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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具有加固的球杆头面部的球杆头及相关方

法

(57)摘要

一些实施方式包括具有加固的球杆头面部

的球杆头。还公开了相关球杆头和方法的其他实

施方式。一些实施方式包括高尔夫球杆头。高尔

夫球杆头包括顶端和与顶端相对的底端、前端和

与前端相对的后端、以及趾部端和与趾部端相对

的跟部端。另外，高尔夫球杆头包括面部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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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尔夫球杆头，包括：

顶端和与所述顶端相对的底端；

前端和与所述前端相对的后端；

趾部端和与所述趾部端相对的跟部端；

面部元件，包括：

面部表面，位于所述前端处，并且包括面部中心和面部周界；以及

后部表面，位于所述后端处，并与所述面部表面相对，所述后部表面包括第一后部表面

部分、第二后部表面部分、后部周界和与所述面部中心相对的后部中心；

以及

加固设备，位于所述后部表面处，并且包括外周界表面；

其中：

x轴平行于所述面部表面延伸，并与所述后部中心相交；

y轴平行于所述面部表面延伸，垂直于所述x轴延伸，并与所述后部中心相交；

z轴垂直于所述面部表面延伸，垂直于所述x轴和所述y轴延伸，并与所述后部中心相

交；

所述x轴延伸通过所述趾部端和所述跟部端，并且相距所述顶端与所述底端相等距离；

所述y轴延伸通过所述顶端和所述底端，并且相距所述趾部端与所述跟部端相等距离；

所述z轴延伸通过所述前端和所述后端，并且(i)相距所述趾部端与所述跟部端相等距

离以及(ii)相距所述顶端与所述后端相等距离；

所述加固设备包括加固元件，所述加固元件包括位于所述z轴处的几何中心；

所述加固元件从所述后部表面朝向所述后端延伸并远离所述前端；

所述加固元件包括环状肋状部，其中所述环状肋状部包括外周界表面和内周界表面，

并且其中所述加固元件覆盖所述第二后部表面部分的表面区域的25％至40％；

所述加固元件的所述外周界表面包括所述环状肋状部的所述外周界表面；并且满足以

下至少之一：

所述加固元件的所述外周界表面与所述后部表面成圆角；或者所述环状肋状部的所述

内周界表面与所述后部表面成圆角；

周界壁元件完全地围绕所述后部表面的周界延伸，并覆盖所述第一后部表面部分；

所述第二后部表面区域覆盖所述后部表面的未被所述第一后部表面部分覆盖的剩余

部分；以及

靠近所述面部中心的所述面部表面比靠近所述面部周界的所述面部表面更接近所述

后部表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

所述面部表面包括在所述趾部端与所述跟部端之间延伸的一个或多个刻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

所述高尔夫球杆头包括铁杆型高尔夫球杆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满足以下至少之一：

在所述面部中心处的所述后部表面比靠近所述面部周界的所述后部表面更接近所述

面部表面；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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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述面部中心至所述后部中心的中心厚度小于或等于0.203厘米。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满足以下至少之一：

所述环状肋状部关于所述x轴对称；或者

所述环状肋状部关于所述y轴对称。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

所述环状肋状部包括椭圆形环状肋状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

所述椭圆形环状肋状部包括圆形环状肋状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

所述加固元件包括外周界表面；

所述环状肋状部包括外周界表面和内周界表面；

所述加固元件的所述外周界表面包括所述环状肋状部的所述外周界表面；

所述加固元件的所述外周界表面与所述后部表面成圆角；并且

所述环状肋状部的所述内周界表面与所述后部表面成圆角。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

所述环状肋状部包括内周界表面；

所述环状肋状部包括由所述内周界表面和所述后部表面限定的腔部；以及

所述腔部不包括加重插入件。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

所述环状肋状部包括内周界表面；

所述环状肋状部包括由所述内周界表面和所述后部表面限定的腔部；以及

所述腔部包括插入件。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

所述插入件包括弹性体或泡沫。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

所述腔部至少部分地由徽章件覆盖。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

所述徽章件与所述插入件为一整体。

14.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

所述插入件的重量为3克或更少。

15.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

所述插入件和所述徽章件的组合重量为8克或更少。

16.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

所述后部表面至少部分地包括设置在所述后部表面上的振动衰减特征件。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

所述振动衰减特征件包括：

阻尼箔，设置在所述高尔夫球杆头的所述后部表面上；

以及以下至少之一：

徽章件，至少部分地覆盖所述高尔夫球杆头的所述后部表面；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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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章件，至少部分地覆盖所述腔部。

1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

所述阻尼箔位于所述徽章件与以下至少之一之间：

所述高尔夫球杆头的所述后部表面；或者

所述腔部。

19.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

所述徽章件包括至少一个铝区域；以及

所述阻尼箔位于所述铝区域与以下至少之一之间：

所述高尔夫球杆头的所述后部表面；或者

所述腔部。

2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

所述高尔夫球杆头还包括周界壁元件，所述周界壁元件从所述后部表面朝向所述后端

延伸并远离所述前端，所述周界壁元件包括：

第一周界壁部，在所述顶端处沿所述后部表面的周界延伸；以及

第二周界壁部，在所述底端处沿所述后部表面的周界延伸。

21.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

第二周界壁部中的至少部分比靠近所述面部周界的所述面部元件薄。

22.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

第二周界壁部包括重量腔部，所述重量腔部配置成接纳加重插入件。

23.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

加重插入件的重量在5克与10克之间。

2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

所述环状肋状部的所述内周界表面包括在0.609厘米至1.88厘米之间的最大肋状部跨

度。

2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

所述加固元件包括外周界表面；

所述环状肋状部包括外周界表面和内周界表面；

所述加固元件的所述外周界表面包括所述环状肋状部的所述外周界表面；以及

所述内周界表面包括大于或等于0.609厘米且小于或等于1.88厘米的最大肋状部跨

度。

2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

所述加固元件包括外周界表面；

所述环状肋状部包括外周界表面和内周界表面；

所述加固元件的所述外周界表面包括所述环状肋状部的所述外周界表面；以及

在所述环状肋状部的所述内周界表面与所述环状肋状部的所述外周界表面之间的肋

状部厚度为0.0508厘米至1.448厘米。

2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

所述环状肋状部包括肋状部高度；以及

所述肋状部高度为0.1778厘米至0.304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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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根据权利要求23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

所述环状肋状部包括内周界表面；以及

所述环状肋状部的所述内周界表面在所述肋状部高度处与所述后部表面大体正交。

2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

所述环状肋状部包括肋状部高度；以及

所述肋状部高度在所述环状肋状部的中部区域最大。

3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

所述加固元件包括第一加固元件；

所述环状肋状部包括第一环状肋状部；

所述加固设备包括第二加固元件；

所述第二加固元件包括第二环状肋状部；以及

所述第二环状肋状部与所述第一环状肋状部同心。

31.铁杆型高尔夫球杆头，包括：

顶端和与所述顶端相对的底端；

前端和与所述前端相对的后端；

趾部端和与所述趾部端相对的跟部端；

面部元件，包括：

面部表面，位于所述前端处，并且包括面部中心和面部周界；以及

后部表面，位于所述后端处，并与所述面部表面相对，

所述后部表面包括第一后部表面部分、第二后部表面部分、

后部周界和与所述面部中心相对的后部中心；

加固设备，位于所述后部表面处，并且包括外周界表面；以及

周界壁元件，(i)从所述后部表面朝向所述后端延伸并远离所述前端，并且(ii)完全围

绕所述后部表面的周界延伸，所述周界壁元件包括：

第一周界壁部，在所述顶端处沿所述后部表面的周界延伸；以及

第二周界壁部，在所述底端处沿所述后部表面的周界延伸；

其中：

x轴平行于所述面部表面延伸，并与所述后部中心相交；

y轴平行于所述面部表面延伸，垂直于所述x轴延伸，并与所述后部中心相交；

z轴垂直于所述面部表面延伸，垂直于所述x轴和所述y轴延伸，并与所述后部中心相

交；

所述x轴延伸通过所述趾部端和所述跟部端，并且相距所述顶端与所述底端相等距离；

所述y轴延伸通过所述顶端和所述底端，并且相距所述趾部端与所述跟部端相等距离；

所述z轴延伸通过所述前端和所述后端，并且(i)相距所述趾部端与所述跟部端相等距

离和(ii)相距所述顶端与所述后端相等距离；

所述加固设备包括加固元件，所述加固元件包括位于所述z轴处的几何中心；

所述加固元件从所述后部表面朝向所述后端延伸并远离所述前端；

所述加固元件包括闭合的圆形环状肋状部，其中所述闭合的圆形环状肋状部包括外周

界表面和内周界表面，并且其中所述加固元件覆盖所述第二后部表面部分的表面区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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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至40％；

所述加固元件的所述外周界表面包括所述环状肋状部的所述外周界表面；并且满足以

下至少之一：

所述加固元件的所述外周界表面与所述后部表面成圆角；或者所述环状肋状部的所述

内周界表面与所述后部表面成圆角；

所述周界壁元件完全地围绕所述后部表面的周界延伸，并覆盖所述第一后部表面部

分；

所述第二后部表面区域覆盖所述后部表面的未被所述第一后部表面部分覆盖的剩余

部分；

所述高尔夫球杆头包括铁杆型高尔夫球杆头；

从所述面部中心至所述后部中心的中心厚度大于或等于0.203厘米；

以及

所述第二周界壁部中的至少部分比靠近所述面部周界的所述面部元件薄。

32.根据权利要求31所述的铁杆型高尔夫球杆头，其中：

所述加固元件包括第一加固元件；

所述加固设备包括第二加固元件；

所述第二加固元件包括围绕所述闭合的圆形环状肋状部的、闭合的椭圆形环状肋状

部；

所述闭合的椭圆形环状肋状部与所述闭合的圆形环状肋状部同心；以及

所述闭合的椭圆形环状肋状部包括与所述x轴平行的长轴。

33.一种提供高尔夫球杆头的方法，所述高尔夫球杆头包括前端和与所述前端相对的

后端，所述方法包括：

提供面部元件，所述面部元件包括：

面部表面，位于所述前端处，并且包括面部中心和面部周界；以及

后部表面，位于所述后端处，并与所述面部表面相对，所述后部表面包括第一后部表面

部分、第二后部表面部分、后部周界和与所述面部中心相对的后部中心；

以及

在所述后部表面处提供包括外周界表面的加固设备；

其中：

所述高尔夫球杆头还包括：

顶端和与所述顶端相对的底端；以及

趾部端和与所述趾部端相对的跟部端；

x轴平行于所述面部表面延伸，并与所述后部中心相交；

y轴平行于所述面部表面延伸，垂直于所述x轴延伸，并与所述后部中心相交；

z轴垂直于所述面部表面延伸，垂直于所述x轴和所述y轴延伸，并与所述后部中心相

交；

所述x轴延伸通过所述趾部端和所述跟部端，并且相距所述顶端与所述底端相等距离；

所述y轴延伸通过所述顶端和所述底端，并且相距所述趾部端与所述跟部端相等距离；

所述z轴延伸通过所述前端和所述后端，并且(i)相距所述趾部端与所述跟部端相等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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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和(ii)相距所述顶端与所述后端相等距离；

