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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軟式網球為我國亞洲運動會上之重要奪牌項目之一，其特殊之低切發球方式與一般高壓發球方式有相當大的

差異，為探討其拍線與球之間摩擦影響，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軟式網球線表面粗糙度對低切發球時球體

球速和轉速之影響。研究方法：實驗以 12 位優秀軟網選手以低切式發球法，實際揮擊未摩擦球線與已摩擦球

線之軟式網球拍做測試，利用頻率為 1200 赫茲(Hz)高速攝影機及動作分析系統，分析揮擊後球體之球速、轉

速；統計方法以無母數檢定比較球線測試的差異，以成對樣本 t 檢定比較未摩擦球線與已摩擦球線在揮擊表

現測試的差異。結果：發現已摩擦球線的轉速顯著大於未摩擦球線(p<0.05)。結論：摩擦軟式網球線會顯著提

高擊球後的轉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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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由與目的 

軟式網球是一種全面性與開放性的運動項目（張

世聰、詹淑月、方同賢，2009）。一場軟式網球比賽中

發球對於得分與否占有關鍵性影響因素，優質的發球

可以為球員帶來相當大優勢。劉俊概（2006）指出軟

式網球常用發球方式分為，高壓式發球（overhead 

serve）、輕削式發球（slice serve）、反轉式發球（reverse 

serve）、低手切發球（under cut serve）等四種發球法；

不論何種方式，都是將揮擊力量傳導至球拍，藉由球

線與球體產生摩擦，進而使球體產生更大的速度與旋

轉。翁梓林（1993）研究發現後旋轉球，球接觸地面

時，粗糙度會使球的旋轉及速度改變，如果質心速度

大於周邊速度時，摩擦力的作用會使角速度增加。在

無旋轉球接觸地面時，因粗糙度大於旋轉的角速度的

增加量會越多，反彈速度會增加很多。由於軟式網球

球體表面光滑，彈性不像硬式網球般的高，不易利用

球速製造發球得分機會，多利用輕削式與低手切發球

方式，使球體產生快速旋轉，造成反彈地面後有較大

且不規則的反彈角度，迫使對手不易精確地接發球，

而造成回擊球軟弱或無法接到發球。 

因此，本研究認為若以氧化鋁紗布摩擦球線表面

可能會增加粗糙度，使球線與球體間在撞擊瞬間產生

更大摩擦，增加揮擊後球體旋轉度，同時為維護比賽

公帄性，在軟式網球國際比賽規則第三章第三節的十

五條規則上，規定不能於球線上增加特殊裝置影響擊

球變化（軟式網球國際比賽規則，1999）。因此，本

研究目的在於探討軟式網球線表面粗糙度對低切發球

時球體球速和轉速之影響；本研究假設為藉由氧化鋁

紗布本身粗糙特性，用以摩擦球線表面，使球線表面

粗糙度增加，並於實際揮擊摩擦軟式網球線表面，使

球體旋轉度增加。 

 

貳、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器材方面以優乃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所

生產之 NEXTAGE 900 型號球拍及 GOSEN 株式會社

所生產之 SS411 型號球線為實驗器材，並將球線統一

以 30 磅穿於球拍，再使用氧化鋁紗布型號 No150#摩

擦球線表面，將球線截面積各摩去 0.5mm，並以電子

式游標卡尺檢測截面積一致性。 

實驗對象以參與國內外錦標賽之優秀 12 位台北

市立體育學院軟式網球代表隊選手為受試對象，帄均

年齡 21.66±1.25 歲，身高 177.66±2.87 歲，體重

69.66±8.86 公斤，且經確認後六個月內無任何肌肉骨

骼傷害，並在帄時從事規律性體育運動，以低切式發

球法，在實際網球場上揮擊未摩擦球線與已摩擦球線

之球拍。 

實驗儀器使用 CASIO 高速攝影機三台，頻率 1200

赫茲(Hz)，收集球體飛行軌跡，作為球速、轉速之依

據。測試方法：攝影機放置於網球場地中間邊線處，

拍攝方向為球網前側及後側，拍攝畫面為球體飛行軌

跡，並在拍攝畫面擺放 100cm 比例尺，以收集球體通

過比例尺時間及旋轉速度。受試者準備完成後在揮擊

區，分別揮擊未摩擦球線與已摩擦球線之球拍，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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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切式發球法發球，發至所設定之 2*2 公尺目標區，

且以二、三號高速攝影機同步確認是否落入目標區

內，成功落入目標區球方可視為實驗有效樣本，兩種

球拍各揮擊六次。本研究經資料處理後，以 SPSS for 

Windows 18.0 中文版統計套裝軟體，以成對樣本 t 檢

定，檢測未摩擦球線與已摩擦球線表面粗糙度球拍實

際揮擊時的球速及轉速，所有顯著水準定為 α=0.05。 

 

參、 結果與討論 

在球速方面，本研究結果發現以低切式發球時，

未摩擦球線與已摩擦球線之球速為 29.32±4.28 (m*s
-1

)

與 28.32±4.71 (m*s
-1

)，如圖一所示。經成對樣本統計

後發現，低切式在未摩擦球線與已摩擦球線的球速無

顯著差異(p=0.082)，此結果說明摩擦球線不影響球速。 

 

圖二、有無摩擦球線表面粗糙度之轉速(*p<.05)  

在轉速方面，本研究結果發現以低切式發球時，

未摩擦球線與已摩擦球線之轉速為 463.43±29.83°/s 與

493.25±31.57°/s，如圖二所示。經成對樣本統計後發

現，低切式發球方式，已摩擦球線的轉速顯著大於未

摩擦球線(p=0.000)，此結果說明摩擦球線表面可增加

球體轉速。 

根據結果，已摩擦球線揮擊時，低切式發球會使

轉速顯著變快，但在球速方面並無明顯差異，已摩擦

球線因表面輪廓呈鋸齒狀，且鋸齒數量多高低起伏

大，所以有著較高的表面粗糙度，使得揮擊碰撞瞬間

能夠與球體產生更多的摩擦力，碰撞後球體的旋轉速

度增加。以低切式發球時，已摩擦球線球體旋轉度帄

均多於未摩擦球線 29.82°/s，因轉速的增加，在碰撞

場地表面後產生更多的摩擦力與滑動，使得在球體能

夠更緊密地抓住球場表面。江勁政、江勁彥、相子元

（2004）指出，以低切式發球法發球後，球體於碰撞

球場表面時，會與表面有較長一段時間的接觸與滑動

現象存在，並且因摩擦力作用，使飛行軌跡較低。由

上述結果與先前研究可得知，球體轉速增加使得碰撞

場地表面時，滑動距離增加，可能造成反射角度變大。 

 

肆、結論與建議 

軟式網球其特殊低切發球方式，目的在於增加球

體之轉速，本實驗結果發現摩擦軟式網球線會顯著提

高擊球後的轉速，但不會影響球速，建議國內選手及

教練可將本實驗結果應用於比賽中，以獲取較佳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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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有無摩擦球線表面粗糙度之球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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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 effects of rubbed soft tennis string on ball velocity and spin 

velocity. Methods: 12 elite soft tennis players held the racket with and without rubbed string to 

serve. A high-speed cameras at 1200Hz and Siliconcoach motion analysis system were used to 

analyze ball velocity and spin velocity. Results: The spin velocity significant greater in hitting with 

rubbed string (p<0.05). Th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rubbed soft tennis string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spin velocity which was result from surface roughness increased.  

 

Keywords: tennis, racket sports, swing, colli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