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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言：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不同比賽用軟式網球於硬地網球場上球反彈的出射角、接觸硬地的力量及球體變

形量等差異，藉此釐清不同比賽用軟式網球在硬地網球上的反彈特性，以提供選手在比賽時的參考。方法：

利用三種國際正式比賽軟式網球之用球，以軟式網球發球機設定兩種不同發球球路（上旋球及下旋球），並用

高速攝影機拍攝當球撞擊至測力板上之出射角、球體反彈後速度、著地停留時間、撞擊力及球體形變量，測

力板上覆蓋一般戶外網球場所使用之壓克力面層。結果：本實驗發現台製球（46.2〫）在於上旋出射角時平

均角度皆高於日製球，但日製 M 品牌球（38.2〫）在於下旋出射角時平均角度較高於台製球；在反彈後速度

方面上旋球以日製 K 品牌球平均 27.8 公里表現最佳、下旋球日製 M 品牌球平均 28.5 公里表現最佳；在測力

板上停留時間三種品牌球達到顯著差異（p<.05）；在上旋撞擊力以台製球平均 109.7 牛頓為最佳，下旋撞擊力

日製 M 品牌球平均 90.6 牛頓。結論：不同比賽用軟式網球在不同旋轉方式下有相異的反彈特性，選手及教練

應留意正式比賽用球之品牌以及其反彈特性的差異，以對應較正確的戰術策略，發揮球體與場地之間的最大

效應，尋求最佳的運動表現。

關鍵字：球體、旋轉、撞擊

壹、緒論

軟式網球為臺灣重要傳統運動項目之一， 1907
年至1908年間由日本大阪時事新報社運動部長島山隆

夫先生，攜帶由日本發明的軟式網球用具及器材來台

灣推展。在1985年的第六屆世界軟式網球錦標賽中我

國奪得男子團體冠軍，為軟式網球運動引進台灣後，

第一次獲得世界錦標賽的冠軍，使得我國漸漸重視軟

式網球運動。

軟式網球場地依不同的建造材質而有各式各樣的

表面-黏土（clay）、草皮（grass）、木板（wood）、水

泥（concrete）、柏油（asphalt）、塑膠（plastic）、帆布

（canvas）合成物以及橡皮（rubber）等 （中華民國

軟式網球協會，1979）。研究指出硬地球場對於軟式網

球是屬於慢速球場，因軟式網球本身屬於橡膠材質，

著地之後與球場表面產生較大摩擦力，使球速度減

慢，反彈角度變大；而紅土球場（黏土球場）著地之

後與球場表面產生較小摩擦力且會滑出，反彈高度

低，反彈距離較遠，屬於快速球場（賴永僚，1996）。
不同材質的球場會影響著軟式網球的反彈高度、

力量、角度及速度等，也影響著選手比賽時的臨場反

應。陳秀如、林聯華、方同賢（2004）研究中指出，

紅土球場屬快速球場，要有強勁的發球才可得分，而

在硬地球場則屬慢速球場，需利用低手切球發球。劉

中興（1995）研究在不同材質球場職業網球選手攻守

技術及戰略分析發現，網球場地的特性會影響球員的

打法。因此，選手需要依場地調整擊球技巧等技術以

適應場地，且適時的調整比賽戰術，以求得較佳成績，

對於不同賽會有不同比賽用球的軟網選手來說，除需

要付出較多的時間及精神來適應各種球場外，對於不

同品牌球特性的適應，也是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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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選手比賽中會發現到一種現象，在各種不同

