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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能够避免拍杆的强度不

足且实现拍杆的细径化的羽毛球球拍。本发明的

球拍(10)包括呈环状延伸的拍框(13)、拍柄

(11)、和连接拍框与拍柄的拍杆(12)。拍杆由纤

维强化树脂形成为实心。拍杆是在与延伸方向垂

直的面进行剖面观察时形成为大致圆形，将其直

径尺寸设为5.7mm以上6.2mm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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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羽毛球球拍，其特征在于，包括

呈环状延伸的拍框、拍柄、以及连接所述拍框与所述拍柄的拍杆，

所述拍杆由纤维强化树脂形成为实心，在与延伸方向垂直的面进行剖面观察时为大致

圆形，直径尺寸被设定为5.7mm以上6.2mm以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羽毛球球拍，其特征在于，

所述剖面的直径尺寸被设定为约6mm。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2088035 A

2



羽毛球球拍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具有拍杆的羽毛球球拍。

背景技术

[0002] 在打羽毛球时，玩家通过挥动球拍击打羽毛球而进行游戏。例如，如专利文献1中

所公开的那样，羽毛球的球拍包括连接拍柄与环状的拍框且呈直线状延伸的拍杆，拍框和

拍杆由纤维强化树脂形成。

[0003] 现有技术文献

[0004] 专利文献

[0005] 【专利文献1】日本特开平第11-262545号公报

发明内容

[0006] 发明所要解决的问题

[0007] 在如专利文献1中所公开的球拍的拍杆中，由于纤维强化树脂形成为中空圆筒状，

因此为了确保强度和性能这两者，将外径尺寸设为6.4mm以上。另一方面，期望通过将拍杆

变细(缩小外径尺寸)来减小挥拍时的空气阻力而加快挥拍速度，并优化摆动性，但设为细

径时难以确保经受实际游戏的强度。

[0008] 本发明是鉴于以上实际情况做出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够避免拍杆的强度不足

且实现拍杆的细径化的羽毛球球拍。

[0009] 解决问题的方案

[0010] 本发明的羽毛球球拍是包括呈环状延伸的拍框、拍柄、和连接所述拍框与所述拍

柄的拍杆的羽毛球球拍，其特征在于所述拍杆由纤维强化树脂形成为实心，在与延伸方向

垂直的面进行剖面观察时为大致圆形，直径尺寸被设定为5.7mm以上6.2mm以下。

[0011] 根据该结构，通过由实心的纤维强化树脂形成拍杆并形成为如上述的外径尺寸，

可以实现兼顾确保拍杆的强度和拍杆的细径化。由此，能够具有游戏所需要的耐久性，且能

够减小挥拍时拍杆的空气阻力而提高摆动性。

[0012] 在本发明中，优选地，将所述剖面的直径尺寸设定为约6mm。根据该结构，能够以良

好的平衡方式实现拍杆的强度的确保和细径化引起的摆动性能的改善。

[0013] 发明效果

[0014] 根据本发明，能够避免拍杆的强度不足且实现拍杆的细径化。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球拍的主视图。

[0016] 图2为沿图1的A-A线截取的拍杆的剖面图。

[0017] 图3为示出实施例和比较例的拍杆的外径尺寸与挠曲强度的关系图。

[0018] 图4为测量实施例和比较例的球拍的挠曲量的实验的说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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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参照附图具体地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图1为实施方式的羽毛球球拍的主