提供所述加固设备包括提供加固元件，所述加固元件包括位于z轴处的几何中心；

所述加固元件从所述后部表面朝向所述后端延伸并远离所述前端；

所述加固元件包括环状肋状部，其中所述环状肋状部包括外周界表面和内周界表面，

并且其中所述加固元件覆盖所述第二后部表面部分的表面区域的25％至40％；

所述加固元件的所述外周界表面包括所述环状肋状部的所述外周界表面；并且满足以

下至少之一：

所述加固元件的所述外周界表面与所述后部表面成圆角；或者所述环状肋状部的所述

内周界表面与所述后部表面成圆角；

周界壁元件完全地围绕所述后部表面的周界延伸，并覆盖所述第一后部表面部分；

所述第二后部表面区域覆盖所述后部表面的未被所述第一后部表面部分覆盖的剩余

部分；以及

靠近所述面部中心的所述面部表面比靠近所述面部周界的所述面部表面更接近所述

后部表面。

34.根据权利要求33所述的方法，其中：

所述环状肋状部包括内周界表面；

所述环状肋状部包括由所述内周界表面和所述后部表面限定的中心腔部；以及

所述中心腔部包括插入件。

35.根据权利要求33所述的方法，其中：

所述加固元件包括第一加固元件；

所述环状肋状部包括第一环状肋状部；

提供所述加固设备还包括提供第二加固元件；

所述第二加固元件包括第二环状肋状部；以及

所述第二环状肋状部与所述第一环状肋状部同心。

36.高尔夫球杆，包括：

球杆体；以及

高尔夫球杆头，联接至所述球杆体的高尔夫球杆头，所述高尔夫球杆头包括：

顶端和与所述顶端相对的底端；

前端和与所述前端相对的后端；

趾部端和与所述趾部端相对的跟部端；

面部元件，包括：

面部表面，位于所述前端处，并且包括面部中心和面部周界；以及

后部表面，位于所述后端处，并与所述面部表面相对，所述后部表面包括第一后部表面

部分、第二后部表面部分、后部周界和与所述面部中心相对的后部中心；以及

加固设备，位于所述后部表面处，并且包括外周界表面；

其中：

x轴平行于所述面部表面延伸，并与所述后部中心相交；

y轴平行于所述面部表面延伸，垂直于所述x轴延伸，并与所述后部中心相交；

z轴垂直于所述面部表面延伸，垂直于所述x轴和所述y轴延伸，并与所述后部中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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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所述x轴延伸通过所述趾部端和所述跟部端，并且相距所述顶端与所述底端相等距离；

所述y轴延伸通过所述顶端和所述底端，并且相距所述趾部端与所述跟部端相等距离；

所述z轴延伸通过所述前端和所述后端，并且(i)相距所述趾部端与所述跟部端相等距

离和(ii)相距所述顶端与所述后端相等距离；

所述加固设备包括加固元件，所述加固元件包括位于所述z轴处的几何中心；

所述加固元件从所述后部表面朝向所述后端延伸并远离所述前端；

所述加固元件包括环状肋状部，其中所述环状肋状部包括外周界表面和内周界表面，

并且其中所述加固元件覆盖所述第二后部表面部分的表面区域的25％至40％；

所述加固元件的所述外周界表面包括所述环状肋状部的所述外周界表面；并且满足以

下至少之一：

所述加固元件的所述外周界表面与所述后部表面成圆角；或者所述环状肋状部的所述

内周界表面与所述后部表面成圆角；

周界壁元件完全地围绕所述后部表面的周界延伸，并覆盖所述第一后部表面部分；

所述第二后部表面区域覆盖所述后部表面的未被所述第一后部表面部分覆盖的剩余

部分；以及

靠近所述面部中心的所述面部表面比靠近所述面部周界的所述面部表面更接近所述

后部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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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加固的球杆头面部的球杆头及相关方法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申请要求于2014年5月14日提交的第61/994,029号美国临时专利申请的权益，

要求于2014年7月11日提交的第62/023,819号美国临时专利申请的权益，要求于2015年1月

9日提交的第62/101 ,926号美国临时专利申请的权益，并要求于2015年4月13日提交的第

62/146,783号美国临时专利申请的权益，上述专利申请公开的全部内容均通过引用整体并

入本文。

技术领域

[0003] 本公开大体涉及运动装备，更具体地，涉及高尔夫球杆头以及相关方法。

背景技术

[0004] 高尔夫球杆的各种特性都会影响高尔夫球杆的性能。例如，高尔夫球杆的球杆头

的重心、惯性矩和恢复系数每个都是能够影响性能的特性。

[0005] 高尔夫球杆的球杆头的重心和惯性矩是球杆头的质量分配的函数。具体地，将球

杆头的质量分配成更靠近球杆头的底部、更远离球杆头的面部和/或更靠近球杆头的趾部

端和跟部端会改变球杆头的重心和/或惯性矩。例如，将球杆头的质量分配为更靠近球杆头

的底部和/或更远离球杆头的面部会增大与球杆头撞击的高尔夫球的飞行角度。同时，增大

球杆头的飞行角度会增大高尔夫球行进的距离。另外，将球杆头的质量分配成更靠近球杆

头的趾部端和/或跟部端会影响球杆头的惯性矩，球杆头的惯性矩会改变高尔夫球杆的容

错性。

[0006] 另外，高尔夫球杆的球杆头的恢复系数可至少是球杆头面部的弹性的函数。同时，

球杆头面部的弹性可为面部的几何结构(例如，高度、宽度和/或厚度)和/或面部材料的性

质(例如，弹性模量)的函数。即，使面部的高度和/或宽度最大化、和/或使面部的厚度和/或

弹性模量最小化会增大面部的弹性，从而增大球杆头的恢复系数；以及增大高尔夫球杆的

球杆头的恢复系数会增大击打之后高尔夫球行进的距离，减少高尔夫球的旋转，和/或增大

高尔夫球的球速，其中，高尔夫球杆的球杆头的恢复系数实质上是对能量从球杆头传递至

高尔夫球的效率的度量。

[0007] 然而，尽管使球杆头的面部变薄可允许将来自面部的质量重新分配至球杆头的其

他部分,并且使得面部更具柔性，但是使球杆头的面部变薄也会导致在面部中所增加的弯

曲达到屈曲(buckling)点和失效(failure)点。因此，需要用于防止球杆头的面部因球杆头

的面部变薄而屈曲的装置和方法。

附图说明

[0008] 提供以下附图以促进进一步描述实施方式，在附图中：

[0009] 图1示出了根据实施方式的球杆头的顶部、后部、趾部侧视图；

[0010] 图2示出了根据图1的实施方式的球杆头的顶部、前部、跟部侧视图；

说　明　书 1/18 页

9

CN 106659925 B

9



[0011] 图3示出了根据实施方式的常规球杆头；

[0012] 图4示出了根据图3的实施方式的、沿图3的剖面线4-4截取的常规球杆头的局部剖

视图的应力-应变分析，模拟了击打高尔夫球(未示出)的常规球杆头的面部表面，其中所得

的弯曲倍增三倍；

[0013] 图5示出了根据图1的实施方式的、沿图2的剖面线5-5截取的球杆头的剖视图；

[0014] 图6示出了根据实施方式的球杆头的顶部、后部、趾部侧视图；

[0015] 图7示出了根据图6的实施方式的球杆头的顶部、前部、跟部侧视图；

[0016] 图8示出了根据图1的不同实施方式的、沿图2的剖面线5-5截取的球杆头的侧视

图；

[0017] 图9示出了根据图8的实施方式的球杆头的顶部、后部、跟部侧视图；

[0018] 图10示出了提供高尔夫球杆头的方法的实施方式的流程图；

[0019] 图11示出了根据图10的实施方式的提供加固设备的示例性行为；

[0020] 图12示出了用于振动衰减特征件层的实施方式的图表；

[0021] 图13示出了根据图1的实施方式的、沿图2的剖面线5-5截取的球杆头的侧视图；以

及

[0022] 图14示出了根据实施方式的高尔夫球杆的主视图。

[0023] 为了图示的简洁和明了，附图中示出了构建的一般方式，对公知特征和技术的描

述和细节可省略，以避免不必要地模糊本发明。另外，附图中的元素不一定按比例绘制。例

如，图中一些元素的尺寸可相对于其他元素进行放大，从而有助于增进对本发明的实施方

式的理解。在不同附图中使用相同的附图标记来表示相同的元素。

[0024] 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的术语“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及其类似术语(如

果有的话)，用来在相似元素之间进行区分，而不一定用于描述具体顺序或时间次序。应理

解的是，这样使用的术语在适当环境下可互换，以使得本文中描述的实施方式能够例如按

除了图示顺序或本文中描述之外的其他方式的顺序进行操作。另外，术语“包括”和“具有”

以及其任何变形，均旨在涵盖非排他的包括，以使得包含一系列元素的过程、方法、系统、制

品、设备或装置不必限于这些元素，而是可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或这些过程、方法、系统、制

