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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隨著運動器材的進步，許多網球製造商皆導入運動生物力學的概念，設計與製造網球相關器

材，若能瞭解網球拍體特性的研究方式，則能提供相關廠商或研究人員，作為參考依據。方法：彙整

過去探討網球拍體特性之研究方法與需注意要點，並提出具體的場地佈置方位與注意事項。結果：以

工業用夾具固定拍體為最穩固與便利，其次為膠帶或白貼綑綁。不論以自由落體或以發球機進行發

球，並無特別規定架設的距離，此外球體需精準的撞擊至拍面甜區，或撞擊至同一固定點。高速攝影

機需架設於拍體矢狀面處，三軸加速規若黏貼至拍柄時，可黏貼至握把底端向上測量 15 公分處，或

透過選手實際持握拍柄之位置作為黏貼的依據，且需避開夾設工具，將加速規黏貼至夾設工具前。結

論：在進行網球拍體特性研究時，透過工業用夾具夾設拍體最為穩固與便利，而為了防止振動傳遞受

影響，故夾設時得預留拍柄與工作台空間，長度需相較於加速規長，且可透過地平線作為調整拍體角

度的基準，並調整為 90 度。球體撞擊的距離，可透過同一品牌測速槍，於拍體截面處進行量測，以

球體初速度與撞擊前末速度為參考的基準，確定初速度與末速度需在一致的速度下。撞擊的位置可

透過紅筆或簽字筆標記，確定能精準的撞擊至拍面甜區或同一固定點，高速攝影機架設於拍體矢狀

面處，三軸加速規參考軸向需以拍體水平軸向為基準，比對加速規相同軸向作為分析之依據，藉此提

升研究品質。 

 

關鍵詞：加速規、強度、量化、訓練 

 

壹、緒論  

隨著運動科技的普及，許多運動用品商皆導入運

動生物力學 (Sports biomechanics) 的概念，以學術相

關研究方式為依據，設計與製造網球相關器材。若能

瞭解拍體特性的測試方式，便能提供相關廠商或研究

人員，瞭解測試時拍體架設位置、球體撞擊的距離等

場地布置方式與注意要點，來進行拍體的相關研究 

(Arianto, Nuri, & Yulianto, 2016; Haake, Allen, Choppin, 

& Goodwill, 2007)。 

網球拍體特性的研究，主要由高速攝影機與三

軸加速規 (Accelerometer) 為研究工具，以工業用夾

具、膠帶與白貼纏繞於把柄等，將拍體豎立於工作架

上固定，排除人為因素，並透過物理特性以球體撞擊

拍面的方式，進行測試 (Chidambaram & Ramakrishna, 

2014)。為了瞭解球體反彈的球速與撞擊拍面後，產生

的振動多寡，主要以恢復係數  (Coefficient of 

restitution, COR) 、 拍 體 的 振 動 幅 度  (Vibration 

amplitude) 與振動頻率 (Vibration frequency) 為指標，

探討拍線磅數、線徑與拍體材質等特性的差異，以測

得拍體特性 (許太彥、胡瑞文、洪文彥，2014；Arianto 

et al., 2016；Knudson, Allen, & Choppin, 2013)。 

拍體夾設方式大致分為，選手持握、膠帶或白貼

纏繞與夾具夾設。若以選手持握拍體，當球體撞擊拍

面時，選手上肢肌肉每次作功的狀況不一致，可能導

致拍體振動或球體恢復係數產生差異，進而影響拍體

特性的評估。為了避免人為因素影響，延伸出以膠帶

或白貼纏繞，將球體以自由落體的方式進行撞擊測試 

(陳帝佑、洪得明、劉宇、陳重佑、黃長福，1998；謝

麗娟，2002；Cross, 2010)。此方式雖排除了人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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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球體自由落體時的球速，與實際網球擊球前的速度

