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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尔夫球杆头，包括主体，该主体具有

顶线和相对的底部。主体包括：击打面，该击打面

在顶线和底部之间延伸；和后表面，该后表面与

击打面成相对的关系。底部本体最接近后表面并

且至少部分地沿着底部延伸。外周凸缘至少部分

地绕着后表面延伸，并且具有相对于后表面的凸

缘高度HF。桁架从后表面突出并且包括至少第一

桁架臂，该第一桁架臂具有相对于后表面的第一

桁架臂高度HT1，其中，HF和HT1之间的差值小于大

约0.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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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尔夫球杆头，包含：主体，所述主体具有：顶线；与所述顶线相对的底部；跟部

分；以及与所述跟部分相对的趾部分，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体包括：

击打面，所述击打面在所述顶线和所述底部之间延伸；

底部主体，所述底部主体包含所述底部且所述底部主体限定底部倾斜部；

后表面，所述后表面与所述击打面成相对的关系；

外周凸缘，所述外周凸缘至少部分地沿着所述后表面延伸，所述外周凸缘具有外凸缘

表面，该外凸缘表面具有相对于所述后表面的凸缘高度HF；

桁架，所述桁架从所述后表面突出并且包括第一桁架臂和第二桁架臂，所述第一桁架

臂具有相对于所述后表面的第一桁架臂高度HT1和第一桁架臂表面，所述第二桁架臂具有相

对于所述后表面的第二桁架臂高度HT2和第二桁架臂表面，所述第一桁架臂和所述第二桁架

臂将所述后表面分离成与所述跟部分接近的第一区域、与所述趾部分接近的第二区域、以

及位于所述第一区域和所述第二区域之间的第三区域，所述第三区域包含阶梯部；和

桁架脊，所述桁架脊沿着所述底部倾斜部而在所述跟部分和所述趾部分之间延伸，所

述桁架脊包含外桁架脊表面，

其中，所述凸缘高度HF和所述第一桁架臂高度HT1不同且两者之间的差小于0.25mm、所

述凸缘高度HF和所述第二桁架臂高度HT2不同且两者之间的差小于0.25mm。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外凸缘表面通过导槽与

所述第一桁架臂和所述第二桁架臂分开。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特征在于，其中：

所述后表面包含后表面表面粗糙度；并且

所述外凸缘表面、所述第一桁架臂表面和所述第二桁架臂表面中的每一个包含另一个

表面粗糙度，所述另一个表面粗糙度不同于所述后表面表面粗糙度，使得所述外凸缘表面、

所述第一桁架臂表面和所述第二桁架臂表面比所述后表面表面粗糙度更光滑。

4.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特征在于，其中：

所述后表面包含一个光反射值；并且

所述外凸缘表面、所述第一桁架臂表面和所述第二桁架臂表面中的每一个包含光反射

值，该光反射值不同于所述后表面的光反射值，使得所述外凸缘表面、所述第一桁架臂表面

和所述第二桁架臂表面比所述后表面的反射性更强。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桁架臂和所述第二桁架臂

中的每一个整体地连接到所述桁架脊。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第一桁架臂和所述第二

桁架臂从所述桁架脊的公共侧延伸。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外凸缘表面通过间隔的

一对导槽与所述外桁架脊表面分开。

8.如权利要求5至7中的任一项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特征在于，其中：

所述后表面具有第一表面粗糙度；

所述底部倾斜部具有与所述第一表面粗糙度不同的第二表面粗糙度，使得所述底部倾

斜部的粗糙度小于所述后表面的粗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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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外凸缘表面、所述第一桁架臂表面、所述第二桁架臂表面和所述外桁架脊表面中

的每一个具有不同于所述第一表面粗糙度和所述第二表面粗糙度的第三表面粗糙度，使得

所述外凸缘表面、所述第一桁架臂表面、所述第二桁架臂表面以及所述外桁架脊表面中的

每一个的粗糙度都小于所述底部倾斜部的粗糙度。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尔夫球杆头，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高尔夫球杆头是铁型高

