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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目的：本研究利用無線微機電感測器，分析

羽球高反拍擊球動作時球拍振動的差異。對象：

優秀選手目前世界排第 11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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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拍面下端放置一個無線微機電感測器；內含有

三軸加速規，取樣頻率為 3333Hz，在擊反拍高

點長球時擷取感測器的記錄來做分析比對。結

果：一、無配戴與有配戴感測器，無顯著差異(顯

著水準為 0.05)。二、球拍加速度頻譜振動頻率

次數分佈，發現優秀選手有較高的振動頻率。

三、球拍振動時間，經檢定後發現優秀與次優秀

選手在 XYZ 軸，有顯著差異。四、球拍加速度

頻域資料經Ｆ和ｔ檢定之後，發現三軸總功率有

顯著差異。五、在球拍時域分析時，發現Ｚ軸優

秀和次優秀選手的最大和最小平均值皆有顯著

差異，且優秀選手皆大於次優秀選手。結論: 一、

有無配戴感測器不會影響選手的表現。二、優秀

選手球拍振動頻率較高，擊球點明顯集中於甜

區。三、優秀選手在 XYZ 軸振動時間較短，在

瞬間擊球後放鬆握把，節省體力。明顯優於次優

秀選手。四、球拍加速度頻域資料之三軸總功率

平均值優秀選手大於次優秀選手。五、在球拍時

域，發現Ｚ軸最大和最小平均值優秀選手皆大於

次優秀選手。 

 
關鍵字：動作穩定性、加速規、頻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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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緣由和目的 

國內有關羽球論文或相關期刊報告，幾乎都

以正面擊球相關動作做為主要研究，反拍擊球的

論述相當缺乏。張加昌、林政宏與蕭智君(2005)

指出就運動生理學及力學的角度而言，反手擊球

動作比正手擊球動作受到更多的限制，並且在學

習技能上較為困難。蔡虔祿與潘光敏(2008)指出

羽球在反拍不同上肢關節擊球動作之生物力學

分析。以目前看到的羽球實驗中，大部分都以高

速攝影、肌電圖、測力板、有線感測器或其他器

材來做探討。Ahmadi, Rowlands & James(2006)

指出以加速規測量系統來評估網球選手發球技

術水準。本研究是用無線微機電感測器，對羽球

選手做高反拍擊球之球拍振動分析。在比賽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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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控制好後場球幾乎就能取勝。林育田、謝麗

娟、賴茂盛與何國龍(2005)指出若以拍面甜區擊

球，會有相對最佳振動表現。Baker, J.A.W. & 

Wilson, B.D.(1978)指出所作網球拍緊握和拍線

張力對碰撞後球速之影響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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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指出而要輕鬆將羽球擊高擊遠，還要注意

擊球的高度、角度及速度的力學因素。吳鴻志、

陳三寶與賴慶安(2011)指出以無線微機電感測器

系統應用於羽球正手殺球動作分析。本研究特別

針對選手在高反拍擊球時，記錄球拍的撞擊振動

數據，以測出優秀選手與次優秀選手在擊球瞬

間，其加速度的差異性和振動頻譜分析。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無線微機電感測器，內含三軸加

速規(Tri-axis accelerometer)測量球拍振動之情

形。透過無線通訊感應信號，將動作擷取數據資

料回傳至系統，並做即時資料分析。相關設備如

下：  

(一)無線通訊硬體裝置：採用測量範圍 X 軸為

±980 m/s2、Y軸為±490 m/s2及Ｚ軸為±2450 m/s
２，取樣速度為 3333HZ，並放置在擊球面的背

面，如圖 1 所示。 

 

 
圖 1、球拍三軸軸向圖 

(二)高速攝影機:使用兩台 Casio EX-FH20 高速

照相機，各以 420Hz 及 1000Hz 攝影。 

(三)發球機：TRAINER-Knight。 

(四)球拍:超力牌 Long Sword-1000。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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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球線: Yonex 專業羽球線 BG-65，線拉 24 磅。 

受試者資料，如表 1 所示。 

(七)受試者在測試前充分熱身，熱身後在擊球區

準備擊球。發球機以發高遠球方式將球發至擊球

區，選手以高反拍擊球方式將球擊至好球區，場

地配置如圖 3 所示。 

 
 

表 1、受試者基本資料 

受試者 優秀選手(女甲組) 次優秀選手(女
乙組) 

年齡(歲) 17 16 

球齡(年) 10 7 

身高(cm) 162 161 

體重(kg) 57 56 

最佳成績 2012 世界女子羽球
排名第十一名 

參加倫敦奧運 

100 年全國羽
球乙組排名賽

第三名 

 
圖 2、高反拍擊球場地配置圖 

 
四、 結果與討論 

(一)有無配戴感測器分析 

  先將兩位選手，做無配戴與有配戴感測器的

球速成對 t 檢定，結果發現兩位選手本身之有無

配戴感測器，並無顯著差異(顯著水準為 0.05)，

如表 2 所示。優秀與次優秀選手配戴感測器後經

檢定有顯著差異，且優秀選手平均球速高於次優

秀選手，如表 3 所示。 

表2、有無配戴感測器球速比較表 

選手       感測器         球速(km/hr)         

p 值 

優秀       有配戴         112.8±15.2         

0.356 

           無配戴         105.3±24.5       

次優秀     有配戴         85.1±6.8           

0.710 

           無配戴         85.9±6.2        

表3、優秀與次優秀選手配戴感測器球速比較表 

選手       感測器         球速(km/hr)         

p 值 

優秀       有配戴         112.8±15.2         

0.000 

次優秀     有配戴         85.9±6.2        

(二)球拍加速度的頻域分析 

  在 15 次重複「高反拍擊球」後，取出三軸

中優秀及次優秀的總功率(平方和)來做 F 和 t 檢

定。結果發現， X、Y、Z 軸總功率(為頻譜振幅

的每一點的平方和)都有顯著差異(顯著水準為

0.05)，如表 4 所示。 

(三)球拍加速度頻譜振幅次數比較分析 

  兩位選手各 15 次擊球中，球拍加速度頻譜

振幅頻率次數分佈，X 軸次優秀選手在 352Hz，

22.4cm 

6.8cm 6.8cm 

感測器 

+X 

+Y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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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選手 456 和 469Hz，如圖 4 所示；Y 軸次優 

