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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球拍中心點、3 點鐘與 9 點鐘位置撞擊聲音基頻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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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摘 要 

網線張力和擊球表現(球體碰撞後的反彈速度) 有關，而球體撞擊球拍聲音的基頻則和網線張力有關。基於如

此，本研究針對羽球撞擊羽球拍中心點、3 點鐘與 9 點鐘位置的撞擊聲音基頻進行比較，進而了解以這些球

拍位置擊球對於擊球表現的影響。實驗使用 Audacity 聲音編輯軟體針對羽球頭撞擊羽球拍(穿至 20 磅)的聲

音進行錄製並分析該聲音的基頻。結果顯示羽球拍中心點聲音基頻顯著大於 3 點鐘與 9 點鐘位置聲音基頻

(p<.05)，至於 3 點鐘與 9 點鐘位置聲音基頻則無顯著差異。因此在實際擊球時可以要求擊球者儘量以接近球

拍中心的位置擊球；而對於左、右手持拍者來說，以 9 點鐘位置和 3 點鐘位置來擊球，在擊球效果上並無顯

著差異。 

 

關鍵詞：羽球拍、撞擊聲音、基頻 

 

 

壹、緣由與目的 

  球拍是在從事羽球運動中不可或缺的工具，當然

球拍的材質、重量與形狀不同時，擊球表現也有所不

同(林雅涵，2010)。而除了這些因素之外，以球拍面

的不同位置擊球，是否也會有不同的表現，則是我們

要去探究的。因為在實際的擊球情況下， 雖然教練

或者體育老師都提到要以接近球拍中心的位置擊球；

但擊球者如果是右手持拍，便還是有可能以較接近球

拍 3 點鐘的位置擊球，當然如果以左手持拍，便有可

能以較接近 9 點鐘的位置擊球了。 

  有研究指出球線張力和球線接受撞擊時產生聲音

的基頻呈正比(Cross, Bower，2001； Cross，2006)。

而球線張力則是與球體在和球拍面碰撞後的反彈速度

有關(楊忠祥，1990)，當然球體的反彈速度越大也意

味著有較佳之擊球表現。 

  由上述的討論可知，根據教練和體育教師的說

法，以球拍中心位置或者球拍 3 點鐘與 9 點鐘的位置

擊球在擊球表現上似乎有所不同。而為了分析擊球表

現，則可嘗試分析球線接受撞擊時產生聲音的基頻，

因為該聲音的基頻與球線張力有關，而球線張力則是

與關係到擊球表現的球體反彈速度有關。基於如此，

本研究嘗試針對羽毛球和羽球拍中心點、3 點鐘與 9

點鐘位置碰撞時所產生的聲音基頻進行比較，進而了

解以羽球拍中心點、3 點鐘與 9 點鐘位置擊球的擊球

表現是否有所差異，並且對於在使用羽球拍不同位置

擊球的議題上提出建議。 

貳、材料與方法 

(一) 球線與球拍 

  本研究使用百弘體育用品有限公司所生產之球拍

(型號：SS-1099)與球線(型號：DG-80)進行測試。並

以一位具有穿線經驗的穿線者來進行穿線，穿線磅數

為 20 磅。 

(二)羽球拍拍面撞擊位置 

  本研究所撞擊羽球拍面位置為中心點、3 點鐘與

9 點 鐘 位 置

（如圖一）。 

 

 

 

 

 

 

 

 

圖一、球拍撞擊點位置圖 

(三) Audacity 聲音編輯軟體 

  本研究以 Audacity 聲音編輯軟體（Audacity® 軟

體 為 Audacity 開 發 團 隊 版 權 所 有 © 1999-2010 ；

Audacity® 為 DominicMazzoni 所註冊的商標）控制華

碩 ASUS 筆記型電腦的內建麥克風，針對羽球頭撞

擊羽球拍面中心點、3 點鐘與 9 點鐘位置的聲音進行

錄製。  

(四)實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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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實驗參考劉于詮(2011)的研究，針對羽球頭撞

擊羽球拍面的聲音進行錄製。羽球每次落下的高度為

30 公分，而且必需撞擊到球拍的中心點、3 點鐘與 9

點鐘位置，球拍必須由雙手扶住並且必須懸空，以避

免球拍受撞擊時和桌面的接觸導致產生不必要之雜

音，每個位置點均撞擊 15 次（如圖二）。 

 

 

 

 

 

 

 

 