有相當大的落差，使得此方式不符合生態效度 (Allen, 

Choppin, & Knudson, 2016)。近年來多數以工業用夾具

夾設拍體，透過發球機進行撞擊測試，此方式既可排

除人為因素，亦可針對研究的目的，調整適當的速度

進行撞擊測試，也較符合生態效度 (許太彥等人，

2014)，並將高速攝影機放置拍體矢狀面，加速規則針

對研究目的黏貼至適合的位置 (江勁彥、江勁政、陳

帝佑，2004)。不論使用何種方式進行拍體的功能特性

評估，拍體擺架設的方式、球體撞擊的距離、高速攝

影機與三軸加速規擺放位置不同，皆可能導致研究結

果產生差異 (Cross, 2010; Allen et al., 2016)。 

雖然已有許多針對網球拍體特性的相關研究，且

用於學術研究的高速攝影機與三軸加速規等儀器已相

當普及，使得相關廠商或研究人員可自行測試網球拍

體特性，但由於缺乏統整整體研究過程中，拍體架設、

固定的方式、球體透過發球機或自由落體撞擊的距離、

加速規、高速攝影機架設與黏貼的位置等，研究注意

事項，以致於相關廠商或研究人員，在研究與測試拍

體特性時，未能有足夠的認知或相關文獻，作為參考

的依據，需實際透過預備實驗重複測試，此方式雖可

找出適當的夾設位置、架設距離等場地布置方式，但

往往耗時又費力，導致降低研究的品質與耗費過多的

時間與人力。本研究目的以測得網球拍線與拍體特性，

說明研究方法的應用，彙整相關實證性研究中所使用

的方法，提出固定拍體、球體撞擊的距離、位置、各

儀器的架設方位與實驗時需注意的要點，以提供相關

廠商或研究人員，在未來從事網球拍特性研究時之參

考。 

 

