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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言：本研究目的為探討棒球投手投擲50、75、100、125、150、175、200、225、250、275、300g不同重量

棒球，對肩關節外轉角度、屈曲角度與肘關節屈曲角度、球速之影響，以驗證適合投球訓練之棒球重量。方

法：使用配置十台紅外線攝影機(200 HZ)的Motion Analysis System 三維動作分析系統，擷取投手投擲十一種

不同重量棒球之運動學參數，受試者為五位甲組投手，接受專項訓練時間為9.2±2.17年。結果與討論：(一)投

擲100g以下重量棒球會使出手球速顯著提高、最大肩關節外轉發生時機提早、最大肩關節屈曲角度發生時機

提早；(二)投擲100g與125g重量棒球會顯著增加約6.15%與4.04%球速，對於投球動作與時序沒有顯著影響；(三)

投擲175g重量棒球會減少約0.56%球速，對投球動作各期中的肩關節與肘關節並無顯著影響；(四)投擲175g以

上重量棒球會使球速顯著降低、最大肩關節外轉角度變小與發生時機提早。結論：投擲重量介於100g至175g

之間棒球不會改變原有的投球動作或投球時序性，且100g至125g棒球可做為增加球速之投球訓練重量，而175g

棒球則可做為增加肌力之彈震式訓練的投球重量。 

 

關鍵字：加重球、投球、動作時序 

 

 

壹、 緒論 

一場棒球比賽中，投手在整個球賽進行過程中佔

有舉足輕重要的地位；球賽的勝負往往與投手有密切

的關係，普遍認為球賽的勝負約有70%和投手的表現

有關（高英傑，1996）。所以判斷一位投手的優劣，

通常依據投手本身的球速、控球能力、變化球種多寡、

以及配球策略來決定（葉志仙，1997）。一般而言，

隨著投手的球速增加，打者想要確實擊中球心的機率

會隨之降低，再者投手的控球能力穩定，失投球的機

率亦大幅下降，而一個投手能投出多種變化球也代表

投手擁有很多種武器可以和打者對決，如昔日的金臂

人-黃平洋擁有號稱七彩變化球，或是旅美好手臺灣之

光-王建民的優質伸卡球、變速球及滑球等。 

一般來說，球速是投手最重要的基本條件，因此

增加球速是每一個投手都必須提升的基本能力。為了

增加球速投手常做的訓練有重量訓練、跪姿擺臂投球

練習、基本投球練習以及毛巾訓練法等（臺灣棒球協

會 ， 2006; House et al., 2006; American Baseball 

Coaches, 2001），還有一種比較特殊的訓練方法就是

投擲不同重量棒球訓練（Van Huss WD et al., 1962）。

投擲不同重量棒球訓練原理類似彈震式阻力訓練法

（ballistic resistant training）概念，主要利用透過輕負

荷快速收縮後拋射出重物的動作以取得運動單位同步

徵召、作用肌與擷抗肌協同作用來增進爆發力。學者

Bompa（1993）也曾指出棒球投手投球動作是屬於加

速度及投擲動力（acceleration power）的運動項目之

一，所以僅增加肌肉的最大肌力並無法有效地增加球

速（McCraw,1975）。臺灣部分學者指出要增加投球

爆發力就必須有特殊訓練方法同時訓練肌力與速度以

增加球速（王翔星、劉強，1990；王嘉吉、張嘉澤，

2007）。學者DeRenne et al. (1994)以訓練學的角度，

利用45位高中棒球投手與180位大學棒球投手探討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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擲不同重量棒球的訓練效果，實驗把受試者隨機分配

到不同的三個組別分別為混合組、分段組與控制組，

每一組均包括15位高中投手與60位大學投手，進行為

期十周的訓練期。混合組每一周均交叉使用重球、輕

球與正常球練習投球;分段組為前五周使用重球與正

常球練習投球，後五周使用輕球與正常球練習投球;

控制組每一周僅使用正常球練習投球，其中正常球重

量為5盎司、重球為6盎司以及輕球為4盎司。實驗結果

發現混合組與分段組的球速增加了大約4~6%，而控制

組並沒有球速增加的情形產生。學者Escamilla et al.

