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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爾夫球桿自 1980 年代起有了突破性的革命，無論是桿身或桿頭皆從木質材料演進至碳纖維或金

屬材料，以致擊球距離越來越遠，最低桿紀錄屢創新低，比賽熱烈的程度越來越高。本研究以近

30 年球桿頭使用材料的發展，從柿木、鐵系合金、不銹鋼、鈦或少數其它金屬的過程進行分析。

從研究的結果發現，桿頭演進的趨勢循著追求遠距與操控性，因此在材質的要求是以機械性質強又

具高延伸率為主，機械性質強是期能創造更高的彈簧效益達到距離遠的目標，高延伸率是希望擊球

擁有最佳的操控打感。同時也發現金屬材料也以輕量化為趨勢，鈦合金具有質輕密度佳高強度的特

性，適用於製造大型化桿頭，所以目前開球木桿 90%以上都使用鈦合金為主流材料，但因不斷的

創新與進步，近年在規則上就設置開球木桿彈簧效益(coefficient of restitution, COR、characteristic 

time, CT)的限制，避免距離不斷增加，以致球場設計改善因應不及。 

 

關鍵字：金屬材料、彈簧效益、特徵時間、反彈係數 

 

壹、緒論

現代高爾夫運動自 15 世紀發展開始，從牧羊人的

消遣活動到英國皇家貴族介入，流行於貴族間熱愛的

運動，經過了數百年，才在 1860 年於蘇格蘭 Prestwick

球場上演第一次的英國公開賽 (劉宏裕，2004) 。高

爾夫運動特徵是利用揮桿技巧來擊遠與擊準的競技運

動，為求樂趣增加與挑戰難度，球場在球道設計增添

一些自然或人工的障礙，如樹林、草的長短、沙坑、

水池、果嶺坡度變化等。因此，欲在球場上擁有最佳

的表現，則必須配備一套適合自己體型與能力的專屬

球桿組，一套完整的球具包含：開球木桿  (Driver 

Wood)、球道木桿 (Fairway Wood)、鐵桿 (Iron)、劈

起桿 (Pitching Wedge, PW)、砂坑桿 (Sand Wedge, 

SW)、推桿 (Putter)，與新式球桿(稱為混合桿)(Hybrid) 

(Gilbert & Meyer, 2004)，共計 14 支 ，圖 1 為說明各

種球桿在球場上主要使用時機，所以球具的製造設計

是高爾夫運動發展的重要產業。在台灣球具產業已發

展三十餘年，是目前重要的外銷產業之一，且已形成

上下游完整製造體系，並以球桿頭生產為最大宗，年

產值約新台幣100億元，產能在全球市佔率高達80%，

居領導地位 (毛樹仁、吳揚名，2011)。 

球桿的規格、材料、樣式等設計與製造必須符合

規則的規範，若未符合規範則無法於正式錦標賽使用 

(郭癸賓、趙志燁、何維華，2014)。 

 

 

圖 1  球桿在球道使用的適當區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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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套的球桿大致分為木桿、鐵桿、推桿，木桿名

