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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羽毛球用人工羽毛，其排列为圆环状地

植设于羽毛球的基部，具备：羽部；以及羽轴部，

羽轴部轴向的一端固定至所述基部，且羽轴部支

撑设置于其另一端侧的所述羽部，所述羽轴部形

成有贯穿该羽部的孔，所述羽部的第一区域的空

隙率小于所述羽部的第二区域的空隙率，其中，

所述羽部的第一区域为，从所述轴向的所述一端

侧的边缘到比所述轴向上的中心更靠所述一端

侧的规定位置为止的区域，所述羽部的第二区域

为，从所述规定位置到所述轴向的所述另一端侧

的边缘为止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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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羽毛球用人工羽毛，其排列为圆环状地植设于羽毛球的基部，其特征在于，具

备：

羽部；以及

羽轴部，其轴向的一端固定至所述基部，且其支撑设置于另一端侧的所述羽部，

所述羽部形成有多个贯穿该羽部的孔，

所述羽部的第一区域的空隙率小于所述羽部的第二区域的空隙率，其中，所述羽部的

所述第一区域为，从所述轴向的所述一端侧的边缘到比所述轴向上的中心更靠所述一端侧

的规定位置为止的区域，所述羽部的所述第二区域为，从所述规定位置到所述轴向的所述

另一端侧的边缘为止的区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羽毛球用人工羽毛，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区域的空隙率为0％。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羽毛球用人工羽毛，其特征在于，

所述规定位置是所述羽毛球飞行时所述羽部的一面与另一面之间的压力差为最大的

位置。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意一项所述的羽毛球用人工羽毛，其特征在于，

所述孔形成有多个，

从所述羽部的所述一端侧的边缘到所述规定位置为止的长度，大于相邻的所述孔之间

的间隔。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意一项所述的羽毛球用人工羽毛，其特征在于，

所述孔为长孔。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中任意一项所述的羽毛球用人工羽毛，其特征在于，

整个所述羽部的整体的空隙率为5％以上而低于30％。

7.一种羽毛球，其使用根据权利要求1至6中任意一项所述的羽毛球用人工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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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球用人工羽毛及羽毛球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羽毛球用人工羽毛及羽毛球。

