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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是在探討利用無線微機電感測器系統來分析羽球正拍擊長球的動作。目的：是來探討國內優秀選手(全

國甲組)與次優秀選手(全國乙組)的正拍長球回擊動作之差異性及穩定性。對象：優秀選手目前世界排第 14 名

(參加 2012 倫敦奧運會)；次優選手目前最佳成績是 100 年全國排名賽乙組第三名。方法：以無線微機電感測

器在球拍放置一個測量點；內含有三軸加速規，取樣頻率為 3333Hz，在擊正拍長球時擷取各測量點的運動數

值來做分析。結果：一、無配戴與有配戴無線感測器做成對 t 檢定結果發現兩者無顯著差異，所以有配戴感

測器是不會影響到擊球動作。二、加速度振動頻譜資料，來做均方根誤差計算結果發現，X 軸和 Y 軸誤差較

大。三、球拍加速度頻譜振幅次數 15 次回擊中，於球拍 X、Z 軸的振動頻譜分析時，發現優秀選手在振動頻

率 443~482Hz 之間有較多的次數；於球拍 Z 軸的振動頻譜分析時，發現次優秀選手在振動頻率 299~417Hz 之

間有較多的次數。四、球拍時域三軸最大值比較，經 F 和 t 檢定結果發現優秀選手與次優秀選手在 X 軸和 Y

軸都有明顯的差異。五、球拍振動時間經 F 和 t 檢定(P 值<.05)後發現優秀選手與次優秀選手在 X、Z 軸向有

明顯的差異，優秀選手振動時間短於次優秀選手。結論：一、從本實驗可看出在加速度的頻域和時域球拍振

動對 X 軸與 Y 軸有較大的差異性。二、球拍加速度頻譜振幅次數中，發現優秀選手與次優秀選手的振動特性

不同。三、從加速度時域資料可觀察出優秀選手施力大於次優秀選手。四、球拍振動時間可觀察出優秀選手

施力時間較短，次優秀選手施力時間較長，所以可看出優秀選手在擊球後握拍的地方就放鬆，而次優秀選手

還握的很緊。 

 

關鍵字: 動作穩定性、頻譜分析、加速規、振動響應 

 

 

壹、緣由與目的

  在現今運動科學訓練足見被受重視之於，國內在

探討運動生理與心理研究上較多，很少有利用電腦資

訊和運動力學做相結和的實驗，那以目前看到的羽球

實驗中大部份都是利用高速攝影、肌電圖、測力板及

運動材料等等來做探討，而本次實驗是利用無線微機

電感測器，來對羽球選手做正拍擊長球之球拍振動分

析。使用無線感測器來對羽球運動做分析，其中以

Ahmadi, Rowlands & James(2006)以加速規測量系統

來評估網球選手發球技術水準。在比賽中如能控制好

後場球幾乎就能取勝，王家宏(1996)提出控制好後場

後，就要果斷地大力扣殺取勝。正拍擊長球是羽球中

最基本的一項技術，可控制整場球賽的節奏快或慢，

在擊長球必須準確且力道上要控制得宜。在球拍擊球

時拍面，林寶城、何維華、林槐庭、湯文慈、江勁彥、

洪明得與蔡虔祿(2008)則是指出球拍有所謂的甜區，

若 以 甜 區 擊 球 ， 振 動 響 應 會 有 最 佳 的 表 現 。

Baker,J.A.W. & Wilson,B.D.(1978).所作網球拍緊握和

拍線張力對碰撞後球速之影響時指出，球拍勁度和拍

線張力有顯著的交互作用。蔡虔祿、黃長福與紀世清

(1995)指出要輕鬆將球擊遠，別忘了注意出手擊球的

高度、角度及速度的力學因素。所以本研究是針對選

手在擊正拍長球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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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譜分析的

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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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採用三軸加速規(Tri-axis accelerometer)無線感測

器系統，可量測物體運動移動時的加速度。 

(一) 無線通訊硬體裝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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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1)取樣頻率為 3333Hz，並放置在擊球面的背面。 

 

 

 

 

 

 

 

 

 

 

圖一、球拍三軸軸向圖 

(二) 發球機：TRAINER-Knight。 

(三) 球拍:超力牌 Long Sword-1000。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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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球線: Yonex 專業羽球線 BG-65；線拉 24 磅。 

(六) 受試者資料:女子優秀選手甲組球員，最佳成績:

世界排名 14 名（身高 162cm，體重 57kg，17 歲，球

齡 10 年）；女子次優秀乙組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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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受試者在測試前充分熱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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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線擊長球方式將球擊至好球區(如圖二)。 

(八) 依正手拍擊長球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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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場地配置圖 

 

參、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先將每位選手，做無配戴與有配戴感測器的

球速測試，並做成對 t 檢定，結果發現兩位選手有無

配戴感測器，是無顯著差異(顯著水準為 0.05)，所以

配戴感測器是不會影響到擊球動作(如表一)；也可看

出優秀選手平均球速高於次優秀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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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2±20.1 

112.3±18.0 
0.613 

次優秀 

選手 

有配戴 

無配戴 

102.6±11.7 

106.1±11.8 
0.351 

(一) 球拍加速度的頻域分析 

1. 先從頻域來了解在實際擊正拍長球時，球拍的振

動情形，先取時域資料透過傅麗葉轉換為加速度振動

頻譜響應圖(如圖三、四)。 

(1). X 軸看來優秀與次優秀選手在 13Hz 為最大振

幅，優秀選手振幅比次優秀選手還要小。 

(2). Y 軸看來優秀與次優秀選手的振幅都較小。 

(3). 從 Z 軸看來優秀與次優秀選手在 13、26 和

39Hz 有較大的振幅，第二波峰優秀較高(455Hz)，次

優秀較早(325Hz)，分別為 15803m/s
2 和 23891m/s

2。 

圖三、優秀選手三軸振動頻譜響應圖 

 

圖四、次優秀選手三軸振動頻譜響應圖 

2. 從加速度振動頻譜資料取出優秀與次優秀選手

頻率在(13HZ～500HZ)時的平均值，來做均方根誤差

(Root-mean-square error，RMSE)計算結果發現，X 軸

和 Y 軸誤差較大。(如表二) 

表二、加速度振動頻譜表 

   三軸 

檢定 

X   Y Z 

RMSE 2017   900 3215 

(二) 球拍加速度頻譜振幅次數比較分析 

1. 在 15 次重複「正拍長球」回擊中，於球拍 X、Z

軸的振動頻譜分析時，發現優秀選手在振動頻率

X+

++

++

++

+ 

Y+

＋

++

++

+ 

Z+ 

感測器 

22.4cm 

6.8cm 6.8cm 

455Hz 

325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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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482Hz 之間有較多的次數(如圖五、六)。 

 

 

 

 

 

 

 

 

圖五、 X 軸振動頻譜圖 

2. 在 15 次重複「正拍長球」回擊中，於球拍 Z 軸

的振動頻譜分析時，發現次優秀選手在振動頻率

299~417Hz 之間有較多的次數(如圖六)。 

(三) 球拍加速度的時域分析 

1. 依時域資料來了解在擊正拍長球時的加速度時

域振動響應(如圖七)。 

2. 經 F 和 t 檢定(先用 F 檢定兩位選手變異數是否

相同，再分別做 t 檢定)結果發現優秀選手與次優秀選

手在 X、Y 軸向有明顯的差異，最大值中優秀選手三

軸平均值全大於次優秀選手。(如表三) 

 

 

 

 

 

 

 

圖六、Z 軸振動頻譜圖 

圖七、優秀選手三軸時域振動響應圖 

 

 

 

 

 

 

表三、球拍時域三軸最大值比較表 

 X 軸  Y 軸  Z 軸  

 

平均值± 

標準差 
p 值 

平均值± 

標準差 
p 值 

平均值± 

標準差 

p

值 

優秀- 

最大值 

288±40   0.000  250±48 0.000 1656±222 0.19

5 

次優秀

- 

最大值 

181±58   153±26  1517±341  

3. Z 軸優秀選手與次優秀選手並沒有差異，因為是

擊長球的關係，在力道上要控制得宜沒有就容易出界

或不夠遠。 

(四) 球拍振動時間 

  依時域資料(如圖七)可看出 X 軸和 Y 軸振動與頻

率不大，只有 Z 軸有較大的振動與頻率。 

1. 經 F 和 t 檢定後(如表四)，結果發現優秀選手與

次優秀選手在 X、Z 軸向有明顯的差異，且優秀選手

振動時間短於次優秀選手。 

2. 從球拍振動的時間可發現優秀選手 Z 軸平均值

都具有較短的振動時間，平均值為 28.59 毫秒；次優

秀選手 Z 軸平均值都具有較長的振動時間，平均值為

38.79 毫秒，相差 10.02 毫秒。 

表四、球拍振動時間表 

軸向 選手 振動時間(ms) p 值 

X 軸 
優秀 19.72±2.89 0.000 

次優秀 36.43±7.98  

Y 軸 
優秀 35.43±10.4 0.627 

次優秀 37.18±9.16  

Z 軸 
優秀 28.59±8.5 0.011 

次優秀 38.79±11.68  

 

