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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比較花式撞球基本技術-定桿、推桿、拉桿在擊球期之出桿控制模式、上肢鐘擺式運動與下肢運動特徵。

方法：研究對象為一位 2005 世界花式撞球錦標賽冠軍選手，資料拍攝於同年 11 月，以 Motion Analysis 3D 動

作擷取系統(Eagle 系列攝影機七台，拍攝頻率為 60Hz)拍攝三種基本技術之動作各十次。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比

較三種技術在各部位之位移量、平均速度、關節角度與平均角速度之差異，再以 Tukey 法進行事後比較，顯

著水準α=.01。結果：出桿速度以拉桿最快、定桿次之、推桿最慢，上肢部位運動學參數有隨出桿速度增快(拉

桿>定桿>推桿)而增大的趨勢，而下肢的運動範圍小且移動速度慢。結論：出桿控制模式主要固定出桿距離控

制不同出桿速度的策略擊球，動作差異性的趨勢有隨出桿速度有相同趨勢(拉桿>定桿>推桿)，推測出桿速度

可能是造成動作差異的主因。三種基本技術之上肢動作主要是隨出桿速度增加而增加運動範圍，且推桿僅利

用下臂擺動與手腕加速，上臂相較於拉、定桿較為固定，推桿技術較相似於鐘擺式運動；定桿和拉桿除下臂

擺動與手腕加速外，上臂的擺動也參與加速度的角色，兩者肩部加速行為不同。三種技術下肢部位整體而言

皆運動範圍小且移度速度慢，主要屬於穩固上半身運動的角色，而拉桿與定桿可能因隨球動作在髖和膝部的

控制仍有較相似的動作模式。 

 

關鍵詞：花式撞球、鐘擺式運動、動作分析 

 

 

壹、緒論 

花式撞球運動是臺灣活躍國際的主要項目(王克

武、賴姍姍，2001；郭聰智，2002)，撞球運動相較於

其他運動，對於身材體型的限制較小，沒有時空的限

制，非常適合國家發展(郭聰智，2002；趙豐邦、張明

雄，2002)。揮桿試瞄 (warm-up stroke)與出桿 (final 

stroke)要領是大臂不動，以彎曲的手肘為軸心，手腕

像鐘擺一樣的前後擺動，如圖一，鐘擺式的運動好處

是可以避免過多前臂的旋前與腕部屈曲 (Capelle, 

1995)。肩膀與手肘或手腕都不可用力，要在輕鬆的狀

態下擺動(櫟敬介，1993；吳保興，1995；張貴敏等人，

1999；林申勇，1999；馬丁、瑞福，2000; 西尾佑，

2001、赤垣昭，2003)，Kanov and Stauch(2008)並建議

只讓小臂運動除了小臂的擺動其它部位不動，因為身

體任何部位的移動將造成不易打擊到原本的瞄準點，

尤其頭部移動將破壞出桿的準確度，小林伸明(1990)

也認為出桿時肩到手肘儘可能不要動，而撞擊後臉仍

不宜動(趙豐邦，1998；張貴敏等人，1999)，馬丁、

瑞福(2000)強調出桿是最為深奧也是撞球技巧的關鍵

所在，出桿前最忌一剎那使勁，出桿必須平穩順暢，

勿有回拉的動作，擊球後保持原來姿勢將提高擊球穩

定度(梅明聖、古翔云、張鈞淯，2007；張威爾、江志

忠、張智琁、陳宜君，2007)。但是趙豐邦、張明雄(2002)

認為花式撞球是上臂自然擺動，上臂不動為司諾克撞

球的基本動作，Byrne(1998)也指出肘部除了在進行長

推桿會有落下的動作外，也是固定不動，Capelle(1995)

認為各種技術手肘會自然落下使桿子筆直地前進，尤

其是拉桿，但 Kanov and Stauch(2008)認為在跟隨期

(Follow through)肘部的自然地落下動作；當肘部自然

地落下後，再利用腕部的運動將增加打擊的力量

(Capelle, 1995; 趙豐邦，1998)。身體上肢各部位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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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模式各說法不一，而影響擊球結果的動作最主要是

擊球期，上肢部位是否有不同於技術書籍的動作模式

尚未有量化的證據，故值得進一步探討。 
 

 

                   

 

 

 

 

 

 

 

圖一、鐘擺式運動示意圖 

 

