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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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球開放式正拍上旋球的球拍振動差異。

對象：受測優秀選手目前全國男子單打排名第 9 名；次優選手目前為全國排名賽會前賽選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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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搭配高速攝影機拍攝，當擊正拍上旋

球時無線擷取運動學資料，並作統計分析。結果：(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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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球拍加速度頻譜振動頻率次數分佈中，優秀選手的 Y、Z 軸，均在高頻率

有較多的振動現象，而次優秀選手卻無明顯振動。優秀選手的 X 軸，均有較無明顯振動，而次優秀選手卻在

高頻率有明顯振動。(3)球拍振動時間經檢定後發現優秀與次優秀選手在 X、Y、Z 軸均有顯著差異(顯著差異

α 為 0.05)。(4)在球拍加速度的時域分析，優秀選手在 X、Y、Z 軸最大和最小平均值與次優秀選手有顯著差

異，得知優秀選手擊到球時，明顯集中於甜區，且揮拍速度較快，擊球力量較大。結論：(1)配戴感測器不會

影響選手的表現。(2) 優秀選手擊到球時，明顯集中於甜區，且揮拍速度較快，擊球力量較大。(3)在振動時

間中，優秀選手明顯時間高於次優秀選手，代表優秀選手在擊球時能夠緊握球拍至將整個正拍上旋球擊球動

作完成，讓擊出的上旋球質較紮實穩定。(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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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且上旋球轉速較快，球質較穩定。 

 

關鍵詞：微機電、加速規、頻譜分析 

 

 

壹、緣由和目的 

目前國內運動透過科學訓練，利用電腦資訊和運

動力學做輔助實驗分析，探討運動生理與心理研究上

已被廣泛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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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我國網球選手在國際網壇上表現亮眼，佳績

頻傳，而透過科學方式選才與訓練，更造成了更多教

練與選手加入競爭。而本次實驗是利用無線微機電感

測器，探索網球選手做開放式正拍上旋球之球拍振動

分析。其中以林姵伶(2011)以無線微機電感測器系統

應用於網球正手拍上旋球回擊動作做資訊分析來了解

高中組選手與國中組選手之差異分析。吳鴻志、郭哲

軒與賴慶安(2011)以無線微機電感測器系統應用於網

球雙手反拍上旋球動作分析。吳鴻志、潘帝仁與賴慶

安(2011)以無線微機電感測器系統應用於網球單手反

拍下旋球回擊動作分析。以上三項研究利用資訊結合

運動提昇精密的運動技巧。范姜逸敏與張嘉雄(2005)

指出正反拍底線抽球技術是現今網球單打選手最重要

的武器之一。在比賽中如能控制好正反拍來回抽球幾

乎就能取勝。許明章(1996)指出第一時間正拍致勝

球，瓦解了對手的攻勢，所以正拍擊球的好壞，對於

整場比賽的勝負影響相當大。因此，如果能在激烈比

賽情境中有最精準的正拍技術就有較大的勝率。丸山

熏(2001)指出，正手拍上旋擊球技術優點在同時兼俱

進攻性與防守性。羅志勇、馬上鈞與馬上閔(2008)認

為正拍上旋球乃球拍由後下方向前上方碰擊整個球

體，產生球體由向前旋動稱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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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Barry& Wils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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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研究是

針對選手在擊正拍上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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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性、加

速度及頻譜分析的差異性，收集資料能更準確，甚至

提供教練在訓練選手矯正動作時，提升運動技能，並

減少運動傷害。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三軸加速規(Tri-axis accelerome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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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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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攝影機，攝影速度為 420Hz 和 1000Hz 各一部，相

亙搭配即時資料分析。相關分析條件如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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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發球機：Tennis-Tower，發球機球速 87km/hr。 

