上述儀器外，另備高速攝影機一部

及測速槍一支，輔以作為動作及球速比

對之用。 
（三） 實驗流程：首先請受試者填寫同意書並告

知實驗程序及目的，接著受試者在充足的

熱身活動後，將 Sensor 置於身體各檢測

部位（如圖 6），研究者以口令（準備-預
備-開始-停）控制受試者的投球動作與時

間，整個收值時間設定為 6 秒鐘，再由受

試者以最大努力投擲快速直球並取其十

次成功投擲（未通過好球帶視為失敗），

最後再藉由無線感測傳輸系統擷取運動

參數值。 
 
 
 
 
 
 
 
 
 
 
 
 
（四） 資料處理分析：擷取之運動參數值，利用

MS Excel 軟體進行運算分析並繪成動力

鏈圖，比較投球動作各肢段 g 值的大小、

球速及最大值出現的時序。 
（五） 統計方法：所得數據以皮爾遜（Pearson）

積差相關探討不同層級棒球投手在投球

動作各肢段 g 值的大小與球速之相關，顯

著水準為α=.05。 
 

四、結果與討論 
 

所得研究結果如下： 
（一） 不同層級棒球投手投球動作之各項數據

（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中顯示，中華儲訓隊投手球速明顯

優於高苑棒球隊投手，而主要差異在於產

生 g 值較大的手腕及手肘等部位，至於在

右肩、右腰、左腰及左膝等部位所產生的

g 值較小，且兩者之間的差異不大。 
（二） 不同層級棒球投手在投球動作各肢段最

大 g 值與球速積差相關（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中發現，中華儲訓隊投手在手腕及

手肘與球速間積差相關達顯著水準；高苑

棒球隊投手則在手肘及左膝與球速間積

差相關達顯著水準。 
（三） 在投球動作最大值出現的時序，中華儲訓

隊投手依序為：手肘→右肩→手腕→左腰

→右腰→左膝（如圖 7~12）；而高苑棒

球隊投手依序為：手肘→右肩→手腕→左

腰→左膝→右腰（如圖 13~18）兩者間在

右腰及左膝動作時序存有差異性。 
 

表 1  不同層級棒球投手投球動作之各項數據 
受試者 

各項數據 

 
中華儲訓隊投手 高苑棒球隊投手 

平均球速  129.1 km/h 123.2 km/h 

手腕平均最大 G 值 
X 93.8061★ 63.6665 
Y -28.9266 40.7071 

Z -49.5228 19.8077 

手肘平均最大 G 值 
X -61.9729★ -44.0571 

Y 33.8172 31.6361 
Z -54.0134 -54.9699 

右肩平均最大 G 值 
X 10.2989 7.9535 

Y 10.5285 8.2653 
Z 12.2114★ 12.0728 

右腰平均最大 G 值 
X -2.5411 3.0425 
Y -7.2676 -7.5447★ 

Z 0.5809 -2.8858 

左腰平均最大 G 值 
X 0.2850 -1.7857 
Y -0.5396 -2.6823★ 

Z -0.2260 -2.5124 

左膝平均最大 G 值 
X -6.9029 -6.2717 

Y 2.7754 -6.9088★ 

Z -1.7595 -4.4359 
    註：±代表施力方向 
 
表 2  不同層級棒球投手投球各肢段最大 g 值與

球速積差相關 
參數值 

受試者 手腕 手肘 右肩 右腰 左腰 左膝 

中華儲訓隊 
投手 

-.687* .859** .048 -.617 -.201 -.175 
.028 .001 .896 .058 .578 .629 
10 10 10 10 10 10 

高苑棒球隊 
投手 

.175 .892** .000 -.099 .573 .717* 

.628 .001 1.000 .785 .083 .020 
10 10 10 10 10 10 

*p＜.05 
 

圖 5 系統軟體介面 

圖 6 Sensor 置放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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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手肘投球動力鏈圖 a     圖 8  右肩投球動力鏈圖 a   

   
圖 9  手腕投球動力鏈圖 a     圖 10  左腰投球動力鏈圖 a 

  
圖 11 右腰投球動力鏈圖 a      圖 12  左膝投球動力鏈圖 a 

   
圖 13 手肘投球動力鏈圖 b     圖 14 右肩投球動力鏈圖 b 

  
圖 15 手腕投球動力鏈圖 b     圖 16 左腰投球動力鏈圖 b 

   
圖 17 左膝投球動力鏈圖 b     圖 18  右腰投球動力鏈圖 b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經討論分析後，獲得以下結論：

1.中華儲訓隊投手球速明顯優於高苑棒球隊投

手，而主要差異在於產生 g 值較大的手腕及手肘

等肢段；2.投手的球速表現與手腕、手肘及左膝

等肢段，積差相關達顯著水準；3.在投手投球動

作的最大 g 值出現時序，上肢肢段皆早於下肢肢

段，且不同層級投手各肢段投球的動作時序是有

差異的。這樣的結果雖和上述文獻的論點有差

異，但若深究各肢段動作啟動的時間實無太大差

異，未來應可增加受試者及量測點，以及針對三

軸 g 值的發生相關現象加以探討。 

另外本研究中所採用之無線感測傳輸系統，

乃首次運用於棒球投手的投球測試上，未來亦可

運用在其他運動項目的研究，或在無線感應器中

加裝陀螺儀或是嵌入於棒球球體內（目前已進入

測試階段），即能進一步擷取到角速度的變化、

球體速度及旋轉等相關運動資訊，這對於運動科

學的研究是具有極大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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