稱的由來是因為早期是以木頭製成而命名，不過現在

已多為金屬製 (不銹鋼、鋁、鈦等合金)，其優點為擊

球之甜蜜點大、距離遠且操控穩定性佳。木桿又分為

開球木桿與球道木桿，開球木桿是於標準桿 4 桿或 5

桿的球洞開球使用，可使球打出最遠的距離，得以減

少桿數而獲得最佳成績；球道木桿之用途於球道上使

用之木桿。 

鐵桿可分為鍛造 (Forged) 及鑄造 (Cast) 兩種，

鍛造是以錘打、加壓或機械衝擊的方式成形，利用壓

力改變金屬原料的形狀，將金屬材料塑形加工而成的

技術，其桿頭形狀類似為刀狀，故俗稱為刀背式鐵桿，

在擊球時觸感 (打感) 與操控性佳，較受職業或競賽

級好手喜愛。而鑄造則是利用高溫將金屬溶解，倒入

模具中，冷卻後成型的做法，鑄造因模具成型可在原

料與設計功能上多加琢磨，其型式多為凹背式居多，

故稱為凹背式鐵桿，其擊球甜點較廣，機械性質強度

較高，適合一般業餘與初學球員 (高友網，2007)。兩

種方式都屬生產精密的金屬零件，但鍛造製程能改變

金屬組織特性、提高機械性能，抑制金屬疲勞 (莊民

峯，2013)。 

近十多年的發展，球桿為迎合廣大市場的需求，

在設計製造上的演進，拜科技所賜，不斷推陳出新。

所以，在郭癸賓、趙志燁與何維華 (2014) 的研究指

出，近年來球桿的設計發展，從外型結構、材料與表

面處理等都是各大廠牌積極投入的重點。在外型結構

方面，桿頭發展朝大型化與擴大甜蜜點、桿頭多片組

合與鍛造化、低重心、桿面不均厚設計、可調整設計、

桿頸偏移 (Hosel Offset) 等。關於桿頸偏移的設計，

其重點在於擊球彈道高度與擊球後球體的後旋量，如

木桿需要的為擊球遠、減少後旋量，所以設計會將打

擊面前移，讓擊球時擁有更多的水平動力與較低的後

旋量；反之，在鐵桿需要的則為彈道高與高後旋量，

才能使球有效準確的停留在目標點上。目前最新的設

計採漸進式桿頸偏移設計，針對不同球桿給予不同程

度的 Offset 設計，長鐵桿就會給予較多的桿面後移，

反之則越少。 

在材料方面，從最早由蘋果木、柿木經過切削而

成，到木球頭接上金屬桿身，發展將金屬材料崁入擊

球面，再到鐵系金屬 (不銹鋼、麻鋼) 製造桿頭，最

後以發展輕量、強度高、延展性大、價格低之合金為

主流。發展過程中，由桿頭重量可發現，從早期柿木

的實心桿頭，重量、強度較低，到現今使用金屬材料

可使桿頭強度越來越高，又可減輕重量與提高擊球成

功率，因此不斷開發低密度與高強度的合金，如鈦合

金(golf club technology, 2009)。在金屬材料方面，可透

過不同的加工處理方式與合金元素的搭配，研發適合

應用於桿頭製造，甚至可結合非金屬的複合材料設計

等，創造出能夠更具有操控、精準、遠距、錯誤容忍

值更高的最佳球具。目前市面上球具商使用的主流材

料大致有鐵系、不銹鋼系與鈦系。在桿身方面也從過

去木頭材質到不銹鋼系材料，再到以碳纖維材料為主

來降低重量與增加彈性。握把方面主要是以避震與抓

握舒適為主，其材料大多以橡膠、綿紗混製橡膠等。

本研究就上述的發展經過文獻、資料等蒐集，以桿頭

金屬材料發展趨勢整理為主，針對近年開發應用於桿

頭製造之金屬材料發展特性與趨勢進行討論。 

 

貳、桿頭合金材料的發展 

就球桿頭設計而言，高爾夫球運動競賽規則附錄

二球桿設計限制為依循，在尺寸、材質、重量的條件

限制下，尋找可以擁有較適當的機械強度、高延伸率，

及低成本的素材為主。在目前上市的球具中，各大球

具製作廠商應用於球桿頭設計的產品材質有以下幾種

合金材料：鐵系合金、不銹鋼合金、鈦合金、其它 (鋁

合金、錳合金) 。 

以高爾夫球鐵桿桿頭來說，為求增加擊球甜蜜區、

降低球頭重心及強化打擊面，以達良好擊球點與提高

擊球飛行角度。而常用於鐵桿桿頭的合金材料如鍛造

軟鐵 (S25C) 、430 不銹鋼、17-4PH 不銹鋼、不銹鋼

崁入高密度之鎢基合金、純鈦、6-4 鈦等，其發展如

圖 2。 

 

 

圖 2 桿頭金屬材料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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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鐵系合金發展 