貳、拍體架設的方式 

現今研究探討拍體特性所採用的測試方式，多半

以發球機進行發球，在固定拍體時，需考慮固定的工

具、固定的角度與選用固定的工作架，以預防拍體脫

落或移動的現象產生，並提升研究結果的正確性 (許

太彥等人，2014；Brechbuhl, Millet, & Schmitt, 2016；

Allen et al., 2016；Bower, & Sinclair, 1999)。 

拍體固定的方式大致分為，選手持握、膠帶與白

貼纏繞與夾具夾設 (陳帝佑等人，1998；謝麗娟，2002；

Cross, 2010；Allen et al., 2016)。若固定拍體時，以選

手持握作為固定拍體的方式進行撞擊測試，由於球體

撞擊瞬間，拍體會因球體撞擊拍面時的作用力，導致

球拍向選手方向移動，此時選手為了固定拍體在正確

位置，選手會盡可能的透過上肢肌力將拍體固定，然

而每次發球後撞擊於拍面時，所使用之肌力不同，且

人體肌肉對於外在產生的振動，會透過肌肉收縮進行

調節與緩衝，達到穩定的作用，來預防傷害產生 (Chen, 

Chiu, & Chen, 2018)。此方式不論目的為測得，拍線的

線徑或拍體材質的恢復係數與振動等，皆可能因選手

持握拍體時，上肢肌肉作功導致研究結果產生差異 

(Allen et al., 2016; Cross, 2010; Haake et al., 2007)。 

當研究目的為測得線徑、拍體材質之恢復係數相

關參數，可以膠帶或白貼將拍柄完全纏繞，優點為可

避免人為因素，增加拍體於工作台上的固定性，缺點

為僅能承受球體自由落體進行撞擊 (Cross, 2010)。當

目的針對拍柄之振動，得考慮完全纏繞時，振動的傳

遞可能被膠帶、白貼或工作台吸收，導致未能測得實

際振動量。故欲測得拍柄振動，纏繞時盡可能將位置

設於加速規之後，以避免振動傳遞受影響，又得兼顧

拍體於工作台上的固定性，以避免撞擊後拍體產生移

動或脫落的現象。此方式可能需不斷的進行測試，以

確保球體自由落體撞擊拍面時，不會造成拍體的脫落 

(Rogowski, Creveaux, Triquigneaux, Macé, Gauthier, & 

Sevrez, 2015; Zhang, 2013)。 

近年來常以工業用夾具固定拍體，優點為可避免

人為因素，且夾具與拍柄的接觸面積較小，相較於膠

帶或白貼纏繞方便調整，多次撞擊拍面後，不容易產

生脫落或移動。當目的在測得拍柄振動相關參數，可

隨加速規黏貼的位置或撞擊的球速，調整夾設的方位

與鬆緊度，以測得拍柄的振動。缺點為架設的過緊拍

柄容易產生形變，可以木板或壓克力板等作為拍柄與

夾具的接觸面，以預防拍柄損壞 (許太彥等，2014；

Chidambaram & Ramakrishna, 2014)。固定的角度方面，

若研究目的未探討角度的差異，僅需將拍體透過地平

線或水平儀作為基準，使拍體與地平線成垂直即可 

(90 度)。當研究探討不同角度差異，則可透過拍面角

度與地平線的夾角，作為調整之依據。當目的在於測

得拍體振動時，不論選擇何種夾設方式，切記在固定

於工作台時，為了防止振動傳遞受影響，故夾設時得

預留拍柄與工作台空間，且長度需相較於加速規長，

方能使撞擊時不會因為平台的阻擋，而影響實驗結果 

(Allen et al., 2016)。 

綜合上述，進行拍體特性的研究時，首要條件則

為固定拍體。可以便利與穩定性最高的工業用夾具進

行夾設，其次為白貼或膠帶纏繞，夾設的位置需考慮

研究目的，若目的針對拍柄之振動，並以工業用夾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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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夾設，為了避免夾設時夾具破壞把柄，建議可以

木板或壓克力板，作為拍柄與夾具的接觸面，以預防

拍柄產生形變。此外夾設夾具固定的位置需於加速規

後方，並在架設於平台時預留拍柄空間，以避免纏繞

或夾設時影響振動的傳遞，導致無法準確測得相關參

數。此外若目的在於探討拍體角度差異，則可透過地

平線作為調整拍體角度之依據。以下針對目的於測得

拍柄振動參數為例，呈現夾設方式，如圖 1。 

 

 

圖 1、工業用夾具夾設方式 

 