尔夫球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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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高尔夫球杆头的改进桁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主要涉及一种高尔夫球杆，并且特别地，涉及一种高尔夫球杆头，该高尔夫

球杆头包括独特的构造布置的桁架和外周凸缘，桁架和外周凸缘相对于彼此布置以改进精

整加工操作，使用这种精整加工操作，来例如平滑或抛光所有桁架和外周凸缘至相似的程

度。

背景技术

[0002] 高尔夫球杆设计主要由实现高尔夫球杆的物理性能增加的期望而推动。例如，高

尔夫球杆可以特别地被构造成实现较大的距离，高容错性，或者实现当高尔夫球撞击时的

特别的共振以产生更加期望的“触感”和声音。

[0003] 除了高尔夫球杆增加的物理性能，球杆的外观或者美感也是影响总体设计的因

素。当高尔夫球手对他们的设备感到自信时高尔夫球手更有可能更好地发挥，并且因此，设

计者力求创造出不仅能够实现增加的物理性能，而且也产生给高尔夫球手提供自信的吸引

人的外观。

[0004] 已经结合到许多高尔夫球杆头(尤其是楔型和铁型)以改进它们的物理性能的一

个结构部件是桁架，当与高尔夫球撞击时该桁架可以在杆头上具有振动阻尼效应。图1、1A

和1B显示了现有技术的高尔夫球杆头10。杆头10大致包括：击打面12；后表面14，该后表面

14配置成与击打面12相反的关系；杆身容纳插口15，该杆身容纳插口15从击打面12的跟端

11突出；和外周凸缘16，该外周凸缘16至少部分地包围后表面14并且限定外表面36。外周凸

缘16的相对端过渡至杆头12的下本体18。下本体18定义底部分20和倾斜后表面22。从底部

分20开始的倾斜后表面22至少部分地限定一个或者多个凹部24。如图1所示，如在杆头设计

中是通用的，凹部24容纳插入部25，插入部25可以包括商标或者其他标记。

[0005] 杆头10另外包括桁架26，该桁架26形成在杆头10的后表面14的规定部分并且沿着

杆头10的后表面14的规定部分延伸。桁架26具体地被构造成实现期望的物理性能增加特

性，例如，振动阻尼，而不用放弃杆头10的其他具体地被调整的结构特性，诸如，质量分布、

重心等等。桁架26大致包括基部部件28和一个或者多个臂部件30、32，该一个或者多个臂部

件30、32从基部部件28的公共侧以彼此分离的关系延伸。凹部24位于基部部件28和下本体

18之间，并且凹部24由它们中的每一个部分地限定。

[0006] 桁架26具有相对于后表面14的桁架高度TH，和桁架宽度TW，桁架宽度TW大致由在上

或外表面34上桁架26的基部和臂部件28、30、32中的每一个的相对的纵向边缘之间的距离

限定。此外，外周凸缘16具有相对于后表面14的凸缘高度FH。在一个特别的现有技术杆头10

中，桁架高度TH大约是0.92mm，桁架宽度TW大约是2mm，并且凸缘高度FH大约是1.2mm。在这方

面，因为桁架高度TH小于凸缘高度FH，桁架26相对于外周凸缘16凹陷。

[0007] 在形成杆头10的最后步骤中的一个生成期望的表面纹理方案，该方案提高杆头10

的总体外观。表面纹理方案可以包括在杆头10的离散区域上的几个不同的表面纹理，这在

杆头10上产生不同的反射面。表面纹理可以通过对杆头10的不同的区域喷射和抛光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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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抛光可能需要使用抛光轮，抛光轮接触杆头10的规定表面以产生与期望的表面纹理关