站姿的要點(Capelle,1995)為：(1)握桿手臂可自由

的擺動、(2)平衡、(3)提供一個堅固的基底(4)提供瞄準

的精準性(5)舒服-不會感到緊繃,抽筋(6)讓桿子水平且

筆直。馬丁、瑞福(2000)說明站姿的要點是穩定重心，

使肌肉放鬆專注於瞄準，並建議可採取較輕鬆的＂前

弓後箭＂站法，也可以採前箭後弓或兩腳都是打直或

彎曲。(趙豐邦、張明雄，2002)，櫟敬介(1993)認為正

確的姿勢就是極其自然而毫無做作，身體重心平穩而

安定的姿勢，保持身體平衡(趙豐邦，1998)。 

    櫟敬介(1993)指出練習撞擊母球時，必須從練習

撞球中心點開始，再來應當要掌握此三個擊球點，由

上而下分別為推桿、定桿與拉桿三種基本技術(陳純

甄，2000、唐建軍，2006)，再由此三種技術配合左、

右塞(Side spin)與力道的控制，造就出各式各樣的花式

撞球技術。推桿(Push shot, PS)是碰擊目標球後母球繼

續朝原行進方向運動、定桿(Stop shot, SS)是碰撞目標

球後母球停止運動、而拉桿(Draw shot, DS)是碰撞目

標球後母球與原行進反方向運動，技術書籍皆只有描

述三種基本技術的差異是打擊點位置的不同，而造成

技術上的不同並未明確說明，主要概念是使用相同動

作來執行不同基本技術並無強調人體動作的差異。 

    目前針對花式撞球動作技術的量化研究非常匱

乏，而技術書籍對於動作技術皆以著名選手自身經驗

闡述，尚未有完整全身的量化結果對於推桿、定桿與

拉桿此三種基本技術動作進行全身的動作探討。本研

究目的為利用運動學分析方式比較定桿、推桿與拉桿

在擊球期之(一)出桿控制模式、(二)上肢運動特徵、(三)

下肢動作特徵。期望對花式撞球三種基本技術動作能

有更清楚的了解，以對未來花式撞球運動的研究提供

基本的運動學資料，並提供運動訓練上之參考。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參與者為一位 2005 世界盃撞球錦標賽冠

軍吳珈慶選手(身高：168 公分，年齡：16 歲，球齡：

6 年)，實驗拍攝時間為同年 11 月。本研究儀器設備

為 Motion Analysis(Motion Analysis Corp., Santa Rosa, 

CA)系統，七部高速攝影機以每秒 60 張之拍攝頻率記

錄選手動作，目標球進袋情形以一台 JVC9800 置於袋

口上方以每秒 30 張拍攝，另有花式撞球比賽用撞球桌

一台，與球桿一只。反光黏貼位置上肢參考Wu, van der 

Helm, Veeger , Makhsous , Van Roy, Anglin, Nagels, 

Karduna, McQuade, Wang, Werner and 

Buchholz(2005)、下肢參考 Wu, Siegler, Allard, Kirtley, 

Leardini, Rosenbaum, Whittle, D'Lima, Cristofolini, 

Witte, Schmid and Stokes(2002)與球桿共 48 顆標記點

如圖二；實驗時母球和目標球於球桌上設置如圖三，

三種技術的母球與目標球距離皆固定(698.7mm)。成功

打擊定義為目標球須進袋且母球達成該技術的要求，

推桿為碰撞後母球繼續向前滾動至碰觸顆星、定桿為

碰撞後母球停止於所限定的區域(直徑十公分的圓)、

拉桿為碰撞後母球向後滾動至碰觸顆星。 

 

 

 

 

 

 

 

 

圖二、標記點黏貼位置示意圖 

 

 

 

 

 

 

 

 

圖三、母球(白色)與目標球(灰色)擺放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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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花式撞球分期示意圖，曲線表桿頭在運桿方向之位移 

 