參、球體撞擊的距離與位置 

在進行球拍撞擊測試時，需穩固的將拍體固定置

工作架上，使球體撞擊時，不會產生脫落或移動 (許

太彥等，2014；Chidambaram & Ramakrishna, 2014)。

發球機架設或自由落體擺放的距離與位置，則會直接

影響球速與撞擊拍面時的撞擊點，並影響實驗結果。

因此得先思考架設與擺放的距離是否過遠或過近，以

致於球體初速度與撞擊拍體前的末速度不一致，或因

速度太快使拍體承受不住撞擊力，而產生脫落或移動。

此外能否精準地撞擊拍面「甜區」或同一固定點，亦

是重點之一 (江勁彥等人，2004；陳帝佑等人，1998；

Cross, & Lindsey, 2013)。 

在探討網球拍柄材質之振動阻尼比與恢復係數，

研究方法中皆曾使用過自由落體的方式，將球體置於

0.85、1 與 1.1 公尺。此方式雖排除了人為因素的影響，

但球體於自由落體的球速，與實際網球擊球時反彈的

速度，有著相當大的落差，使於拍體特性的研究，若

以自由落體的方式進行，較不符合實際網球比賽中選

手擊球時所產生的速度，因此並不符合生態效度 (陳

帝佑等人，1998；謝麗娟，2002；Allen et al., 2016；

Wadhwa, 2009)。發球機方面，針對不同勁度網球拍，

與不同網線材質張力、拍面大小，探討恢復係數的影

響，究方法中以發球機進行撞擊，雖未表明放置的距

離與球體的速度，但可確定的是發球機架設位置為拍

面正前方，透過紅筆標記確定球體射出後，能精準撞

擊至拍面中心，共撞擊 5 次 (石世濱等人，1997；蘇

榮立、相子元，1995)。在探討網球拍纖維強度與不同

角度旋轉的差異中，分別將發球機架設於拍面正前方

1.2 與 0.4 公尺處，並以 15 公尺/秒與 24.4 公尺/秒的

速度進行撞擊，共 5 次與 40 次 (江勁彥等人，2004；

Nicolaides, Elliott, Kelley, Pinaffo, & Allen, 2013)。此外

探討羽球拍線恢復係數與振動差異中，將發球機分別

放置於 1.5 與 0.6 公尺，以 200 公里/小時的速度與

12.69 ± 1.04 公尺/秒，共撞擊 25 次與 20 次 (許太彥

等人，2014；陳冠廷、劉于詮、方介民，2017)。由上

述文獻可得知，不論以自由落體或發球機發球，探討

網球或羽球拍特性，發球機並無固定架設距離、發球

速度與撞擊次數，但需注意若架設過遠，則可能導致

球體初速度與撞擊拍體前的末速度不一致，使反彈時

速度不夠快，也可能使反彈軌跡不穩定，導致不易取

得水平速度，進而提高分析的困難度與誤差性，距離

過近也可能導致撞擊拍面的作用力過大，使拍體容易

產生脫落或移動，故在架設發球機時，則需考量架設

的距離是否過遠，以致於球體初速度與撞擊拍體前的

末速度不一致，或過近使拍體因為撞擊的作用力過大，

而產生脫落或移動。此外架設的位置發球時，是否能

精準地撞擊拍面「甜區」或同一固定點 (許太彥等人，

2014；Wadhwa, 2009)。 

因此建議架設時，可透過同一品牌測速槍，於拍

體截面處進行量測，以球體初速度作為基準與撞擊前

末速度進行比對，若末速度下降，則可能導致分析恢

復係數時增加誤差性，此時需再調整發球機之架設距

離，直至球體末速與初速度達一致。再者架設的位置

需注意自由落體或發球機發出時，球體是否能精準的

撞擊至拍面甜區，或撞擊至同一固定點，並可透過紅

筆或簽字筆等標示記號，以提升分析時的準確性。 

 

肆、 高速攝影機架設的距離與三軸加速規擺放的位

置 

在進行拍體特性的研究時，確定完拍體架設的方

式、球體撞擊的距離與位置後，需針對研究目的思考

研究工具的架設，若研究針對球體的恢復係數，則需

架設高速攝影機與比例尺，若針對拍面或拍柄的振動，

則需黏貼三軸加速規，然而架設與黏貼研究工具的位

置，則會影響分析時的便利性與準確度 (許太彥等人，

2014；Chidambaram & Ramakrishn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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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速攝影機架設方面，以往探討不同線徑、穿