联的特别的表面精整度。

[0008] 与抛光杆头10关联的一个特别的局限性是抛光轮仅仅能够有效地抛光杆头10的

最外表面。换句话说，凹陷或者位于邻近表面下方的表面一般不能容易地接触抛光轮，并且

因此，这些表面一般被喷砂，这产生具有高于被抛光表面的表面粗糙度的表面。

[0009] 如上所述，在传统的杆头中，诸如杆头10，桁架26的外表面34位于杆头10上的邻近

表面的下方。如在图1A和1B中更详细的图解，桁架26的外表面34存在在外周凸缘16的邻近

外表面36的下方并且以偏移量“O”偏离外周凸缘16的邻近外表面36，其中偏移量O等于凸缘

高度FH和桁架高度TH之间的差值。因此，如果凸缘高度FH等于1.2mm并且桁架高度TH等于

0.92mm，则偏移量O等于0.28mm，该偏移量O是足够大以防止抛光轮到达桁架26，尤其是桁架

26的外表面34。

[0010] 此外，倾斜后表面22时常在桁架26的一部分上延伸(即，基部部分28)，这个部分由

图1A和1B中的参考数字35标识。在这方面，杆头10包括在倾斜表面22和后表面14之间的两

个“阶梯”，其中“第一阶梯”在倾斜表面22和桁架26之间，并且“第二阶梯”在桁架26和后表

面14之间。桁架外表面34的凹陷特征有效地防止抛光轮容易接触或者接合桁架外表面34。

因此，桁架26典型地经由喷射时常具有杆头10的后表面14的纹理，这导致无趣的外观，桁架

26因此仅仅融入杆头10的后表面14。

[0011] 考虑到上述技术上的缺陷，杆头需要一种桁架，该桁架被特殊地构造并且适于能

够抛光桁架从而与在下方的后表面产生对比以使桁架具有视觉上更引人注目的外观。

发明内容

[0012] 本公开的各种方面指向具有桁架的杆头，桁架限定外桁架表面，外桁架表面中的

至少一部分可以与邻近的外周凸缘的外凸缘表面大致共面。在这方面，外桁架表面没有在

外凸缘表面的下方显著地凹陷或者呈阶梯状，这允许外桁架表面沿着外凸缘表面使用传统

的抛光轮被抛光。因此，外桁架表面可以具有相对于在下方的后表面的被抛光的精整度，这

提供引人注目的视觉对比和期望的美学外观而不用放弃杆头的物理性能。

[0013] 根据一个实施例，提供一种高尔夫球杆头，该高尔夫球杆头包含：主体，主体具有：

顶线；与顶线相对的底部；跟部分；以及与跟部分相对的趾部分。主体包括：击打面，击打面

在顶线和底部之间延伸；底部主体，底部主体包含底部且底部主体限定底部倾斜部；后表

面，后表面与击打面成相对的关系；外周凸缘，外周凸缘至少部分地沿着后表面延伸，外周

凸缘具有外凸缘表面，该外凸缘表面具有相对于后表面的凸缘高度HF；桁架，桁架从后表面

突出并且包括第一桁架臂和第二桁架臂，第一桁架臂具有相对于后表面的第一桁架臂高度

HT1和第一桁架臂表面，第二桁架臂具有相对于后表面的第二桁架臂高度HT2和第二桁架臂

表面，第一桁架臂和第二桁架臂将后表面分离成与跟部分接近的第一区域、与趾部分接近

的第二区域、以及位于第一区域和第二区域之间的第三区域，第三区域包含阶梯部；和桁架

脊，桁架脊沿着底部倾斜部而在跟部分和趾部分之间延伸，桁架脊包含外桁架脊表面，其

中，所述凸缘高度HF和所述第一桁架臂高度HT1不同且两者之间的差小于0.25mm、所述凸缘

高度HF和所述第二桁架臂高度HT2不同且两者之间的差小于0.25mm。

[0014] 外凸缘表面可以分别通过一对导槽的一个与第一和第二桁架臂表面中的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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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