（2000）回顧以前有關投擲不同重量棒球文獻指出投

擲不同重量棒球重量範圍介於113g到340g之間；對於

投手的球速確實有增加而且比起使用其他重量訓練器

材更接近原本的運動型態也符合投球動作的動力鏈型

態，但是當球體重量過重時可能會改變原有的投球動

作型態。另外學者Tillaar（2004）說明使用輕球進行

投球訓練時能訓練肌肉收縮速度以及神經反應，但是

缺點是訓練的負荷量不足無法支撐投球所需要的爆發

力。 

由以上幾點可以知道投擲不同重量棒球訓練的確

可以增加投手的球速表現，但是當棒球過重的時候有

可能會影響到投手本身原有的投球動作及形態；反之

當棒球過輕的時候有可能會因負荷量不足而產生訓練

量不足的情形產生。探討以前文獻發現之前的研究都

是利用訓練的時間長短以及以球速的表現作為判斷投

擲不同重量棒球訓練的效果以及棒球重量適用的範

圍，但是之前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都是著重在訓練

效果上，並未以運動生物力學的研究方法，判斷投擲

不同重量棒球訓練的效果以及棒球重量適用的範圍，

甚至是投擲不同重量棒球對於投手是否有潛在的受傷

因素或是改變原有投球動作之種種可能。因此本研究

以運動學角度，探討投擲不同重量棒球對於投手動作

與球速之影響，希望能透過科學的方法找到適合訓練

的棒球重量範圍，提供臺灣教練與選手訓練時參考，

進而能提升臺灣棒球投手競技水準。 

 

貳、研究方法 

一、受試樣本： 

投手方面：本研究物件為臺北體育學院甲組成棒

投手五名，擔任專職投手且持續接受投手訓練時間9.2 

± 2.17年，投球動作皆為上肩投擲，受試者過去一年

內無重大上肢傷害，並可全力進行投球；本研究為了

能在實驗時反映棒球甲組投手的投球能力，是利用棒

球比賽前期時進行，經與球隊教練與受試選手討論

後，考慮到能在實驗中有最佳的表現，故僅有五位受

試投手參與本研究，此為本研究限制。 

不同重量棒球方面：比賽用之正規棒球重量範圍

為141.8g至148.8g（臺灣棒球協會，2006）。而本實驗

所使用之棒球為特製不同重量反光棒球；反光棒球一

共有十一種不同重量規格，分別為50、75、100、125、

150、175、200、225、250、275、300g，每一種棒球

除重量不同外其他規格如表所示與正規棒球相同。為

了能使動作捕捉系統能順利擷取到球體又不影響受試

者投球動作下，本研究委請大揚運動器材有限公司將

球體外表之小牛皮改為具有反光特性之反光布 

圖二、實驗場地設置圖 

 

二、實驗設置： 

本 研 究 設 計 為 利 用 動 作 捕 捉 系 統 (Motion 

Analysis System，EVaRT 4.6)擷取投手投擲十一種不

同重量棒球之投球表現，擷取頻率為 200HZ。實驗設

計之自變項為不同重量球體，依變項為投手投球之表

現包括出手球速、肩關節外轉角度、屈曲角度、肘關

節屈曲角度。自動捕捉並紀錄各反光點之運動軌跡，

以及將類比訊號轉換為數位訊號並且透過三維空間

座標轉換得到各反光點位於空間座標中之相對位置

並儲存於主機內以提供後續處理。為了能讓投手投球

更接近真實比賽，製作投手丘給受試者使用以增加臨

場感，投手丘規格均依照國際棒總要求製作。另外為

了能模擬真實比賽情境將防護網放置于距離投手板

前方 9.22 公尺處，並且在高度約 1.2 公尺為中心點處

設置一長 60 公分、寬 45 公分之模擬好球帶以利受試

者瞄準（參照圖二）。因實驗場地限制僅能放置於約

真實投球距離（18.44 公尺）之一半。 

9.22 公尺

護網 
操作區 

模擬投手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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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步驟： 