當標記點設置完畢，請受試者熱身到自身認為已

經習慣整體實驗器材設置與當天球桌特性方進行實

驗，依序拍攝定桿、推桿、拉桿技術各十次。擊球成

功判定方式：定桿為撞擊後母球必須停於原目標球後

方之 10 公分直徑的圓中，推桿為撞擊後母球繼續前進

至撞擊對面球桌邊緣，而拉桿則為撞擊後回滾至球桌

邊緣即為成功打擊，告知選手打擊時儘量使母球沿直

線前進，避免橫向的旋轉。 

     EVaRT4.6 軟體所擷取光點原始資料，而所有原

始資料利用 Matlab 2007b 進行後續計算。殘差分析

(Winter,1979)用於計算出各光點截止頻率(6~19Hz)，以

二階 Butterworth 進行低通濾波(Lowpass)，再以雲規

方程 (Spline) 進行內插與平滑處理。內積公式

(cosθ=A1．A2/｜A1｜｜A2｜)計算各肢段間的角度，

再由位移量與角度計算出速度與角速度。運動學參數

為擊球期之腕、肘、肩、頭、髖、膝與踝部之位移(mm)、

平均速度(mm/s)。腕、肘、肩、髖、膝、踝關節之角

度變化量(o)與平均角速度(o /s)。動作分期如圖四，擊

球期(即加速期)( 李志男、湯文慈、陳冠列，2006)：

利用桿頭開始加速為擊球期的起點，而以撞擊時間點

當成擊球期終點，出竿距離定義為桿頭位移，出竿速

度定義為桿頭速度峰值，目標球進袋角度由 Kwon3D

軟體記錄的座標位置，再利用內積公式計算出目標球

偏移角度，目標球偏移角度定義為目標球與袋口中心

連線(如圖三)之進袋的偏移角度。所有參數以平均±標

準差呈現，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比較三種基本技術之

各參數的差異，再以 Tukey 法進行事後比較，顯著水

準定為 α=.01。 

 

參、結果與討論 

三種技術的目標球偏移袋口中心的角度並無差

異，目標球進袋率、母球控制的成功率與整體成功的

打擊率達 70%以上，出桿距離並無顯著差異，出桿速

度為拉桿為最大、定桿次之、推桿最小，如表一。三

種基本技術出桿距離為 17至 18公分與小林伸明(1990)

認為 15至 20公分相符，略高於Kanov and Stauch(2008)

所建議 13 至 15 公分，不同於張貴敏等人(1999)所建

議 10 公分的運桿距離。桿頭速度結果以拉桿為最大而

推桿最小，運桿距離相同而桿頭速度不同，三種基本

技術的出桿控制模式上，採相同出桿距離控制不同出

桿速度的策略執行打擊，顯示花式撞球打擊策略以控

制出桿速度方式進行(唐建軍，2006)，Capelle(1995)

指出此能力是比賽能力的主要關鍵，此控制模式的優

點為使身體各部位，為了使每次打擊的穩定性增加，

身體各部位保持在可控制的範圍下而不失精準度與力

道的控制。固定母球與目標球相同距離下出桿速度以

拉桿最大，主要原因是拉桿必須利用母球旋轉與桌布

接觸產生摩擦力，所以須提供母球較大的下旋(Back 

spin)，使母球在撞擊子球後往原行進的反方向滾動，

推桿在撞擊後即有向前旋轉提供的摩擦力與撞擊後獲

得的動量使母球向前滾動，故出桿速度以拉桿最大、

定桿次之、推桿最小。 

腕部運動學參數皆為拉桿最大、定桿次之、推桿

最小，肘部運動學參數也是拉桿最大，但肩部速度卻

是定桿最大，而肩關節角速度無顯著差異，頭部運動

學參數也是呈現拉桿最大的趨勢。腕部的控制是最直

接影響擊球表現的上肢部位，隨著出桿速度的大小(拉

桿>定桿>推桿)，手腕必須加大運動範圍、速度、關節

角位移與角速度，此與 Capelle( 1995)與趙豐邦(1998)

所述花式撞球最後利用手腕增加打擊力量的概念相

近；肘部為前臂旋轉的軸心，但因出桿速度的不同，

仍儘量控制運動範圍(位移與關節角位移)，增大運動

速度與關節角速度；肩部位移與關節角位移隨出桿速

度增大而增加，但在定桿時肩部移動的速度為最大，

而肩關節角速度卻無差異，此與肘部的控制策略不

同，推測可能為揮桿試瞄時肩部與肘部是固定不動的

(Cheng, Tang & Li, 2008)，基於試瞄期的鐘擺式動作的

原則，而使得肘部儘量保持運動範圍而增加運動速

度，而肩部的運動可能是為了配合肘部的策略所做出

的動作。頭部仍會隨者出桿速度增大而增大，並非完

全的固定不動，技術書籍所指的應為頭部相對於身體

部位的不動。 

擊球速度上以拉桿最快、其次為定桿、再者為推

桿，上肢部位的運動也依打擊速度變大，儘量保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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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桿頭位移、速度與擊球結果 
  定桿(SS) 推桿(PS) 拉桿(DS) 