鐵系合金的發展，可謂是高爾夫球運動的革命性

產品，在 15、16 世紀時球桿與桿頭的材質主要以蘋果

木、胡桃木、柿木切削而成 (謝文隆，2008) ，到了

18 世紀初期為了提升擊球距離，誕生了第一支以金屬

材質製成的桿頭，開始了金屬桿頭的新世紀，當時工

匠利用生鐵加熱捶打製造而成。鐵系合金做為桿頭製

作材料發展已久遠，迄今仍是主要的應用材料，從圖

2 的介紹鐵系合金以鍛造軟鐵 (S25C) 為主，從 S25C

到低碳合金鋼，在 1990 年代推出雙相合金 (X-25、

X-30、X-14、X-17) 的材料，後來因合金鋼在機械強

度與易生銹的缺點無法獲得有效的改善，而使用率逐

漸下滑。近幾年，因擊球桿面 (Face) 在規則限定使

用以單一材料為主，故目前設計鐵桿頭透過熱處理，

讓同一組鐵桿(8-9 支)因功能不同而搭配不同機械性

質的合金鋼，如 4140、4130 或是鍛造軟鐵 S20C、S40C

等。經過不斷的研究改良，獲得許多職業選手的喜愛

也讓鐵系合金成為主流商品的核心原料 (莊民峯，

2013) 。 

二、不銹鋼系合金發展 

不銹鋼具備優良的機械性質、抗氧化性及耐蝕性。

每種不銹鋼都含有一定比例的鉻，至少在 0.5%以上，

鉻在不銹鋼中與碳可形成穩定結構，而達到抗腐蝕性。

其材料的製程由高溫的鐵水狀態冷卻硬化過程中，因

冷卻速度和方法不同而會形成不同結構，可分類為麻

田散鐵系  (Martensite) 、沃斯田鐵系  (奧氏體型

Austenite) 、肥粒鐵系 (Ferrite) 等；依化學成分分類，

則可分為鉻不銹鋼與鎳鉻不銹鋼。若依金相組織分類

可分為沃斯田鐵系、麻田散鐵系、肥粒鐵系、析出硬

化型不銹鋼和雙相不銹鋼等五種 (鄭紹建，2007)。大

約自 1950 年代不銹鋼開始應用於鐵桿頭，主要以

17-4PH、304 不銹鋼作為鑄造桿頭的原料，後來為降

低成本提高獲利，進而發展新型不銹鋼材料410、430、

431 等。然 304 不銹鋼因機械強度較低、延伸率高，

擊球使用過多容易使桿頭角度偏差或變形，所以為改

善與提升強度，另外發展 15-5、A115 不銹鋼材料(夏

生明，2001)。再隨著科技與製程的進步，先後又推出

13-8、455、465 不銹鋼等新型材料應用於桿頭製造。

所以從 1950 年代至今，不銹鋼材料一直都是製造桿頭

的重要材料，除兼具優秀的機械性質外，耐腐蝕的特

性也是一大重點，所以受到業者與球友的喜愛。 

三、鈦系合金發展  

在物理性質方面，鈦的比重小 (α-Ti：4.507，β

-Ti：4.350) ，介於鋁 (2.70) 與鐵 (7.87) 之間，約為

銅與鎳的 0.5 倍，但其比強度 (強度/密度) 居結構用

金屬之冠。在化學性質方面，鈦合金具良好耐蝕性與

不發生孔蝕現象。以及對無機酸的耐蝕性也有極優秀

的表現，若以不同環境測試 (PH 值和溫度測試)其腐

蝕性質實驗，以商業用純鈦耐蝕性最佳，Ti-6Al-4V 次

之，而 304 不銹鋼最差。目前使用的鈦合金的分類有： 

(1) α型鈦合金 (含 near α型) ； (2) α＋β型鈦合

金； (3) β型鈦合金 (含 near β型) (郭家宏，2007)。 

將鈦合金應用於桿頭製造大約自 1990 年開始，由

日 本 高 木 精 工 開 發 出 全 球 第 一 個 鈦 金 屬 桿 頭 

Complete Titan 後，立即成為焦點，翌年 Mizuno 公

司 也推出 Ti-110 和 Ti-120。不過，當時不銹鋼桿頭

已深入民心，因此，就以「新金屬」作為鈦合金桿頭

的宣傳口號 (Universal Golf, 2012) 。約經過幾年的努

力推廣與消費者的使用後，在 1995 年，各廠牌所推出

的開球木桿 (Driver) 有 90%都是使用鈦合金為主要

材料，顯示當時鈦合金已經是引領潮流的主流材料。

Universal Golf (2012) 也指出，到了 1997 年 DAIWA 

精工推出 G-3 HYPER TITAN，它的桿面以β Titan 

(15-3-3) 製造，讓桿面變得更薄，創造更大的反彈力

量，使擊球距離更遠。在當時對反彈力量的影響並未

規範，所以球桿獲得很大的迴響，各大廠牌也致力於

推出具更高反彈力與桿頭體積大型化 (460cm3) 的球

桿為目標，因此為球桿製造帶來革命性的衝擊，以致

