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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言：本研究目的在于探讨不同比赛用软式网球于硬地网球场上球反弹的出射角、接触硬地的力量及球体变

形量等差异，藉此厘清不同比赛用软式网球在硬地网球上的反弹特性，以提供选手在比赛时的参考。方法：

利用三种国际正式比赛软式网球之用球，以软式网球发球机设定两种不同发球球路（上旋球及下旋球），并用

高速摄影机拍摄当球撞击至测力板上之出射角、球体反弹后速度、着地停留时间、撞击力及球体形变量，测

力板上覆盖一般户外网球场所使用之压克力面层。结果：本实验发现台制球（46.2〫）在于上旋出射角时平

均角度皆高于日制球，但日制 M 品牌球（38.2〫）在于下旋出射角时平均角度较高于台制球；在反弹后速度

方面上旋球以日制 K品牌球平均 27.8公里表现最佳、下旋球日制M品牌球平均 28.5公里表现最佳；在测力

板上停留时间三种品牌球达到显著差异（p<.05）；在上旋撞击力以台制球平均 109.7牛顿为最佳，下旋撞击力

日制M品牌球平均 90.6牛顿。结论：不同比赛用软式网球在不同旋转方式下有相异的反弹特性，选手及教练

应留意正式比赛用球之品牌以及其反弹特性的差异，以对应较正确的战术策略，发挥球体与场地之间的最大

效应，寻求最佳的运动表现。

关键词：球体、旋转、撞击

壹、绪论

软式网球为台湾重要传统运动项目之一， 1907
年至1908年间由日本大阪时事新报社运动部长岛山隆

夫先生，携带由日本发明的软式网球用具及器材来台

湾推展。在1985年的第六届世界软式网球锦标赛中我

国夺得男子团体冠军，为软式网球运动引进台湾后，

第一次获得世界锦标赛的冠军，使得我国渐渐重视软

式网球运动。

软式网球场地依不同的建造材质而有各式各样的

表面-黏土（clay）、草皮（grass）、木板（wood）、水
泥（concrete）、柏油（asphalt）、塑料（plastic）、帆布
（canvas）合成物以及橡皮（rubber）等 （中华民国

软式网球协会，1979）。研究指出硬地球场对于软式网
球是属于慢速球场，因软式网球本身属于橡胶材质，

着地之后与球场表面产生较大摩擦力，使球速度减慢，

反弹角度变大；而红土球场（黏土球场）着地之后与

球场表面产生较小摩擦力且会滑出，反弹高度低，反

弹距离较远，属于快速球场（赖永僚，1996）。
不同材质的球场会影响着软式网球的反弹高度、

力量、角度及速度等，也影响着选手比赛时的临场反

应。陈秀如、林联华、方同贤（2004）研究中指出，
红土球场属快速球场，要有强劲的发球才可得分，而

在硬地球场则属慢速球场，需利用低手切球发球。刘

中兴（1995）研究在不同材质球场职业网球选手攻守
技术及战略分析发现，网球场地的特性会影响球员的

打法。因此，选手需要依场地调整击球技巧等技术以

适应场地，且适时的调整比赛战术，以求得较佳成绩，

对于不同赛会有不同比赛用球的软网选手来说，除需

要付出较多的时间及精神来适应各种球场外，对于不

同品牌球特性的适应，也是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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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选手比赛中会发现到一种现象，在各种不同

性质表面的球场会影响到球的反弹（赖永僚，1987）；
陈秀如（2005）在软网不同发球对不同场地表面碰撞
之影响中指出，影响球弹起因素有二：（一）弹性恢复

系数（二）摩擦系数。弹性恢复系数为弹跳后之垂直

速度与弹跳前之垂直速度比值；而摩擦系数是平行于

地面摩擦力与垂直于地面正向力之比值。恢复系数是

影响球的垂直速度；摩擦系数是影响球的水平速度。

当球落于不同材质的场地时，所产生的弹跳角度与摩

擦系数皆不相同，劉俊概（2006）在软式网球不同发

球型态与球场表面碰撞分析也曾指出，软网的发球方

式会因摩擦力作用、接触时间及球体旋转因素，而会

影响碰撞地面后之反射角；另外，廖英宏、方同贤、

刘 强(2011)发现改变球线表面粗糙度后，会具有摩
擦力增加、震动响应减少、球速减低，球转数增加等

现象。因此，在比赛中越能掌握球体与场地间之特质，

就越能帮助选手获取佳绩。

目前大型软式网球比赛多以日制KEKO牌做为比
赛用球，如 2008 年韩国亚洲杯、2009 年日本世界青
少年锦标赛、2010 年广州亚运及 2011 年在韩国闻庆
市举办的世界杯，皆采用此牌，而国内大型比赛如全