  平均 ± 標準差 平均 ± 標準差 平均 ± 標準差 
三桿法差異 

出桿距離(mm) 171.4 ± 7.2 180.0 ± 10.4 175.3 ± 8.2 ns 

出桿速度(mm/s) 2450.4 ± 68.1ac 2013.3 ± 103.5ab 3822.1 ± 163.1bc DS>SS>PS 

目標球偏移角度(o) 0.5 ± 0.3 0.8 ± 0.8 1.0 ± 0.6 ns 

目標球進袋率(%) 100 90 80  

母球控制成功率(%) 70 100 100  

成功打擊率(%) 70 90 80  

註：p<.01  a：定桿 VS 推桿。b：推桿 VS 拉桿。c：定桿 VS 拉桿。ns:表各桿法間無差異             

 

作範圍固定，為維持每次動作穩定性下(李志男等人，

2006、Cheng et al, 2008)，而利用不同揮桿速度來控制

打擊力道。本研究結果顯示花式基本技術要領應是大

臂應自然擺動(Capelle, 1995;趙豐邦、張明雄，2002)，

而此肘部落下(Drop)動作，也依據不同桿法的出桿速

度有程度上的不同，且打擊期就發生，並非僅在跟隨

期(Kanov and Stauch, 2008)、或僅在長推技術上才發生

(Byrne, 1998)，隨著不同的打擊力道，肘部有不同程

度的的落下動作，而肘部固定不定的姿勢應是發生於

試瞄期(Cheng et al.,2008)的研究結果。腕部最後的加

速：腕部位移量與速度的增加是由小臂與大臂的運

動，即是肘關節屈曲加上肩關節伸展造成差異。筆者

認為出桿擊球是一種「拋」的動作」(引自李志男，

2006)，若打擊前就是靠手腕最後的用力(馬丁、瑞福，

2000)，而必須將將桿子「送」到欲打擊點，為了使桿

子筆直前進並準確地撞擊母球，出桿的力道並非來自

手臂的力量，正確的力道來自球桿本身的重量，和手

肘前後擺動所產生的帶動力量和手腕的力量(趙豐

邦，1998)。 

髖部運動學參數以定桿為最大，而髖部關節角速

度無顯著差異，膝部速度以定桿最大，膝關節角位移

卻是以推桿大於定桿，而在膝位移與膝關節角速度無

顯著差異，踝部關節角位移與角速度以拉桿最大，而

在位移與速度各桿法無顯著差異。下肢部位位移髖部

最大僅 8.6 公釐、膝部僅 4.1 公釐而踝部小於 1.0 公釐

(如表三)，移動速度髖與膝僅約 30mm/s、踝為 5mm/s，

得知下肢部位之運動在肉眼觀察下仍屬固定不動；髖

部移動範圍、移動速度與關節角位移其三種基本技術

特徵與上肢不同皆在執行定桿時最大，而關節角速度

卻無差異，其控制類似上述肩部運動，主要是提供上

半身動作穩定的基底，使其可以儘量維持與揮桿試瞄

時相同的動作。而膝部由於髖部必須配合上半身運

動，故在此膝部必須與髖部做出反向的補償動作，而

與其他部位相比踝部是屬於不動的部位(位移與速度

 

