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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微機電感測器系統應用於沙灘手球騰空接球射門動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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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收集沙灘手球優秀選手與次優秀選手在進行騰空接球射門時右手掌的相關運動學資料，進行差異分析。

方法：優秀選手為 2012 年世界大學手球錦標賽臺灣代表隊國手，次優秀選手為國家培訓隊隊員，兩人在右手

掌外貼上無線感測器，運用微機電三軸加速規，並配合高速攝影機拍攝動作與測速槍量測球速，收集相關參

數，再統計分析。結果：一、在有、無配戴感測器情形下，測得優秀和次優秀選手的球速，進行成對 t 檢定，

兩者無顯著差異(顯定水準為 0.05)。二、優秀與次優秀選手在右手掌的合力加速度最大平均值成顯著差異。

三、以優秀選手為基準之加速度面積誤差百分比在三軸和為 72%；以優秀選手為基準之合力加速度面積誤差

百分比則是 64%。結論：一、配戴感測器在選手進行動作時，不會對選手造成影響；二、優秀選手的右手掌

合力加速度值較次優秀選手大，可見優秀選手右手掌出力較大；三、從各軸向的加速度穩定性分析，優秀選

手在三個軸向及三軸和皆比次優秀選手穩定，合力加速度穩定性分析也顯示優秀選手較穩定。 

 

關鍵字：右手掌、加速規、動作穩定性 

 

 

壹、前言 

    宋孟遠、杜俊毅與陳南福(2008)指出沙灘手球是

一項新興運動，第一場國際公開競賽於1993年舉行，

而後發展迅速，臺灣的第一場賽事在2002年舉辦，隨

後更在2009年高雄世界運動會上成為眾多精采賽事中

的一員。沙灘手球的技術與規則大都仍承襲傳統手

球，由於場地有一層40公分厚的沙子保護，選手可以

施展出更多高難度的動作，增加比賽的可看性。沈易

利與陳青雲(2009)指出臺灣擁有許多美麗的沙灘，結

合政府積極推動海洋國家政策與全民運動的理念，非

常適合沙灘手球的發展。除了場地的差別外，沙灘手

球另一項特色就是有別于傳統手球以單球一分的方式

計算成績，中華民國手球協會之國際沙灘手球規則

(2012)中提到，射門者若完成“富有創意或引人注目的

得分”均可獲得2分，如同籃球比賽的三分球一樣，此

項規則為比賽增添了不少的刺激，而這類射門主要為

騰空射門(Sky play)，騰空射門中則以騰空接球射門和

騰空旋轉射門最為常見。Jesús Rivilla-Garcia, Ignacio 

Grande, Javier Sampedro and Roland van den Tillaar 

(2011)的研究指出，騰空射門時，球速會隨著選手等

級而增加，但在同一個級別的比賽中，球速反而會隨

著比賽的對抗性加強而降低，張曉菁與林耀豐(2010 )

則指出投擲的動作越快，準確性也越高，而張勇銓與

蔡政傑(2007)提出球出手時的速度與腕關節的速度成

正相關。換言之，準確度和球速是完成成功射門不可

或缺的條件，增加腕關節的速度，對射門的球速與準

確性亦會有所提升。然而目前文獻較少探討腕關節上

方的手掌肢段在射門瞬間的運動表現，本研究旨在利

用無線微機電感測器收集優秀選手與次優秀選手的右

手掌在射門瞬間所呈現的加速度、合力和穩定性等相

關資料進行分析，透過彼此的差異比較，協助教練和

選手在訓練或比賽時的調整參考。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工具 

無線微機電感測器系統是運用三軸加速規與陀螺

儀兩種感測器，測量右手掌外側（右手掌骨上方）在

運動時加速度的變化，取樣頻率為 620Hz。加速規

(Accelerometer)的加速度量測範圍為 XZ 軸 ±980 m/s
2

及 Y 軸±490 m/s
2，並使用 420Hz 和 1000Hz 的兩部高

速攝影機進行動作攝影。另外使用一支測速槍量測球

速。 

（二）實驗方法 

1. 受試者：實驗物件為 2012 年國訓手球隊中優秀選

手與次優秀選手各一名，慣用手皆為右手，選手資

料如表一 

2. 在受試者的右手掌外側（右手掌骨上方）配戴一組

無線感測器，收集受試者的資料資料後加以分析，

加速度的 3 軸向如圖一示。 

3. 實驗場地佈置圖如圖二示：將內緣高 2m、寬 3m

的球門以童軍繩將（面向）球門的左上角圍出 1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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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並將此區設為成功射門之區域，以控制射門