正式實驗時，請受試者熱身並且熟悉各種不同重 

量棒球以利受試者能夠有發揮最佳表現，之後請受試

者隨機抽取投擲重量順序。最後在受試者身上黏貼反

光球（參照圖三），擷取人體靜態資料檔案，以提供後

續資料處理使用。而後開始依先前抽取的投擲重量順

序投擲總共進行三輪投擲，每一輪每一種重量球體均

收成功三筆資料，為避免受試者疲勞影響實驗結果，

投完每一球休息三十秒才進行下一投球動作，當受試

者把球投進本實驗所設置之好球帶始算成功之投球，

反之則重新投球擷取資料。 

四、實驗設計： 

投球動作分期以Dillman et al. （1993）所建立的

投球動作六大期為基準並依照本研究所需而訂定投球

動作四期，第一期為準備期界定為動作開始（A）至

前導膝蓋上升到最高點（B）；第二期為跨步期界定為

前導膝蓋上升到最高點（B）至前導腳跟接觸到地面

（C）；第三期為揮臂期界定為前導腳跟接觸到地面

（C）至球離手（D）；第四期為餘式動作期界定為球

離手（D）至動作結束（E）（參照圖四）。 

 

 

 

 

 

 

 

 

 

 

 

 

 

 

 

 

 

圖四、本研究所自訂之投球動作四大期（A至B為準備期；B至C為

跨步期；C至D為揮臂期；D至E為餘勢動作期） 

 

本研究所要探討之運動學參數由Motion Analysis 

System擷取反光球座標之後使用EVaRT4.6軟體修補

完成，再參考David A. Winter（2004）所寫公式以及

套入人體肢段參數（何維華，2004）撰寫成MATLAB

程式獲得肩關節外轉角度、屈曲角度以及肘關節屈曲

角度資料，而各關節活動度定義參照圖五。 

球速分析利用Motion Analysis System擷取出手

球速，為了能使Motion Analysis System順利擷取到資

料，將普通棒球加上反光布以利擷取資料。球速以球

出手後五張Motion Analysis System 所紀錄之球速平

均。而本研究為了方便資料處理以及後續資料比較定

義重量棒球150克為正常球，因為150克與正規棒球重

量最相近因此定義重量棒球150克為正常球。 

本研究之自變項為十一種不同重量球體，因此在

統計分析上使用SPSS12.0套裝統計軟體中的相依樣本

單因數變異數分析比較投擲不同重量球的運動學差

異，若相依樣本單因數變異數分析達統計上的差異，

則更進一步使用LSD事後比較，顯著水平定為.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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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各關節活動範圍定義（○1 為肩關節外轉角度；○2 為肩關節屈曲角度；○3 為肘關節屈曲角度） 

圖三、受試者反光球黏貼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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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最大肩關節屈曲角度變化曲線                            圖七、最小肩關節屈曲角度變化曲線 
 
 
 
 
 
 
 
 
 
 
 
 
 
 
 
 

圖八、最大肩關節外轉角度變化曲線                         圖九、不同重量棒球肩關節外轉角度之差異 
 
參、結果與討論 

一、跨步期： 

本研究所指跨步期為投球動作中前導腳膝關節

抬到最高點至前導腳腳跟接觸到地面之間，在跨步期

間內所得到之運動學結果請參照表一，其中肘關節屈

曲 角 度 在 統 計 考 驗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 F 值 =3.67 ；

p<.05），透過事後比較分析發現投擲正常球肘關節角

度顯著小於重量球 75g；最大肩關節屈曲角度發生時

機在統計考驗上達顯著水準（F 值=2.61；p<.05），透

過事後比較分析發現投擲正常球最大肩關節屈曲角

度發生時機顯著晚於重量球 75、200 與 300g。 

二、揮臂期： 

本研究所指的揮臂期為投球動作中前導腳腳跟

接觸到地面至球離手瞬間，在揮臂期間內所得到之運

動學結果請參照表二，其中最大肩關節外轉角度在統

計考驗上達顯著水準（F 值=3.12；p<.05），透過事後

比較分析發現在揮臂期間內投擲正常球（150g）最大

肩關節外轉角度顯著大於重量球 300g（p<.05）；最大

肩關節外轉角度發生時機在統計考驗上達顯著水準

（F 值=6.26；p<.05），透過事後比較分析發現投擲各 

0.002* 

Time %
Time % 

Time % 球體重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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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跨步期之運動學參數整理表 

重量(g) 個數 
肘關節屈曲角度 

(deg) 

最大肩關節屈曲角度 

發生時機(%) 

50 15 39.83 ± 4.98 53.97 ± 8.63 

75 15 38.58 ± 2.95 47.96 ± 12.83 

100 15 38.83 ± 4.37 52.10 ± 16.88 

125 15 39.18 ± 4.82 52.69 ± 11.44 

150 15 38.09 ± 5.28 53.76 ± 9.77 

175 15 37.97 ± 5.21 54.23 ± 9.61 

200 15 38.14 ± 6.17 51.39 ± 12.66 

225 15 38.55 ± 5.50 51.71 ± 14.11 

250 15 37.20 ± 6.73 52.91 ± 13.00 

275 15 37.55 ± 6.51 51.07 ± 12.45 

300 15 36.00 ± 7.14 48.95 ± 12.03 

 

