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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微機電感測器應用於羽球正拍切球之球拍振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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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探索運用無線微機電感測器，分析優秀和次優秀選手在羽球正拍切球的拍振動差異。對象：受

測優秀選手目前世界排名第 11 名(參加 2012 年第三十屆夏季奧林匹克倫敦奧運會)；次優秀選手目前全國排名

賽乙組第三名。方法：將無線微機電感測器放在球拍上，內含有三軸加速規，取樣頻率為 3333Hz，當擊正拍

切球時無線擷取運動學資料，並作統計分析。結果：一、兩位選手個人在無配戴與有配戴感測器在球速方面，

經比對 t 檢定後，無顯著差異。二、球拍加速度頻譜振動頻率次數分佈，X 軸優秀選手 482Hz，次優秀選手振

動頻率在 365 和 378Hz；Y 軸次優秀選手振動頻率在 325Hz，優秀選手不明顯； Z 軸優秀選手在 482Hz，次

優秀選手振動頻率在 325 和 404Hz。三、球拍振動時間經檢定後發現優秀與次優秀選手在 Y 軸與 Z 軸有顯著

差異(顯著差異 α 為 0.05)。四、在球拍加速度的時域分析，優秀選手在 X 和 Z 軸最大和最小平均值與次優秀

選手有顯著差異，得知優秀選手瞬間擊球點較高、較前面，明顯小於次優秀選手。結論：一、配戴感測器不

會影響選手的表現。二、在球拍加速度頻譜振動頻率次數分佈中，優秀選手的 X 軸與 Z 軸頻率全高於次優秀

選手。三、在振動時間中，優秀選手明顯時間短於次優秀選手，代表優秀選手在瞬間擊球後能放鬆握把，使

手臂肌肉放鬆，以較容易準備下一拍擊球。四、球拍時域資料，經 F 和 t 檢定後，發現在三軸的最大和最小

平均值有顯著差異，所以優秀選手瞬間施力較小，且能較容易精準的控球。 

 

關鍵字：微機電、加速規、頻譜分析 

 

 

壹、緣由和目的 

  目前國內運動大多被廣泛應在透過科學訓練，分

析探討運動生理與心理之研究，並利用電腦資訊及運

動力學做為輔助實驗。而現今大多研究之羽球實驗中

多是利用高速攝影、肌電圖、測力板及反光點等數據

來做探討分析，而本次實驗則是利用無線微機電感測

器，探討羽球選手做正拍切球之球拍振動分。Ahmadi, 

Rowlands & James(2006)提及，以加速規測量系統來評

估網球選手發球技術水準。說明在比賽中如能控制好

後場球，幾乎就能取勝。張少遜(2002）提出選手必須

判斷來球路線和落點後，能立即反應及啟動，移動至

適當位置擊球並準備下一次的擊球。正拍切球是羽球

後場變化的一項技術，在擊切球時必須準確且力道上

要控制得宜。莊國上、廖威彰與林文煌(2009)切球是

羽球中基本技術之一，可控制整場球賽節奏的快與

慢，切球必須準確且力道上要控制得宜，移動中準確

回擊每一顆球，掌握每一個擊球點，也就是時空概念

的問題。張博和邵年(1999）指出正確的握拍法，可以

使球員隨心所欲地把球打到對方場區的任何落點上；

相反地，如果握拍的方法不得當，往往會影響到我們

對球的控制能力。而根據Brody, Cross & Lindsey

（2002）的解釋，甜區是指擊球者使用最小的努力便

可以將球打擊出去的球拍區域。在球拍擊球時拍面，

劉于詮、張家源與吳季龍(2010），則是指出，若能毫

不費力的揮動球拍，並以最快速度擊出球，便是擊球

者能以球拍之甜區來擊球。故甜區就謂能在成功區擊

球，振動響應會有最佳的表現。所以本研究是針對選

手在正拍切球球拍的撞擊振動響應並測出優秀選手與

次優秀選手在瞬間擊球的加速度、穩定性與差異性。

吳鴻志、陳三寶與賴慶安(2011)提出無線微機電感測

器系統應用於羽球正拍殺球動作分析。資料收集能更

準確，甚至提供教練在訓練選手矯正動作時，做選手

及非選手之差異比對並提升運動技能。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三軸加速(Tri-axisaccelerometer)無線感

測器，測量物體運動移動時之加速度。透過無線通訊

感應信號，將擷取之數據資料回傳至系統並即時資料

分析。相關分析條件如下： 

1. 無線發送端:採用測量範圍為 X 軸±980m/s
2、Y 軸

±490m/s
2、Z 軸±2450m/s

2，取樣頻率為 3333Hz，

並放置在擊球面的背面，如圖一所示。 

 