[0015] 后表面可以具有一个表面粗糙度，并且外凸缘表面、第一和第二桁架臂表面中的

每一个可以具有不同于后表面的表面粗糙度的另一个表面粗糙度，使得外凸缘表面、第一

和第二桁架臂表面比后表面光滑。

[0016] 后表面可以具有一个光反射值，并且外凸缘表面、第一和第二桁架臂表面中的每

一个可以具有不同于后表面的光反射值的另一个光反射值，使得外凸缘表面和第一和第二

桁架臂表面比后表面的反射性更强。

[0017] 第一和第二桁架臂中的每一个可以整体地连接到桁架脊。第一和第二桁架臂可以

从桁架脊的公共侧延伸。

[0018] 外凸缘表面可以通过间隔的一对导槽与外桁架脊表面分开。

[0019] 底部本体限定底部倾斜部，该底部倾斜部沿着外桁架脊表面延伸并且通过导槽与

外桁架脊表面分开。后表面可以具有第一表面粗糙度，底部倾斜部具有与第一表面粗糙度

不同的第二表面粗糙度，使得底部倾斜部的粗糙度小于后表面的粗糙度。外凸缘表面、第一

和第二桁架臂表面和外桁架脊表面中的每一个可以具有不同于第一表面粗糙度和第二表

面粗糙度的第三表面粗糙度，使得外凸缘表面、第一桁架臂表面和第二桁架臂表面以及外

桁架脊表面中的每一个的粗糙度都小于底部倾斜部的粗糙度。

[0020] 根据另一个实施例，提供有高尔夫球杆头，该高尔夫球杆头包括具有顶线和相对

的底部的主体。主体包括：击打面和后表面，后表面与击打面成相对的关系。主体进一步包

含桁架，该桁架限定外桁架表面并且将后表面分隔成至少两个表面区域。两个表面区域中

的每一个包含一个表面粗糙度，并且外桁架表面包含不同于两个表面区域的表面粗糙度的

另一个表面粗糙度，使得外桁架表面比两个表面区域更光滑。

[0021] 如上所述的各个示范性的方面可以单独地或者以不同组合实现。通过下面的说

明，并结合以示意性实例的方式显示的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的附图时，本发明的上述和其

他的目的、特点和优点变得更加地清楚。

附图说明

[0022] 如下所述的附图只是用于说明而不是用于以任何方式限制本发明的范围。现将参

考附图描述示范性的实施例，其中：

[0023] 图1是示范性的、现有技术的铁型或者楔型杆头的后视图；

[0024] 图1A是沿着轴线1A-1A的、图1描绘的现有技术的杆头的截面图；

[0025] 图1B是沿着轴线1B-1B的、图1描绘的现有技术的杆头的截面图；

[0026] 图2是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构造的示范性的铁型或者楔型杆头的后视图；

[0027] 图2A是沿着轴线2A-2A的、图2描绘的杆头的截面图；

[0028] 图2B是沿着轴线2B-2B的、图2描绘的杆头的截面图；

[0029] 图3是当被抛光轮抛光时，图2、2A、2B所示的杆头的立体图；

[0030] 在所有附图中使用共同的参考符号并且该共同的参考符号是表示类似的元件的

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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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1] 现在参考附图，其中这些图示只是为了示意本发明的各个方面，而不是为了限制

本发明的各个方面，图2、2A和2B描绘了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构造的高尔夫球杆头110。在本