表二、揮臂期之運動學參數整理表 

重量

(g) 
個數 

最大肩關節 

外轉角度(deg) 

最大肩關節外轉 

角度發生時機(%) 

最大肘關節 

屈曲角度(deg) 

50 15 125.07 ± 15.93 91.27 ± 1.47 114.79 ± 13.74 

75 15 111.87 ± 24.00 91.64 ± 2.00 112.89 ± 15.80 

100 15 123.29 ± 16.97 92.55 ± 2.47 110.58 ± 18.85 

125 15 117.87 ± 8.73 91.69 ± 1.23 109.64 ± 19.67 

150 15 118.59 ± 5.64 92.04 ± 1.69 110.27 ± 18.80 

175 15 119.76 ± 7.60 91.78 ± 1.02 111.87 ± 15.40 

200 15 118.87 ± 7.66 91.58 ± 1.45 110.49 ± 17.80 

225 15 119.03 ± 6.66 91.52 ± 1.46 108.18 ± 19.59 

250 15 120.35 ± 7.26 91.39 ± 1.14 108.7 ± 17.13 

275 15 119.45 ± 7.56 91.17 ± 0.84 109.36 ± 14.21 

300 15 113.25 ± 6.85 90.69 ± 1.46 109.38 ± 16.38 

 

種重量棒球最大肩關節外轉角度發生時機，投擲正常

球（150g）顯著晚於重量球 50、200、225、250、275、

300g（p<.05）；最大肘關節屈曲角度在統計考驗上達

顯著水準（F 值=3.04；p<.05），透過事後比較投擲各

重量棒球最大肘關節屈曲角度正常棒球（150g）與其

他剩下各種重量棒球並無顯著差異。三、出手瞬間： 

本研究所指出手瞬間是投手投球球體離開瞬

間，運動學參數請參照表三，其中肩關節屈曲角度在

統計考驗上達顯著水準（F 值=2.75；p<.05），透過事

後比較在投球出手瞬間投擲正常球肩關節屈曲角度 

 

表三、出手瞬間之運動學參數整理表 

重量 個數 
肩關節 

屈曲角度(deg) 

肘關節 

屈曲角度(deg) 
球速(m/s) 

與正常球速 

差異(%) 

50 15 39.83 ± 4.98 51.30 ± 8.47 36.03 ± 1.90 11.96 

75 15 44.26 ± 10.65 50.22 ± 8.60 34.49 ± 2.85 7.18 

100 15 42.09 ± 8.22 48.06 ± 11.04 34.16 ± 1.88 6.15 

125 15 39.18 ± 4.82 48.79 ± 11.03 33.48 ± 1.43 4.04 

150 15 38.09 ± 5.28 49.61 ± 11.99 32.18 ± 1.12 0.00 

175 15 37.97 ± 5.21 52.87 ± 9.21 32.00 ± 1.27 -0.56 

200 15 38.14 ± 6.17 49.95 ± 10.56 31.27 ± 1.50 -2.83 

225 15 38.55 ± 5.50 48.88 ± 11.59 30.28 ± 1.64 -5.91 

250 15 41.95 ± 11.68 52.12 ± 11.71 30.05 ± 1.51 -6.62 

275 15 42.19 ± 11.18 54.16 ± 10.52 28.64 ± 1.51 -11.00 

300 15 56.35 ± 26.28 55.58 ± 11.12 27.53 ± 1.04 -14.45 

 

 

 

 

 

 

 

 

 

 

 

 

 

 

 

圖十、投擲不同重量棒球之球速 

 

顯著大於重量球 300g（p<.05）；肘關節屈曲角度在統

計考驗上達顯著水準（F 值=4.25；p<.05），透過事後

比較發現投擲各種重量棒球投球出手瞬間肘關節屈

曲角度正常球（150g）顯著小於重量球 275 與 300g

（p<.05）。 

四、球速： 

本研究所指的球速是指球體離手瞬間的初速，測

量到的投擲不同重量棒球速度在統計考驗上達顯著

差異（F 值=55.99；p<.05），經過事後比較發現，正

常球（150g）顯著慢於重量球 50、75、100、125g 

速
度

m
/s

 