於 2004 年美國高爾夫協會  (United States Golf 

Association, USGA) 與 皇 家 古 典 聖 安 卓 俱 樂 部 

( Royal and Ancient Golf Club, R&A) 開始針對反彈力

提出限制。 

四、其他金屬 

在整個高爾夫球桿發展的過程，桿頭製造也曾考

慮用其它的金屬做為主要材料，如鋁 (Al) 、鎂 (Mg) 、

鎢 (W) 、銅 (Cu) 等，但製造與使用上的效果與接受

度都不佳，漸漸的就脫離市場上的主流，目前部分的

金屬因密度較高，則做為崁入的配重塊材料使用，如

鎢、銅。至於，鋁、鎂合金因為在設計上較受限制，

而且接合不易與聲音頻率不受歡迎，而讓使用率逐漸

的下滑。 

 

參、桿頭材料之機械性質 

一、桿頭常用材料  

近 30 年內在球桿材料的演進變化相當大，1990

年代以前木桿頭大多以純樹酯注入高級柿木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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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開始應用鐵系材料的鍛造軟體 (S25C)、碳鋼；非

金屬的 BMC 碳纖維、不銹鋼的 17-4PH、鋁合金等，

到了 90 年代後期則以鈦合金為製造材料，如鋁鈦合金、

高純鈦、β鈦合金、6-4 鈦合金等，到了 21 世紀金屬

材料的應用就更為廣泛 (蔡尚達，2006)。目前上市的

球具中，各大球具製作廠商應用於球桿頭設計的產品

材料有以下三種主要成分：  

(一) 鐵系材料 

鐵系合金較多使用在製造鐵桿桿頭上，1980 年代

以前桿頭製造主要以鍛造 (Forged) 為主，所以桿頭的

材料大部分使用傳統鍛造軟鐵 (S25C) 、碳鋼等，之

後也有使用低碳合金鋼  (8620) 、新發展的合金鋼 

(4340) ，其主要優點是鍛造軟鐵擊球打感佳，可透過

熱處理達到不同硬度分布，獲致可調桿之特性；其缺

點是強度較低，擊球距離表現較差。不過因具備較佳

的延伸率可提升操控性，一直是高單價鍛造鐵桿的主

要材料，表 1 為各大品牌鐵桿頭使用的鐵系合金材料

與機械性質。 

(二) 不銹鋼材料 

不銹鋼材料主要因鐵系合金桿頭易生銹且不耐腐

蝕，而逐漸取代之，最早主要使用的材料以 17-4PH、

304 不銹鋼，後因 304 不銹鋼的機械強度較低易使桿

頭變形，便另行開發 431 不銹鋼取代，目前市面上較

常使用的包含 17-4PH、431SS、255SS、N60SS，以及

最新發展的 455SS、465SS、475SS、4034SS、AM355

等，其主要特徵為：抗氧化、耐腐蝕、強度高、球頭

設計空間大，缺點為延伸率太低，以致降低擊球的操

控性。Slingshot Mixed Set 鐵桿系列是 Nike Golf 上市

的鐵桿系列，其主要發展以不同材料組成的桿頭，使

用的不銹鋼材為中鐵桿頭(5-7號)選用450SS不銹鋼、

短鐵桿(8-SW)選用 17-4PH 不銹鋼 (Nike, 2013) ；Ping 

(2013) 的 I20、S55、G25 系列以 17-4PH 不銹鋼做為

桿頭材料，另 Papture D.I 系列以 17-4PH 不銹鋼為基

礎，擊球面(face)崁入 455SS 提升擊球面強度，如表 1。

目前的球道木桿製造，為降低售價仍以不銹鋼材料為

主流，如 455SS、17-4SS 或以鈦合金擊球面銲接不銹

鋼球頭(如表 1)。 

(三) 鈦系材料 

自 1990 年開始將鈦合金應用於桿頭製造，經過

20 多年的發展，鈦合金球桿已成為市場的主流商品，

從過去到現在經過不斷的研究改良，發展更具競爭力

的新式鈦合金材料，在 1990 年初期，材料以 G4 鈦、

6-4Ti 為主(蔡尚達，2006)，後來因機械性質強度不足，

而發展出β型鈦合金如 2041，但因價格昂貴及密度上

的考量進而發展出 Ti8-1-1，最近因受彈性係數限制與

考量而創新研發出 15-3-3-3Ti 的材料。目前在上市的

開球木桿，90%以上的桿頭擊球面都是以鈦合金做為

材料如 (表 1) ，顯示鈦合金已受到消費者深深喜愛。 

 