吳鴻志 李金孝 / 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 7(2012) 130-134 

 

131 

 

 

 

 

 

 

 

 

 

 

 

圖一、球拍無線感測器三軸軸向圖 

2. 羽球: 勝利公司生產的羽球產品被世界羽球總會

(BMF)認定為比賽用球。 

3. 發球機：TRAINER-Knight。 

4. 球拍:超力牌 Long Sword-1000。 

5. 球線: Yonex BG-65 專業羽球線；線為 24 磅。 

6. 受試者女子選手資料:優秀選手甲組球員，最佳成

績:世界排名 11 名（身高 162cm，體重 57kg，17

歲，球齡 10 年）；次優秀選手乙組球員，最佳成

績:100 年全國排名賽乙組第三名(身高 161cm，體

重 56kg，16 歲，球齡 7 年)。 

7. 測試者受測前，充分熱身後，在擊球區準備擊球，

發球機以高遠球方式將球發至擊球區，選手以正拍

切球方式將球擊至好球區，依正拍切球，球拍和身

體相關部位配戴五個感測器，且將天線方向朝上，

做資料確認與感測器節點比對，(如圖二所示) 

圖二、場地配置圖 

8. 依正拍擊切球需

要，在球拍上裝設一個感測器，且統一將 X 軸正

向朝上，以方便資料確認與比對。 

 

參、結果與討論 

一、 有無配戴感測器分析 

  本次研究先探討每位選手在無配戴與有配戴感測

器的球速測試，並做成對 t 檢定。研究結果如表１所

示，發現優秀選手在無配戴及有配戴感測時，經球速

檢定後，無明顯差異(顯著水準為 0.05)；次優秀選手

也是相同結果。優秀選手無配戴和有配戴感測器平均

球速分別為 80 和 75.7km/h。次優秀選手無配戴和有

配戴感測器平均球速分別為 74.9 和 73.9km/h。 

表一、有無配戴感測器球速比較表 

 感測器 球速(km/hr) p 值 

優秀 

選手 

有配戴 

無配戴 

75.7 

80.0 

±8.9 

±10.0 
0.101 

次優秀 

選手 

有配戴 

無配戴 

73.9 

74.9 

±6.4 

±4.1 
0.626 

二、 球拍加速度頻譜 

  兩位選手各 15 次擊球中，球拍加速度頻譜振動頻

率次數分佈，X 軸次優秀選手在 365 和 378Hz 較有振

動現象，優秀選手在 482Hz 有振動現象，如圖三所示；

Y 軸優秀選手無振動現象，次優秀選手在 325Hz 有振

動現象，如圖四所示；Z 軸次優秀選手在 325 和 404Hz

較有振動現象，優秀選手在 482Hz 較有振動現象，如

圖五所示。 

 

  

 

 

 

 

 

 

圖三、X 軸振動頻譜圖 

 

 

 

 

 

 

 

 

圖四、Y 軸振動頻譜圖 

  

 

 

 

 

 

 

 

圖五、Z 軸振動頻譜圖 

 

三、 球拍振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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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時域資料來分析高切球擊球的加速度時域振動

響應，如表二所示結果發現優秀與次優秀選手在 Y、

Z 軸有明顯的差異， Y 軸優秀選手平均值為 28.13 毫

秒，次優秀選手平均值為 37.6 毫秒。Z 軸優秀選手平

均值為 27.14 毫秒，次優秀選手平均值為 40.37 毫秒。 

表二、球拍振動時間表 

軸向 選手 振動時間(毫秒)   p 值 

X 

優秀 
19.26 ±2.40 

0.123 
次優秀 

23.72 ±10.32 

Y 

優秀 
28.13 ±13.41 

0.047 
次優秀 

37.60 ±11.50 

Z 

優秀 
27.14 ±8.78 

0.002 
次優秀 

40.37 ±13.06 

四、 球拍加速度的時域分析 

1. 依時域資料來了解在擊正拍切球時的加速度時域

振動響應，如圖六所示，為優秀及次優秀選手時域

振動響應圖。 

 

 

圖六、優秀選手三軸時域振動響應圖 

2. 經 F 和 t 檢定結果發現(作法:F 檢定要檢查兩位選

手的差異性，來取得變異數是否相同，已做 T 檢

定之用)。兩位選手在 Y 軸的最小平均值無顯著差

異，且加速度值較 X、Z 軸小很多。此外，優秀與

次優秀選手在其他軸皆有顯著差異， 如表 3 所

示。優秀選手 X 軸最小平均值為-472 m/s
2，次優秀

選手為-553 m/s
2，優秀選手 Z 軸最大平均值為 769 

m/s
2，次優秀選手為 962 m/s

2，優秀選手 Z 軸最小

平均值為-831 m/s
2，次優秀選手為-1072 m/s

2。 

 

 

 

 

表三、球拍時域加速度三軸最大和最小平均值比較表 

選手 X 軸 
 

Y 軸 
 

Z 軸  

 

平均值 

±標準差 

(m/s2) 

p 值 

平均值 

±標準差 

( m/s2) 

p 值 

平均值 

±標準差 

m/s2 

P 值 

優秀- 

最大值 
58 

±55.