品、设备或装置固有的其他元素。

[0025] 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的术语“左”、“右”、“前”、“后”、“顶”、“底”、“上”、“下”及其

类似术语(如果有的话)用于叙述目的，而不一定用于描述永久性的相对位置。应理解的是，

这样使用的术语在适当环境下可互换，以使得本文中描述的本发明的实施方式能够例如以

本文所示或描述之外的其他方位进行操作。

[0026] 术语“联接(couple)”、“联接(coupled)”、“联接(couples)”、“联接(coupling)”及

其类似的术语应进行宽泛地理解，并且指以机械方式和/或其他方式连接两个或更多元件。

两个或更多机械元件可以以机械方式联接在一起，而不以电的方式或其他方式联接在一

起。联接可进行任意长度的时间，例如永久性的或半永久性的或仅为一瞬的联接。

[0027] “机械联接”及其类似用语应进行宽泛地理解，并包括所有类型的机械联接。

[0028] 在词语“联接”等附近没有词语“可去除地”、“可去除的”等并不代表所考虑的联接

等可去除或不可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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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一些实施方式包括高尔夫球杆头。高尔夫球杆头包括顶端和与顶端相对的底端、

前端和与前端相对的后端、以及趾部端和与趾部端相对的跟部端。另外，高尔夫球杆头包括

面部元件。面部元件包括位于前端处的面部表面，并且面部表面包括面部中心和面部周界。

另外，面部元件包括位于后端处并与面部表面大致相对的后部表面，并且后部表面包括与

面部中心大致相对的后部中心和后部周界。再进一步，高尔夫球杆头包括位于后部表面处

的加固设备。在这些实施方式中，x轴大致平行于面部表面延伸，并与后部中心相交；y轴大

致平行于面部表面延伸、大致垂直于x轴延伸，并与后部中心相交；以及z轴大致垂直于面部

表面延伸、大致垂直于x轴和y轴延伸，并与后部中心相交。另外，x轴延伸通过趾部端和跟部

端，并且距离顶端与底端相等；y轴延伸通过顶端和底端，并且距离趾部端与跟部端相等；以

及z轴延伸通过前端和后端，并且距离(i)趾部端与跟部端相等，以及距离(ii)顶端与后端

相等。另外，在这些实施方式中，加固设备包括加固元件，加固元件包括大致位于z轴处的几

何中心，加固元件从后部表面朝向后端延伸并远离前端，并且加固元件包括环状肋状部。同

时，靠近面部中心的面部表面可比靠近面部周界的面部表面更接近后部表面。

[0030] 其他实施方式包括高尔夫球杆头。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高尔夫球杆头包括铁杆型

高尔夫球杆头。高尔夫球杆头包括顶端和与顶端相对的底端、前端和与前端相对的后端、以

及趾部端和与趾部端相对的跟部端。另外，高尔夫球杆头包括面部元件。面部元件包括位于

前端处的面部表面，并且面部表面包括面部中心和面部周界。另外，面部元件包括位于后端

处并与面部表面大致相对的后部表面，并且后部表面包括与面部中心大致相对的后部中心

和后部周界。再进一步，高尔夫球杆头包括位于后部表面处的加固设备。更进一步，高尔夫

球杆头包括周界壁元件，周界壁元件(i)从后部表面朝向后端延伸并远离前端，以及(ii)完

全围绕后部表面的周界延伸。周界壁元件包括第一周界壁部和第二周界壁部，第一周界壁

部沿后部表面的周界在顶端处延伸，以及第二周界壁部沿后部表面的周界在底端处延伸。

在这些实施方式中，x轴大致平行于面部表面延伸，并与后部中心相交；y轴大致平行于面部

表面延伸、大致垂直于x轴延伸，并与后部中心相交；以及z轴大致垂直于面部表面延伸、大

致垂直于x轴和y轴延伸，并与后部中心相交。另外，x轴延伸通过趾部端和跟部端，并且距离

顶端与底端相等；y轴延伸通过顶端和底端，并且距离趾部端与跟部端相等；以及z轴延伸通

过前端和后端，并且距离(i)趾部端与跟部端相等，以及距离(ii)顶端与后端相等。另外，在

这些实施方式中，加固设备包括加固元件，加固元件包括大致位于z轴处的几何中心，加固

元件从后部表面朝向后端延伸并远离前端，并且加固元件包括闭环环状肋状部。另外，高尔

夫球杆头包括铁杆型高尔夫球杆头，从面部中心至后部中心的中心厚度小于或等于约

0.203厘米，并且第二周界壁部的至少部分比靠近面部周界的面部元件薄。

[0031] 一些实施方式还包括插入件，插入件至少部分地填充加固元件的腔部，加固元件

的腔部由环状肋状部形成。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腔部可以是中心腔部。中心腔部还可由徽章

件部分地覆盖。徽章件可与插入件分离或与插入件为一整体。在其他实施方式中，徽章件可

与加固元件为一整体。插入件可以是约3g或更轻的轻质材料，并且可以不显著地影响高尔

夫球杆头的摆动的重心。在替代实施方式中，插入件的重量可以超过3g，诸如在5g与10g之

间，并且可有助于球杆头的摆动重量或重心。

[0032] 进一步的实施方式包括设置在高尔夫球杆头的后部表面上的振动衰减特征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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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减少噪声，产生更理想的声音，并且减少高尔夫球杆头的振动。振动衰减特征件可由能够

阻尼或去除振动的任何材料或组合物构成，例如阻尼箔、橡胶或压敏粘弹性丙烯酸聚合物。

振动衰减特征件可以是压敏的，从而当击打高尔夫球时，导致从高尔夫球杆头减少或去除

振动。粘弹性阻尼特征为高尔夫球杆头提供了更理想的声音，同时在薄面型高尔夫球杆头

中得到更优的性能。振动衰减特征件至少部分地应用于高尔夫球杆头的后部表面。振动衰

减特还可以应用于加固元件。振动衰减特征件还可进一步应用于加固元件的腔部的全部或

部分。腔部可以是中心腔部。后部表面的中心腔部还可由振动衰减特征件部分地覆盖。中心

腔部还可由徽章件部分地覆盖，并且振动衰减特征件可设置在徽章件的下方。

[0033] 进一步的实施方式包括提供高尔夫球杆头的方法。该方法可包括：设置面部元件，

面部元件包括：(i)位于前端处并包括面部中心和面部周界的面部表面；以及(ii)位于后端

并与面部表面大致相对的后部表面，后部表面包括与面部中心大致相对的后部中心和后部

周界；以及在后部表面处设置加固设备。在这些实施方式中，高尔夫球杆头包括顶端和与顶

端相对的底端、前端和与前端相对的后端、以及趾部端和与趾部端相对的跟部端。另外，x轴

大致平行于面部表面延伸，并与后部中心相交；y轴大致平行于面部表面延伸，大致垂直于x

轴延伸，并与后部中心相交；以及z轴大致垂直于面部表面延伸，大致垂直于x轴和y轴延伸，

并与后部中心相交。再进一步，x轴延伸通过趾部端和跟部端，并且距离顶端与底端相等；y

轴延伸通过顶端和底端，并且距离趾部端与跟部端相等；以及z轴延伸通过前端和后端，并

且距离(i)趾部端与跟部端相等，以及距离(ii)顶端与后端相等。同时，加固设备包括加固

元件，加固元件包括大致位于z轴处的几何中心，加固元件从后部表面朝向后端延伸并远离

前端，并且加固元件包括环状肋状部。另外，靠近面部中心的面部表面可比靠近面部周界的

面部表面更接近后部表面。

[0034] 一些实施方式包括高尔夫球杆。高尔夫球杆包括球杆体和联接至球杆体的高尔夫

球杆头。高尔夫球杆头包括顶端和与顶端相对的底端、前端和与前端相对的后端、以及趾部

端和与趾部端相对的跟部端。另外，高尔夫球杆头包括面部元件。面部元件包括位于前端处

的面部表面，并且面部表面包括面部中心和面部周界。另外，面部元件包括位于后端处并与

面部表面大致相对的后部表面，并且后部表面包括与面部中心大致相对的后部中心和后部

周界。再进一步，高尔夫球杆头包括位于后部表面处的加固设备。在这些实施方式中，x轴大

致平行于面部表面延伸，并与后部中心相交；y轴大致平行于面部表面延伸，大致垂直于x轴

延伸，并与后部中心相交；以及z轴大致垂直于面部表面延伸，大致垂直于x轴和y轴延伸，并

与后部中心相交。另外，x轴延伸通过趾部端和跟部端，并且距离顶端与底端相等；y轴延伸

通过顶端和底端，并且距离趾部端与跟部端相等；以及z轴延伸通过前端和后端，并且距离

(i)趾部端与跟部端相等，以及距离(ii)顶端与后端相等。另外，在这些实施方式中，加固设

备包括加固元件，加固元件包括大致位于z轴处的几何中心，加固元件从后部表面朝向后端

延伸并远离前端，并且加固元件包括环状肋状部。同时，靠近面部中心的面部表面可比靠近

面部周界的面部表面更接近后部表面。

[0035] 参照附图，图1示出了根据实施方式的球杆头100的顶部、后部、趾部侧视图。同时，

图2示出了根据图1的实施方式的球杆头100的顶部、前部、跟部侧视图。球杆头100仅是示例

性的球杆头，并且不局限于本文中呈现的实施方式。球杆头100可在本文中没有明确描绘或

描述的多个不同的实施方式或示例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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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通常，球杆头100可包括高尔夫球杆头。高尔夫球杆头100可以是相应高尔夫球杆

的一部分。例如，高尔夫球杆1400(图14)可以包括握持部1495和联接至球杆体1490的高尔

夫球杆头100。另外，高尔夫球杆头可以是一套高尔夫球杆头的一部分，和/或高尔夫球杆可

以是一套高尔夫球杆的一部分。例如，球杆头100可包括任意适当的铁杆型高尔夫球杆头。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球杆头100可包括刀背式(muscle-back)铁杆型高尔夫球杆头或腔部背