球體重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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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但顯著快於重量球 200、225、250、275、

300g（p<.05）。從圖十與表三可以發現球速隨著重量

增加而遞減，而重量 50g 球速比正常球球速顯著快

11.96%；重量 300g 比正常球球速顯著慢 14.45%，其

中只有重量球 175g 與正常球是沒有顯著差異，而且

球速下降幅度僅達 0.56%，可以說投擲這兩種重量球

在運動表現上是很相近的。 

本研究所得到之運動學結果繁多，因此整理投擲

各種重量球與正常球之間運動學參數是否有顯著差

異列於表四。結果發現投擲重量球 175g 與正常球無

運動學參數顯著差異；投擲重量球 100 與 125g 與正

常球只有一種運動學參數有顯著差異；投擲重量球

50、75、200、225、250 與 275g 有二至三種運動學參

數有顯著差異，另外投擲重量球 300g 有六種運動學

參數有顯著差異。由表五發現投擲各種重量球對於動

作都是會有影響的，但是當投擲重量為 100g 至 175g

之間所受到的影響是比較少的，反之當球體重量低於

100g 或是超過 175g 所受到影響是比較多的。 

根據研究結果可發現，棒球重量對投手投球動作

的最大肩關節屈曲角度發生時機與最大肩關節外轉

角度發生時機有影響，也就是說棒球重量影響了投手

在準備投球動作中蓄積能量的時序問題，隨著棒球重

量的增加投球動作會產生提前的情形，尤其當球體重

量 超 過 175g 時 就 會 影 響 原 有 的 投 球 動 作 時

（temporal），有可能使最大外轉角度提前發生導致投

球動作開掉的問題，而且也有可能由原本投的方式改

變成類似推的方式（Krieighbaum & Barthels, 1996; 劉

於詮，2005）。由於本研究為了能在實驗時反映棒球

甲組投手的投球能力，是利用棒球比賽前期時進行，

經與球隊教練與受試選手討論後，考慮到能在實驗中

有最佳的表現，故僅有五位受試投手參與本研究，此

為本研究限制，因而本研究結果僅能推論與臺北體院

投手相似條件的投手。Fleisig et al.(1996)曾比較棒球

投手投球與美式足球四分衛傳球動作差異，結果發現

四分衛傳球最大肩關節發生時機早于投手投球，而美

式足球重量大約為 400g 左右與本研究之最重棒球相

似，因此與本研究之結果有一致的趨勢。從表四中可

以發現當棒球重量超過 175g 或是低於 100g 都會影響

投手本身投球動作的時序問題，而本研究之受試者皆

為受過專業訓練投手，也會因為重量而改變投球時

序，因此使用不同重量球體訓練必須是有經驗的投手

才適合，Escamilla et al（2000）也回顧以前的相關文

獻整理提出投手經驗的多寡會直接影響使用不同重

量球訓練的訓練效果。 

另外，本研究所得到之正常球球速平均數為

32.18±1.12 m/s 和 Stodden et al. （2005） 的 35.2±1.6 

表四、各種重量球與正常球之顯著差異整理表 

棒球重量(g) 

動作分期 / 參數 
50 75 100 125 175 200 225 250 275 300 

最大肩關節屈曲發生時機 - * - - - * - - - * 跨

步

期 肘關節屈曲角度 - * - - - - - - - - 

最大肩關節外轉角度 - - - - - - - - - * 

最大肩關節外轉角度發生時機 * - - - - * * * * * 

揮 

臂 

期 

最大肘關節屈曲角度 - - - - - - - - - - 

肩關節屈曲角度 - - - - - - - - - * 

肘關節屈曲角度 - - - - - - - - * * 

出 

手

瞬 

間 
球速 * * * * - * * * * * 

有顯著總計 2 3 1 1 0 3 2 2 3 6 

附注：-表示無顯著差異；*表示為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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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與 Fleisig et al. （1999） 的 35.2±2.0 m/s 相近，