肆、結論與建議 

（一）無配戴無線感測器與有配戴無感測器做成對 t

檢定結果發現兩者是無顯著差異，所以是不會影響到

擊球動作；也可看出優秀選手平均球速高於次優秀選

手。 

（二）從加速度振動頻譜資料，來做均方根誤差 

(RMSE)計算結果發現，X 軸和 Y 軸誤差較大。 

（三）在球拍加速度頻譜振幅次數中，發現優秀選手

的振動特性與次優秀選手的振動特性不同。 

（四）從加速度時域資料經 F 和 t 檢定，三軸中的 X

軸向和 Y 軸向有顯著的差異，在最大值中優秀選手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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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振幅在 328 m/s
2 到 248 m/s

2 之間，平均值為 288 

m/s
2，次優秀選手 X 軸振幅在 239 m/s

2 到 123 m/s
2 之

間，平均值為 181 m/s
2，相差 107 m/s

2。優秀選手 Y

軸振幅在 298 m/s
2 到 202m/s

2 之間，平均值為 250 

m/s
2，次優秀選手 Y 軸振幅在 179m/s

2 到 127 m/s
2 之

間，平均值為 153 m/s
2，相差 97 m/s

2。可觀察出優秀

選手施力大於次優秀選手，從球速來看優秀選手(平均

115.2 km/hr)也快於次優秀選手(平均 102.6 km/hr)。 

（五）在時域資料之球拍振動時間及經 F 和 t 檢定(P

值<0.05)後，發現優秀選手 X 軸振動時間在 16.83 到

22.61 毫秒之間，平均值為 19.72 毫秒，次優秀選手 X

軸振動時間在 28.45 到 44.41 毫秒之間，平均值為 36.43

毫秒，相差 16.71 毫秒。在優秀選手 Z 軸振動時間在

20.09 到 37.09 毫秒之間，平均值為 28.59 毫秒，次優

秀選手 Z 軸振動時間在 27.11 到 50.41 毫秒之間，平

均值為 38.79 毫秒，相差 10.2 毫秒。可觀察出優秀選

手施力時間較短，次優秀選手施力時間較長，所以可

看出優秀選手在擊球後握拍的地方就放鬆，而次優秀

選手還握的很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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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explored the use of Wireless MEMS Sensors System to analysis of badminton 

forehand striking clear racket vibration. Purpose: analysis of the domestic player “national group A” 

and the second best player “group B” striking forehand clear racket of the divergence and the 

stability.  Objects: the player from currently under test world rank 14 – participation in 2012 the 

30
th

 London Olympic Games - and the second best player currently rant match in group B third 

place.  Method: to place sensor wireless MEMS sensors in the racket points; each measurement 

point contains three-axis acceleration sensor chip.  When players strike forehand clear racket, each 

chip captures sensor measuring point of numerical data,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 1. two of 

the contestants not worn and wear sensors in ball speed, paired t- testing,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2. The number racket acceleration spectrum amplitude, x axis is inaccuracy with y axis. 3. in 15 

times racket acceleration spectrum amplitude, the national group A player has more vibration 

between 443 to 482 Hz and group B player gets vibration between 299 to 417 Hz. 4. the max 

compare of three-axis area, the group A player and the group B player have obviously difference. 5. 

The racket vibrating time of F and T testing, group A player’s vibrating time is shorter than group 

B’s.  Conclusions: 1. the racket acceleration spectrum amplitude and the racket vibration have 

their diverseness. 2. Group A player and group B player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vibration.3. 

Group A player has powerful force than group B player. 4. From the vibration of the racket, it 

showed that group A player forces the power shorter than group B player, which means group A 

player release power after she hit but didn’t group B player. 

 

Keywords:movement stability,  spectruman alysis, accelerometer,spectrum amplitu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