圖二、羽球頭撞擊球拍面測量之說明 

(五)資料處理 

  將 Audacity 聲音編輯軟體所錄製的羽球頭撞擊

球拍面聲音檔案開啟，然後選取一段撞擊聲音，將檔

案以快速傅利葉轉換程式取得訊號頻譜分析圖，最後

將圖中的訊號頻譜曲線轉換成數據檔並且在 Excel 軟

體中作圖（如圖三），進而分析該撞擊聲音的基頻。 

圖三、 羽球頭撞擊拍面聲音基頻圖 

(六)統計分析 

  將收集到的資料整理以 Micro Soft 套裝運算軟體

Excel 彙整後，以 SPSS 12.0 進行統計分析，分析方

法 為 獨 立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並以杜凱氏法  ( T u k e y  me t h o d )  進行事後比 

較，所有顯著水準定為 α = .05。 

   

參、結果與討論 
表一、羽球頭撞擊不同拍面位置聲音基頻單因子變異數摘要表 

   位置 

基頻值 
中心點 3 點鐘 9 點鐘 

平均數 1140.18 1135.88 1135.88 

標準差 2.23 0.00 2.88 

事後比較 b, c a a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

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組間 185.47   2 92.74 21.00 .00* 

組內 185.47 42 4.42   

總和 370.94 44    

註：*p<.01；ａ, b, c 分別指在事後比較中與中心點、3 點鐘與 9 點

鐘撞擊位置達顯著差異(p<.05)。 

  由表一可知羽球拍面中心點的位置聲音基頻最

大，3 點鐘與 9 點鐘最小，在統計上達顯著差異

(F=21.00；p=.00<.01)，顯示羽球拍面不同位置的聲

音基頻會因為位置不同而有不同的力量產生。在事後

比較部份，中心點與 3 點鐘、9 點鐘位置達顯著，而

3 點鐘與 9 點鐘在事後比較未達顯著，此結果與曾馨

平 (2006)所發現的球拍中心點恢復係數較 3 點鐘與 9

點鐘的恢復係數大，而 3 點鐘與 9 點鐘的恢復係數則

是呈現左右對稱現象的結果類似。 

  由上述結果我們可以了解到球拍中心點的聲音基

頻會大於 3 點鐘與 9 點鐘位置的基頻，其原因應該是

球拍中心點位於球拍的甜區所致。在實際應用上，我

們可以了解雖然無法完全用球拍中心點擊球，但如果

能以越接近球拍中心的位置擊球，則能有就好的擊球

表現；另外，對左、右手持拍者來說，由於 9 點鐘位

置和 3 點鐘位置的撞擊聲音基頻並無顯著差異，所以

左、右手持拍者也不需擔心會因為擊球位置的不同而

造成在擊球效果上的差異。 

 

肆、結論與建議 

  經由上述討論，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羽球拍拍面不同位置的聲音基頻以中心點最大，

以 3 點鐘與 9 點鐘最小，另外 3 點鐘與 9 點鐘有左右

對稱的現象。 

(二)在實際擊球時可以要求擊球者儘量以接近球拍中

心的位置擊球；而對於左、右手持拍者來說，以 9 點

鐘位置和 3 點鐘位置來擊球，在擊球效果上並無顯著

差異。 

(三)未來可針對不同類型球拍、球線與穿線磅數進行

撞擊聲音之研究，以了解不同的球拍、球線與穿線磅

數是否會有左右對稱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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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ing tension was related with the performance when racquet hitting sphere (the rebounding 

velocity of sphere after sphere hitting racquet). Moreover, the base frequency of hitting voice 

(BFOHV) when sphere hitting racquet was related with string tension. Based on these phenomena, 

BFOHV on badminton racquet center point, 3 o’clock and 9 o’clock position were compared. Then, 

the effect of using these racquet stringbed positions to hit sphere on the hitting performance could 

be comprehended。In experiment, Audacity audio edit software was used to record hitting voice 

and to analyze BFOHV (racquet string was tensed to 20 pounds). Results showed the BFOHV on 

center point position was bigger significantly than the BFOHV on 3 o’clock and 9 o’clock position 

(p<.05). As for the BFOHV comparing on 3 o’clock and 9 o’clock position, the result wasn’t 

different significantly. By these results, we could ask players should use the position close to 

racquet center to hit ball as far as possible. For left-hand and right-hand players, using 9 o’clock and 

3 o’clock position of racquet to hit sphere, the performances weren’t different. 

    

Keywords: Badminton racket, Hitting voice, Base frequen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