公开的一个或多个方面中，如图2、2A和2B中的实例所描绘的，高尔夫球杆头110是一般特征

类型为“铁型”或者“楔型”的高尔夫球杆的头部。铁型杆经常被编号为，例如，2号铁杆至9号

铁杆，较大的数字对应较高的杆面倾角。楔型杆根据杆面倾角，即，楔型杆的击打面的倾斜

角度，常常被分类为“劈起杆”、“中继挖起杆”“沙坑杆”“高抛挖起杆”，该倾斜角度一般在

46°至64°的范围内。然而，如上所指出，本领域中的一些普通技术人员将认识到：如以下将

详细描述的本公开的原理，可以适用于其他类型的高尔夫球杆头，包括铁杆、混合球杆、木

杆、推杆等等。

[0032] 高尔夫球杆头110包括主体112。当从图2、2A和2B所示的视角看时，主体112包括：

顶部分114，该顶部分114限定顶线115；和底部分116，该底部分116大致与顶部分114相对并

且限定底部117。主体112还包括：跟部分118；趾部分120，该趾部分120大致与跟部分118相

对；击打面122；和后表面124，该后表面124大致与击打面相对。更进一步地，主体112包括插

口125，如图2、2A和2B所示，插口125通常位于顶部分114最接近击打面122的跟侧。插口125

用于促进球杆杆身(图中未示)附接到高尔夫球杆头110。

[0033] 在高尔夫球杆头110中，主体112一般地主要由金属材料，例如，不锈钢、钛，或者其

他金属和它们的合金制成。更详细地，预期到至少主体112可以由具有大于或者等于大约

10％的伸长率的金属材料制成从而促进主体112通过锻造、弯曲、按压、冲压或者其他类似

的适用技术形成。在此采用的短语“大于或等于”和“不小于”可以互换使用。类似地，短语

“小于或等于”和“不大于”可以互换使用。

[0034] 对于铁型和楔型高尔夫球杆，典型地，击打面122一般是平面的或者平坦的，并且

适用于击打高尔夫球。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将认识到：根据球杆类型，击打面122尽管被描述

成大致平面，但是可以具有某种程度的凸起和/或卷起。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将进一步认识

到：如图2、2A和2B所示的击打面122的具体形状和轮廓和杆头110一般仅仅是示范性的，并

且在不脱离本公开的主旨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选择性地改变。按此方式，如图2、2A和2B所

示的主体112的顶、底、跟和趾部分114、116、118、120的具体形状和轮廓也仅仅是示范性的，

并且在不脱离本公开的主旨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选择性地改变。

[0035] 根据一个实施，杆头110包括多个凹槽128，多个凹槽128从击打面122延伸到杆头

110中。示范性的凹槽128大致彼此平行并且当杆头在“基准位置”时可以在水平方向上延

伸。在图2、2A和2B中，高尔夫球杆头110是按照位于“基准位置”描绘的。当高尔夫球杆头110

在基准位置时，插口轴线130定位成相对于水平地平面132的杆头倾角α为大约60°。除非另

有陈述，在此所有的参数是高尔夫球杆头110在基准位置时指定的。

[0036] 杆头110被独特地构造成当击打高尔夫球时提供增加的性能和触感。后表面124布

置成与击打面122大致相对的关系并且大致是平面的并且平行于击打面122。在示范性的实

施例中，后表面124可以包括：第一部分134；第二部分136，该第二部分136可以相对于第一

部分134凹陷进杆头110；和阶梯部分138，该阶梯部分138在第一部分134和第二部分136之

间延伸并且连接第一部分134和第二部分136。在完成的杆头110中，后表面124可以被精整

加工为第一表面粗糙度值，以下将更加详细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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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杆头110包括几个最接近后表面124的部件以实现规定的性能特性。从底部117沿