背景技术

[0002] 羽毛球运动中使用的羽毛球包括使用水鸟羽毛(天然羽毛)作为其羽毛的羽毛球、

以及使用由尼龙树脂等人工制成的人工羽毛作为其羽毛的羽毛球(人工羽毛球)。

[0003] 众所周知，天然羽毛球使用约16根鹅或鸭等的天然羽毛，其结构是将每根羽毛的

羽轴末端植设于由覆盖有外皮的软木等构成的半球状的台部(基部)中。天然羽毛球中使用

的羽毛比重小，重量极轻。另外，羽毛的羽轴的刚性高。因此，天然羽毛球能够获得独特的飞

行性能和舒适的击球感。

[0004] 另一方面，作为人工羽毛球，具备一体成型为环状的树脂制成的羽毛的羽毛球是

人们所熟知的，但是，由于这种人工羽毛球的羽毛无法像天然羽毛球那样羽毛一根一根地

独立活动，因而难以获得与天然羽毛球同样的飞行性能。

[0005] 因此，如以下专利文献1中记载的，有人提出了一种模仿羽毛的人工羽毛。即，提出

了一种具有人工羽毛的人工羽毛球，所述人工羽毛具备羽部和支撑羽部的羽轴部。

[0006] 专利文献1：日本特开2012-24157号公报

发明要解决的课题

[0007] 在使用模仿羽毛的人工羽毛的人工羽毛球的情况下，如果要使人工羽毛的重量与

天然羽毛相匹配，则会由于刚性不足而导致耐用性降低。另外，如果要使人工羽毛的刚性与

天然羽毛球相匹配，则重量将变重，飞行性能降低。即使在重量与刚性之间取得平衡，人工

羽毛仍由于与天然羽毛相比刚性更低、重量更重而使得飞行性能较差。

[0008] 本发明就是鉴于上述情况做出的，其目的在于实现飞行性能的提高。

发明内容

[0009] 用于达到上述目的的主要发明为一种羽毛球用人工羽毛，其排列为圆环状地植设

于羽毛球的基部，其特征在于，具备：羽部；以及羽轴部，羽轴部的轴向的一端固定至所述基

部，且羽轴部支撑设置于其另一端侧的所述羽部，所述羽部形成有多个贯穿该羽部的孔，所

述羽部的第一区域的空隙率小于所述羽部的第二区域的空隙率，其中，所述羽部的所述第

一区域为，从所述轴向的所述一端侧的边缘到比所述轴向上的中心更靠所述一端侧的规定

位置为止的区域，所述羽部的所述第二区域为，从所述规定位置到所述轴向的所述另一端

侧的边缘为止的区域。

[0010] 本发明的其他特征将通过本说明书及附图的记载而得以明确。

发明的效果

[0011] 根据本发明的羽毛球用人工羽毛，能够实现飞行性能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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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从基部一侧看到的人工羽毛球的立体图。

图2是从人工羽毛一侧看到的人工羽毛的立体图。

图3是人工羽毛的立体图。

图4是从里侧观察人工羽毛的图。

图5是有关人工羽毛球的空气动力特性的概略说明图。

图6是关于人工羽毛球飞行时人工羽毛受到的压力的说明图。

图7是从里侧观察本实施方式的人工羽毛的图。

图8是示出羽部的空隙率与俯仰力矩之间的关系的图。

图9是从里侧观察第一变形例的人工羽毛的图。

图10是从里侧观察第二变形例的人工羽毛的图。

图11是从里侧观察第三变形例的人工羽毛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概要＝＝＝

通过本说明书及附图的记载，至少以下事项将变得明确。

[0014] 一种羽毛球用人工羽毛将变得明确，所述羽毛球用人工羽毛排列为圆环状地植设

于羽毛球的基部，其特征在于，具备：羽部；以及羽轴部，羽轴部的轴向的一端固定至所述基

部，且该羽轴部支撑设置于其另一端侧的所述羽部，所述羽部形成有贯穿该羽部的孔，所述

羽部的第一区域的空隙率小于所述羽部的第二区域的空隙率，其中，所述羽部的第一区域

为，从所述轴向的所述一端侧的边缘到比所述轴向上的中心更靠所述一端侧的规定位置为

止的区域，所述羽部的第二区域为，从所述规定位置到所述轴向的所述另一端侧的边缘为

止的区域。

根据上述羽毛球用人工羽毛，能够提高空气动力特性(俯仰力矩)，实现飞行性能的提

高。

[0015] 所述羽毛球用人工羽毛中，优选地，所述第一区域的空隙率为0％。

根据上述羽毛球用人工羽毛，能够进一步提高飞行性能。

[0016] 所述羽毛球用人工羽毛中，优选地，所述规定位置是所述羽毛球飞行时所述羽部

的一面与另一面之间的压力差为最大的位置。

根据上述羽毛球用人工羽毛，能够抑制升力的降低。

[0017] 所述羽毛球用人工羽毛中，优选地，所述孔形成有多个，从所述羽部的所述一端侧

的边缘到所述规定位置为止的长度大于相邻的所述孔之间的间隔。

所述羽毛球用人工羽毛中，优选地，所述孔为长孔。

根据上述羽毛球用人工羽毛，能够提高气流从一面侧向另一面侧通过的效率，抑制气

流的剥离并提高升力。

[0018] 所述羽毛球用人工羽毛中，优选地，所述羽部的整体的空隙率为5％以上而低于

30％。

[0019] 根据上述羽毛球用人工羽毛，能够获得接近天然羽毛球的飞行性能，另外能够确

保耐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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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另外，一种羽毛球将变得明确，其使用上述的羽毛球用人工羽毛。