式铁杆型高尔夫球杆头。不过，尽管球杆头100大体关于铁杆型高尔夫球杆头进行描述，球

杆头100也可包括任意其他适当类型的高尔夫球杆头，例如，木杆型高尔夫球杆头(例如，开

球杆头、球道木杆头、混合杆头等)或推杆型高尔夫球杆头。通常，球杆头100可以包括任意

适当的材料，但是在很多实施方式中，球杆头100包括一种或多种金属材料。尽管如上所述，

但是本文中描述的装置、方法和制品在这方面不受限制。

[0037] 出于参考目的，球杆头100包括顶端101和与顶端101相对的底端102、前端203(图

2)和与前端203相对的后端104(图2)、以及趾部端105和与趾部端105相对的跟部端106。另

外，球杆头100包括x轴107、y轴108、z轴109。

[0038] 同时，x轴107、y轴108、和z轴109为球杆头100提供笛卡儿坐标系。因此，x轴107、y

轴108、和z轴109彼此垂直。另外，x轴107延伸通过趾部端105和跟部端106，并且距离顶端

101与底端102相等；y轴108延伸通过顶端101和底端102，并且距离趾部端105与跟部端106

相等；以及z轴109延伸通过前端203(图2)和后端104，并且距离(i)趾部端105与跟部端106

相等，以及距离(ii)顶端101与后端102相等。

[0039] 在实施中，球杆头100包括球杆头主体110。球杆头主体110可以是实心的、中空的

或部分中空的。当球杆头主体110为中空和/或部分中空时，球杆头主体110可包括壳结构，

另外，球杆头主体110可使用与壳结构的材料不同的填充材料进行填充和/或部分填充。例

如，填充材料可包括泡沫塑料。

[0040] 球杆头主体110包括面部元件111和加固设备112。在很多实施方式中，球杆头主体

110可包括周界壁元件113。

[0041] 在很多实施方式中，面部元件111包括面部表面214(图2)和后部表面115。同时，面

部表面214(图2)包括面部中心216(图2)和面部周界217(图2)，并且后部表面115包括后部

中心118和后部周界119。面部表面214(图2)可指球杆头100的击打面或击打板，并且可配置

成击打诸如高尔夫球的球(未示出)。在很多实施方式中，面部表面214(图2)可包括一个或

多个刻线223(图2)。

[0042] 在这些实施方式或其他实施方式中，面部表面214(图2)可位于前端203(图2)处，

并且后部表面115可位于后端104处。另外，后部表面115可与面部表面214(图2)大致相对；

后部中心118可与面部中心216(图2)大致相对；以及后部周界119可与面部周界217(图2)大

致相对。通常，在很多示例中，面部中心216(图2)可指面部表面214(图2)的几何中心。因此，

在这些实施方式或其他实施方式中，面部中心216(图2)可指面部表面214(图2)处的一个位

置，该位置距离趾部端105与跟部端106大致相等，并且距离顶端101和底端102也大致相等。

在各种示例中，面部中心可指如在United  States  Golf  Association:Procedure  for 

Measuring  the  Flexibility  of  a  Golf  Clubhead ,USGA-TPX  3004 ,Revision  1 .0.0,

p .6 ,May  1 ,2008(2014年5月12日从http://www .usga .org/equipment/testing/

protocols/Test-Protocols-For-Equi  pment上检索)中限定的面部中心，其中，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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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s  Golf  Association:Procedure  for  Measuring  the  Flexibility  of  a  Golf 

Clubhead ,USGA-TPX  3004,Revision  1.0.0,p.6,May  1,2008通过引用并入本文。同样，在

一些示例中，后部中心118可指后部表面115的几何中心。

[0043] 通过参考，x轴107和y轴108可大致平行于面部表面214(图2)延伸，并且z轴109可

大致垂直于面部表面214(图2)延伸。同时，x轴107、y轴108、和z轴109中的每个均可与后部

中心118相交，以使得后部中心118包括通过x轴107、y轴108、和z轴109设置的笛卡尔坐标系

的原点。

[0044] 在各个实施方式中，刻线223(图2)可分别包括一个或多个凹槽，并且刻线223可在

趾部端105与跟部端106之间延伸。在这些实施方式或其他实施方式中，刻线223(图2)可大

致平行于x轴107。

[0045] 在很多实施方式中，加固设备112包括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例如，加固元件

121)。加固设备112和/或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位于后部表面115处，并从后部表面115朝

向后端104延伸，并远离前端203(图2)。在很多实施方式中，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中的每

个加固元件均包括外周界表面和几何中心。在这些实施方式或其他实施方式中，一个或多

个加固元件120中的一个或多个(例如，加固元件121)的一个或多个几何中心可位于大致z

轴109处。例如，加固元件121可包括外周界表面126和几何中心130。

[0046] 加固设备112和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配置成加固面部元件111，同时仍允许面

部元件111例如在面部表面214(图2)击打球(例如，高尔夫球)时弯曲。因而，可使面部元件

111变薄以允许将来自面部元件111的质量重新分配至球杆头100的其他部分，并且使得面

部元件111更具柔性，且不会在所产生的弯曲下屈曲或失效。有利地，由于当面部元件111实

施为具有加固设备112和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时的厚度比实施为不具有加固设备112和

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时的厚度，所以可改变球杆头100的重心、惯性矩和恢复系数来提

高球杆头100的性能特性。例如，实施加固设备112和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可通过增大高

尔夫球的发射角(例如，增加约十分之一至十分之三度)来增加用面部表面214(图2)击打高

尔夫球的飞行距离，增加高尔夫球的球速(例如，增加约0.1英里每小时(mph)(0.161千米每

小时(kph))至约3.0mph(4.83kph))，和/或减少高尔夫球的旋转(例如，减少约1至500转每

分钟)。在这些示例中，加固设备112和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可具有抵消在高尔夫球上由

面部表面214(图2)提供的一些传动的效果。

[0047] 对包括高尔夫球杆头100的实施方式的高尔夫球杆进行了测试。总的来说，当与具

有标准加强的击打面和自定义调谐端口的铁质高尔夫球杆相比较时，如由围绕x轴和/或y

轴的较高惯性矩以及在高尔夫球杆头的面部上的高尔夫球的撞击的密集统计区域所表明，

测试显现出更高的容错性。在一些测试中，围绕x轴的惯性矩增加约2％，围绕y轴的惯性矩

增加约4％，和/或在高尔夫球杆头的面部上的高尔夫球的撞击的统计区域减少约15％至约

50％。另外，还发现高尔夫球的球速增加，高尔夫球的发射角更高，和/或高尔夫球的旋转较

小。作为示例，在5个铁质高尔夫球杆上对高尔夫球杆100的实施方式测试中，发现高尔夫球

的球速增加了约1.5mph(2.41kph)，高尔夫球具有约0.3度更高的发射角，并且高尔夫球的

旋转减少了约250转每分钟(rpm)。在另一示例中，在7个铁质高尔夫球杆上对高尔夫球杆

100的实施方式的测试中，发现高尔夫球的球速增加了约2.0mph(3.22kph)，高尔夫球的发

射角度几乎没有变化，并且高尔夫球的旋转减少了约450rpm。作为另一示例，在锲铁高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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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杆上对高尔夫球杆100的实施方式的测试中，发现高尔夫球的球速在速度方面几乎没有

变化，高尔夫球具有约0.1度更高的发射角，并且高尔夫球的旋转减少了约200rpm。

[0048] 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示例中，如图3和图4所示以及如下关于图3和图4的描述，当

面部元件111包括一个或多个刻线223(图2)并且在没有实施加固设备112和加固元件120的

情况下使面部元件111变薄时，会在刻线223的底部处出现面部元件111的屈曲和失效，具体

地在靠近面部中心216(图2)的一个或多个刻线223(图2)处。

[0049] 具有加固设备112的球杆头100还可具有从前端203延伸至底端102的均匀过渡厚

度550(图5)。均匀过渡厚度550吸收指向球杆头100的、在前端203与底端102之间具有加固

设备112的区域的应力。均匀过渡厚度550可在约0.20英寸至0.80英寸的范围内。例如，均匀

过渡厚度550可为约0.20英寸、约0.25英寸、约0.30英寸、约0.35英寸、约0.40英寸、约0.45

英寸、约0.50英寸、约0.55英寸、约0.60英寸、约0.65英寸、约0.70英寸、约0.75英寸、或约

0.80英寸。

[0050] 具体地，参照附图，图3示出了根据实施方式的常规球杆头300。球杆头300可与球

杆头100(图1和图2)相似，但是与球杆头100不同的是，球杆头300在其面部元件311的后部

表面315处缺少加固设备和加固元件。球杆头300在其面部表面314处包括一个或多个刻线

323。后部表面315可与后部表面115(图1)相似；面部元件311可与面部元件111(图1)相似或

相同；面部表面314可与面部表面214(图2)相似或相同；和/或一个或多个刻线323可与刻线

223(图2)相似或相同。另外，缺少的加固设备可与加固设备112(图1)相似，并且缺少的一个

或多个加固元件可与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图1)相似。同时，图4示出了根据图3的实施

方式的、沿图3的剖面线4-4截取的常规球杆头的部分剖视图的应力-应变分析，模拟了击打

高尔夫球(未示出)的球杆头300的面部表面314，其中所得弯曲倍增三倍。

[0051] 如图4所示，面部元件311的表现类似于简单的支承梁，并因而包括中性轴436。位

于面部表面314与中性轴436之间的面部元件311的部分受压，并且位于中性轴436与后部表

面315之间的面部元件311的部分受拉伸。应力首先建立在面部表面314和后部表面315处，

并且向内朝向中性轴436移动。然而，不同于简单的支承梁，面部元件311还在面部元件311

受压的部分处包括一个或多个刻线323。当面部元件311弯曲过度时，在一个或多个刻线323

的底部中的面部元件311可达到机械屈服。如果不是由于一个或多个刻线323，面部元件311

通常可预期为处于张力下的面部元件311的部分首先失效，但是一个或多个刻线323导致失

效首先发生在受压的面部元件311的部分。也就是说，在面部元件311的其余部分有机会达

到足够高的应力水平而导致失效之前，面部元件311在一个或多个刻线323处失效。由于铁

杆型球杆头在面部表面314处趋于平坦，不像木杆型高尔夫球杆头在面部表面314处趋于凸

面，所以铁杆型球杆头会更易于在一个或多个刻线323处失效。因而，当木杆型高尔夫球杆

头在面部表面314处弯曲时，面部表面314可仍然为稍微向外的弓状。另一方面，当铁杆型高

尔夫球杆头在面部表面314处弯曲时，面部表面314可弯曲成凹面形状，凹面形状提高在面

部元件311受压部分处的压迫的程度。

[0052] 以下再次参照图1和图2，实施加固设备112和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可以加固一