3 
0.01 79.2 

±71.

3 
0.03 769 ±155 0.042 

次優秀- 

最大值 
2.3 

±45.
2  

135.2 
±64.
9  

962 ±310  

優秀- 

最小值 
-472 ±101 0.047 -309 ±72 0.3 -831 ±192 0.040 

次優秀- 

最小值 
-553 ±113 

 
-332 ±48 

 
-1072 ±382  

 

伍、結論 

一、 有無配戴感測器，並不影響選手擊切球的結果。 

二、 在球拍加速度頻譜振動頻率次數分佈中，優秀選

手的 X 軸 482Hz 與 Z 軸 482Hz，有較多的振動

現象，次優秀選手的 X 軸 365Hz、Y 軸 325Hz、

Z 軸 404Hz 都有明顯振動，且優秀選手的 X 軸與

Z 軸頻率全高於次優秀選手。由圖 3、4、5 得知，

優秀選手在 15 次擊球中，X、Z 軸在較高頻率有

較多次的振動。因此配合圖一三軸軸向圖可看出

X 、 Z 軸 方 向 為 上 方 與 前 方 切 球 。 

三、 球拍振動時間資料，經檢定之後，發現有顯著差

異。優秀選手Ｙ軸振動時間平均值比次優秀選手

低 9.47 毫秒。優秀選手Ｚ軸振動時間平均值比次

優秀選手低 13.23 毫秒。由於基礎實驗中得知，

手一直握緊來擊球時，會造成球拍振動時間更

久，反之振動時間較短。因此，優秀選手擊完球

之後手可以馬上放鬆，所以球拍振動時間較短不

至於一直握緊球拍握柄上，浪費太多力氣。 

四、 球拍時域資料，經 F 和 t 檢定後，發現在三 

軸的最大和最小平均值有顯著差異。優秀選手X

軸時域時間最小平均值比次優秀負方向低 81 

m/s
2。優秀選手 Z 軸時域時間最大平均值比次

優秀負方向低 193 m/s
2
; 優秀選手 Z 軸最小平均

值比次優秀負方向低 241 m/s
2。由「表 3 球拍

時域加速度三軸最大和最小平均值比較表」得

知，優秀選手擊球之後的加速度值比次優秀選

手小，因為加速度是正比於施力，因此作者認

為 優 秀 選 手 出 的 力 氣 較 小 相 對 越 省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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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LESS MEMS SENSORS IN BADMINTON FOREHAND    

     DROP SHOT VIR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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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is research explored the use of Wireless Micro 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s (MEMS) 

sensors to analysis the difference of badminton forehand cut vibration. Subjects: The elite athlete is 

ranked number 14 in the world and the sub-elite are ranked the third of group B in this Taiwan. 

Methods: Underneath the racket is placed a wireless MEMS sensors which includes a tri-axis 

accelerometer. The sample is taken on the frequency of 3333Hz. When athletes strike forehand cut 

racket, sensors capture measuring point of numerical data,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1. 

Two of the contestants not worn and wore sensors in ball speed, paired t testing,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2. The number racket acceleration spectrum amplitude testing, the elite athlete had 

higher vibration frequency than sub-elite in X and Z asix. The sub-elite got 325Hz in Y asix; 

however, the elite athlete had no obviously performance. 3. From the test of racket vibration time, 

verification revealed that the elite athlete and the sub-elite had obviously difference. 4. The analysis 

of racket time zone, it indicated that athletes had obviously difference during the max and min 

average values on X and Z axis. The elite athlete stroke with the higher hitting and the ball felt in 

the front area than the sub-elite.  Discussions: 1. Wearing sensors would not affect the athletes’ 

performance. 2. In the distribution rate of racket acceleration spectrum amplitude, the elite athlete 

had higher vibration in X and Z axis. 3. In the vibration time, it indicated that the elite athlete had 

shorter period than the sub-elite. The elite athlete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sub-elite. 4. From the 

time zone of the racket, the max and min average in tri-axis got obviously difference paired F and t 

test. The elite athlete got less power in a flash hitting and got better control in striking. 

 

Keywords: Micro 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s, acceleration, spectrum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