[0021] ＝＝＝实施方式＝＝＝

〈关于人工羽毛球的基本结构〉

图1及图2是用于说明具备人工羽毛10的羽毛球1的基本结构的外观图。图1是从基部2

一侧看到的人工羽毛球1的立体图。图2是从人工羽毛10一侧看到的人工羽毛球1的立体图。

[0022] 人工羽毛球1具备基部2、模仿天然羽毛的多根人工羽毛10、以及用于将人工羽毛

10互相固定的绳状部件3。基部2例如是通过在软木台上覆盖薄皮而构成的。基部2的形状是

直径为25mm至28mm的半球状，具有平坦面。多根人工羽毛10的根部(末端：相当于前述的一

端)沿着该平坦面的圆周排列为圆环状地埋入。多根人工羽毛10配置为其相互的间隔随着

远离基部2而逐渐扩大。另外，如图所示，各人工羽毛10分别与相邻的人工羽毛10重叠地配

置。由此，通过多根人工羽毛10形成了裙部4。多根人工羽毛10通过绳状部件3(例如棉线)互

相固定。

[0023] 〈人工羽毛的结构〉

图3是人工羽毛10的立体图。另外，图4是从里侧观察人工羽毛10的图。在图中，对于已

经说明过的部件标注相同的标记。

[0024] 人工羽毛10具备羽部12和羽轴部14。羽部12是相当于天然羽毛的羽片的部分，羽

轴部14是相当于天然羽毛的羽轴的部分。在图中，将沿着羽轴部14的长度方向的方向定义

为上下方向(相当于轴向)，以羽部12所在侧为上(前端侧)，以相反侧为下(末端侧)。另外，

在图中，将沿着羽部12从羽轴部14延伸出来的方向定义左右方向(相当于宽度方向)。另外，

在图中，基于将人工羽毛10安装在基部2上的状态来定义表和里。此外，表里方向相当于羽

部12的法线方向，在人工羽毛10排列为圆环状地配置在基部2上的状态下，表相当于外侧，

里相当于内侧。在下文中，有时按照图中定义的上下、左右、表里来说明各构成要素。

[0025] 羽部12是模仿天然羽毛的羽片形状的部件。羽部12例如可以由无纺布或树脂等构

成。在使用无纺布的情况下，在其表面形成强化覆膜以防止打球时无纺布的纤维散开。强化

覆膜能够通过涂布树脂来形成，例如采用浸渍法、喷涂法、辊涂法等多种涂布方法。此外，强

化覆膜可以形成于羽部12的单面，也可以形成于羽部12的两面。另外，强化覆膜可以形成于

羽部12的整个表面，也可以形成于羽部12的部分表面。另外，羽部12的形状不限于图中的形

状。例如，也可以为椭圆形状。

[0026] 羽轴部14是模仿天然羽毛的羽轴的形状的细长部件，是支撑羽部12的部件。羽轴

部14具有支撑羽部12的从上侧边缘(图4中的位置P4)至下侧边缘(图4中的位置P1)为止的

区域的羽支撑部14a、以及从羽部12突出的羽柄部14b。羽柄部14b是相当于天然羽毛的羽柄

(此外，有时也将该部位称作羽根)的部分。羽轴部14的末端(羽柄部14b的下端)埋入基部2

中，从而固定在基部2上。另一方面，羽轴部14的前端(相当于另一端)与羽部12的上端一致。

此外，在图中羽轴部14的截面形状为四边形，但羽轴部14的截面形状不限于此，也可以是其

他形状。

[0027] 此外，羽轴部14与羽部12可以是分体的，也可以是一体的。例如，在使用树脂作为

羽轴部14和羽部12的材料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利用模具进行的注塑成型将羽轴部14和羽部

12一体成型。另外，可以通过使用两种材料(树脂)进行的注塑成型(双色成型)将羽轴部14

和羽部12用不同的材料一体地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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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另外，羽部12可以被支撑在羽支撑部14a的表侧，也可以被支撑在羽支撑部14a的

