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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目的係建立有限元素分析模型，探討碳纖維複合材料羽球拍框之振動行為及壓縮破壞

強度。方法：首先藉由有限元素分析建立羽球拍框材料及幾何模型，並分析其自然頻率及振動模態，

最後透過漸進破壞分析法則來預估拍框結構壓縮破壞強度，模擬分析並與實驗量測進行比較。結果：

羽球拍框結構之模態與自然頻率分析結果，均與實驗量測值相仿，最大的誤差約在 9 %。在羽球拍

框結構破壞研究方面，模擬分析與實驗結果約有 4.8-14.1 %誤差，而分析破壞之位置則與實驗相當

接近。結論與建議：經由模擬分析與實驗結果比較得知，本研究建立之有限元素分析方法，可以有

效應用於碳纖維複材羽球拍框自然頻率及振動模態之分析；此外，經由漸進破壞法，即可預估羽球

拍框之壓縮破壞強度。 

 

關鍵字：有限元素分析、羽球拍、破壞分析 

 

壹、緒論

近年來運動風氣盛行，羽球運動因相對限制條件

較少，深受各年齡層大眾所喜歡，羽球拍市場也因此

蓬勃發展。由於球拍使用上講究輕量化、高剛性及高

強度，故碳纖維複合材料(Composites)球拍為目前發展

重點。然而，在擊球當下，球拍往往受到羽球衝擊負

載產生振動，拍框的振動響應(自然頻率與模態)將影

響整體揮拍行為與擊球品質。本研究首先將藉由模態

分析探討複材羽球拍拍框結構之振動行為，再藉由靜

壓破壞分析，探討拍框結構壓縮破壞強度，同時以實

驗來驗證分析的準確性，期望能瞭解複材拍框結構弱

點，降低設計缺陷，提升球拍發展技術。 

Allen(2010)等人經由模態分析，瞭解網球拍動態

特性與自然頻率之關係，並得出與自然頻率最相近的

球拍結構等效剛性。蘇宜輔(2012) 等人透過羽球撞擊

球拍不同位置產生之音頻，瞭解羽球拍擊球表現。李

佳旻(2014)等人則藉由探討複材羽球拍模型之自然頻

率來驗證其複材有限元素等效模型之正確性。複合材

料破壞研究方面，目前被廣泛應用的方法為漸進破壞

分析法 (Progressive failure analysis) ， Shokrieh 與 

Rafiee (2006)利用漸進破壞分析法來預估風力發電機

複材葉片的使用壽命。 Liu 與 Wang (2007)探討具開

孔之複合材料補強板拉伸強度，藉由 3D 漸進式破壞

模型來瞭解補強厚度及補強材尺寸對複合材料強度之

影響。 Liu 與 Zheng (2008)根據連續破壞力學理論

(Continuum damage mechanics)，提出以能量為基礎之

剛度減化模型來預估碳纖複合材料的破壞強度，模型

中考慮三種破壞模式，包括纖維斷裂、基材破損及纖

維與基材介面之破壞。唐光樾(2014)則建立漸進破壞

法則來預估羽球拍框壓縮破壞強度，並與實驗量測進

行比較。複合材料破壞強度的相關分析可參考 

Garnich 與 Akula (2009)文獻回顧。 

綜觀複合材料之破壞分析研究後，本研究將透過

有限元素分析，針對複材拍框結構壓縮破壞行為進行

探討。藉由頂壓及側壓破壞分析，預估複材拍框結構

之壓縮強度及破壞位置。透過此有限元素分析流程，

本研究將可了解不同設計參數及靜壓方式對於複材結

構強度之影響，提供設計者參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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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有限元素分析 

一、建立有限元素模型： 

本研究以有限元素分析來預估羽球拍拍框結構的

振動及壓縮破壞行為。分析所建立之複合材料疊層模

型(Composite layer model)，將依據真實球拍，設定疊

層角度與材料性質，分析所使用之複合材料機械性質

如表一 (李佳旻 (2013))。模型採用 SOLID185 疊層實

體元素(Layer SOLID)建立，藉由數個局部座標定義複

合材料纖維走向，纖維 0 度方向為框根部沿拍框結構

至框頂，90 度方向則定義為拍框結構截面之環向，並

依照實際疊層角度及順序，輸入模型，模型網格化如

圖一所示，單顆元素之疊層數量約為 7 至 10 層，纖維

走向及疊層截面示意如圖二所示。疊層厚度處理方式

為均分框截面之幾何厚度，故疊層數落差(Ply drops)