雖然本研究之受試者比國外選手球速要慢一些，但是

畢竟大學投手與職業選手有一定程度差距，因此本研

究受試者的球速表現已經是不錯的表現。根據研究結

果發現 175g 重量球與正常球（150g）並無顯著差異，

另外透過事後比較知道發現 75 至 125g 球速之間是沒

有差異的，但是從表三可以發現球速增加的百分比分

別為 75g 上升 7.18%；100g 上升 6.15%以及 125g 上

升 4.04%，所以基本上重量球 100g 與 75g 所提升球

速的差異是相近的，這也代表想要訓練增加球速可以

不必選擇低於 100g 球體來做訓練，因為再減輕重量

所得到的效果是跟 100g 相似。劉強（2009）研究發

現投手的球速與揮臂速度是成正比的，也就是說當投

手球速越快則投手的揮臂速度相對也是較快的，因此

想要訓練增加球速可以選擇 100g 的重量球體來做為

增加球速的最輕訓練選擇。本研究之結果為選擇 100g

重量來訓練增加球速與 Escamilla et al.（2000）提出

有 最 佳 訓 練 效 果 的 重 量 介 於 4~6 盎 司 （ 約 為

113~170g）是相近的，但是本研究限制為 25g 為一間

距，與先前文獻所使用球體重量有所不同，但所得適

合重量的結果則相近。 

 

肆、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投擲不同重量棒球重量低於 100g 或

是超過 175g 時，會使最大肩關節屈曲角度發生時機

與最大肩關節外轉角度發生時機提早以及改變肘關

節屈曲角度與肩關節屈曲角度，因此不適合用來當作

投球訓練上使用。另外，投擲棒球重量介於 100g 至

175g 之間確實能夠提升球速而且不會造成投球動作

或時序上的改變，因此適合用來訓練增加揮臂速度以

提高球速的增加。由以上的結論與結果得知最適合用

來進行投擲不同重量球訓練的重量範圍為 100g 至

175g，因為當球體重量低於 100g 或是超過 175g 會造

成投球動作以及投球時序的改變，因此建議教練選手

在使用不同重量球訓練重量範圍為 100g 至 175g 之

間。另外，本研究所使用之不同重量棒球重量以 25g

為一間距，建議未來學者可以將重量間距調整成更小

的間距以深入探討。目前正常棒球重量為 141g 至

148g 之間，假如教練選手想使用不同重量球訓練有可

能無法取得各種不同重量棒球，而有可能使用其他不

同重量物體代替，這樣有可能會失去原有的意義，因

此建議廠商可以製作 100g 至 175g 之間球體以提供給

國家教練選手使用，以提升臺灣投手之運動表現。 

伍、參考文獻 

王翔星、劉  強(1990)。彈震式阻力訓練之簡介。大

專體育，48 期，137-143 頁。 

王嘉吉、張嘉澤(2007)。彈震式阻力訓練在提升棒球

投手球速上之應用與效益。大專體育，88 期，

25-29 頁。 

劉于詮、陳五洲、黃泰源（2005）。不同重量球體對

過肩投擲中肢段的移動序列性、移動速度以及球

速之影響。大專體育學刊，7 卷 3 期，245-258

頁。 

臺灣棒球協會(2006)。少棒訓練。臺北市：臺灣棒球

協會。 

何維華、李超群、相子元（2004）。以 MRI 法建立臺

灣青年男子人體肢段參數之研究。臺灣生物醫學

工程學刊，24 卷 S 期，1-6 頁。 

高英傑（1996）。棒球。國立體育學院教練研究所技

術報告書，桃園縣：國立體育學院。 

葉志仙（1997）。棒球運動防守技術與戰術。國立體

育學院教練研究所技術報告書，桃園縣：國立體

育學院。 

劉  強（2009）。棒球投手等速肌力與揮臂速度對投

擲不同重量棒球之投遠能力與投球速度之影

響。體育學報，42 卷 3 期，1-16 頁。 

American Baseball Coaches (2001). Baseball Skill & 

Drills. pp. 153-163. 

Bompa, T. O. (1993). Per iodization of strength: The 

new wave in strength training. Toronto, ON: 

VERITAS Publishing INC. 

DeRenne, C., Buxton, B. P. & Hetzler, R. K. (1994). 

Effects of under-and overweighted implement 

trainig on pitching velocity. Journal of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Research, 8(4), 247-250.  

Dillman, D. J., Fleisig, G. S. & Andrews, J. R. (1993). 

Biomechanics of pitching with emphasis upon 

shoulder kinematics. Journal of Orthopaedic and 

Sports Physical Therapy, 18, 402-408. 