里侧。另外，羽部12也可以由两枚片材构成，并且配置为两枚羽部12将羽支撑部14a夹在中

间。另外，羽部12也可以嵌入羽支撑部14a的内部。

[0029] 〈关于飞行性能〉

天然羽毛球中使用的羽毛其比重小，重量极轻。另外，羽毛的羽轴刚性高，不论累计击

打次数多少都可复原到原来的形状。因此，在天然羽毛球中，能够获得初始速度快、减速效

果好这一独特的飞行性能。

[0030] 另一方面，如果在使用人工羽毛10的人工羽毛球1中提高羽轴部14的刚性，则羽轴

部14的重量将变重，重量平衡将会恶化。因此无法获得像天然羽毛球那样的飞行性能。另

外，如果减轻羽轴部14的重量则刚性将降低，击打时的复原将变慢。由此，飞行性能将会降

低。此外，羽轴部14的重量变重导致飞行性能下降的原因如下。

[0031] 人工羽毛球1在击打后即以基部2为支点，在裙部4重复进行像振子一样的运动并

逐步稳定下来。如果重量较重，则由于重心位置移向裙部4侧而导致以基部2为支点的惯性

矩增大。由此，振子运动变得难以收敛，导致飞行的摇晃和方向的不稳定(即飞行性能降

低)。

[0032] 图5是有关人工羽毛球1的空气动力特性的概略说明图。对于有关人工羽毛球1的

基本的空气动力特性，可以用阻力、升力、以及俯仰力矩来说明。

[0033] 阻力，是作用在处于气流中的人工羽毛球1上的各种力之中，平行于气流方向的成

分(分力)。另外，升力是垂直于气流方向的成分(分力)。

[0034] 俯仰力矩是当气流方向与基部2的朝向之间产生差异时(即，当人工羽毛球1相对

于气流倾斜时)试图使人工羽毛球1的姿势回位的力。俯仰力矩越大，则朝姿势回位方向的

运动就越快。

[0035] 若要使飞行性能稳定，优选使人工羽毛球1的重心位置靠近基部2侧。但是，假如在

基部2上设置重物，则由于人工羽毛球1的整体重量增加而导致击打感较差，另外也无法实

现适当的飞行距离。

[0036] 因此，在本实施方式中，试图在抑制重量增加的同时提高空气动力特性(俯仰力

矩)，实现飞行性能的提高。具体地，在本实施方式的人工羽毛10上，在羽部12设置有多个贯

穿该羽部12的孔(后述的孔122)。由此谋求俯仰力矩的改善。但是，如果在羽部12的整个面

上均等地设置孔，则人工羽毛球1的升力可能会降低。

[0037] 图6是示出人工羽毛球1飞行时人工羽毛10的两面(表面、里面)的压力差的图(参

照Journal  of  Fluids  and  Structures  41、89～98)。

[0038] 图的横轴表示人工羽毛球1的位置，纵轴表示压力面(在这里为表面)与负压面(在

这里为里面)之间的压力差(△Cp)。在图6中，横轴的位置P1～P4对应于图4的羽部12(羽支撑

部14a)的各位置，位置P1左侧部分为羽柄部14b。此外，位置P3为羽部12的上下方向上的中心

(位置P1与位置P4的中点)。

[0039] 如图所示，压力面与负压面之间的压力差(△Cp)在比位置P3更靠下侧(末端侧)的

位置P2处为最大，于是，人工羽毛球1在该位置P2处最大限度地发挥升力。在本例中，位置P2

是从羽部12的位置P1起处于羽部12的上下方向上的全长(位置P1与位置P4之间的距离)的约

15％的位置。此外，压力差为最大的位置(位置P2)根据羽部12的形状和材质还有羽轴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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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刚性等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如果是使用模仿羽毛的人工羽毛10的人工羽毛球1，则其位

置不会有很大变化(为比位置P3更靠下侧的位置)。在本实施方式中，在比该位置P2更下侧的

区域(即位置P1至位置P2的区域)没有设置孔。

[0040] 〈人工羽毛的改良例(本实施方式)〉

图7是从里侧观察本实施方式的人工羽毛10的图。对于本实施方式的人工羽毛10的羽

轴部14，由于与前述的人工羽毛10(图4)相同而省略说明。

[0041] 本实施方式的人工羽毛10的羽部12设置有沿表里方向贯穿该羽部12的孔122。孔

122是沿着相对于左右方向(宽度方向)及上下方向(轴向)倾斜的方向(即与之交叉的方向)