部分將不考慮。此外，有限元素模型亦忽略拍框結構

穿孔。本研究利用 ANSYS 13.0 版有限元素軟體進行

分析。 

 

表一、碳纖維複合材料之材料性質(李佳旻 (2013)) 

楊氏係數 

(GPa) 

剪力模數 

(GPa) 

波松比 

E11 E22 E33 G12 G13 G12 ν12 ν13 ν23 

89.7 5.5 5.5 2.6 2.6 1.8 0.30 0.30 0.50 

 

 

圖一、有限元素模型 

 

圖二、纖維走向及疊層截面示意圖 (a)複材纖維走向示意圖； 

(b) 疊層截面示意圖 

二、模擬分析： 

本研究將針對碳纖維複合材料羽球拍拍框結構進

行有限元素模擬分析。包括模態分析及側壓暨頂壓之

破壞行為分析。其中，破壞行為含複材拍框結構漸進

破壞分析及破壞位置預估。 

(1)模態與自然頻率分析： 

首先藉由模態分析(Modal analysis)探討拍框結構

模態振型及自然頻率。模擬分析中將假設結構為幾何

小變形且材料為線性，再利用有限元素法，求解結構

無阻尼自由振動系統的特徵值(Eigenvalues) 與特徵

向量(Eigenvectors) ，兩者分別代表自然頻率與模態振

型。模態分析中，邊界條件設定參考實驗架設，在模

態實驗時，將拍框結構下方 2 mm 處進行夾持。因此

模擬分析中，拘束拍框結構下方中桿 2mm 處進行模

態分析，計算拍框結構之自然頻率及振動模態。此外，

振動分析所採用之材料密度，係經由實驗量測，其值

為 1550 (kg/m
3
)。 

(2)側壓與頂壓靜態破壞分析： 

本研究亦藉由不同方式的靜壓分析來探討球拍破

壞行為，其中分析包含側壓及頂壓，邊界條件設定如

圖三所示。夾治具將使用實體元素建立鋼質平板模型

來進行模擬，材料性質列於表二。為有效模擬平板模

型與拍框結構接觸行為，將於兩者間建立面對面接觸

(Surface-to-surface contact)，拍框結構使用之接觸元素

類型為 CONTA173，平板模型使用之目標元素類型為

TARGE170，摩擦係數設定為 0.3。 

側壓模擬分析中，於拍框結構左右兩側分別建立

鋼質平板實體模型，將右側平板固定，左側平板向右

位移來進行側壓破壞分析，分析過程中將藉由左側平

板模型的位移與作用力之關係來描述拍框結構側壓之

受力行為。頂壓模擬分析中，則固定拍框結構下方兩

側之節點，並將平板模型向下位移來進行頂壓破壞分

析，使平板對拍框結構施力，分析過程中將藉由平板

模型的位移與作用力之關係來描述拍框結構頂壓之受

力行為。 

 

圖三、分析邊界條件 (a) 側壓； (b) 頂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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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鋼材料性質(Hibbeler, 2005) 

 楊氏模數 

(GPa) 

剪力模數 

(GPa) 

波松比 

密度 

(kg/m3) 

鋼 200 75 0.32 7617 

 

本研究將建立一套漸進破壞分析 (Progressive 

failure analysis)流程模組，來進行拍框結構疊層模型之

壓縮破壞分析。以三維 Tsai-Wu 破壞準則(Tsai & Hahn 

1980)來分析拍框結構壓縮破壞強度，根據漸進破壞分

析法則，加入受損材料折減規則，探討拍框結構所能

承受之最大壓縮負載及破壞位置。其中，Tsai-Wu 破

壞準則如下所示： 

 

               (1) 

 

 

當式(1)中失效指數 F 值大於或等於 1 時，則破壞

發生，若 F 值小於 1 則破壞尚未發生。其中，
Ts1 、

Cs1

為纖維方向的抗拉強度及抗壓強度， 11 為纖維方向的

應力值，
Ts2 、

Cs2 、
Ts3 、

Cs3 為垂直纖維方向的抗拉

強度及抗壓強度， 22 、 33 為垂直纖維方向的應力

值；  12s 、  23s 與  31s 為剪力強度， 12 、 23 及 31

為剪應力值，以上所有材料強度皆使用絕對值，並依

相關規範量測得知，實驗結果如表三所示。 

 