Escamilla, R. F., Fleisig, G. S., Speer, K. P., Barrentine, 

S. W. & Andrews, J. R. (2000). Effects of Throwing 

Overweight and Underweight Baseballs on 

Throwing Velocity and Accuracy. Sport Medicine, 

29, 259-272. 

Fleisig, G. S., Escamilla, R. F., Andrews, J. R., Matsuo, 

T. M., Satterwhite, Y. & Barrentine, S. W. 



江昆達、劉強、高英傑 / 華人運動生物力學期刊 2 (2010) 22-30 
 

29

(1996).Kinematic and kinetic comparison between 

baseball pitching and football passing. Journal of 

Applied Biomechanics, 12, 207-224. 

Fleisig, G. S., Barrentine, S. W., Zheng, N., Escamilla, R. 

F. & Andrews, J. R. (1999). Kinematic and 

kinetic   comparison of baseball pitching 

among various levels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Biomechanics, 32, 1371-1375. 

House, T., Heil, G. & Johnson, S. (2006). The Art & 

Science of Pitching. pp. 60-81. 

Kreighbaum, E. & Barthels, K. M. (1996). 

Biomechanics: a qualitative approach for 

studying human movement.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McCraw, L. W. (1975).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trength, 

arm length, and baseball throwing speed (p. 136). 

D. C American alliance for Health, Physical 

Education and Recreation. 

Stodden D. F., Fleisig, G. S., McLean, S. P. & Andrews, 

J. R. (2005). Relationship of biomechanical 

factors to baseball pitching velocity: within 

pitcher vari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Biomechanics, 21, 44-56. 

Van den Tillaar, R. (2004) Effect of Different Traniing 

Programs on the Velocity of Overarm Throwing: 

A Brief Review. Journal of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Research, 18(2), 385-396. 

Van Huss, W. D., Albrecht, L. & Nelson, R. (1962). 

Effect of overload warm-up on the velocity and 

accuracy of throwing. Research Quarterly for 

Exercise and Sport, 33(3), 472-475. 

Winter, D .A. (2004). Biomechanics and motor 
control of human movement (3rd). pp.180-202. 
 

致謝 

本研究特別感謝國科會經費補助(計畫編號 NSC 

95-2413-H-154-013)，以及大揚運動器材公司協助製

造不同重量棒球以及反光棒球。 

 
 
 
 
 
 
 
 
 
 
 

 

 

 

 

 

 

 

 

 

 

 

 

 

 

 

 
 
 



江昆達、劉強、高英傑 / 華人運動生物力學期刊 2 (2010) 22-30 
 
30

*Corresponding author. Taipei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Graduate Institute of Sports Equipment Technology 
(11153) No.101,Sec.2,Jhongcheng Rd.,Shinlin District,Taipei City11153,Taiwan 
E-mail address: chiangliu1974@yahoo.com.tw  

 
Effects of throwing different weight baseballs on 

pitching movement and velocity 
 

 

Kun-Da Chiang  Chiang Liu*  Ying-Chieh Kao 

Taipei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 

Accepted: 2010/02/25 
 

ABSTRACT 
Background: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rowing 50, 75, 100, 
125, 150, 175, 200, 225, 250, 275 and 300 gram baseballs on pitching velocity, shoulder abduction, 
external rotation, and flexion angles elbow flexion angle to verify the proper weight that best suits 
pitching training. Method: Five college pitchers (9.2±2.17 years of training) were analyzed by 3-D 
Motion Analysis system with ten cameras (200 Hz). Result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throwing 
less than 100 gram baseba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itching velocity and the timing for the 
maximum shoulder external rotation angle and maximum shoulder flexion to occur became early. (2) 
Throwing 100 and 125 gram baseball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itching velocity about 6.15% and 
4.04%, but had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pitching movement and timing sequence. (3) Throwing 
175 gram baseball decreased pitching velocity about 0.56%, but had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shoulder and elbow joints during pitching. (4) Throwing more than 175 gram baseball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itching velocity; moreover, the maximum shoulder external rotation angle became 
smaller and its timing to occur became early. Conclusion: Th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throwing 
baseball weights between 100 to 175 gram would not change pitching posture and timing sequence. 
Therefore, 100 to 125 gram baseballs are the proper weights for training to increase pitching 
velocity, whereas 175 gram baseball is an appropriate weight for ballistic training to improve 
muscle strength. 
 
Key words: weighted baseball, pitching, motion sequ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