性質表面的球場會影響到球的反彈（賴永僚，1987）；
陳秀如（2005）在軟網不同發球對不同場地表面碰撞

之影響中指出，影響球彈起因素有二：（一）彈性恢復

係數（二）摩擦係數。彈性恢復係數為彈跳後之垂直

速度與彈跳前之垂直速度比值；而摩擦係數是平行於

地面摩擦力與垂直於地面正向力之比值。恢復係數是

影響球的垂直速度；摩擦係數是影響球的水平速度。

當球落於不同材質的場地時，所產生的彈跳角度與摩

擦係數皆不相同，劉俊概（2006）在軟式網球不同發

球型態與球場表面碰撞分析也曾指出，軟網的發球方

式會因摩擦力作用、接觸時間及球體旋轉因素，而會

影響碰撞地面後之反射角；另外，廖英宏、方同賢、

劉 強(2011)發現改變球線表面粗糙度後，會具有摩

擦力增加、震動響應減少、球速減低，球轉數增加等

現象。因此，在比賽中越能掌握球體與場地間之特質，

就越能幫助選手獲取佳績。

目前大型軟式網球比賽多以日製KEKO牌做為比

賽用球，如 2008 年韓國亞洲杯、2009 年日本世界青

少年錦標賽、2010 年廣州亞運及 2011 年在韓國聞慶

市舉辦的世界杯，皆採用此牌，而國內大型比賽如全

國運動會、國家代表隊選拔賽等，以日製 MAKAEMU
牌做為比賽用球，另外傳統的國內賽如中華杯、中正

盃、自由盃等，則使用台製德化牌。

大型軟式網球比賽多以硬地場地作為比賽場地，

如 2010 年廣州亞運，且硬地場地屬於慢速球場，若搭

配不同物理特性軟式網球會有不同的反彈特性，對於

選手更是一大挑戰。由於國內對於軟式網球與地面碰

撞的相關研究探討許多，但針對球體本身的特性探討

文獻卻很少，無法提供較多的資訊給選手參考，選手

多是參考硬網相關文獻，對於軟網選手來說，助益不

多，若是能以硬地場地探討軟式網球反彈出射角等相

關資訊，將可對軟網選手有相當大的幫助。

由於應用運動生物力學之範圍越來越廣，衍生出

更多新的不同的研究領域，因此目前完整之運動生物

力學研究涵蓋了人體內部之骨骼肌肉系統生物力學、

人體表現之動作技術分析及人體延伸之運動相關器材

研究（相子元，2009）。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國

內外主要賽會比賽用球：台製德化、日製KEKO、日

製MAKAEMU等不同廠牌的軟式網球在於不同球路

對於硬地球場反彈出射角及反彈後速度、著地停留時

間、撞擊力量、球體變形量。藉由實驗之研究結果來

釐清不同比賽用軟式網球在硬地網球上的反彈特性，

以提供選手在比賽時的參考。

貳、研究方法

一、受測樣本

三種不同廠牌之軟式網球各六顆，分別為台製D
品牌（型號：德化TH比賽用球，製造商：仁德體育用

品廠股份有限公司，地點：台灣），日製K品牌（型號：

KE-TSOWY-V，製造商：KENKO株式會社，地點：

日本），及日製M品牌（型號：SW-M-30000，製造商：

昭和橡膠製品有限公司，地點：日本），皆是軟式網球

比賽正式用球，如圖一所示。

圖一、不同品牌軟式網球

圖二、軟式網球厚度量測

二、測試方法

本研究先針對台製德化D品牌、日製K品牌以及日

製M品牌等三種不同廠牌之比賽用軟式網球，進行球

體直徑、重量及壁厚等的量測，如圖二所示。以軟式

網球發球機設定相同球速與入射角度分別進行上旋和

下旋等兩種發球方式，再以直球擊球方式進行實驗，

將球擊發至鋪有戶外壓克力球場墊之測力板上，每顆

受測球體各測5次，如圖三所示，並使用siliconCoach
6.0版將高速攝影機擷取之軟式網球撞擊網球墊之影

片(如圖四)，分析入射角、出射角、球的反彈後速度、

以及球體形變量，配合使用Bertec Force Plate systems
（Bertec corporation, Columbus, Ohio, USA）測力板套

裝軟體計算球撞擊力板之力量及撞擊停留時間，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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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將所收集資料作平均數分析進行比較分析。本研

究定義入射角為球入射方向與地面所形成之角度，出

射角為球反彈方向與地面所形成之角度，如圖五。

圖三、實驗配置圖

圖四、球體影片

圖五、入射角與出射角之定義

三、統計分析

使用 SPSS 12.0 統計軟體進行無母數 K 個獨立樣

本檢定法分析，顯著水準訂為α=.05。

參、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發現三種軟式網球直徑皆為6.6cm；重量皆

為31g；厚度分別為台製D牌球：1.71mm，日製K牌球：

1.94mm，日製 M牌球：2.02mm；結果如表一所示。

一、出射角：上旋時，台製D牌軟式網球在於出射角

較高於其他兩個品牌；下旋時，日製M牌軟式網

球的出射角較高於其他兩個品牌，如圖六表示。

兩種不同旋轉方式實驗結果顯示出射角、反彈後

速度、著地停留時間、撞擊力量及球體形變量都

有所差異。反彈後速度：上旋時，日製K牌的反

彈後速度較快；下旋時，日製M牌則較快。因此，

整體上日製球較台製球有較快的反彈後速度，圖

七表示。

二、著地停留時間：不論在上旋和下旋時，日製球停

留時間較短於台製球，其中上旋時達統計上的顯

著差異(p<.05)，如圖八表示。

三、撞擊力：上旋時，台製球的撞擊力較大；下旋時，

日製M牌球撞擊力較大，如圖九表示。

四、形變量：不論在上旋和下旋時，不同品牌軟式網

球球體形變量皆相似，如圖十表示。

表一、不同品牌軟式網球規格

品牌 直徑 重量 壁厚

D 6.6 cm 31 g 1.71 mm

K 6.6 cm 31 g 1.94 mm

M 6.6 cm 31 g 2.02 mm

圖六、不同品牌軟式網球出射角之比較

圖七、不同品牌軟式網球反彈後速度之比較

圖八、不同品牌軟式網球著地停留時間之比較

*
*

出射角入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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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不同品牌軟式網球撞擊力之比較