表二、三種基本技術於擊球期之上肢部位運動特徵比較 

定桿(SS) 推桿(PS) 拉桿(DS) 部

位 
參數 

平均 ± 標準差 平均 ± 標準差 平均 ± 標準差 
三桿法差異

位移 71.8 ±  9.9ac 64.3 ±  8.1ab 82.4 ± 11.1bc DS>SS>PS 

速度 1900.0 ± 58.8ac 1616.2 ± 81.7ab 2464.2 ± 75.0bc DS>SS>PS 

角位移 11.0 ±  1.6ac 7.8 ±  0.9ab 16.0 ±  1.4bc DS>SS>PS 
腕 

角速度 119.3 ± 22.9ac 86.7 ±  16.0ab 222.6 ± 18.9bc DS>SS>PS 

位移 14.3 ±  5.4  23.1 ±  4.1 b 41.8 ± 12.2b DS>SS,DS>PS

速度 652.4 ± 43.3a 514.3 ± 62.8ab 696.1 ± 72.4b DS>PS,SS>PS

角位移 32.1 ±  1.2c 34.0 ±  2.2  34.6 ±  2.9 c DS>SS 
肘 

角速度 87.2 ±  7.7 c 86.7 ±  4.7 b 121.1 ± 16.6bc DS>SS,DS>PS

位移 40.7 ±  2.4ac 22.4 ±  3.4ab 46.1 ±  5.0bc DS>SS>PS 

速度 293.4 ± 28.3ac 243.1 ± 12.1a 238.6 ± 31.1 c SS>PS,SS>DS

角位移 4.6 ±  0.5c 4.3 ±  0.5 b 7.1 ±  1.2bc DS>SS,DS>PS
肩 

角速度 8.8 ±  2.2  11.3 ±  3.0  9.4 ±  5.3  ns 

位移 20.6 ±  1.4ac 13.5 ±  2.0ab 28.0 ±  3.5bc DS>SS>PS 
頭 

速度 105.3 ± 12.6 c 86.2 ±  7.0b 188.4 ± 28.8bc DS>SS,DS>PS

註：p<.01。a：定桿與推桿。b：推桿與拉桿。c：定桿與拉桿。 ns:

表各桿法間無差異。單位：位移(mm)、速度(mm/s)、角位移(deg)、

角速度(deg/s) 

 表表三、三種基本技術於擊球期之上肢部位運動特徵比較 

定桿(SS) 推桿(PS) 拉桿(DS) 部

位
參數 

平均 ± 標準差 平均 ± 標準差 平均 ± 標準差 
三桿法差異 

位移 8.6 ± 2.1a 4.6 ± 1.8a 7.1 ± 1.6 SS>PS 

速度 31.8 ± 4.4a 21.8 ± 6.1ab 32.0 ± 8.7b SS>PS,DS>PS

角位移 3.8 ± 0.4ac 2.5 ± 0.4ab 3.2 ± 0.5bc SS>DS>PS 
髖

角速度 19.8 ± 2.6  15.5 ± 2.3  18.4 ± 5.1  ns 

位移 3.2 ± 1.0 3.1 ± 1.9 4.1 ± 1.3 ns 

速度 17.2 ± 2.5ac 12.3 ± 3.1ab 29.1 ± 3.7bc DS>SS>PS 

角位移 0.4 ± 0.1  0.5 ± 0.2 b 0.3 ± 0.1b PS>DS 
膝

角速度 3.2 ± 1.1  3.8 ± 1.8  2.2 ± 1.3  ns 

位移 0.7 ± 0.3 0.5 ± 0.3 1.0 ± 0.3 ns 

速度 4.7 ± 1.8 4.3 ± 1.1 5.5 ± 1.7 ns 

角位移 0.7 ± 0.1a 0.4 ± 0.2ab 0.9 ± 0.3b DS>PS,SS>PS
踝

角速度 1.3 ± 0.8 c 1.0 ± 0.6 b 4.9 ± 1.6bc DS>SS,DS>PS

註：p<.01。a：定桿與推桿。b：推桿與拉桿。c：定桿與拉桿。 ns:表各桿

法間無差異。單位：位移(mm)、速度(mm/s)、角位移(deg)、角速度(de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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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桿法皆無顯著差異)，而其三桿法關節角位移與角速