着后表面124移动到顶线115，杆头110包括：底部本体140、桁架142和外周凸缘144。底部本

体140，有时候被称为楔型或者铁型高尔夫球杆头的“肌肉”，底部本体140可以限制至少杆

头110的底部117的一部分，在跟部分118和趾部分120之间延伸。底部本体140的外表面限定

底部磨削部148和底部倾斜部150，底部磨削部148和底部倾斜部150由脊146彼此分隔。底部

磨削部148具有大致弧形构造，同时底部倾斜部150是大致平面的。脊146在底部磨削部148

和底部倾斜部150之间、跟部分118和趾部分120之间延伸。在完成的杆头110中，底部磨削部

148和底部倾斜部150可以都具有第二表面粗糙度值，该第二表面粗糙度值小于与后表面

124相关的第一表面粗糙度值。更加特殊地，底部磨削部148和底部倾斜部150可以比后表面

124光滑。

[0038] 外周凸缘144从后表面124延伸，远离击打面122并且在跟部分118和趾部分120之

间沿着杆头110的顶线115延伸。外周凸缘144限定外凸缘表面152。外周凸缘144具有相对于

后表面124的凸缘高度HF。从图2A和2B看，凸缘高度HF在外周凸缘144的外凸缘表面152和后

表面124的第一部分134之间测量的。凸缘高度HF可以根据可接受的公差范围在凸缘高度最

小值HFmin和凸缘高度最大值HFmax之间变化。根据一个实施例，凸缘高度HF等于大约1.8mm。外

周凸缘144也具有由外凸缘边缘154和内凸缘边缘156之间的距离限定的凸缘厚度TF。换言

之，凸缘厚度TF一般能够以外周凸缘144的外凸缘表面152在外和内凸缘边缘154、156之间

延伸的宽度为特征。在示范性的实施例中，凸缘厚度TF沿着外周凸缘144的长度可以是大致

均匀的；在其他的实施例中，然而，凸缘厚度TF可以沿着外周凸缘144的周边逐点地变化。在

完成的杆头10中，外凸缘表面152可以被精整加工成具有第三表面粗糙度值，第三表面粗糙

度值可以不同于分别与后表面124和底部本体140相关的第一和第二表面粗糙度值。在这方

面，外凸缘表面152可以比底部本体140的底部磨削部148和底部倾斜部150，与后表面124的

第一、第二和阶梯部分134、136、138更光滑。

[0039] 杆头110进一步包括上述桁架142，桁架142相对于后表面124向外突出。如以下将

更详细地描述，桁架142的一部分可以生成外周凸缘144的相对端中的每一个和底部本体

140之间的过渡。桁架142被构造成给击打面122提供结构支撑从而当杆头110击打高尔夫球

时，由这种冲击导致的振动被减缓以提供期望的触感和声音。以下将更详细地讨论，在完成

的杆头110中，桁架142的规定表面和外凸缘表面152可以通过抛光操作被精整加工以具有

大致相同的表面粗糙度(即，第三表面粗糙度值)并且由此具有大致相同的外观。

[0040] 根据一个实施例，现在具体地参考图2，桁架142可以包含桁架脊162，该桁架脊162

大致沿着其底部本体140在杆头110的跟部分118和趾部分120之间延伸。如图示的桁架脊

162本身包含：桁架跟部件164；桁架趾部件166；和桁架凹部部件168，该桁架凹部部件168在

桁架趾部件166和桁架跟部件164之间延伸并且连接桁架趾部件166和桁架跟部件164。桁架

142进一步包含一个或多个，例如一对桁架臂158、160，一对桁架臂158、160可以整体地连接

桁架脊162的公共侧并且从桁架脊162的公共侧突出，桁架臂158、160中的每一个的末端延

伸至外周凸缘144的内凸缘边缘156。

[0041] 在图2、2A和2B所示的桁架142的示范性的实施例中，一对桁架臂158、160沿着后表

面124延伸并且将后表面124分成三个隔开的后表面区域170、172、174。第一后表面区域170

位于邻近杆头110的跟部分118的位置并且由第一桁架臂158、桁架跟部件164和外周凸缘

说　明　书 5/8 页

8

CN 105268168 B

8



144的跟部件限制，第一后表面区域170可以由第一部分134单独地限定。第二表面区域172

由两个桁架臂158、160、桁架凹部部件168和外周凸缘144的中间部件限制，第二表面区域