線磅數、張力、拍體勁度、穿線孔數與拍面大小，皆

將高速攝影機架設於拍體矢狀面，將比例尺架設於攝

影機正前方，確定能清楚拍攝到球體撞擊拍面反彈後

畫面與比例尺，以測量恢復係數與振動的差異 (許太

彥等人，2014；蘇榮立、相子元，1995；石世濱等人，

1997；陳錫華、詹淑芬、林灣成，2014；Nicolaides, Elliott, 

Kelley, Pinaffo, & Allen, 2013)。由於恢復係數的分析方

式為撞擊後的平均球體飛行速度，除以撞擊前的平均

球體飛行速度 (Arianto et al., 2016)，因此攝影機僅需

拍攝到每球影片中撞擊前、後幾張，方能計算出球體

的恢復係數。故架設時，主要得清楚的拍攝到比例尺

與球體撞擊拍面前，至球體撞擊拍面後幾張照片即可。

此外建議可在場地布置時，於拍體矢狀面後方架設一

塊黑布，並挑選白色或黃色之比例尺，與架設照明燈

於高速攝影機旁，使攝影機在拍攝過程中，能清楚的

拍攝到比例尺與球體飛行之軌跡，以利事後分析 

(Kwan & Rasmussen, 2011)。 

三軸加速規黏貼方面，在探討不同粗細羽球線對

球拍振動響應的影響，研究方法中將三軸加速規黏貼

至球拍三通處 (陳冠廷等人，2017)，收取撞擊後拍體

振動所產生的加速度。另研究探討網球拍拍柄材質之

振動阻尼比的差異，分別將一顆加速規黏貼至球拍拍

喉 (throat) 的最下端，另一顆加速規貼至拍柄中段處，

兩顆加速規間隔 8.5 公分，收取撞擊後拍體振動傳遞

至拍喉，與拍柄中段所產生的加速度 (陳帝佑等人，

1998)。此外研究針對網球拍纖維強度之振動特性分析，

將加速規黏貼至握把底端向上 15 公分處，模擬選手持

拍時持握的位置，探討振動的差異 (江勁彥等人，

2004)。以黏貼拍柄為例，在黏貼時需注意三軸加速規

的軸向位置，若加速規面朝把柄，故當球體撞擊拍面

時拍體前、後振動，所測得的水平軸向為 Z 軸，此時

主要以 Z 軸作為振動參數之依據。因此無論加速規貼

至何處，皆可由拍體前、後振動，所測得的水平軸向

為基準，比對加速規之相同軸向，作為分析之依據 (陳

冠廷等人，2017)。 

因此進行拍體撞擊測試時，若研究目的在於探討

恢復係數的差異，則可考慮將高速攝影機架設於拍體

矢狀面處，並注意需清楚的拍攝到球體撞擊拍面前，

至球體撞擊拍面後之球體飛行的狀況與比例尺，便能

以影片中每球撞擊前、後幾張，透過發球機距離與撞

擊至拍面之時間，分別計算出球體飛行撞擊至拍面前、

後的水平軸平均速度，以撞擊後的平均球體飛行速度，

除以撞擊前的平均球體飛行速度，求得恢復係數。加

速規黏貼方面，則需評估實驗的目的進行黏貼。若實

驗目的在於探討拍框之振動，則可考慮將加速規黏貼

至三通處，若研究目的欲模擬選手持拍揮擊時所感受

到的振動，則可考慮將加速規黏貼至握把底端向上 15

公分處，或建議可實際透過選手實際持握拍柄之位置

作為黏貼的依據，然而黏貼時，需避開固定拍體夾設

的工具，將加速規黏貼至夾設工具前，以避免夾設工

具減緩振動之傳遞，進而影響實驗結果。此外於分析

時，加速規主要參考的軸向需以拍體前、後振動，所

測得的水平軸向為分析之依據。加速規軸向圖，如圖

2。以下針對網球拍體特性之場地布置方式，擬定場地

佈置圖，如圖 3。 

 

 

圖 2、加速規軸向圖 

 

圖 3、網球拍體之場地佈置擬定圖 

 

伍、結語 

網球拍體特性的研究方法中，不論目的在於測得

拍框或拍柄的差異，皆需注意拍體夾設的方式，若夾

設時不夠穩固則會導致球體撞擊瞬間，拍體產生移動

或脫落的現象，進而影響實驗結果，建議在夾設時可

透過工業用夾具，並避開加速規黏貼的位置，且僅能

夾設於加速規之後，並預留拍柄在夾設工作台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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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影響振動的傳遞。此外再架設發球機時，需考

慮架設的距離是否過遠，而導致球體初速度與撞擊拍

體前的末速度不一致，過近則可能因球體撞擊拍面之

作用力過大，導致拍體產生脫落或移動。此外架設的

位置需撞擊拍面甜區或同一固定點。高速攝影機架設

於拍體矢狀面，雖無硬性規定距離，但需注意得清楚

的拍攝到球體撞擊拍面前，至球體撞擊拍面後之球體

飛行過程與比例尺，以利計算恢復係數。若目的在探

討擊球時拍框或拍柄振動的差異，則可考慮將加速規

黏貼至三通處或拍柄中段，並注意黏貼至拍柄時，需

避開夾設工具，且需黏貼於夾設工具前方，以避免振

動傳遞被夾設工具吸收。以利提升研究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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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equipment, many tennis manufacturers have 

introduced the idea of sports biomechanics to designing and manufacturing tennis equipment. That 

can provide the manufacturer or researcher as a reference if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racket 

characteristics. Method: Integrate the explo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nnis racket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point and propose the specific layout and precautions. Result: It is most convenient and 

stablest to fix the racket with industrial clamps, followed by tape or white stickers. Whether served 

by free fall or a ball machine there is no specified the placed distance deliberate, furthermore, the ball 

need to accurately hit on the sweet zone or the same point. The high-speed camera needs to be placed 

on the sagittal plane side of the rackets. If the three-axis acceleration gauge is installed on the handle, 

it can stick on the 15cm distance from the bottom or by the actual position of the player holding as 

the basis for pasting, and it needs to avoid the clamp tool and paste in front of the clamp tool. 

Conclusion: When conducting the research of characteristics of tennis rackets, it is most convenient 

and stablest to clamp the rackets by using the industrial clamp.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effect of 

vibration transmission, reserved the space between the handle and the workbench and the length needs 

to be longer than the accelerometer, then the angle of the rackets can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horizon and adjust to 90 degrees. The distance of the ball hits can be measured at the cross-section of 

the rackets through the same brand of the speed gun, the benchmark is based on the initial velocity of 

the ball and the final velocity before the impact, the initial and final velocity need identical. The 

position of the impact can be marked by a red pen, to make sure that the ball can impact on the sweet 

zone or the same fixed point exactly. The high-speed photography frame is located at the sagittal 

plane of the body, and the three-axis acceleration gauge needs to be based on the horizontal axis of 

the body, and the same axial direction of the acceleration gauge is used as the basis for analysis, 

there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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