秀選手在 352Hz，優秀選手在 417 和 456Hz，

如圖 5 所示。Z 軸次優秀選手在 325 和 417Hz，

優秀選手在 404 和 469Hz，如圖 6 所示。 

表4、三軸振動頻域總功率檢定表 

   軸
向 

 優秀
((m/s

2
)
2
) 

次優秀
((m/s

2
)
2
) 

p 值 

X 2515119946 640114254 0.000 

Y 509233329 188240919 0.000 

Z  3625511938 1547666015 0.000 

 

圖4、X軸振動頻譜圖 

 

圖 5、Y 軸振動頻譜圖 
 

圖 6、Z 軸振動頻譜圖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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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所示為優秀選手時

域振動響應圖。 

2. 經F和 t檢定結果發現(用Ｆ檢定檢查兩位選

手變異數是否相同，並以變異數是否相同，再做

t 檢定），兩位選手在Ｘ軸的最大平均值無顯著差

異，且加速度值也不大。此外，優秀與次優秀選

手在其他部分皆有顯著差異， 如表 5 所示。優

秀選手 Z 軸最大值為 1216 m/s
２，次優秀選手為

758 m/s
２
;優秀選手 Z 軸最小值(負方向的最大加

速度值)為-1314 m/s
２，次優秀選手為-766m/s

２。 
 

圖7、優秀選手三軸時域振動響應圖 

表 5、球拍時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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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值 平均
值 
±標準
差 

p 值 平均
值 
±標準
差 

p
值 

優秀
- 
最大
值 

-28.7 
±103 

  
0.948 

250 
±69 

0.00
0  

1216 
±253 

0.0
00 

次優
秀- 
最大
值 

-26.3 
±98.8 

  126 
±81 

 758± 
307 

 

優秀
- 
最小
值 

-854 
±132 

0.000 -453 
±25 

0.00
7 

-1314 
±289 

0.0
00 

次優
秀- 
最小
值 

-609 
±184 

 -361 
±111 

 -766 
±326 

 

(五)球拍振動時間 

依時域資料，來分析高反拍擊球的加速度時

域振動響應，從表 6 結果發現優秀與次優秀選手

在 X、Y、Z 軸有明顯的差異，優秀選手Ｘ軸平

均值為 17.06 毫秒，次優秀選手為 21.73 毫秒。

優秀選手Ｙ軸平均值為 21.1 毫秒，次優秀選手

為 24.32 毫秒。優秀選手Ｚ軸平均值為 22.08 毫

秒，次優秀選手為 25.84 毫秒。 

表 6、球拍振動時間表 

軸向 選手 
振動時間

(ms) 
  p 值 

 

X 

優秀 17.06±2.25  

0.004 次優秀 21.73±4.75 

 

Y 

優秀 21.10±3.23  

0.036 次優秀 24.32±4.57 

 

Z 

優秀 22.08±3.35  

0.022 次優秀 25.84±4.90 

 
 

擊球瞬間 

469Hz 

456Hz 

352Hz 

352Hz 417Hz 
456Hz 

417Hz 

469Hz 
404Hz 

325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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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與建議 

(一) 有無配戴感測器，經成對ｔ檢定之後，發現

兩者並無顯著差異。代表有無配戴感測器，並不

影響選手反拍擊球結果。優秀與次優秀選手配戴

感測器後經檢定有顯著差異，且優秀選手平均球

速高於次優秀選手。 

(二) 加速度頻域資料在三軸總功率都有顯著差

異。且優秀選手在總功率皆大於次優秀選手。代

表優秀選手的反拍瞬間擊球力量大於次優秀選

手。 

(三) 球拍加速度頻譜振幅頻率次數分佈，發現優

秀選手振幅頻率高於次優秀選手。代表優秀選手

擊球時，集中於球拍甜區。 

(四) 在球拍加速度的時域分析，優秀選手 Z 軸最

大值與次優秀選手有顯著差異，優秀選手大於次

優秀選手; Z 軸最小值也有顯著差異，優秀選手小

於次優秀選手。優秀選手瞬間擊球的加速度高低

差，明顯大於次優秀選手。 

(五) 球拍振動時間資料，經檢定之後，發現有顯

著差異。優秀選手Ｘ軸振動時間平均值為 17.06

毫秒，與次優秀選手 21.73 毫秒相差 4.67 毫秒。

優秀選手Ｙ軸振動時間平均值為 21.10毫秒與次

優秀選手 24.32 毫秒相差 3.22 毫秒。優秀選手

Ｚ軸振動時間平均值為 22.08毫秒與次優秀選手

25.84 毫秒相差 3.76 毫秒。所以優秀選手振動時

間明顯小於次優秀選手，代表優秀選手在瞬間擊

球後放鬆握把，節省體力，明顯優於次優秀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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