172由第二部分136和第一部分134的至少一部分限定。第三表面区域174位于接近杆头110

的趾部分120的位置并且由第二桁架臂160、桁架趾部件166和外周凸缘144的趾部件限制，

第三表面区域174可以由第一部分134单独地限定。

[0042] 桁架臂158限定外桁架臂表面176，并且桁架臂160限定外桁架臂表面178。桁架脊

162限定外桁架脊表面180，外桁架脊表面180横跨跟部、趾部和凹部部件164、166、168。外桁

架脊表面180优选地大致与由底部本体140限定的底部倾斜部150齐平或者共面。然而，杆头

110可以优选地包括形成在其中的细长的凹槽或者导槽182，凹槽或者导槽182沿着桁架脊

162的轮廓并且在外桁架脊表面180和底部倾斜部150之间产生视觉上的分界线。根据外桁

架脊表面180和底部倾斜部150之间的共面关系，仅仅一个“阶梯”被限定在底部本体140与

后表面124的第一和第二部分134、136中的每一个之间，这个阶梯由桁架142的桁架脊162限

定。更详细地，桁架脊162的桁架跟部件164在第一表面区域170限定后表面124的第一部分

134和底部倾斜部150之间的一个阶梯，同时桁架脊162的桁架趾部件166在第三表面区域

174限定后表面124的第一部分134和底部倾斜部150之间的一个阶梯。桁架脊162的桁架凹

部部件168在第三区域172限定后表面124的第二部分136和底部倾斜部150之间的一个阶

梯。

[0043] 桁架脊162的桁架跟部部件164生成外周凸缘144的一端和底部本体140之间的过

渡，同时桁架脊162的桁架趾部部件166生成外周凸缘144的相对端和底部本体140之间的过

渡。按此方式，杆头110进一步优选地包括形成在其中的凹槽或者导槽188，凹槽或者导槽

188在外凸缘表面152和由桁架脊162的桁架跟部部件164限定的外桁架脊表面180之间产生

视觉上的分界线。凹槽或者导槽190也形成在杆头110中，并且在外凸缘表面152和由桁架脊

162的桁架趾部件166限定的外桁架脊表面180之间产生视觉上的分界线。以类似的方式，杆

头110也优选地包括形成在其中的凹槽或者导槽184以及凹槽或者导槽186，凹槽或者导槽

184在桁架臂158的外桁架臂表面176和外凸缘表面152之间产生视觉上的分界线，凹槽或者

导槽186在桁架臂160的外桁架臂表面178和外凸缘表面152之间产生视觉上的分界线。

[0044] 在杆头110中，桁架臂158具有在后表面124的外桁架臂表面176和第一部分134之

间测量的桁架臂高度HT1。类似地，桁架臂160具有在外桁架臂表面178和后表面124的第一部

分134之间测量的桁架臂高度HT2。桁架臂高度HT1和HT2可以根据可接受的公差在各自的桁架

高度最大值HT-MAX和桁架高度最小值HT-MIN之间改变。此外，外桁架臂表面176、178都具有由

其相对的边缘之间的距离限定的规定桁架宽度WT。

[0045] 根据一个实施例，桁架宽度WT等于大约3.3mm并且桁架臂高度HT1和HT2等于大约

1.8mm，桁架宽度WT大致等于外周凸缘高度HF。以下将更详细地描述，外桁架臂表面176、178

和外凸缘表面152之间的大致共面关系允许使用抛光轮192(参见图3)抛光外桁架臂表面

176、178。理解到外桁架臂表面176、178和外凸缘表面152可以稍微地偏离彼此；然后，任何

偏离将是最小限度的并且允许传统的抛光轮192有效地同时接合外凸缘表面152和外桁架

臂表面176、178以抛光那些表面152、176、178至规定的精整度或者表面粗糙度。

[0046] 根据一个实施例，杆头110进一步包括凹部194，该凹部194延伸进杆头110的规定

部分。凹部194由后表面124的凹陷第二部分136和阶梯部分138结合桁架脊162的桁架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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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168共同限定。插入部(图中未示)可以放置在凹部194内以改变杆头110的重量分布和