个或多个刻线223(图2)中的局部弯曲，具体地，加强靠近面部中心216(图2)的一个或多个

刻线223中的那些刻线中的局部弯曲，同时允许增大面部元件111中的总体弯曲。加固设备

112和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能够通过增加面部元件111的局部厚度来提供这些有益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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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从而使得面部元件111在那些位置中更坚硬，更坚固。实际上，加固设备112和一个或多

个加固元件120能够操作成拉动面部元件111的中性轴线远离面部表面214(图2)并接近后

部表面115。

[0053] 同时，当加固设备112和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实施为封闭结构(例如，一个或多

个环状肋状部)时，加固设备112和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也能够提供这些有益效果，这是

由于这样的封闭结构能够抵抗由作用于加固设备112和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上的周向

(即，环向)应力所导致的变形。例如，作用于加固设备112和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上的圆

周(即，环状)应力可阻止加固设备112和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远离彼此旋转，从而减小

弯曲。

[0054] 在实施中，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例如，加固元件121)可以以配置成实现如上

所述的加固设备112和/或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的预期功能的、任意适当的一个或多个

布置和/或以任意适当的形状(例如，多边形、椭圆形、圆形等)来实施。另外，当一个或多个

加固元件120包括多个加固元件时，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中的两个或多个加固元件可彼

此相似，和/或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中的两个或多个加固元件可彼此不同。

[005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例如，加固元件121)可关于x轴107

和/或y轴108对称。当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例如，加固元件121)以椭圆形形状实施时，

在很多实施方式中，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的最大尺寸(例如，长轴)可与x轴107或y轴108中

的一个平行和/或共线。然而，在其他实施方式中，最大尺寸(例如，长轴)可根据需要相对于

x轴107和/或y轴108成角度。另外，在很多实施方式中，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例如，加固

元件121)可以以z轴109为中心，但是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例如，加

固元件121)中的一个或多个的中心可偏离z轴109，例如，朝向顶端101、底端102、趾部端105

和跟部端106中的一个或两个偏离。

[0056] 在很多实施方式中，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例如，加固元件121)中的每个加固

元件均可包括一个或多个环状肋状部127(例如，环状肋状部122)。具体地，加固元件121可

包括环状肋状部122。在这些实施方式或其他实施方式中，当一个或多个环状肋状部127包

括多个环状肋状部时，一个或多个环状肋状部127可关于点和/或轴线(例如，z轴109)彼此

同心。在其他实施方式中，当一个或多个环状肋状部127包括多个环状肋状部时，一个或多

个环状肋状部127中的两个或多个可以不同心。另外，在这些实施方式或其他实施方式中，

一个或多个环状肋状部127中的两个或多个可重叠。同时，在这些实施方式中，环状肋状部

122可包括椭圆形环状肋状部，并且在这些实施方式的一些中，环状肋状部122可包括圆形

环状肋状部。如上所述，由于由一个或多个环状肋状部127的封闭结构所提供的周向(例如，

环向)应力，将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实施为环状肋状部127可有利。在很多实施方式，一

个或多个环状肋状部127中的一个或多个(或一个或多个环状肋状部127中的每个)是连续

的闭合环。

[0057] 在这些实施方式或其他实施方式中，一个或多个环状肋状部127中的每个环状肋

状部均包括外周界表面和内周界表面。同时，在这些实施方式中，每个加固元件(例如，加固

元件121)的外周界表面均包括与该加固元件(例如，加固元件121)相对应的环状肋状部的

外周界表面。例如，环状肋状部122可包括外周界表面128和内周界表面129。另外，内周界表

面129可陡峭，并在肋状部高度540(图13)处相对于后部表面大致正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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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的一个或多个外周界表面(例如，加

固元件121的外周界表面126)可与后部表面115成圆角。在这些实施方式或其他实施方式

中，一个或多个环状肋状部127的一个或多个内周界表面(例如，环状肋状部122的内周界表

面129)可与后部表面115成圆角。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例如，加固元件121的外周界表

面126)的一个或多个外周界表面与后部表面115的圆角可允许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例

如，加固元件121的外周界表面126)平滑过渡至后部表面115。同时，一个或多个环状肋状部

127的一个或多个内周界表面(例如，环状肋状部122的内周界表面129)可与后部表面115成

圆角，圆角具有大于或等于约0.012厘米的半径。

[005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当加固元件121包括环状肋状部122时，环状肋状部122可包括

腔部131。在其他实施方式中，当加固元件121包括环状肋状部122时，环状肋状部122不包括

腔部131。在不具有腔部131的实施方式中，中心厚度537(图5和图13)可大于具有腔部131的

实施方式中的中心厚度537，并且中心厚度537可小于或等于在肋状部高度542(图5和图13)

处的面部厚度，该面部厚度可从面部表面214(图2)至环状肋状部122的远端进行测量(例

如，中心厚度537(图5)和肋状部高度542(图5)的结合距离)。腔部131由内周界表面129和后

部表面115限定。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腔部131可为中心腔部。在很多实施方式中，腔部131可

不含诸如加重插入件的任意内容物。在其他实施方式中，腔部131可包括如图8和图9中所示

的插入件805。

[0060] 如上面详细讨论的，通过实施加固设备112和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靠近(例

如，在)面部中心216(图2)的面部表面214(图2)可以比靠近(例如，在)面部周界217(图2)的

面部表面214(图2)更接近后部表面115(即，更薄)。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靠近面部中心216

(图2)的面部表面214(图2)的部分可指面部表面214的表面区域的、界定面部中心216(图2)

且表示面部表面214的总表面积的约1％、约2％、约3％、约5％、约10％、或约20％的部分。在

这些实施方式或其他实施方式中，面部表面214(图2)的表面区域的部分可与由加固元件

121覆盖的、后面部115的表面区域的部分相对应。同时，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靠近面部周界

217(图2)的面部表面214(图2)的部分可指由面部周界217和插入边界界定的面部表面214

的区域，插入边界位于距面部周界217(图2)约0.10厘米、约0.20厘米、约0.25厘米、约0.50

厘米、约1.00厘米、或约2.00厘米处。

[0061] 简要地参照后面附图，图5和图13示出了根据图1的实施方式的、沿图2的剖面线5-

5截取的球杆头100的剖视图。球杆头100可包括中心厚度537。中心厚度537可指从面部中心

216(图2)至后部中心118(图1)的距离。在很多实施方式中，中心厚度537可为约0.150cm至

约0.300c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中心厚度537可小于0.300cm、小于0.255cm、小于0.250cm、

小于0.205cm、小于0.200cm、或小于0.155c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加固元件120的中心可至

少部分地进行填充。例如，加固元件120的中心可用阻尼材料或振动衰减特征件(例如，插入

件805(图8))或其他材料填充。在很多实施方式中，中心厚度537可以比肋状部高度540处的

面部厚度薄。在其他实施方式中，中心厚度537可以与肋状部高度540处的面部厚度大致相

等。肋状部高度540处的面部厚度可以是肋状部高度540加上中心厚度537。在很多实施方式

中，加固元件120以外的面部厚度542可以比中心厚度537厚，但是比肋状部高度540处的面

部厚度薄。在其他实施方式中，面部厚度542可与中心厚度537相同。

[006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肋状部的宽度可在整个环状肋状部122(图1)中变化。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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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式中，环状肋状部122(图1)和/或内周界表面129(图1)可包括最大肋状部跨度538。

最大肋状部跨度538可指平行于后部表面115(图1)测量的、从内周界表面129(图1)的一侧

跨至内周界面表面129(图1)的相对侧的最大距离。因此，当环状肋状部122(图1)包括椭圆

形环状肋状部时，最大肋状部跨度538可指内周界面表面129(图1)的长轴。另外，当环状肋

状部122(图1)包括圆形环状肋状部时，最大肋状部跨度538可指内周界面表面129(图1)的

直径。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实施方式中，最大肋状部跨度538可在内周界面表面129(图1)

的中点处测量。

[006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最大肋状部跨度538可为约0.609cm至约1.88cm。在一些实施

方式中，最大肋状部跨度538可为约1.0c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当最大跨度538过大(例如，

大于约1.88厘米)时，环状肋状部122(图1)可能不足以加固最接近面部中心216(图2)的一

个或多个刻线223(图2)。同时，在这些实施方式或其他实施方式中，当最大跨度538过小时

(例如，小于约0.609厘米)，环状肋状部122可能不足以加固最接近面部周界217(图2)的一

个或多个刻线223(图2)。通常，最大肋状部跨度538的这些上限和下限可以是面部元件111

(图1)的大小的函数。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例如如图6中所示，可存在两个或多个肋状部621

和肋状部641。在这种情况下，肋状部641(图6)的较大肋状部跨度或内径或外径可大于1.88

厘米，并且肋状部621(图6)的较小肋状部跨度或内径或外径可小于0.609厘米。

[0064] 另外，环状肋状部122(图1)可包括肋状部厚度539。肋状部厚度539可指平行于后

部表面115(图1)进行测量的、环状肋状部122(图1)的内周界表面129(图1)与环状肋状部

122(图1)的外周界表面128(图1)之间的距离。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环状肋状部122(图1)的

厚度可在整个环状肋状部122(图1)中变化，并且肋状部厚度539可以是环状肋状部122(图

1)的最大肋状部厚度。在很多实施方式中，肋状部厚度539可以为约0.050cm至约1.50cm。在

一些实施方式中，肋状部厚度539可以为约0.05c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肋状部厚度539可大

于或等于约0.25厘米。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肋状部厚度539可为约0.50厘米。在一些实施方

式中，肋状部厚度539可为约0.75厘米。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肋状部厚度539可为约1.00厘