细长地形成的长孔。更具体地，孔122形成为越远离羽轴部14则越朝向上方(远离基部2)的

形状。孔122沿上下方向以一定的间隔并排设置有多个。另外，多个孔122相对于羽轴部14左

右对称地设置。由此，能够获得左右方向上的良好平衡。

[0042] 〈关于孔122的形成位置〉

在本实施方式中，从羽部12的下侧(末端侧)的边缘位置P1至位置P2为止的范围内的区

域(以下也称作第一区域12A)没有设置孔122，从位置P2至羽部12的上侧(前端侧)的边缘位

置P4为止的区域(以下也称作第二区域12B)设置有孔122。以下，对以这种方式形成孔122的

理由进行说明。

[0043] 如在前述图6中说明过的，当人工羽毛球1飞行时，在羽部12的位置P2处，羽部12的

压力面(在这里为表面)与负压面(在这里为里面)之间的压力差为最大，于是在该位置P2处

最大限度地发挥升力。

[0044] 在比该位置P2更靠前端侧(气流方向的下游侧)处，负压面的压力上升，形成逆压

梯度。因此，气流将会在比位置P2更靠前端侧(下游侧)处剥离。在比位置P2更靠末端侧(上游

侧)的区域(第一区域12A)，气流不会剥离，有升力产生。

[0045] 由此，假如在有升力产生的第一区域12A形成孔122，则可能导致升力降低，飞行性

能恶化。

[0046] 而在本实施方式中，由于在第一区域12A不设置孔122，而在第二区域12B设置孔

122，因此能够有效地诱导气流从表面(压力面)侧流向里面(负压面)侧。由此，能够抑制气

流的剥离并提高升力，并且能够提高羽部12周围的俯仰力矩以及人工羽毛球1整体的俯仰

力矩。由此，能够实现人工羽毛球1的飞行性能的提高。

[0047] 另外，本实施方式的孔122为长孔，通过设定(最优化)其长度和角度，能够提高气

流从表面侧向里面侧通过的效率。由此，能够进一步地抑制气流的剥离，并且能够进一步地

提高升力。

[0048] 这样一来，由于羽部12的第一区域12A没有设置孔122，因此该第一区域12A的空隙

率为0％，小于第二区域12B的空隙率。在这里，空隙率是指用百分率来表示孔122的面积(空

隙)相对于羽部12的表面各区域的面积的比例而得到的值。

[0049] 此外，在本实施方式中，孔122是规则地(以一定间隔)形成在羽部12上的，但也可

以是不规则的(也就是说，也可以不规则地形成)。例如，在本实施方式中，第一区域12A的上

下方向上的长度(位置P1与位置P2之间的距离)是大于相邻的孔122之间的间隔、以及孔122

的开口部分的上下方向上的长度的，但是，也可以存在相邻的孔122之间的间隔大于第一区

域12A的上下方向上的长度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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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关于孔122的形成量〉