重心以调整杆头110的性能和/或提供商标标记。

[0047] 鉴于杆头110的基本结构特征已经在上文中描述了，以下讨论将集中于杆头110的

一个示范性的精整加工工序，特别地集中于产生期望的纹理方案，该纹理方案为在杆头110

的规定区域上具有规定的表面粗糙度值。杆头110可以被铸造或者锻造以包括如上所述的

结构属性。在铸造或者锻造之后，杆头110的后表面124被形貌修饰(texture)为具有第一表

面粗糙度值。后表面124可以通过用钢粒和玻璃珠喷射后表面124而被形貌修饰，尽管本领

域的技术人员已知的其他形貌修饰技术也可以被使用。

[0048] 在后表面124已经被形貌修饰之后，杆头110的剩余最外层表面使用抛光轮192被

抛光。特别地，抛光轮192在击打面122、底部117、底部本体140的底部磨削部148和底部倾斜

部150、桁架142和外周凸缘144上被使用。更详细地，尽管抛光轮192能够接合并且抛光外凸

缘表面152、外桁架臂表面176、178和外桁架脊表面180，但是一般不能接触外周凸缘144的

内凸缘边缘156，或者桁架142的任何侧表面和特别的桁架臂和脊158、160、162的侧表面。如

上所述，除了抛光轮192接合外桁架脊表面180之外，外凸缘表面152和桁架臂158、160的外

桁架臂表面176、178之间的大致共面关系允许抛光轮192有效地与外凸缘表面152和构架桁

架臂158、160的外桁架臂表面176、178接合。如果外凸缘表面152和外桁架臂表面176、178之

间存在微小的偏移，抛光步骤可以通过减少桁架臂高度HT1、HT2中的较大的一个或者外围凸

缘高度HF而减少偏移。外凸缘表面152、外桁架臂表面176、178和外桁架脊表面180都优选地

被抛光到上述第三表面粗糙度值，第三表面粗糙度值优选地小于与后表面124关联的第一

表面粗糙度值。

[0049] 在使用抛光轮192完成抛光过程之后，形貌修饰过程进一步包括形貌修饰底部磨

削部148和底部倾斜部150到第二表面粗糙度值，第二表面粗糙度值小于与后表面124关联

的第一表面粗糙度值，但是大于与外凸缘表面152、外桁架臂表面176、178和外桁架脊表面

180关联的第三表面粗糙度。在遮蔽杆头110除了底部磨削部148和底部倾斜部150的区域之

后，未遮蔽的底部磨削部148和底部倾斜部150通过用玻璃珠进行喷砂而被形貌修饰以使其

具有第二表面粗糙度值，底部磨削部148和底部倾斜部150先前已经被喷砂或者抛光从而具

有第一和第三表面粗糙度值。

[0050] 在杆头110被形貌修饰之后，形成在杆头110的各种部分的不同表面粗糙度值产生

不同的光反射特性，同时具有第三表面粗糙度值的表面是高反射，具有第一表面粗糙度值

的表面是最少反射，具有第二表面粗糙度值的表面具有中间反射特性。外凸缘表面152、外

桁架臂表面176、178和外桁架脊表面180的高反射本质产生独特的美感属性，特别地由于这

些表面与低反射的表面产生对比。增强这些美感属性的是导槽182、184、186、188、190，特别

是导槽182，该导槽182使第三表面粗糙度值的高反射外桁架脊表面180与第二表面粗糙度

值的低反射的底部倾斜部150分开。容易领会到，外凸缘表面152、外桁架臂表面176、178和

外桁架脊表面180不需要总是具有相同的表面粗糙度或者相同程度的反射率。也将领会到，

球杆的其他表面，即，反射性的底部倾斜部150、底部磨削部148和后表面124不需要具有同

样的粗糙度和相同程度的反射率。但是在优选的实施例中，外凸缘表面152、外桁架表面

176、178和外桁架脊表面180的各个表面粗糙度可以都比邻近表面，即，底部倾斜部150、后

表面124等等表面的各个表面粗糙度更光滑和/或反射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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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该公开提供本发明的示范性的实施例。本发明的范围并不由这些示范性的实施例

限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鉴于本发明实施诸如结构、尺寸、材料的类型和制造过程的各

种变化，无论这些是否说明书明文记载的或者说明书隐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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