表 1、各大品牌桿頭使用材料與機械性質 

材料 品牌 型號 材料 

抗拉

強度 

降伏

強度 

延

伸

率 

(Ksi) (Ksi) (%) 

鍛造

鐵桿 

Cleveland 588 Forged CB 1025 碳鋼鍛造 78 46 32 

Callaway Legacy Black S20C 軟鐵鍛造 69 47 38 

Adams Idea Black CB3 8620 碳鋼鍛造 107 95 15 

Royal 

Collection 

BBD705V 

Forged 
S25C 軟鐵鍛造 74 44 31 

鑄造

鐵桿 

Nike 
Slingshot 
Mixed Set 

431SS(面) 107 94 21 

17-4PH(基材) 168 162 16 

Cobra Baffler Iron 431SS 107 94 21 

Ping G25™ 17-4PH 168 162 16 

Ping PAPTURE D.I 
455SS(面) 235 225 15 

17-4PH(基材) 168 162 16 

球道

木桿 

Nike Vr_S Covert 
465SS (面) 257 238 13 

17-4SS (頭) 168 162 16 

Ping G25™ 17-4ss 168 162 16 

Cobra Amp Fairway 465PH 257 238 13 

Dunlop XXIO Ti-6-22-22 162 148 18 

開球

木桿 

Fourteen CT-112 Ti-6Al-4V 134 116 9.6 

Cobra 
Long Tom 

Driver 
Ti 8-1-1 175 167 18.8 

DUNLOP  XXIO Ti-15-3-3-3 155 150 12 

Srixon Amica Ti-6AL-4V 134 116 9.6 

資料來源：郭癸賓、趙志燁、何維華(2014) 

 

二、桿頭材料之機械性質 

金屬材料的機械性質特性是目前球桿設計發展的

重要元素，各式各樣的合金經過不同的元素結合、熔

爐過程、熱處理加工等皆會對合金本身之機械性質產

生變化，掌握材料之特性與球桿功能，即可開發出最

佳的球桿。圖 3、圖 4 為近年金屬合金(鐵系、不銹鋼

系、鈦系)應用於桿頭開發之抗拉強度與延伸率間的關

係。 

金屬材料的機械性質可以反應出其受力或負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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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變形間的關聯性。強度、硬度、延伸率和勁度都是

重要的機械性質。負荷方式可能是拉伸、壓縮或剪切，

而負荷的大小可能是固定或隨時間連續變化。鐵係合

金可分為鍛造軟鐵及不銹鋼兩種如下： 

(一) 鍛造軟鐵：目前市售球桿所選擇使用的金屬合金

材料中，鐵桿頭之設計從鍛造刀背逐漸朝向鍛造凹背，

目的在於追求距離及降低擊球失誤率、擊球面薄型化、

擴大擊球面與甜蜜區、提升打感與高彈道等，所以選

擇的材料也大多傾向延伸率較佳的軟鐵 (S25C、S20C、

8620SS、450SS、1025E) ，其製程都採用鍛造方式 

(One Golf, 2013；Ping, 2013；Nike, 2013)，如圖 3 為

鍛造軟鐵機械性質之比強度 (MPa/g/cm3)。 

(二) 不銹鋼：目的在於改善鐵系材料之銹蝕，並強化

其強度，如圖 4 為不銹鋼系機械性質的比強度 

(MPa/g/cm3)。 

(三) 鈦系合金：大多使用於開球木桿與球道木桿，因

木桿的目的為追求遠距離與容失誤率高，所以選擇比

強度(MPa/g/cm3 )較高的鈦合金為主，方便朝向輕量

大桿頭大擊球面的設計。同時因製程的進步，桿頭製

作可依不同位置製定不同厚薄以及調整質量分佈之結

構，如為降低桿頭重心，就將底片質量增加，冠蓋的

質量減輕。同時也可以選擇使用較輕的碳纖維做為非

擊球面部位的材料，讓質量配重可以更靈活  (Lo, 

Chung & Liao, 1997) ，為求靈活的設計與追求距離，

所使用的鈦合金機械性質皆具有較高的比強度如圖 5

及 6。 

 