国运动会、国家代表队选拔赛等，以日制MAKAEMU
牌做为比赛用球，另外传统的国内赛如中华杯、中正

杯、自由杯等，则使用台制德化牌。

大型软式网球比赛多以硬地场地作为比赛场地，

如 2010年广州亚运，且硬地场地属于慢速球场，若搭
配不同物理特性软式网球会有不同的反弹特性，对于

选手更是一大挑战。由于国内对于软式网球与地面碰

撞的相关研究探讨许多，但针对球体本身的特性探讨

文献却很少，无法提供较多的信息给选手参考，选手

多是参考硬网相关文献，对于软网选手来说，帮助不

多，若是能以硬地场地探讨软式网球反弹出射角等相

关信息，将可对软网选手有相当大的帮助。

由于应用运动生物力学之范围越来越广，衍生出

更多新的不同的研究领域，因此目前完整之运动生物

力学研究涵盖了人体内部之骨骼肌肉系统生物力学、

人体表现之动作技术分析及人体延伸之运动相关器材

研究（相子元，2009）。因此，本研究目的在于探讨国
内外主要赛会比赛用球：台制德化、日制KEKO、日
制MAKAEMU等不同厂牌的软式网球在于不同球路
对于硬地球场反弹出射角及反弹后速度、着地停留时

间、撞击力量、球体变形量。藉由实验之研究结果来

厘清不同比赛用软式网球在硬地网球上的反弹特性，

以提供选手在比赛时的参考。

贰、研究方法

一、受测样本

  三种不同厂牌之软式网球各六颗，分别为台制D
品牌（型号：德化TH比赛用球，制造商：仁德体育用
品厂股份有限公司，地点：台湾），日制K品牌（型号：
KE-TSOWY-V，制造商：KENKO株式会社，地点：
日本），及日制M品牌（型号：SW-M-30000，制造商：
昭和橡胶制品有限公司，地点：日本），皆是软式网球

比赛正式用球，如图一所示。

图一、不同品牌软式网球

图二、软式网球厚度量测

二、测试方法

本研究先针对台制德化D品牌、日制K品牌以及日
制M品牌等三种不同厂牌之比赛用软式网球，进行球
体直径、重量及壁厚等的量测，如图二所示。以软式

网球发球机设定相同球速与入射角度分别进行上旋和

下旋等两种发球方式，再以直球击球方式进行实验，

将球击发至铺有户外压克力球场垫之测力板上，每颗

受测球体各测5次，如图三所示，并使用siliconCoach
6.0版将高速摄影机撷取之软式网球撞击网球垫之影
片(如图四)，分析入射角、出射角、球的反弹后速度、
以及球体形变量，配合使用Bertec Force Plate systems
（Bertec corporation, Columbus, Ohio, USA）测力板软
件包计算球撞击力板之力量及撞击停留时间，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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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将所收集数据作平均数分析进行比较分析。本研
究定义入射角为球入射方向与地面所形成之角度，出

射角为球反弹方向与地面所形成之角度，如图五。

图三、实验配置图

图四、球体影片

图五、入射角与出射角之定义

三、统计分析

使用 SPSS 12.0统计软件进行无母数 K个独立样
本检定法分析，显著水平订为α=.05。

參、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三种软式网球直径皆为6.6cm；重量皆
为31g；厚度分别为台制D牌球：1.71mm，日制K牌球：
1.94mm，日制 M牌球：2.02mm；结果如表一所示。
一、出射角：上旋时，台制D牌软式网球在于出射角

较高于其它两个品牌；下旋时，日制M牌软式网
球的出射角较高于其它两个品牌，如图六表示。

两种不同旋转方式实验结果显示出射角、反弹后

速度、着地停留时间、撞击力量及球体形变量都

有所差异。反弹后速度：上旋时，日制K牌的反
弹后速度较快；下旋时，日制M牌则较快。因此，
整体上日制球较台制球有较快的反弹后速度，图

七表示。

二、着地停留时间：不论在上旋和下旋时，日制球停

留时间较短于台制球，其中上旋时达统计上的显

著差异(p<.05)，如图八表示。

三、撞击力：上旋时，台制球的撞击力较大；下旋时，

日制M牌球撞击力较大，如图九表示。

四、形变量：不论在上旋和下旋时，不同品牌软式网

球球体形变量皆相似，如图十表示。

表一、不同品牌软式网球规格

品牌 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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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六、不同品牌软式网球出射角之比较

图七、不同品牌软式网球反弹后速度之比较

图八、不同品牌软式网球着地停留时间之比较

*
*

出射角入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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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不同品牌软式网球撞击力之比较

图十、不同品牌软式网球球体形变量之比较

  由于上述结果发现三种品牌软式网球，在上旋和

下旋时产生的五种参数中，仅在着地停留时间项目上

达显著水平；本研究再以直球击球方式进行相同的实

验，所得出射角、反弹后速度、着地停留时间、撞击

力及形变量的结果，如表二所示。在直球出射角实验

结果显示，日制K牌软式网球在于出射角的角度表现
上较高于其它两个品牌，至于台制D牌则在于中间水
平，在反弹后速度实验结果显示，日制球表现皆优于

台制球，在力板上测得球停留在力板时间实验结果显

示，台制球停留时间较日制球短，在力板上测得球撞

击力实验结果显示，日制M牌表现最佳，其次为日制
K牌，在形变方面使用siliconCoach 6.0版将撷取影片作
分析，三种不同品牌球在直球击球下变形量皆为相同。