米。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肋状部厚度539可为约1.25厘米。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肋状部厚度

539可为约1.50厘米。在各个实施方式中，当一个或多个环状肋状部127(图1)包括多个环状

肋状部时，一个或多个环状肋状部127(图1)中的两个或多个环状肋状部可包括相同的肋状

部厚度，和/或一个或多个环状肋状部127(图1)中的两个或多个环状肋状部可包括不同的

肋状部厚度。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实施方式中，肋状部跨度539可在内周界表面129(图1)

和/或外周界表面128(图1)的中点处进行测量。

[0065] 另外，环状肋状部122(图1)可包括肋状部高度540。肋状部高度540可指从后部表

面115(图1)至环状肋状部122(图1)离后部表面115最远的中心位置(即，外周界表面128(图

1)与内周界表面129(图1)的相交处)的垂直距离。在这些实施方式或其他实施方式中，肋状

部高度540可大于或等于约0 .3048厘米。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肋状部高度540可为约

0.1778cm至约0.3048c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肋状部高度540可为约0.17cm、约0.20cm、约

0.23cm、约0.26cm、约0.29cm、或约0.30cm。在很多实施方式中，肋状部高度540可小于或等

于约0.512c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环状肋状部122(图1)的高度可在整个环状肋状部122中

变化，并且肋状部高度540可为环状肋状部122(图1)的最大肋状部高度。在各个实施方式

中，当一个或多个环状肋状部127(图1)包括多个环状肋状部时，一个或多个环状肋状部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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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中的两个或多个环状肋状部可包括相同的肋状部高度，和/或一个或多个环状肋状部

127(图1)中的两个或多个环状肋状部可包括不同的肋状部高度。

[0066] 在很多实施方式中，中心厚度537、最大肋状部跨度538、肋状部厚度539、和/或肋

状部高度540可取决于彼此中的一个或多个。例如，中心厚度537可以是肋状部厚度539和肋

状部高度540的函数。即，为了增大肋状部厚度539和/或肋状部高度540，可减小中心厚度

537，并且为了增大中心厚度537，可减小肋状部厚度539和/或肋状部高度540。同时，肋状部

厚度539和肋状部高度540可取决于彼此。例如，增大肋状部厚度539可允许减小肋状部高度

540，并且增大肋状部高度540可允许减小肋状部厚度539。

[0067] 现返回图1和图2，在很多实施方式中，周界壁元件113可包括第一周界壁部124和

第二周界壁部125。周界壁元件113：(i)至少部分地(例如，完全地)围绕后部表面115的后部

周界119延伸；(ii)朝向后端104从后部表面115延伸出来；以及(iii)远离前端203(图2)延

伸。同时，第一周界壁部124可在顶端101处沿后部表面115的后部周界119延伸，并且第二周

界壁部125可在底端102处沿后部表面115的后部周界119延伸。在很多实施方式中，加固设

备112和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在后部表面115处与周界壁元件113分离和/或远离周界壁

元件113定位，以使加固设备112和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在后部表面115处浮动。通过使

加固设备112和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浮动，可允许面部元件111关于面部中心216(图2)

大致对称地弯曲。

[0068] 在很多实施方式中，球杆头主体110可包括(i)至少部分地在第一周界壁部124和/

或顶端101处的顶部表面132，和/或(ii)至少部分地在第二周界壁部125和/或底端102处的

底部表面133。因此，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一周界壁部124可包括顶部表面132的至少部分；

和/或第二周界壁部125可包括底部表面133的至少部分。另外，顶部表面132可与面部表面

214(图2)在顶端101处交界；和/或底部表面133可与面部表面214(图2)在底端102处交界。

[006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二周界壁部125中的至少部分的厚度可大致等于或小于在

面部周界217(图2)处和/或靠近面部周界217处的面部元件111的厚度。例如，在第二周界壁

部125靠近面部周界217的部分处(即，第二周界壁部125与面部元件111的交界处)，第二周

界壁部125的厚度可等于或小于在面部周界217(图2)处和/或靠近面部周界217处的面部元

件111的厚度。将第二周界壁部125的这一部分的厚度实施为等于或小于在面部周界217(图

2)处和/或靠近面部周界217处的面部元件111的厚度可防止当面部表面214(图2)击打高尔

夫球时，在第二周界壁部125处形成的应力的增大。

[0070] 后部表面115包括第一后部表面部分和第二后部表面部分。第一后部表面部分可

指由周界壁元件113覆盖的后部表面115的部分，并且第二后部表面部分可指后部表面115

的其余部分。在很多实施方式中，加固元件121(例如，环状肋状部122)可覆盖大于或等于后

部表面115的第二后部表面部分的表面面积的约25％，和/或小于或等于后部表面115的第

二后部表面部分的表面面积的约40％。在其他实施方式中，加固元件121(例如，环状肋状部

122)可覆盖大于或等于后部表面115的第二后部表面部分的表面面积的约30％。在一些实

施方式中，加固元件121(例如，环状肋状部122)可覆盖后部表面115的第二后部表面部分的

表面面积的约25％、约28％、约31％、约34％、约37％、或约40％。

[0071] 另外，球杆头主体110可包括用于接纳球杆体并将球杆体接合至球杆头100和/或

球杆头主体110的插鞘134或任意其他适当的机构(例如，孔)。其他适当的机构可与插鞘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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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或多个方面相似。

[0072] 同时，总的来说，插鞘134可位于跟部端106处或靠近部端106。尽管在附图中没有

示出球杆体，但插鞘134可配置为接纳诸如高尔夫球杆体的球杆体(即，通过插鞘134的开

口)。因此，插鞘134可接纳球杆体，并且当插鞘134接纳球杆体时，插鞘134允许将球杆体接

合(例如，永久地或可去除地)至球杆头100和/或球杆头主体110。

[0073] 另外，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二周界壁部125可包括重量腔部135。在这些实施方式

中，重量腔部135可配置成接纳可去除的或永久的加重插入件。加重插入件可配置成改变球

杆头100的重心。

[0074] 参照后面附图，图6示出了根据实施方式的球杆头600的顶部、后部、趾部侧视图。

同时，图7示出了根据图6的实施方式的球杆头600的顶部、前部、跟部侧视图。

[0075] 球杆头600可与球杆头100(图1)相似或相同。因此，球杆头600可包括加固设备

612，并且加固设备612可包括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620。加固设备612可与加固设备112(图

1)相似或相同；并且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620可与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图1)相似或相

同。

[0076] 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620可包括第一加固元件621和第二加固元件641。第一加固

元件621和/或第二加固元件641每个均可与第一加固元件121(图1)相似。因此，第一加固元

件621可包括第一环状肋状部622，并且第二加固元件641可包括第二环状肋状部642。第一

环状肋状部622和/或第二环状肋状部642每个均可与环状肋状部122(图1)相似。

[0077] 在这些实施方式中，第一加固元件621和/或第一环状肋状部622可包括圆形环状

肋状部，并且第二加固元件622和/或第二环状肋状部642可包括椭圆形环状肋状部。第二加

固元件622和/或第二环状肋状部642可围绕第一加固元件621和/或第一环状肋状部622。在

很多实施方式中，椭圆形环状肋状部的长轴可与球杆头600的x轴大致平行。x轴可与x轴107

(图1)相似或相同。在相同的或不同的实施方式中，椭圆形环状肋状部的长轴可与球杆头

600的y轴不平行。y轴可与y轴108(图1)相似或相同。

[0078] 具有加固设备612的球杆头600还可以具有从前端203至底端102延伸的均匀过渡

厚度550(未示出)。均匀过渡厚度550承受在前端203与底端102之间的、指向球杆头600具有

加固设备612的区域的应力。均匀过渡厚度550可在约0.20英寸至0.80英寸的范围内。例如，

均匀过渡厚度550可为约0.20英寸、约0.25英寸、约0.30英寸、约0.35英寸、约0.40英寸、约

0.45英寸、约0.50英寸、约0.55英寸、约0.60英寸、约0.65英寸、约0.70英寸、约0.75英寸、或

约0.80英寸。

[0079] 在另一实施方式中，图8示出了根据图1的不同实施方式的、沿图2的剖面线5-5截

取的球杆头800的侧视图。在图8中示出的球杆头800示出了位于腔部131内的插入件805。图

9示出了根据图8的实施方式的球杆头800的顶部、后部、跟部侧视图。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插

入件805可以为振动衰减特征件。插入件805可以为非金属材料、诸如聚氨酯的弹性体材料、

或诸如泡沫的另一种材料。插入件805可用于调整球杆头800的声音和给人的感觉。通过吸

收振动或阻尼振动，插入件805改进球杆头800给人的感觉。另外，插入件805吸收高尔夫球

击打面部的声音，使得感觉高尔夫球杆800的头部中空更少且更坚固。在另外的实施方式

中，徽章件(未示出)可至少部分地覆盖腔部131。徽章件可与插入件805分离或与插入件805

为一整体。在其他实施方式中，徽章件可与诸如加固元件120(图1)的加固元件为一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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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0] 在一些情况中，插入件805的重量可为小于约3g，以使不会显著地影响球杆头800

的摆动重量或重心。在其他实施方式中，插入件805的重量可以超过约3g，例如约5g至约

10g，并且可大体地有助于球杆头800的摆动重量和/或重心。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使用环氧

胶粘剂、粘弹性泡沫胶带、振动衰减特征件或诸如3MTM  VHBTM型的高强度胶带，将插入件805

胶粘至腔部131。在其他实施方式中，插入件805可直接地倒入并粘合至腔部131中。徽章件

可用相似的胶粘剂粘合。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插入件805或徽章件可在肋状部高度540的顶

端处与环状肋状部122(图1)齐平，或者当将插入件805或徽章件完全组装时，插入件805或

徽章件可在肋状部高度540的下方。

[008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将至少一个振动衰减特征件(例如，插入件805(图8))设置