圖 3  鐵系合金之機械性質分佈圖(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圖 4  不銹鋼系合金之機械性質分佈圖(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圖 5  α鈦系合金之機械性質分佈圖(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圖 6  β鈦系合金之機械性質分佈圖(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肆、結論 

從金屬材料發展於球桿的設計，過去科技不發達

時，尋找堅硬的果樹枝幹做為球桿使用的製作材料，

而為滿足球友追求運動表現，開始尋找更佳的應用材

料，來製造更好的球桿器具。鐵系材料是最原始也是

當時最易取得的金屬材料，在 18 世紀初就有使用鐵製

材料的球桿產生。目前市售球桿使用鐵系材料大多應

用於製造鐵桿桿頭部份，如鍛造軟鐵 S25C、S20C；

低碳合金鋼 8620、及新型合金鋼 4340 等，其重點在

距較高的延伸率，可提升打感與操控性。鐵系材料的

機械性質之抗拉強度介於 45ksi~110ksi，延伸率約 30%。

但因鐵系材料容易發生鏽蝕，由不鏽鋼材料取而代之。

不銹鋼系材料如 17-4PH、304SS、465SS、475SS 等，

都是目前主要的使用材料，其抗拉強度約 150ksi 以上，

延伸率約 15%，常用於鑄造桿頭使用。至 1995 年開

始發展出鈦系合金應用於球頭製造上，鈦合金具備質

輕、較高的比強度及優良的耐蝕性。以鈦合金開發之

球頭，主要之設計是以比強度(MPa/g/cm3)作為考量，

若作為木桿材料其比強度要求於 200(MPa/g/cm3)以上，

延伸率 20%以下即可；若作為鐵桿材料其比強度約為

100~120(MPa/g/cm3)之間，延伸率 20%以上。 



郭癸賓 趙志燁 何維華 / 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 11, 34-40 

DOI：10.3966/207332672014100011006 

39 

 

但隨著時代與科技進步，應用於高爾夫球桿的材

料也用來越多，每一種材料都可以提供球友達到優良

的運動表現，不斷的創造最低桿紀錄，讓主導高爾夫

運動發展的 USGA 與 R&A 必須去思考對球具開發時

的相關限制。於是，為規範製造業無限制的向上發展，

在 2004 年針對擊球面的反彈係數  (coefficient of 

restitution, COR) 訂定了 0.83 的標準值，讓球具材料

使用對影響球技表現到最低，回到運動的人體本質。

後來 USGA 與 R&A 又更進一步的提出桿面彈簧效應 

(Spring Like Effect) 測試的新方法與標準，利用鐘擺

測定儀  (Pendulum testing) 測量桿面的特徵時間 

(characteristic time, CT)，限定的標準值為 257µs，表示

未來的球桿桿面必須經過 CT 值的檢測，未能低於

257µs 的球桿則無法於正式比賽使用(USGA & R&A, 

2003)。為此，各球具製造廠或各大廠牌在開發新式球

具或材料則必須精算與量測出相關數據，且可控制於

最佳的範圍，或是可透過相關製程控制或修正過高或

過低的 CT 值，才能使產品可以具有競爭力與減少成

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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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lf clubs have undergone revolutionary breakthroughs since the 1980s. With the materials used for 

club shafts or heads evolved from woods to carbon fibers or metals, driving distance became longer. 

The record for lowest strokes has been broken repeatedly and the competition level has become 

more intense.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of club head materials from persimmon wood, 

iron alloy, stainless steel to titanium or other metal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trend of golf club 

heads development is guided by longer flight distances and excellent control. Therefore, the 

requirements for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are superior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higher elongation 

rates. Superior mechanical property enhances the spring-like effect that can improve flight distance., 

Higher elongation rate provides optimal control. It was also found that metal materials tends to be 

lighter in weight. Titanium alloy is a light metal with low density and high strength. It is suitable for 

larger size of club heads. Currently, more than 90% of drivers adopt titanium alloy as the primary 

material. However, due to continuing innovations and advancements, golf rules has been trying to 

limit spring-like effects for drivers (COR and CT)in recent years to prevent constantly increasing 

driving distance that new golf course design may not be able to improve with the same 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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