表三、碳纖維複合材料之材料強度表 

拉伸強度 

(MPa) 

壓縮強度 

(MPa) 

剪力強度 

(MPa) 

Ts1
 

Ts2
 

Ts3
 

Cs1
 

Cs2
 

Cs3
  12s   23s   13s  

2417 33 33 836 127 127 118 118 118 

 

拍框複材結構之漸進破壞分析中，需探討複合材

料的破壞模式(Failure mode)，並針對發生破壞之材料

係數進行折減。破壞模式包含纖維破壞(Fiber failure)

及基材破壞(Matrix failure)，破壞模式之判定方法為：

將元素各方向應力值除以材料強度藉以獲得比值，並

比較各方向比值大小，若最大值為 ，表示破壞模式為

纖維破壞；若最大值為其餘方向比值，則表示破壞模

式為基材破壞。根據破壞模式，建立材料破壞後的折

減規則。當複合材料的基材方向或剪力方向發生破壞，

表示基材及剪力方向已無法承受應力，故將基材方向

及剪力方向之材料性質(E22、E33、G12、G23 及 G31)

進行折減，乘以剛性折減係數 (Stiffness reduction 

coefficient)，使元素該方向之模數遠小於未破壞時，

本研究所採用的剛性折減係數為 0.01。依據破壞模式

進行材料性質折減，然後於相同負載下進行失效指數

分析，若失效指數小於 1 則繼續增加負載。反覆循環

直到破壞模式判定為纖維破壞為止，此時破壞負載即

為結構壓縮強度。在漸進破壞分析中，每次迴圈增加

越小的負載增量，程序判定破壞的次數將會增加，則

分析準確性同時提升。考量時間成本，需找出時間與

準確性最佳化的負載增量。詳細分析流程如圖四所

示。 

 

圖四、漸進破壞分析流程圖 

 

在側壓破壞分析中，模型幾何具有不平整之特徵，

造成接觸應力集中。有限元素分析中，若產生應力集

中，該局部應力值無法藉由網格細化而收斂至定值。

因此本研究採用體積平均應力方法(Volume averaged 

stress)，來降低應力集中造成的影響。在體積平均應

力方法中，定義特定大小的破壞體積作為平均應力計

算依據，步驟如下： 

1. 首先進行側壓破壞分析，代入漸進破壞分析流程進

行計算，直到有任一元素發生纖維破壞。 

2. 發生纖維破壞後，觀察該元素附近產生基材破壞之

區域，選出所有發生基材破壞之區域，如圖五(a)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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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擷取半截面，定義為體積平均應力法的破壞計算體

積，尺寸如圖五(b)、(c)所示。 

3. 接續計算體積平均應力，計算方式如下： 

 

 

 

式(2)中，   ij 為複合材料各方向之體積平均應力。

V 為破壞計算體積內各個元素體積。 ij 則為體積內各

個元素其各方向應力值。最後將體積平均應力重新代

入漸進破壞流程進行分析。折減規則為：若破壞模式

為基材破壞時，折減破壞計算體積內失效層之基材及

剪力方向材料性質。若為纖維破壞時則分析結束。 

 

 

圖五、破壞計算體積 (a) 體積選擇區域； (b) 體積尺寸； (c) 截

面尺寸 

 

參、實驗方法 

為了驗證有限元素分析的準確性，本研究將透過

模態實驗(李佳旻，2013)來量測拍框結構自然頻率，

再進行壓縮破壞實驗來探討拍框結構之靜態破壞行

為。 

首先藉由實驗探討拍框結構在不同模態下之自然

頻率。依據有限元素模擬，拍框結構的前四個模態分

別為彎矩(X 軸、Z 軸)、扭矩及徑向伸縮等四種振動模

態，如圖六所示。本研究將針對此四種模態進行實驗

激振。 

 