在诸如高尔夫球杆头800的高尔夫球杆头的后部表面115(图1)上。振动衰减特征件可在撞

击时从高尔夫球杆头800产生更期望的声音。高尔夫球杆头800的薄面部元件111(图1)在击

打高尔夫球时可引起不期望的声音。振动衰减特征件可以减少振动，从而在由面部元件111

(图1)的撞击时产生更为期望的声音。在使用期间，通过提供更期望的噪声，振动衰减组件

可提高用户信心。振动衰减特征件还可以减小高尔夫球杆的用户在击打高尔夫球时的振动

冲击感。另外，振动衰减特征件可减少振动疲劳，以降低高尔夫球杆800和各个特征(例如，

但不限于腔部131或重量腔部135(图1))的磨损。减小的振动疲劳可以进一步降低部件(例

如，但不限于腔部131的插入件805或重量腔部135(图1)中的插入件)松动或移位的风险。减

小的振动疲劳可延长高尔夫球杆头800的性能寿命。

[0082] 如图12中所示，在另外实施方式中，振动衰减特征件可包括至少粘弹性阻尼材料

的一个层。阻尼材料可包括压敏粘弹性丙烯酸类聚合物和铝箔，形成诸如3MTM阻尼箔带2552

的阻尼箔1202。阻尼箔1202可包括胶粘剂层。在一个实施方式中，振动衰减特征件可包括至

少一个粘弹性胶粘剂层1203，粘弹性胶粘剂层1203可包括环氧胶粘剂、粘弹性泡沫胶带、

和/或诸如3MTM  VHBTM型的高强度胶带中的至少一个的不同层的组合。在一些实施方式中，

振动衰减特征件可包括粘弹性胶粘剂层1203、阻尼箔1202、和/或徽章件1201中的至少一个

的各种层的组合。

[0083] 返回图8，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振动衰减特征件可设置在诸如高尔夫球杆头800的

高尔夫球杆头的后部表面115(图1)上，后部表面115包括诸如铁钢1204的后部表面材料。在

另一实施方式中，振动衰减特征件可设置在腔部131中，或设置在高尔夫球杆头800的插入

件805上，或设置在高尔夫球杆头800的插入件805下。振动衰减特征件可位于高尔夫球杆头

800的后部表面115(图1)的各个位置中。通常，振动衰减特征件至少部分地位于在后部表面

115(图1)上的徽章件的轮廓下。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振动衰减特征件设置在整个徽章件轮

廓下。在其他实施方式中，振动衰减特征件至少部分地仅设置在徽章件轮廓的具体区域(例

如，铝或弹性体区域)下。振动衰减特征件可仅设置在徽章件轮廓的周界区域的至少部分

下。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振动衰减特征件可至少部分地设置在高尔夫球杆头800的腔部113

中。振动衰减特征件可至少部分地设置在腔部131中的插入件805上，或至少部分地设置在

腔部131中的插入件805下。在很多实施方式中，在高尔夫球杆头800上设置振动衰减特征件

会包括至少部分地在徽章件下、至少部分地在插入件805之上、至少部分地在重量腔部135

(图1)中、和/或至少部分地在腔部131中设置的箔的变化组合。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振动衰

减特征件会设置为使其覆盖后部表面115(图1)的表面面积的至少10％。在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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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振动衰减特征件可覆盖后部表面115的表面面积的至少15％、20％、25％、30％、35％、

40％、45％、50％、55％、60％、65％、70％、75％、80％、85％、90％、95％、或100％。

[0084] 具有插入件805的球杆头800还可具有从前端203延伸至底端102的均匀过渡厚度

550(图8)。均匀过渡厚度550承受在前端203与底端102之间的、指向球杆头800具有插入件

805的区域的应力。均匀过渡厚度550可在约0.20英寸至0.80英寸的范围内。例如，均匀过渡

厚度550可为约0.20英寸、约0.25英寸、约0.30英寸、约0.35英寸、约0.40英寸、约0.45英寸、

约0.50英寸、约0.55英寸、约0.60英寸、约0.65英寸、约0.70英寸、约0.75英寸、或约0.80英

寸。

[0085] 现参考下一附图，图10示出了设置高尔夫球杆头的方法1000的实施方式的流程

图。方法1000仅是示例性的，并且不局限于本文中所存在的实施方式。方法1000可在未在本

文中明确描绘或描述的、多个不同的实施方式或示例中应用。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方法1000

的动作、程序和/或过程可以以所呈现的顺序执行。在其他实施方式中，方法1000的动作、程

序和/或过程可以以任意其他适当的顺序执行。在其他实施方式中，可以组合或跳过方法

1000的动作、程序和/或过程中的一个或多个。在很多实施方式中，高尔夫球杆头可与高尔

夫球杆头100(图1和图2)、高尔夫球杆头600(图6和图7)、和/或高尔夫球杆头800(图8和图

9)相似或相同。

[0086] 方法1000可包括提供面部元件的动作1001。面部元件可与面部元件111(图1)相似

或相同。

[0087] 方法1000可包括提供加固设备的动作1002。加固设备可与加固设备112(图1)相似

或相同。图11示出了根据图10的实施方式的示例性动作1002。

[0088] 例如，动作1002可包括提供第一加固元件的动作1101。第一加固元件可与第一加

固元件121(图1)、加固元件621(图6)、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120(图1)中的任意一个加固元

件、和/或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620(图6)中的任意一个加固元件相似或相同。

[0089] 另外，动作1002可包括设置第二加固元件的动作1102。第二加固元件可与第二加

固元件641(图6)和/或一个或多个加固元件620(图6)中的任意一个加固元件相似或相同。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动作1101和动作1102可大致同时执行。在其他实施方式中，可以省略动

作1102。

[0090] 回到图10，方法1000可包括提供周界壁元件的动作1003。周界壁元件可与周界壁

元件113(图1)相似或相同。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省略动作1003。

[009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方法1000可包括在加固设备中的中心腔部中设置插入件的动

作1004，其中，加固设备为动作1002中所设置的。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以省略动作1004。

[0092] 在很多实施方式中，动作1001至动作1004中的两个或多个可顺序地执行或可彼此

大致同时地执行。在这些实施方式或其他实施方式中，动作1001至动作1004可以以任意适

当的制造技术(例如，铸造、锻造、模塑、机械加工、连接等)实施执行。

[0093] 虽然本文中已参照具体实施方式描述了一个或多个高尔夫球杆头和相关的方法，

但是可进行各种改变而不脱离本公开的精神或范围。例如，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会显

而易见的是：图10的动作1001至动作1004和图11的动作1101和动作1102可包括很多不同的

程序、过程和动作，并且可以由很多不同的模块以很多不同的顺序执行；可对图1至图4中的

任何元素进行修改；以及对这些实施方式中的一些的以上描述不一定表示对所有可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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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完整描述。

[0094] 另外，尽管以上示例可能结合铁杆型高尔夫球杆头进行描述，不过在本文中描述

的装置、方法和制品可应用于诸如木杆型高尔夫球杆或推杆型高尔夫球杆的其他类型的高

尔夫球杆中。可替代地，本文中所描述的装置、方法和制品可应用于诸如冰球杆、网球拍、钓

竿、滑雪杖等其他类型的运动装备中。

[0095] 以上描述已给出了这些变型和其他变型的附加示例。同样可设想到具有各特征中

的一个或多个的不同实施方式的其他排列。因此，本文中的说明书、权利要求和附图旨在说

明本公开的范围，而并不旨在是限制性的。本文的意图在于，本申请的范围应仅限制为由所

附权利要求所要求的程度。

[0096] 条款1：高尔夫球杆头包括顶端和与顶端相对的底端、前端和与前端相对的后端、

趾部端和与趾部端相对的跟部端、面部元件；面部元件包括面部表面和后部表面，面部表面

位于前端处，并且包括面部中心和面部周界，后部表面位于后端处并与面部表面大致相对，

后部表面包括与面部中心大致相对的后部中心和后部周界，并且加固设备位于后部表面

处；其中，x轴大致平行于面部表面延伸并与后部中心相交，y轴大致平行于面部表面延伸，

大致垂直于x轴延伸，并与后部中心相交，z轴大致垂直于面部表面延伸，大致垂直于x轴和y

轴延伸，并与后部中心相交，x轴延伸通过趾部端和跟部端，并且距离顶端与底端相等，y轴

延伸通过顶端和底端，并且距离趾部端与跟部端相等，z轴延伸通过前端和后端，并且距离

(i)趾部端与跟部端相等；以及(ii)顶端与后端相等，加固设备包括加固元件，加固元件包

括大致位于z轴处的几何中心，加固元件从后部表面朝向后端延伸并远离前端，加固元件包

括环状肋状部；以及，靠近面部中心的面部表面比靠近面部周界的面部表面更接近后部表

面。

[0097] 条款2：如条款1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面部表面包括在趾部端与跟部端之间

延伸的一个或多个刻线。

[0098] 条款3：如条款1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高尔夫球杆头包括铁杆型高尔夫球杆

头。

[0099] 条款4：如条款1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满足以下至少之一：面部中心处的后部

表面比靠近面部周界的后部表面更接近面部表面，或者从面部中心至后部中心的中心厚度

小于或等于约0.203厘米。

[0100] 条款5：如条款1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满足以下至少之一：环状肋状部关于x

轴对称，或者环状肋状部关于y轴对称。

[0101] 条款6：如条款5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环状肋状部包括椭圆形环状肋状部。

[0102] 条款7：如条款6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椭圆形环状肋状部包括圆形环状肋状

部。

[0103] 条款8：如条款1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加固元件包括外周界表面，环状肋状

部包括外周界表面和内周界表面，加固元件的外周界表面包括环状肋状部的外周界表面，

并且进行以下所列中的至少一项：加固元件的外周界表面与后部表面成圆角；或者环状肋

状部的内周界表面与后部表面成圆角。

[0104] 条款9：如条款1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环状肋状部包括内周界表面，环状肋

状部包括由内周界表面和后部表面限定的腔部，并且腔部不包括加重插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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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 条款10：如条款1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环状肋状部包括内周界表面，环状肋

状部包括由内周界表面和后部表面限定的腔部，并且腔部包括插入件。

[0106] 条款11：如条款10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插入件包括弹性体或泡沫。

[0107] 条款12：如条款10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腔部至少部分地由徽章件覆盖。

[0108] 条款13：如条款12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徽章件与插入件为一整体。

[0109] 条款14：如条款12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插入件的重量为约3克或更少。