(三) 網球: Slazenger WIMBLEDON ，被國際職業男

子網球總會(ATP)認定為比賽用球。 

(四) 球拍: Yonex 牌 URDT-80。 

(五) 球線: OUTLAST16”專業網球線 1.30mm；線拉

62 磅。 

(六) 受試者資料:優秀選手全國男子單打排名第 9 名

（身高 174cm，體重 75kg，24 歲，球齡 12 年）；

次 優 秀 選 手 全 國 排 名 賽 會 前 賽 選 手 ( 身 高

179cm，體重 62kg，19 歲，球齡 6 年)。 

(七) 測試者受測前，充分熱身後，在擊球區準備擊

球，發球機以時速 87km/hr 球將球發至擊球區，

選手以開放式正拍上旋球將球擊出高於球網子

高度 50cm 至好球區，球拍和身體相關部位配戴

九個感測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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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依正拍上旋球需要，在球拍上裝設一個感測器，

且統一將 X 軸正向朝下，以方便資料確認與比

對。 

 

 

 

 

 

 

 

 

 

 

圖一、球拍無線感測器位置和三軸軸向圖 

 

 

 

 

 

 

 

 

 

 

圖二、場地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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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如表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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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3 和 109.7km/h。次優秀選手無配戴和

有配戴感測器平均球速分別為 114.7 和 115.9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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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X 軸，優秀選手較無振動現象，次優

秀選手在 299Hz 和 312Hz 有振動現象，如圖三所示。

在 Y 軸，優秀選手在 260Hz 和 365Hz 有振動現象，

次優秀選手較無振動現象，如圖四所示。在 Z 軸，優

秀選手在 247Hz 和 273Hz 較有振動現象，次優秀選

手較無振動現象，如圖五所示。 

(三)球拍振動時間 

  依時域資料來分析開放式正拍上旋球擊球的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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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Y、Z 三軸均有明顯的差異， X 軸優秀選

手平均值為 21.6 毫秒，次優秀選手平均值為 14.46 毫

秒。Y 軸優秀選手平均值為 21.52 毫秒，次優秀選手

平均值為 14.57 毫秒。Z 軸優秀選手平均值為 21.8 毫

秒，次優秀選手平均值為 15.34 毫秒。 

(四)球拍加速度的時域分析 

1. 依時域資料來了解在擊開放式正拍上旋球時的加

速度時域振動響應，如圖六所示，在 Z 軸有明顯

的振動響應，代表優秀選手在開放式正拍上旋球擊

球時能紮實的擊球，讓球旋轉速度快，球質穩定，

方向較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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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Z 軸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

平均值均有顯著差異。 如表 3 所示，優秀選手 X

軸最大平均值為 944m/s
2，次優秀選手為 758m/s

2。

優秀選手 Y 軸最大平均值為 470m/s
2，次優秀選手

為 281m/s
2 。 優 秀 選 手 Z 軸 最 大 平 均 值 為

2326m/s
2，次優秀選手為 2057m/s

2；優秀選手最小

平均值為-1734m/s
2，次優秀選手為-1372m/s

2。 

 

 

 

 

 

 

感測器 

27cm       

9.5cm     9.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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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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 

109.3 

±8.1 

±6.3 0.901 

次優秀 

選手 

有配戴 

無配戴 

115.9 

114.7 

±3.9 

±6.2 
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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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六、優秀選手三軸時域振動響應圖 

 

表二、球拍振動時間表 

軸向 選手 振動時間(毫秒)   p 值 

X 
優秀 21.60 ±3.09 

0.000 
次優秀 14.46 ±2.80 

Y 
優秀 21.52 ±5.36 

0.000 
次優秀 14.57   ±3.27 

Z 優秀 21.80  ±3.70 
0.000 

次優秀 15.34 ±2.44 

 
表三、 球拍時域加速度三軸最大和最小平均值比較表 

 
優秀選手

（m/s2） 

次優秀選手 

（m/s2） 
p 值 

X

軸 

最

大 

數

值 

944±74 \758±64 0.000 

最

小 

數

值 

186±106/// -227±74\\ 0.000 

Y

軸 

最

大 

數

值 

470±26/// \281±36\\\\\ 0.000 

最

小 

數

值 

281±36/// -185±32\\\\\ 0.000 

Z

軸 

最

大 

數

值 

2,326±283/ \2,057±147\\\\\    0.000 

最

小 

數

值 

2,057±147/// -1,372±494\\\\\\ 0.000 

 