圖六、模態分析變形示意圖 (a) X 軸彎矩； (b) Z 軸彎矩； (c) 扭

矩； (d) 徑向伸縮 

模態實驗中，將利用夾具將拍框結構尾端中桿部

分固定，且夾持位置為距拍框結構 2 mm 處，使夾具

與拍框不相接觸，接續使用衝擊鎚(Hammer)激發振動

模態，同時藉由雷射位移計量測位移歷程。最後將量

測點的位移與時間歷程進行快速傅立葉轉換，獲得其

振動模態之自然頻率。模態實驗架設如圖七所示。 

 

 

圖七、模態實驗示意圖 

 

實驗過程中，為了有效產生相對應之四種模態，

我們分別調整衝擊鎚位置及量測點，如圖八所示。藉

由不同敲擊方式，量測與模擬分析相同四個模態之自

然頻率，並比較實驗與模擬之誤差。 

 

 

圖八、實驗激振位置及量測點示意圖 (a) X 軸彎矩； (b) Z 軸彎矩； 

(c) 扭矩； (d) 徑向伸縮 

 

本研究接續將針對拍框結構進行壓縮實驗，以瞭

解拍框結構之破壞行為，實驗分為拍框側壓及頂壓。

實驗架設時利用鋼質平板夾頭給予拍框結構預接觸，

開始測試將夾頭向下位移給予載重，實驗架設如圖九

所示。 


 


V

Vij

ij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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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a) 側壓實驗； (b) 頂壓實驗 

 

側壓時將拍框結構側放置於底部夾具，利用水平

儀確認側放時夾頭能夠率先接觸拍框結構最高點，並

將底部夾具與拍框結構間藉由針具(Pin)固定，確認拍

框結構在實驗中不會產生位移。頂壓則將拍框結構直

放，下方中桿置於底部夾具之圓孔內，且拍框結構與

夾具僅兩點接觸。測試開始前，夾頭與結構進行預接

觸(荷重小於 0.7N)，確定拍框結構在實驗中不會發生

位移。實驗過程中，夾頭以 10 mm/min 速率向下移動，

直到拍框結構破壞。分別記錄拍框結構之壓縮強度及

觀察拍框結構之壓縮破壞位置。 

 

 

肆、結果與討論 

在自然頻率實驗及模擬結果中，拍框結構四種模

態下之自然頻率列於表四。分析結果與實驗值約 3-9%

誤差。自然頻率之誤差可能原因，係因為模擬所給定

之密度為實驗拍框結構各區段平均量測而得，因此有

限元素模型的重量分布與實際拍框結構有差異。此外，

誤差亦可能來自於複合材料拍框結構之疊層角度量測

不易而影響到整體結構的剛性行為。 

 

表四、拍框結構不同模態之自然頻率 

模態 

自然頻率(Hz) 

彎矩 

(X 軸) 

彎矩 

(Z 軸) 
扭矩 徑向壓縮 

實驗 72.3 80.5 184.0 284.3 

模擬 70.1 86.6 200.2 292.2 

 

 

在破壞分析結果與討論中，將分為頂壓及側壓，

將模擬與實驗結果分別進行探討。由於實驗無法明顯

確定發生複材首層破壞時的負載與位置，因此本研究

不特別分析結構首層破壞。 

 

 

圖十、側壓破壞實驗與分析之負載位移曲線 

 

側壓破壞分析中，分析結果顯示壓縮破壞強度為

546.4N。實驗共計五組，其負載位移曲線如圖十所示。

五組實驗壓縮破壞負載平均，約為 478.8N。模擬分析

之壓縮強度與實驗結果誤差約 14.1%。為描述破壞位

置，以拍框結構橫向最大寬度位置定義為破壞參考點 

(如圖十一粗線所示)，實驗觀察拍框破壞有兩種不同

的位置，分別為位置 A；約為參考點上方 1.3mm 處，

及位置 B；約為參考點下方 6.3mm處，如圖十一所示。

然而在模擬分析中，本研究計算平均應力之體積，其

中心則位於破壞參考點上方約 2.5mm 處，如圖十二所

示。 

 

圖十一、側壓實驗拍框破壞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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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側壓分析拍框破壞位置 

 