[0110] 条款15：如条款12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插入件和徽章件的组合重量为约8

克或更少。

[0111] 条款16：如条款10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后部表面至少部分地包括设置在其

上的振动衰减特征件。

[0112] 条款17：如条款16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振动衰减特征包括阻尼箔和徽章

件，阻尼箔设置在高尔夫球杆头的后部表面上，徽章件为至少部分地覆盖高尔夫球杆头的

后部表面的徽章件或至少部分地覆盖腔部的徽章件中的至少一个。

[0113] 条款18：如条款17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阻尼箔位于徽章件与高尔夫球杆头

的后部表面或者腔部中的至少一个之间。

[0114] 条款19：如条款17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徽章件包括至少一个铝区域，并且

阻尼箔位于铝区域与高尔夫球杆头的后部表面或者腔部中的至少一个之间。

[0115] 条款20：如条款1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高尔夫球杆头还包括周界壁元件，周

界壁元件从后部表面朝向后端延伸并远离前端，周界壁元件包括第一周界壁部和第二周界

壁部，第一周界壁部在顶端处沿后部表面的周界延伸，第二周界壁部在底端处沿后部表面

的周界延伸。

[0116] 条款21：如条款16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第二周界壁部中的至少部分比靠近

面部周界的面部元件薄。

[0117] 条款22：如条款16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第二周界壁部包括重量腔部，重量

腔部配置成接纳加重插入件。

[0118] 条款23：如条款18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加重插入件的重量在约5克与约10

克之间。

[0119] 条款24：如条款16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后部表面包括第一后部表面部分和

第二后部表面部分，周界壁元件完全地围绕后部表面的周界延伸，并覆盖第一后部表面部

分，第二后部表面部分包括表面面积，并且加固元件覆盖该表面面积的至少约25％。

[0120] 条款25：如条款1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加固元件包括外周界表面，环状肋状

部包括外周界表面和内周界表面，加固元件的外周界表面包括环状肋状部的外周界表面，

并且内周界表面包括大于或等于约0.609厘米且小于或等于约1.88厘米的最大肋状部跨

度。

[0121] 条款26：如条款1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加固元件包括外周界表面，环状肋状

部包括外周界表面和内周界表面，加固元件的外周界表面包括环状肋状部的外周界表面，

并且在环状肋状部的内周界表面与环状肋状部的外周界表面之间的肋状部厚度为约

0.0508厘米至约1.448厘米。

[0122] 条款27：如条款1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环状肋状部包括肋状部高度，并且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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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部高度为约0.1778厘米至约0.3048厘米。

[0123] 条款28：如条款23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环状肋状部包括内周界表面，并且

环状肋状部的内周界表面在肋状部高度处与后部表面大体正交。

[0124] 条款29：如条款1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环状肋状部包括肋状部高度，并且肋

状部高度在环状肋状部的中部区域最大。

[0125] 条款30：如条款1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中，加固元件包括第一加固元件，环状肋

状部包括第一环状肋状部，加固设备包括第二加固元件，第二加固元件包括第二环状肋状

部，并且第二环状肋状部与第一环状肋状部大致同心。

[0126] 条款31：一种铁杆型高尔夫球杆头，包括顶端和与顶端相对的底端、前端和与前端

相对的后端、趾部端和与趾部端相对的跟部端、面部元件，面部元件包括面部表面和后部表

面，面部表面位于前端处，并且包括面部中心和面部周界，后部表面位于后端处，并与面部

表面大致相对，后部表面包括与面部中心大致相对的后部中心和后部周界，加固设备位于

后部表面处，周界壁元件(i)从后部表面朝向后端延伸并远离前端，以及(ii)完全地围绕后

部表面的周界延伸，周界壁元件包括第一周界壁部和第二周界壁部，第一周界壁部在顶端

处沿后部表面的周界延伸，第二周界壁部在底端处沿后部表面的周界延伸，其中，x轴大致

平行于面部表面延伸，并与后部中心相交，y轴大致平行于面部表面延伸，大致垂直于x轴延

伸，并与后部中心相交，z轴大致垂直于面部表面延伸，大致垂直于x轴和y轴延伸，并与后部

中心相交，x轴延伸通过趾部端和跟部端，并且距离顶端与底端相等，y轴延伸通过顶端和底

端，并且距离趾部端与跟部端相等，z轴延伸通过前端和后端，并且(i)距离趾部端与跟部端

相等和(ii)距离顶端与后端相等，加固设备包括加固元件，加固元件包括大致位于z轴处的

几何中心，加固元件从后部表面朝向后端延伸并远离前端，加固元件包括闭合的圆形环状

肋状部，高尔夫球杆头包括铁杆型高尔夫球杆头，从面部中心至后部中心的中心厚度为大

于或等于约0.203厘米，并且第二周界壁部中的至少部分比靠近面部周界的面部元件薄。

[0127] 条款32：如条款27所述的铁杆型高尔夫球杆头，其中，加固元件包括第一加固元

件，加固设备包括第二加固元件，第二加固元件包括围绕闭合的圆形环状肋状部的、闭合的

椭圆形环状肋状部，闭合的椭圆形环状肋状部与闭合的圆形环状肋状部大致同心，闭合的

椭圆形环状肋状部包括与x轴大致平行的长轴。

[0128] 条款33：一种提供高尔夫球杆头的方法，该方法包括：提供包括面部表面和后部表

面的面部元件，面部表面位于前端处，并且包括面部中心和面部周界，后部表面位于后端

处，并与面部表面大致相对，后部表面包括与面部中心大致相对的后部中心和后部周界；以

及在后部表面处提供加固设备，其中，高尔夫球杆头包括顶端和与顶端相对的底端、前端和

与前端相对的后端、以及趾部端和与趾部端相对的跟部端，x轴大致平行于面部表面延伸，

并与后部中心相交，y轴大致平行于面部表面延伸，大致垂直于x轴延伸，并与后部中心相

交，z轴大致垂直于面部表面延伸，大致垂直于x轴和y轴延伸，并与后部中心相交，x轴延伸

通过趾部端和跟部端，并且距离顶端与底端相等，y轴延伸通过顶端和底端，并且距离趾部

端与跟部端相等，z轴延伸通过前端和后端，并且(i)距离趾部端与跟部端相等和(ii)距离

顶端与后端相等，提供加固设备包括提供加固元件，加固元件包括大致位于z轴处的几何中

心，加固元件从后部表面朝向后端延伸并远离前端，加固元件包括环状肋状部，并且靠近面

部中心的面部表面比靠近面部周界的面部表面更接近后部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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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9] 条款34：如条款29所述的方法，其中，环状肋状部包括内周界表面，环状肋状部包

括由内周界表面和后部表面限定的中心腔部，并且中心腔部包括插入件。

[0130] 条款35：如条款29所述的方法，其中，加固元件包括第一加固元件，环状肋状部包

括第一环状肋状部，提供加固设备还包括提供第二加固元件，第二加固元件包括第二环状

肋状部，并且第二环状肋状部与第一环状肋状部大致同心。

[0131] 条款36：一种高尔夫球杆，包括球杆体和联接至球杆体的高尔夫球杆头，高尔夫球

杆头包括顶端和与顶端相对的底端、前端和与前端相对的后端、趾部端和与趾部端相对的

跟部端、面部元件，面部元件包括面部表面和后部表面，面部表面位于前端处并且包括面部

中心和面部周界，后部表面位于后端处并与面部表面大致相对，后部表面包括与面部中心

大致相对的后部中心和后部周界，并且加固设备位于后部表面处，其中，x轴大致平行于面

部表面延伸并与后部中心相交，y轴大致平行于面部表面延伸，大致垂直于x轴延伸，并与后

部中心相交，z轴大致垂直于面部表面延伸，大致垂直于x轴和y轴延伸，并与后部中心相交，

x轴延伸通过趾部端和跟部端，并且距离顶端与底端相等，y轴延伸通过顶端和底端，并且距

离趾部端与跟部端相等，z轴延伸通过前端和后端，并且(i)距离趾部端与跟部端相等和

(ii)距离顶端与后端相等，加固设备包括加固元件，加固元件包括大致位于z轴处的几何中

心，加固元件从后部表面朝向后端延伸并远离前端，加固元件包括环状肋状部，并且靠近面

部中心的面部表面比靠近面部周界的面部表面更接近后部表面。

[0132] 本文中所描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和相关方法可在各种实施方式中实施，并且以上对

这些实施方式中的一些的描述不一定表示对所有可能实施方式的完整说明。而对附图的详

细说明以及附图本身公开了至少一个优选实施方式，并且可公开替代实施方式。

[0133] 对一个或者多个所要求保护的元素的替换构成了重建而不是修补。另外，已经关

于具体实施方式描述了益处、其他优点、以及问题的解决方案。然而，不应将益处、优点、问

题的解决方案、以及可能带来任何益处、优点、问题的解决方案或使任何益处、优点、问题的

解决方案变得更加明显的任何一个或多个元素理解为所有权利要求或任何权利要求的关

键的、需要的、或者不可少的特征或元素，除非该益处、优点、解决方案、或元素在该权利要

求中有清楚说明。

[0134] 因为高尔夫球的规则可能随时变化(例如，诸如美国高尔夫球协会(the  United 

States  Golf  Association，USGA)、圣安德鲁皇家古典高尔夫球俱乐部(the  Royal  and 

Ancient  Golf  Club  of  St.Andrews，R&A)等的高尔夫球标准组织和/或理事机构可能采用

新的规则或者取消或修改旧的规则)，与本文中描述的装置、方法和制品有关的高尔夫球装

备在任意具体时间可符合或不符合高尔夫球规则。因此，与本文中描述的装置、方法和制品

有关的高尔夫球装备可以作为符合或不符合高尔夫球设备来打广告、发售和/或销售。本文

中描述的装置、方法和制品在这方面不受限制。

[0135] 另外，如果本文中公开的实施方式和/或限制：(1)在权利要求中没有清楚地要求

保护；以及(2)在等同原则下是或可能是权利要求中的清楚的元素和/或限制的等同，那么

这些公开的实施方式和/或限制并不根据贡献原则贡献给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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