之準確度。 

4. 實驗步驟：受試者熱身完畢，再配戴無線微機電感

測器，讓受試者進行完成成功的騰空接球射門動作

15 次。輔助器材高速攝影機擺設在球門右前方，另

一台在球門左前方；測速槍在球網後方。 

5. 實驗流程：場地器材準備就緒，告知受試者實驗流

程如下：(1)第一個口令：預備→選手與實驗工作人

員各就定位後→開啟無線感測系統 (2)第二個口

令：開始→攝影機開始錄影→受試者動作結束後靜

止不動待燈號自動熄滅(3)第三個口令：停止→電腦

收集資料完成，將攝影機資料儲存→讓受試者休息

並準備下次動作→受試者重複完成 15 次成功射門

→實驗結束。 

表一受試者基本資料 

受試者 優秀選手 次優秀選手 

年齡（歲） 24 24 

身高（cm） 187.5 185 

體重（kg） 82 95 

球齡（年） 12 12 

最佳運 

動表現 

2012 世界大學手球

錦標賽國手（現役） 

國家培訓隊 

成員 

 

 

 

 

 

 

 

圖一、放置圖和軸向 

 

 

 

 

 

 

圖二、實驗場地佈置 

 

參、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透過無線微機電感測器，量測出優秀選手

與次優秀選手的右手掌加速度及球速資料，並以資料

之最大、最小平均值與標準差，做優秀選手與次優秀

選手間之檢定比較，結果如下： 

(一) 優秀選手在未配戴與配戴感測器的情形下，測得

的平均球速分別為 86.6、85.3 km/hr，顯示兩者無顯著

差異；次優秀選手在未配戴與配戴感測器的情形下，

測得的平均球速分別為 84.6、85.8 km/hr，顯示兩者無

顯著差異，如表 2 所示。 

(二) 量測射門時右手掌的三軸加速度，結果顯示優秀

選手的 X 軸最大平均值 991m/s
2 大於次優秀選手的

313m/s
2 且達顯著差異；Y 軸的最小平均值（代表負方

向的最大平均值），次優秀選手為-273m/s
2 大於優秀選

手的-232m/s
2 且達顯著差異；Z 軸的最小平均值，次

優秀選手為-718m/s
2 大於優秀選手的-602m/s

2 且達顯

著差異；優秀選手的合力加速度最大平均值為 1235 

m/s
2 大於次優秀選手的 816 m/s

2 且達顯著差異，如表

三示。 

(三) 以優秀選手為基準，與次優秀選手的動作進行穩

定性分析，以射門瞬間前 680ms 至後 100ms 此區間的

平均值 (±95%信賴區間)環狀面積做比較，加速度三

軸面積和的誤差百分比為+72%，加速度三軸合力面積

的誤差為+64%。 

表二、有無配戴感測器球速比較表 

 
感測器 

平均球速標準差 

（km/hr） 
p 值 

優秀 
有配戴 86.62.230 

0.379 
無配戴 85.33.980 

次 

優秀 

有配戴 84.62.240 
0.100 

無配戴 85.81.122 

表三、右手掌肢段三軸加速度最大、最小、合力加速度最大

平均值 

 
優秀選手

（m/s2） 

次優秀選手 

（m/s2） 
p 值 

X 軸 

最大 

數值 
991±238 \313±159 0.000 

最小 

數值 
-203±22/// -224±26\\ 0.067 

Y 軸 

最大 

數值 
-104±36/// \-78±49\\\\\ 0.197 

最小 

數值 
-232±40/// -273±40\\\\\\ 0.044 

Z 軸 

最大 

數值 
-27±26/ \-47±16\\\\\ 0.080 

最小 

數值 
-602±87/// -718±94\\\\\\ 0.011 

合力 

加速度 
1235±133/0 816±79\\\\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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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無線微機電感測器，量測出優秀選