側壓破壞分析及實驗數據如表五所示。從實驗量

測結果，有 3 組試片破壞位於參考點上方，其位置與

分析結果相仿。然而，另有兩組試片破壞位於參考點

下方約 6.3mm 之位置。仔細觀察此破壞位置，拍框有

結構不平順現象，此現象將導致局部應力集中，而使

得拍框結構在此位置發生破壞。因此，當拍框承受側

壓時，結構不平順與應力集中將影響模擬分析破壞之

位置。 

 

表五、側壓破壞實驗與分析結果 

纖維斷裂 
承受負載值 

(N) 

破壞位置 

(mm) 

EXP1 498.4 1.1 

EXP2 389.5 1.3 

EXP3 501.3 -6.3 

EXP4 523.9 1.6 

EXP5 480.7 -6.4 

EXP-ave. 478.8 - 

FEA 546.4 2.5 

 

另一方面，頂壓破壞分析中，模擬結果顯示壓縮

破壞強度為 544.5N。在實驗方面，共計五組資料，其

負載位移曲線如圖十三所示。五組實驗壓縮破壞負載

平均為 572.1N，模擬分析之壓縮強度與實驗結果誤差

約 4.8%。 

 

圖十三、頂壓破壞實驗與分析之負載位移曲線 

為描述破壞位置，本研究以拍框結構縱向最大高

度當破壞參考點(如圖十四實線所示)，實驗破壞位置

約為參考點左右 3.8mm 處，拍框破壞位置如圖十四所

示。然而，在模擬分析中，其破壞發生位置約為參考

點左右 4.2mm 處，如圖十五所示。因此在頂壓實驗與

分析模擬，其可能發生破壞位置結果相近。因為拍框

頂部結構，幾何外形較平順，無明顯應力集中現象，

所以利用有限元素模擬及漸進破壞準則便可得到相當

準確分析結果，如表六所示。 

 

 

圖十四、頂壓實驗拍框破壞位置 

 

 

圖十五、頂壓分析拍框破壞位置 

 

表六、頂壓破壞實驗與分析結果 

纖維斷裂 
承受負載值 

(N) 

破壞位置 

(mm) 

EXP1 575.9 3.8 

EXP2 580.8 4.4 

EXP3 521.9 3.4 

EXP4 563.1 3.8 

EXP5 619.0 3.7 

EXP-ave. 572.1 3.8 

FEA 544.5 4.2 

 

伍、結論 

本研究經由實驗與有限元素分析來探討碳纖維複

合材料羽球拍框之自然頻率與振動模態並了解拍框結

構之破壞行為。在模態及自然頻率方面，有限元素分

析結果與實驗值約有 3-9 %誤差；因為複合材料拍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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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之纖維疊層角度及配重分佈易產生量測誤差，所

以分析結果與實驗量測會有些許誤差。此外，在拍框

結構破壞方面，當承受頂壓，拍框破壞位置約為參考

點左右 3.8mm 處，然而當承受側壓時，拍框破壞發生

約為側邊結構不平順處。有限元素分析發現，在上述

破壞發生位置，均有較高應力或應力集中現象。此外，

因為複材結構發生破壞時，往往先從首層破壞發展至

全面疊層破壞，而本研究所採用之漸進破壞分析法，

可以模擬複合材料羽球拍框的疊層破壞。經由有限元

素破壞強度分析與實驗結果比較，兩者間約有 4.8-14.1 

%之誤差。雖然模擬與實驗仍存在誤差，本研究所建

立之分析流程，仍可應用於複合材料結構破壞之模擬，

對未來複合材料運動器材設計將有極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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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This research aimed to establish a finite element (FEM) model to characterize the natural 

frequency and mode shape as well as the compressive failure of badminton racket frame made by 

carbon/epoxy composites. Methods: The FEM model was generated initially based on the 

geometric configuration and the associated material properties of badminton racket frame. The 

natural frequency and model was analyzed and then the compressive failure of the frame was 

described using the progressive failure approach. Both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were 

compared and discussed. Results: The natural frequency obtained from simulation corresponded 

well to the experimental data, and the maximum deviation was around 9%. In addition, the 

discrepancy in terms of the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the frame structure between the model 

prediction and experiments was about 4.8%-14.1%. Failure locations obtained from the model 

prediction and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 were quite close. Conclusions: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model analysis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FEM model proposed in this study is able to 

effectively characterize the natural frequency and the model shape of the badminton racket frame as 

well as the compressive failure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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