图8是示出羽部12的空隙率与俯仰力矩之间的关系的图。图8的横轴表示羽部12整体的

空隙率。例如，在图4的羽部12的情况(没有设置孔122的情况)中，空隙率为0％。另外，图8的

纵轴表示俯仰力矩。俯仰力矩的测定是在风速10m/s、迎角±24°(每3°)、羽毛球无旋转的条

件下进行的。

[0051] 如图所示，在空隙率为0％～25％的范围内，俯仰力矩随着空隙率变大而变大。例

如，与空隙率为0％(图4)的情况相比，在空隙率为5％的情况下俯仰力矩提高了约9％。

[0052] 此外，天然羽毛球的俯仰力矩为约1.1，空隙率为5％时与天然羽毛球大致等同。由

此，若要获得接近天然羽毛球的空气动力特性，优选使羽部12整体的空隙率为5％以上。

[0053] 但是，如果空隙率达到30％以上，则间隙变得过大，有可能无法确保耐用性。由此，

空隙率优选在5％以上而低于30％(更优选为低于20％)的范围内。

[0054] 如上所述，本实施方式的人工羽毛10在比羽部12的位置P2更靠上侧(前端侧)的第

二区域12B设置有多个孔122，在第一区域12A没有设置孔122(第一区域12A的空隙率小于第

二区域12B的空隙率)。由此，能够在抑制升力降低的同时提高俯仰力矩，实现飞行性能的提

高。

[0055] 〈变形例〉

图9是从里侧观察第一变形例的人工羽毛10的图。

[0056] 第一变形例的人工羽毛10的羽部12设置有多个孔124。但是，上述孔124的开口宽

度(上下方向上的长度)大于前述实施方式的孔122的开口宽度，相邻的孔124之间的间隔也

比前述实施方式的相邻的孔122之间的间隔更大。也就是说，在该第一变形例中，孔124的数

量比前述实施方式中的少。另外，与前述实施方式相同地，孔124设置在比位置P2更靠上侧

(前端侧)的第二区域12B。

[0057] 图10是从里侧观察第二变形例的人工羽毛10的图。

[0058] 第二变形例的人工羽毛10的羽部12设置有多个孔126。在该第二变形例中，孔126

的形成位置并不相对于羽轴部14对称(左右非对称)。也就是说，不管是在羽部12的哪个位

置，孔126均以右端位于最下侧(最接近基部2)、越往左越朝上方(远离基部2)的倾斜的方式

设置。此外，孔126的设置方式不限于此，例如，倾斜方向也可以左右颠倒。另外，在前述实施

方式中，羽部12的宽度方向上的端部(左右方向上的端部)没有形成孔(孔122、孔124)，而在

该第二变形例中，在更接近端部的位置(具体是与相邻的羽部12重叠的部位)也形成有孔

126。另外，与前述实施方式相同地，孔126设置在比位置P2更靠上侧(前端侧)的第二区域

12B中。

[0059] 图11是从里侧观察第三变形例的人工羽毛10的图。

[0060] 第三变形例的人工羽毛10的羽部12分别设置有多个孔128a和多个孔128b。在本例

中，孔128a、128b的形成位置也是相对于羽轴部14左右非对称。

[0061] 孔128a是沿着相对于左右方向(宽度方向)及上下方向(轴向)倾斜的方向(即与之

交叉的方向)细长地形成的长孔。

[0062] 孔128b与羽轴部14的轴(上下方向)平行地形成。也就是说，孔128b是不与上下方

向交叉而与左右方向交叉(正交)地、细长地形成的长孔。

[0063] 第三变形例的羽部12同时存在着多个孔128a以一定间隔沿上下方向并排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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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和多个孔128b以一定间隔沿左右方向并排设置的区域。另外，在本例中，孔128(孔

128a、128b)也是设置在比位置P2更靠上侧(前端侧)的第二区域12B中。

[0064] 在以上各变形例中，第一区域12A的空隙率也为0％，小于第二区域12B的空隙率。

由此，与前述实施方式(图7)同样地，能够实现飞行性能的提高。

[0065] ＝＝＝其他＝＝＝

上述实施方式仅用于使本发明容易理解，并不用于限定地解释本发明。当然，在不脱离

本发明的主旨的情况下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变更和改良，并且其等价物应当包含在本发明

中。

[0066] 在前述实施方式中，设置于羽部12上的各孔(孔122、124、126、128a、128b)为细长

的长孔，但孔的形状不限于此。例如，也可以为圆形的孔(圆孔)和多边形的孔等。但是，当其

为长孔时，如前所述地，能够提高气流从表面侧向里面侧通过的效率，抑制气流的剥离，并

且提高升力。由此，孔的形状优选为长孔。

[0067] 另外，在前述实施方式中，羽部12设置有多个孔，但只要设置有至少一个孔即可

(也可以为单数)。

[0068] 另外，在前述的实施方式中，羽部12是片状的，但羽部12的形状不限于此。例如，也

可以立体地(三维地)形成。

[0069] 在前述实施方式中，没有在第一区域12A设置孔(空隙率为0％)，但也可以在第一

区域12A设置孔。在此情况下，只要第一区域12A的空隙率小于第二区域12B的空隙率，就能

够获得比在整个羽部12上均匀地设置孔的情况下更好的飞行特性。但是，如本实施方式那

样使第一区域12A的空隙率为0％(不设置孔)能够更进一步地提高飞行性能。

附图标记的说明

[0070] 1 人工羽毛球

2  基部

3  绳状部件

4  裙部

10 人工羽毛

12  羽部

12A  第一区域

12B  第二区域

14  羽轴部

14a  羽支撑部

14b  羽柄部

122、124、126、128a、128b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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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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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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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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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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