手與次優秀選手的右手掌加速度及球速資料，並以資

料之最大、最小平均值與標準差，做優秀選手與次優

秀選手間之檢定比較，結果如下： 

(一) 優秀選手在未配戴與配戴感測器的情形下，測得

的平均球速分別為 86.6、85.3 km/hr，顯示兩者無顯著

差異；次優秀選手在未配戴與配戴感測器的情形下，

測得的平均球速分別為 84.6、85.8 km/hr，顯示兩者無

顯著差異，如表二所示。 

(二) 量測射門時右手掌的三軸加速度，結果顯示優秀

選手的 X 軸最大平均值 991m/s
2 大於次優秀選手的

313m/s
2 且達顯著差異；Y 軸的最小平均值（代表負方

向的最大平均值），次優秀選手為-273m/s
2 大於優秀選

手的-232m/s
2 且達顯著差異；Z 軸的最小平均值，次

優秀選手為-718m/s
2 大於優秀選手的-602m/s

2 且達顯

著差異；優秀選手的合力加速度最大平均值為 1235 

m/s
2 大於次優秀選手的 816 m/s

2 且達顯著差異，如表

3 所示。 

(三) 以優秀選手為基準，與次優秀選手的動作進行穩

定性分析，以射門瞬間前 680ms 至後 100ms 此區間的

平均值 (±95%信賴區間)環狀面積做比較，加速度三

軸面積和的誤差百分比為+72%，加速度三軸合力面積

的誤差為+64%。 

表二、有無配戴感測器球速比較表 

 
感測器 

平均球速標準差 

（km/hr） 
p 值 

優秀 
有配戴 86.62.230 

0.379 
無配戴 85.33.980 

次 

優秀 

有配戴 84.62.240 
0.100 

無配戴 85.81.122 

表三、右手掌肢段三軸加速度最大、最小、合力加速度最大平均值 

 
優秀選手

（m/s2） 

次優秀選手 

（m/s2） 
p 值 

X 軸 

最大 

數值 
991±238 \313±159 0.000 

最小 

數值 
-203±22/// -224±26\\ 0.067 

Y 軸 

最大 

數值 
-104±36/// \-78±49\\\\\ 0.197 

最小 

數值 
-232±40/// -273±40\\\\\\ 0.044 

Z 軸 

最大 

數值 
-27±26/ \-47±16\\\\\ 0.080 

最小 

數值 
-602±87/// -718±94\\\\\\ 0.011 

合力 

加速度 
1235±133/0 816±79\\\\ 0.000 

 

 

 

伍、結果與建議 

Wii Fit 平衡遊戲是否能做為動態平衡能力測量工具，

在本研究中無明顯關聯。研究者推測可能造成原因如

下： 

1.受試者因本身遊戲策略而影響分數。 

2.因遊戲設計須具有樂趣化、多樣化而影響分數。例

如：頂球遊戲頂到熊貓扣三分、頂到鞋子扣一分，

而連續頂到球有累加分數。 

3.遊戲設計影響計分。例如：平衡泡泡若過關則顯示

花費秒數，中途失敗顯示距離。 

4.前、後測進步許多，無法得知受試者若能有更多時

間練習是否影響結果。 

5.是否因採樣而影響結果，仍須進一步探討。 

6.變異係數過大可能造成無顯著相關。 

  已有許多研究顯示，Wii Fit 平衡遊戲在臨床上能

改善病患、老人及特殊族群的平衡能力，並且透過樂

趣化的過程讓許多鮮少運動的人也能享受運動的樂

趣。但是，若要以 Wii Fit 平衡遊戲做為動態平衡能力

測量工具仍有待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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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CKET VIBRATION ANALYSIS OF WIRELESS 

MEMS SENSORS USED IN BADMINTON HIGH BACKHAND  

           ST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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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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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sors to analysis of racket vibration of badminton high backhand stri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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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sor which includes a 

tri-axis accelerometer. The sample is taken on the frequency of 3333Hz. When players strike 

backhand high racket, sensors capture measuring point of numerical data,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 1. Two of the contestants not worn and wear sensors in ball spe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α is 0.05 ). 2. From the acceleration spectrum, it is found that the elite 

athlete has more frequencies. 3.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re found between the two athletes on the 

vibrating time of the racket. 4. After the examination of the F and t testing, the total tri-axis power 

has obviously difference. 5. The analysis of racket time zone, both of the elite and sub-elite athletes 

have the obviously difference during the max and min average values on Z axis. Conclusions: 1.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athletes not worn and wear sensors are not affected. 2. The vibrating 

frequencies of the elite athlete are higher with the hitting points focused on the sweet spots. 3. The 

vibrating time of the elite athlete on the tri-axis is shorter than the sub-elite because the former 

releases the handle soon after hitting the ball. 4. The average of total tri-axis power in racket 

acceleration spectrum, the elite athlete’s data is better than the sub-elite athlete. 5. The racket time 

domain, the elite athlete’s data is better than the sub-elite athlete with the max and min average 

values on Z axis. 

 
Keywords: movement stability, accelerometer, spectrum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