肆、結論 

(一)有無配戴感測器，並不影響選手開放式正拍上旋

球的結果。 

(二)經球速檢定也可看出優秀選手平均球速低於次優

秀選手，並配合高速攝影機發現優秀選手上旋球旋轉

快，離網子高，弧度大，相對球速低，較具穩定性。 

(三)在球拍加速度頻譜振動頻率次數分佈中，優秀選

299Hz 

273Hz   

312Hz   

260Hz   365Hz   

擊球瞬間 

299Hz 

312Hz   

273Hz   

260Hz   365Hz   

247Hz   

273Hz   

312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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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 Y、Z 軸，均在高頻率有較多的振動現象，而次

優秀選手卻無明顯振動。優秀選手的 X 軸，均有較無

明顯振動，而次優秀選手卻在高頻率有明顯振動。所

以優秀選手擊到球時，明顯集中於甜區，且揮拍速度

較快，擊球力量較大。 

(四)球拍振動時間資料，經檢定之後，發現在 X、Y、

Z 三軸均有顯著差異。優秀選手 X 軸振動時間平均值

比次優秀選手高 7.14 毫秒，大約 33.1%。優秀選手 Y

軸振動時間平均值比次優秀選手高 6.95 毫秒，大約

32.3%。優秀選手Ｚ軸振動時間平均值比次優秀選手

高 6.46 毫秒，大約 29.6%。所以優秀選手振動時間明

顯高於次優秀選手，代表優秀選手在擊球時能夠緊握

球拍至將整個正拍上旋球擊球動作完成，讓擊出的上

旋球質較紮實穩定。 

(五)球拍時域資料，經 F 和 t 檢定後，發現在三軸的最

大值和最小值的平均值有顯著差異。優秀選手 X 軸最

大平均值比次優秀選手高 186m/s
2，大約 19.7%。優秀

選手 Y 軸最大平均值比次優秀選手高 189m/s
2，大約

40.2%。優秀選手 Z 軸最大平均值比次優秀高 269 

m/s
2，大約 11.6%；優秀選手 Z 軸最小平均值比次優

秀負方向低 362 m/s
2，大約 20.9%。所以優秀選手相

對施力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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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CKET VIBRATION ANALYSIS OF WIRELESS 

MEMS SENSORS USED IN TENNIS OPEN FOREHAND 

            TOP S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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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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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sors to analysis the difference of tennis open forehand top spin. Subjects: The elite athlete is 

ranked number 9 of man single in Taiwan and the sub-elite is ranked the third of group in Taiwan. 

Methods: Underneath the racket is placed a wireless Micro 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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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ar sensors in ball speed, 

paired t testing,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2. Number of vibration frequency distribution in the Y, Z 

axes of the elite athlete, at high frequencies there are more vibration phenomena in the racket 

acceleration spectrum, while the sub-elite athlete, there was no vibration. The elite athlete of the 

X-axis, are less obvious vibration sub-elite athlete in the high frequency vibration. 3. From the test 

of racket vibration time, verification revealed that the elite athlete and the sub-elite have obviously 

difference. 4. The analysis of racket time zone, it indicates that athletes have obviously difference 

during the max and min average values on X, Y and Z axi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elite athlete 

hit the tennis obviously on the center of the racket，the striking speed was faster and the hitting 

power was stronger.  Discussions: 1.Wear sensors will not affect the athletes’ performance. 2. The 

elite athlete hit the ball obviously focused on the sweet spot, and a faster swing speed, hitting power. 

3. In the vibration time, it indicates that the elite athlete has longer period than the sub-elite. It 

means that the elite athletes a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sub-elite. 4. From the time zone of the 

racket, the max and min average in tri-axis get obviously difference paired F and t test. The elite 

athlete gets more power in a flash hitting the speed of the top spin was faster and gets better control 

in striking. 

 

Keywords: Micro 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s, acceleration, spectrum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