度的差異，主要原因是膝部的運動所造成。下肢部位

是扮演穩定上半身打擊姿勢(鄭景隆等人，2006)，主

要以平衡與輕鬆地站姿(馬丁、瑞福，2000、櫟敬介，

1993、小林伸明，1990、唐建軍，2006、張貴敏等人，

1999、赤垣昭，2003、西尾佑，2001)，由於肩部的運

動而身體必須隨著移動，如髖與膝部的運動必須達到

一協調的機制，以防止下半身肌肉不夠放鬆而影響打

擊，如吳保興(1995)所述「若腰的位置固定不變的話，

就不能充分進行隨球動作」，而腰部自然地隨上半身而

移動，此時膝部以也會配合身體向前的動作。 

三種基本技術出桿控制模式主要是固定出桿距

離採控制不同出桿速度的策略擊球，動作差異性的趨

勢與出桿速度有相似趨勢(拉桿>定桿>推桿)，推測出

桿速度可能是造成動作差異的主因。出桿速度的控制

主要來自於手腕橈側屈曲動作與肘關節屈曲使遠端的

腕部獲得速度，肘、肩部動作範圍與速度的不同，顯

示雖然基於鐘擺式運動的原則下，肘和肩部仍會有移

動的現象，此原因推測主要是當固定此兩部位，運動

範圍將受到限制，此時必須要增加速度使母球旋轉達

到該技術的要求，過度的加速身體肢段可能導致控制

上的不良，故推測選手會採用增加運動範圍來達到動

作的穩定性；定桿與拉桿在肘部速度、肘和肩關節角

速度相似且大於推桿，顯示兩者桿法在上臂的控制較

相似，可能因為推桿僅須下臂的擺動即可達成，定桿

與拉桿必須再增加上臂擺動範圍與下臂增加擺動速度

(肘關節角速度)的方式來增加遠端的速度；在肩部的

移動範圍以拉桿最大，但速度以定桿最大，顯示定桿

技術採取較多肩部的加速有別於拉桿，推測拉桿相較

於定桿主要仰賴下臂與手腕的加速，而定桿可能是利

用身體向前的速度來增加遠端速度，由於定桿的打點

與出桿速度比須更精確才可以使母球停住，相較之下

拉桿出桿速度的要求可能大於打點的要求，利用更多

的肩部向前的速度。三種基本技術之下肢相較於上肢

的運動範圍小且移度速度慢，故認為下肢主要屬於穩

固上半身運動的角色；三種技術之下肢運動範圍皆相

似，而三種技術在踝部無差異故屬於固定不動的部

位，但拉桿和定桿在髖、膝部以不同的速度控制動作，

可能是因為以配合上半身的隨球動作，結果顯示拉桿

和定桿技術在下肢仍有較相似的動作方式，而推桿技

術僅須使用前臂擺動即可達成故與其他兩者略有不

同。 

 

肆、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花式撞球三種基本技術在擊球期之

出桿控制模式、上肢運動特徵與下肢運動特徵，結論

如下：(一)花式撞球基本技術擊球特點主要是維持相

同出桿距離採取不同出桿速度的策略擊球，動作差異

性的趨勢有隨出桿速度有相同趨勢(拉桿>定桿>推

桿)，推測出桿速度可能是造成動作差異的主因。(二)

三種基本技術上肢動作主要原則是隨出桿速度增加而

增加運動範圍，推桿僅利用下臂擺動與手腕加速，上

臂相較於拉桿和定桿較為固定，推桿技術較相似於鐘

擺式運動；定桿和拉桿除下臂擺動與手腕加速外，上

臂的擺動也參與加速度的角色，然而定桿與拉桿不同

的地方是肩部加速行為。(三)下肢部位主要屬於穩固

上半身運動的角色，三種技術整體而言皆是運動範圍

小且移度速度慢，而拉桿與定桿可能因隨球動作在髖

和膝部的控制仍有較相似的動作模式。 

建議練習三種基本技術時，可針對不同出桿速度

的進行訓練，即加強出桿速度的控制能力，採行的方

式為改變母球與目標球的距離進行練習。未來研究可

比較不同層級選手、或相同技術下不同出桿速度之動

作變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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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characteristics of whole body movement during the 
stroke phase in three fundamental pool techniques (push shot, PS; stop shot, SS; and draw shot, DS). 
Methods: The participant was the winner of the 2005 World Pool Championship and the data was 
collected on November of the same year. Each technique was performed ten times and recorded by 
the Motion Analysis System at 60 Hz with seven high speed cameras. One-way ANOVA was 
conducted to compare maximum displacement, velocity, maximum angular displacement and 
angular velocity of each body segment during the stroke phase of the three techniques. ANOVA was 
followed by Tukey post hoc comparisons to determine which technique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Results: The stroke velocity of the draw shot was greatest followed by the stop shot 
and then the push shot. Although stroke velocities differed, the same swing distance was observed 
for all shots. Kinematic parameters of the upper arm tended to increase with stroke velocity, but 
kinematic parameters of the lower arm did not. Conclusion: It was shown that the strategy of stroke 
was to control different stroke speeds in the same stroke distance. We fou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movements and stroke speeds (DS>SS>PS) inferring that the stoke speeds might be the 
major cause of the movement differences in upper limbs. The range of motion (ROM) in upper 
limbs increased with stroke speeds in these three techniques. The motion of upper limbs in PS was 
similar to the pendulum motion compared to SS and DS. In SS and DS, the upper arm would also 
swing and the controls of shoulders were different between these two techniques. In these three 
techniques, the movements occurred in lower limbs were overall small in range and slow in speed 
and it was thought that lower limbs played a role in stabilizing upper limbs. In SS and DS, a similar 
movement pattern in controlling knees and hip was observed and it could be due to the 
follow-through of upper body.  
 
Key words: pool, pendulum motion, motion diagno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