圖十、不同品牌軟式網球球體形變量之比較

由於上述結果發現三種品牌軟式網球，在上旋和

下旋時產生的五種參數中，僅在著地停留時間項目上

達顯著水準；本研究再以直球擊球方式進行相同的實

驗，所得出射角、反彈後速度、著地停留時間、撞擊

力及形變量的結果，如表二所示。在直球出射角實驗

結果顯示，日製K牌軟式網球在於出射角的角度表現

上較高於其他兩個品牌，至於台製D牌則在於中間水

準，在反彈後速度實驗結果顯示，日製球表現皆優於

台製球，在力板上測得球停留在力板時間實驗結果顯

示，台製球停留時間較日製球短，在力板上測得球撞

擊力實驗結果顯示，日製M牌表現最佳，其次為日製

K牌，在形變方面使用siliconCoach 6.0版將擷取影片作

分析，三種不同品牌球在直球擊球下變形量皆為相同。

經由實驗結果發現在出射角實驗結果顯示，日製 K
牌軟式網球在於直球出射角的角度表現上較高於其他

兩種品牌，至於台製 D 牌則在於中間水準，因為日製

球體厚度較大，可能會增加球體內氣體壓力增加造成

反彈能力提高，然而台製球球體較薄，但在於上旋球

表現上較有助於球體與地面接觸時間增加而使反作用

力接觸面積擴大，進而有摩擦力與反彈能力的改變。

在反彈後速度實驗結果顯示，在上旋球日製K牌

表現較佳，下旋球日製M牌表現較佳，在於整體表現

上日製球在於下旋球表現較台製球佳。當球至軟式網

球場地彈起時，它的水平速度通常會因場地表面的交

互作用略微減少，球場表面有兩種特性可以影響球彈

起之後的行為，那就是球與球場表面之間的彈性恢復

係數（coefficient of Restitution）與摩擦係數（coefficient

of friction），因為日製球體厚度影響球內氣壓的改變

以及厚度對於形變球體之能力不同，所造成球體撞擊

地面後反彈速度在於台製與日製球表現上有所不同。

另外在球路方面發現不管台製球或日製球在直球反彈

後速度皆有較快的趨勢。

在力板上測得球著地停留在力板時間實驗結果顯

示，在上旋球日製球停留時間較常較短，下旋球日製

球停留時間較常較短，因為日製球在彈性上較台製球

佳，這與力板上的反作用力互相呼應，然而在台製球

表現方面，因為球體較薄導致在不同球路上與力板接

觸時間增加，而有更明顯的反應。

在力板上測得球撞擊力結果顯示，在上旋球台製

球撞擊力較大，下旋球日製M牌撞擊力較大，因為三

種品牌球在於製程方面，厚度與材料不盡相同，但由

於日製球有較厚的球體，可能有助於接觸地面時球內

氣體壓力集中並且增加反彈能量之儲存之效果。劉中

興（1995）研究中指出，網球場地的特性，會影響球

的表現，進而影響球員的打法，因此在遠距離的交鋒

上，因球體撞擊力的差異，導致出射角度與彈跳高度

的增減，將使選手的位移與掌握擊球的高度和時機點

有所改變。然而台製球雖然球體較薄，但由於較薄的

球體可能造成較多的形變量改變，發生在球與地面產

生摩擦力增加，進而影響不同球路的運動表現。

在形變量的部份，從球體側面做影像分析發現，

三種不同品牌球在三種不同旋轉方式擊發下，並沒有

明顯的變化，這是因為實驗器材有所限制所造成的，

期望未來能有更精確的設備來觀察出更細微的表現。

在兩種上、下旋的旋轉方式上，由統計上得知並

無明顯的差異，之後我們將三種不同品牌的球做直球

的擊發實驗，來了解三種球性質上是否有所不同，結

果發現日製球在於反彈後速度、力板停留時間及撞擊

力上皆大於台製球趨勢。

表二、 三種不同品牌在直球擊球時之比較
參數 D K M

出射角(º) 41.6±2.70 43.4±2.30 40.6±1.67

反彈後速度(km/h) 36.7±3.32 36.9±5.54 40±3.99

著地時間(s) 0.006±0.00 0.0114±0.00 0.013±0.00

撞擊力(N) 156.0416 167.3816 178.1094

形變量(m) 0.04±0.00 0.04±0.00 0.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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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認為以三種軟式網球撞擊硬地網球墊反彈

