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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針對桌球撞擊檜木與 H.S.J. 新

材質桌球拍底板的第一振動模態自然頻率進行

比較，實驗主要以發球機來發球並以加速規（取

樣頻率：10000Hz）和 LabVIEW 程式儀控系統來

進行資料收集。結果顯示：H.S.J.新材質桌球拍底

板的第一振動模態自然頻率顯著大於檜木桌球

拍底板的第一振動模態自然頻率(p<.05)，代表

H.S.J. 新材質桌球拍底板有較佳的擊球表現。在

未來的研究中可針對 H.S.J.新材質桌球拍底板和

其他材質的桌球拍底板進行比較，以提供廠商與

消費者更多之參考。 
 

關鍵詞：檜木、H.S.J. 新材質、桌球拍底板、第

一振動模態自然頻率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mainly aimed at 
the comparison of first vibration mode of nature 
frequency between table tennis blades made by 
Taiwan cypress and H.S.J. new material when the 
ball hitting the blade. In experiment, the ball was 
served by auto-serve machine. An accelerometer 
(sampling rate: 10000 Hz) and LabVIEW 
instrument control system were used to gather data. 
Result showed: H.S.J. new material blade’s first 
vibration mode of nature frequency was bigger 
significantly (p<.05) than Taiwan cypress blade’s. 
It meant H.S.J. new material blade would perform 
better in ball striking. In the future study, the 
comparison between H.S.J. new material blade and 
other material blades could be enforced and then 
offering more reference for manufacturers and 
consu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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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桌球為一項藉由球拍將球揮擊出去的運

動，因此除了球員本身的技術外，如何藉由球拍

來增加擊球的威力，便是該項運動的主要訴求。

評斷一支桌球拍的好壞，除了膠皮之外，底板也

是另一重點，彭茜瑜(2005)更是指出桌球拍的底

板和材質為左右該項運動表現的一大關鍵。 
 當桌球球體和桌球拍碰撞時，球拍本身便會

產生振動，若要了解此振動的特性，則需進行振

動模態自然頻率的研究(相子元，1998)。而彭茜

瑜、安振吉、蘇振塏、相子元(2008)則發現桌球

拍底板第一振動模態自然頻率和桌球撞擊球拍

時產生的恢復係數呈正相關，亦即該自然頻率越

大，桌球撞擊球拍底板的恢復係數也越大；而恢

復係數越大時，球便會以更快之球速飛離球拍，

進而增加擊球的威力(楊忠祥，1990)。 
 祥輝專業桌球拍製造廠為國內桌球拍的生

產工廠，該工廠於最近開發了一款新材質桌球拍

底板(圖 1A)，而該底板在撞擊時的表現便是在開

發此器材時需要去評估之重點。基於如此，本研

究嘗試針對該新材質桌球拍底板和市售常見檜

木桌球拍底板(圖 1B)的第一振動模態自然頻率

進行比較，進而瞭解該桌球拍底板之表現，也為

該桌球拍底板的後續改良提供參考。 
 

 
圖 1 新材質桌球拍底板和檜木桌球拍底板介紹  

 

   
圖 2 桌球發球機   圖 3 加速規放置的位置  
 



  
 圖 4 相關儀器介紹  圖 5 加速規訊號頻譜分析    
 
三、材料與方法 
（一）本研究進行測試的球拍 
 如圖 1，本研究針對祥輝專業桌球拍製造廠

所開發的新材質桌球拍底板(圖 1A)和市售常見

檜木桌球拍底板(圖 1B)進行檢測，其中新材質桌

球拍底板面材為竹片、蕊材為巴沙木、力材則為

楠木；檜木桌球拍底板則均由檜木所構成。 
（二）檢測與分析方式 

本研究以 Avalox 桌球發球機進行發球(如圖

2)，加速規(取樣頻率為 10000Hz)置於加速規置於

桌球拍非撞擊面拍頭中間的地方以測量桌球撞

擊球拍時所產生的振動(如圖 3)，LabVIEW 程式

儀控系統則用來收集與分析加速規所產生的加

速度訊號，其他所使用到的相關儀器包括排線轉

換盒、數位類比訊號轉接器、電源供應器和電腦

等(如圖 4)。 
在進行實驗時，參考彭茜瑜(2005)的研究以

發球機發球撞擊桌球拍的有效撞擊區，檜木與

H.S.J. 新材質桌球拍底板均撞擊 20 次。 
在資料分析部份，以 LabVIEW 程式儀控系

統針對加速規振動訊號(如圖 5)進行快速傅利葉

轉換的頻譜分析，之後求取第一振動模態自然頻

率(如圖 5)，最後以 SPSS 統計分析軟體的獨立樣

本 t 考驗進行統計的比較。 
 
表 1 檜木與 H.S.J. 新材質桌球拍底板第一振動

模態自然頻率(Hz)之比較 
  統計量數 

樣本類別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p 值 

檜木 
桌球拍底板 28.67 13.72 

H.S.J.新材質 
桌球拍底板 40.73 11.15 

3.02 .01* 

*p<.05 
 
四、結果與討論 
 表 1 為檜木桌球拍底板與 H.S.J. 新材質桌

球拍底板的第一振動模態自然頻率比較，由結果

看來，H.S.J.新材質桌球拍底板的第一振動模態自

然頻率大於檜木桌球拍底板的第一振動模態自

然頻率，而且在統計分析上兩者是有顯著差異的

(p<.05)。 

 彭茜瑜等人(2008)發現桌球拍底板第一振動

模態自然頻率和桌球撞擊球拍時產生的恢復係

數呈正相關，亦即該自然頻率越大，桌球撞擊球

拍底板的恢復係數也越大。楊忠祥(1990)則是指

出當恢復係數越大時，球便會以更快之球速飛離

球拍，進而增加擊球的威力。由此觀點看來，H.S.J. 
新材質桌球拍底板的擊球表現會比檜木桌球拍

底板的擊球表現來的好。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 H.S.J.新材質桌球拍底板和市售

常見檜木桌球拍底板的第一振動模態自然頻率

進行比較，結果發現 H.S.J.新材質桌球拍底板的

第一振動模態自然頻率顯著大於檜木桌球拍底

板的第一振動模態自然頻率，顯示 H.S.J. 新材質

桌球拍底板有較佳的擊球表現。 
 在未來的研究中可針對 H.S.J.新材質桌球拍

底板和其他材質的桌球拍底板，如玻璃纖維底板

或者碳纖維底板等進行比較，以提供廠商與消費

者更多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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