经由实验结果发现在出射角实验结果显示，日制 K
牌软式网球在于直球出射角的角度表现上较高于其它

两种品牌，至于台制 D牌则在于中间水平，因为日制
球体厚度较大，可能会增加球体内气体压力增加造成

反弹能力提高，然而台制球球体较薄，但在于上旋球

表现上较有助于球体与地面接触时间增加而使反作用

力接触面积扩大，进而有摩擦力与反弹能力的改变。

在反弹后速度实验结果显示，在上旋球日制K牌
表现较佳，下旋球日制M牌表现较佳，在于整体表现
上日制球在于下旋球表现较台制球佳。当球至软式网

球场地弹起时，它的水平速度通常会因场地表面的交

互作用略微减少，球场表面有两种特性可以影响球弹

起之后的行为，那就是球与球场表面之间的弹性恢复

系数（coefficient of Restitution）与摩擦系数（coefficient

of friction），因为日制球体厚度影响球内气压的改变
以及厚度对于形变球体之能力不同，所造成球体撞击

地面后反弹速度在于台制与日制球表现上有所不同。

另外在球路方面发现不管台制球或日制球在直球反弹

后速度皆有较快的趋势。

在力板上测得球着地停留在力板时间实验结果显

示，在上旋球日制球停留时间较常较短，下旋球日制

球停留时间较常较短，因为日制球在弹性上较台制球

佳，这与力板上的反作用力互相呼应，然而在台制球

表现方面，因为球体较薄导致在不同球路上与力板接

触时间增加，而有更明显的反应。

在力板上测得球撞击力结果显示，在上旋球台制

球撞击力较大，下旋球日制M牌撞击力较大，因为三
种品牌球在于制程方面，厚度与材料不尽相同，但由

于日制球有较厚的球体，可能有助于接触地面时球内

气体压力集中并且增加反弹能量之储存之效果。刘中

兴（1995）研究中指出，网球场地的特性，会影响球
的表现，进而影响球员的打法，因此在远距离的交锋

上，因球体撞击力的差异，导致出射角度与弹跳高度

的增减，将使选手的位移与掌握击球的高度和时机点

有所改变。然而台制球虽然球体较薄，但由于较薄的

球体可能造成较多的形变量改变，发生在球与地面产

生摩擦力增加，进而影响不同球路的运动表现。

在形变量的部份，从球体侧面做影像分析发现，

三种不同品牌球在三种不同旋转方式击发下，并没有

明显的变化，这是因为实验器材有所限制所造成的，

期望未来能有更精确的设备来观察出更细微的表现。

在两种上、下旋的旋转方式上，由统计上得知并

无明显的差异，之后我们将三种不同品牌的球做直球

的击发实验，来了解三种球性质上是否有所不同，结

果发现日制球在于反弹后速度、力板停留时间及撞击

力上皆大于台制球趋势。

表二、 三种不同品牌在直球击球时之比较

参数 D K M

出射角(º) 41.6±2.70 43.4±2.30 40.6±1.67

反弹后速度(km/h) 36.7±3.32 36.9±5.54 40±3.99

着地时间(s) 0.006±0.00 0.0114±0.00 0.013±0.00

撞击力(N) 156.0416 167.3816 178.1094

形变量(m) 0.04±0.00 0.04±0.00 0.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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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认为以三种软式网球撞击硬地网球垫反弹

性结果得知日制表现较佳，但台制在上旋发球球路的

反应表现较佳。三种品牌球不同的旋转方式所产生的

撞击力及与地面接触停留时间，可能影响到的是选手

的击球掌握度，由实验结论得知，台制的软式网球因

在力板停留时间上皆大于日制球，因此球落在攻击方

可能会较有利于选手的移位及掌握击球的节奏，所以

台制球较适合远距离的攻击及有利于技术球的控制，

而日制的软式网球较适合近距离的攻击与发球，能有

效的提高得分率。

不同比赛用软式网球在不同旋转方式下有相异的

反弹特性，选手及教练应留意正式比赛用球之品牌以

及其反弹特性的差异，以应用较正确的战术策略，发

挥球体与场地之间的最大效应，寻求最佳的运动表现，

本研究结果有助于软式网球选手及教练在于不同的国

际比赛场合中，将球的性质纳入战术应用之参考。

由于本研究仅针对硬地球场之探讨，建议往后研

究可增加不同性质之场地以观察更多的变化，且本研

究以软式网球发球机设定两种发球球路进行实验，后

续研究亦可采选手实打之方式做不同品牌球与拍面接

触后之影响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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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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