性結果得知日製表現較佳，但台製在上旋發球球路的

反應表現較佳。三種品牌球不同的旋轉方式所產生的

撞擊力及與地面接觸停留時間，可能影響到的是選手

的擊球掌握度，由實驗結論得知，台製的軟式網球因

在力板停留時間上皆大於日製球，因此球落在攻擊方

可能會較有利於選手的移位及掌握擊球的節奏，所以

台製球較適合遠距離的攻擊及有利於技術球的控制，

而日製的軟式網球較適合近距離的攻擊與發球，能有

效的提高得分率。

不同比賽用軟式網球在不同旋轉方式下有相異的

反彈特性，選手及教練應留意正式比賽用球之品牌以

及其反彈特性的差異，以應用較正確的戰術策略，發

揮球體與場地之間的最大效應，尋求最佳的運動表

現，本研究結果有助於軟式網球選手及教練在於不同

的國際比賽場合中，將球的性質納入戰術應用之參考。

由於本研究僅針對硬地球場之探討，建議往後研

究可增加不同性質之場地以觀察更多的變化，且本研

究以軟式網球發球機設定兩種發球球路進行實驗，後

續研究亦可採選手實打之方式做不同品牌球與拍面接

觸後之影響深入探討。

伍、參考文獻

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1979）。軟式網球指導要領。

相子元（2009）。運動生物力學之趨勢，華人運動生

物力學期刊，1，52-55。
翁梓林（1993）。網球在紅土球場與硬地球場表面碰

撞之比較。國立未出版碩士論文，臺北市，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

陳秀如（2005）。在軟網不同發球對不同場地表面碰撞

之影響。出版之碩士論文。桃園縣，國立體育學

院教練研究所。

陳秀如、林聯華、方同賢（2004）。軟式網球發球型

態與不同場地表面對反彈角度之影響，運動生物

力學研究彙刊（一）210-211 頁。

廖英宏、方同賢、劉 強(2011)。軟式網球線粗糙度

對球拍特性影響-前導實驗。華人運動生物力學

期刊，5，15-21。
劉中興（2003）。職業網球男子球員在不同材質球場攻

守技術及戰略之探討。文化大學出版部，台北市。

劉俊概（2006)。軟式網球不同發球型態與球場表面碰

撞分析。未出版之碩士文，屏東縣:國立屏東教育

大學體育研究所。

賴永僚（1996）。軟式網球。未出版碩士論文。桃園縣，

國立體育學院運動教練研究所。



陳昭慶 陳彥百 蘇家鋒 方同賢 劉強 / 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 8 (2013) 09-14

14

*Corresponding author: Chiang Liu, Taipei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Graduate Institute of Sports Equipment Technology
(111) No.101, Sec. 2, Zhongcheng Rd., Shilin Dist., Taipei, Taiwan
E-mail address: chiangliu1974@yahoo.com.tw

Comparison of rebound characteristic among soft tennis
official game balls

1Chao-Ching Chen 1Yen-Pai Chen 1Chia-Feng Su 2Tung-Hsien Fang 1Chiang Liu*
1Graduate Institute of Sports Equipment Technology, Taipei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2Office of Sport Affairs,Taipei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Accepted:2012/11/17

ABSTRACT
Purpos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rebound angle, ball velocity, ground reaction force,
and ball deformation among different soft tennis official game balls. Understanding rebound
characteristic on hard surface helped to adjust strategy during match. Method: Three major official
game balls in international tournament (D-brand, K-brand, and M-brand)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and were served top spin and back spin by serving machine. The high-speed camera was used to
detect rebound angle, ball velocity, impact time, impact force, and ball deformation when soft tennis
contacted an AMTI force plat which covered a game surface. Result: D-brand ball has the highest
rebound angle about 46.2 º at top-spin condition. M-brand ball has higher rebound angle about 38.2º
at back-spin condition compared to D-brand ball. In top-spin condition, K-brand ball has the highest
ball rebound velocity about 27.8 km/h, but M-brand ball was about 28.5 km/h in back-spin
condition. Impact time h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among three balls (p < .05). D-brand ball has
higher rebound angle about 46.2 º at top-spin condition compared to others. M-brand ball has the
highest impact force about 109.7 N at top-spin condition, but M-brand ball was about 90.6 N in
back-spin condition. Conclusion: There was different rebound characteristic among soft tennis
official game balls. Player and coach should be recognizing it in order to reflecting a proper playing
strategy.

Key words: ball, spin, imp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