视图。另外，在以下各图中，为了便于说明，有时省略一部分结构。

[0020] 如图1所示，羽毛球球拍(以下称为“球拍”)10包括玩家握持的拍柄11、一端侧与拍

柄11连接且沿直线方向延伸的拍杆12、以及与拍杆12的另一端侧连接的成为椭圆形的环状

的拍框13。在拍框13的内侧张紧拍线14，通过该拍线14形成击打羽毛球的击球面15。

[0021] 另外，在权利要求书和本说明书的说明中，除非特别指明，否则如图1中箭头所示，

将球拍10的长度方向的拍框13所在的一侧作为前端侧，拍柄11所在的一侧作为后端侧。此

外，将与击球面15垂直的方向作为表背方向，进一步地，将在击球面15上(即沿击球面15的

平面上)与长度方向垂直的方向作为左右方向。

[0022] 在拍柄11和拍杆12中，拍杆12以规定的长度插入拍柄11并通过粘合等以固定状态

连接。

[0023] 拍框13由具有规定壁厚的中空体的形成，其剖面形状可以采用圆形、椭圆形、方形

等各种形状。利用空气等媒介的膨胀的内压成型来形成拍框13。可以例示拍框13的内部填

充规定的发泡材料而形成，但也可以在拍框13的一部分或全部省略发泡材料的填充。在球

拍10中，拍框13和拍杆12通过将它们内置的T型接头(未图示)连接。

[0024] 图2为沿图1的A-A线截取的拍杆的剖面图。如图2所示，在于延伸方向垂直的面中

进行剖面观察时，拍杆12形成为大致圆形。拍杆12包括位于中心侧的芯部12a、和被插入芯

部12a而形成拍杆12的外周面的筒部12b，而形成为实心。拍杆12的芯部12a和筒部12b两者

均由包含由纤维形成的强化材料的纤维强化树脂形成。

[0025] 在本实施方式中，拍杆12以其外径从前端至后端大致相同的方式形成。在拍杆12

中，将剖面的直径尺寸D设定为5.7mm以上6.2mm以下，优选设定为6.0mm以上6.2mm以下，更

优选设定为约6.0mm。将在后面描述其理由。

[0026] 接下来，对本实施方式的羽毛球球拍的制造方法进行说明。首先，准备热固性纤维

强化树脂(FRP：Fiber  Reinforced  Plastics)的树脂片(碳片)。另外，纤维强化树脂是在环

氧树脂、乙烯基酯树脂等热固性树脂中混合强化纤维而进行半固化的树脂，作为强化纤维，

可以从碳纤维、玻璃纤维、有机纤维、陶瓷纤维等中适当地选择。本实施方式的树脂片使用

碳纤维作为强化纤维。

[0027] 为了使拍杆12成型，将多个树脂片以同心状层压于心轴并加热，之后通过抽出心

轴来使筒部12b成型。多个树脂片中的碳纤维的取向方向是拍杆12的延伸方向、与该延伸方

向垂直的方向、相对于该延伸方向指向45°方向的方向等适当的方向加以组合。

[0028] 筒部12b的成型和成型前后，将由与树脂片相同的材料构成的纤维强化树脂加热

成型为圆轴状来使芯部12a成型。之后，将芯部12a插入筒部12b的内部，根据需要通过粘合

等方式固定。将芯部12a的外径和筒部12b的内径设定为大致相同的尺寸，以在它们之间未

产生间隙的方式形成。

[0029] 另外，在上述中，当拍杆12成型时，芯部12a和筒部12b分别形成，但并不妨碍将具

有拍杆12的外径的实心轴状部件部材加热成型而形成拍杆。

[0030] 拍杆12的成型和成型前后，为使拍框13成型，层压多个拍框13用的树脂片，形成卷

成圆筒状的树脂片筒。之后，使拍框13用的树脂片环状弯曲，在对接的两端部安装附着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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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的T型接头，在拍杆12的筒部12b的前端侧也安装接头。将以这种方式安装了接头的拍框

13和拍杆12的前端侧设置在金属模具中之后，对该金属模具加热和加压以将拍框13与拍杆

12连接。

[0031] 接下来，参照图3说明针对拍杆的外径尺寸与挠曲量的关系所进行的实验。图3为

示出实施例和比较例的拍杆的外径尺寸与挠曲量的关系的图。在图3中，横轴表示拍杆的外

径尺寸，纵轴表示拍杆的挠曲量(相对值)。

[0032] 在实验中，作为实施例，如上述实施方式所说明的那样，制作了包括如图2所示的

实心剖面形状的拍杆的球拍。此外，在实验中，作为比较例，制作了将实施例的拍杆改为中

空圆筒状的球拍。实施例的拍杆在成型后，使用弯曲强度为1200Mpa以上2000Mpa以下，弯曲

弹性模量为130Gpa以上230Gpa以下的范围的多个树脂片进行整形。只要在上述范围内，多

个树脂片可以具有相同的弯曲强度和弯曲弹性模量，也可以彼此不同。比较例的拍杆在成

型后，使用弯曲强度为1200Mpa以上2100Mpa以下，弯曲弹性模量为160Gpa以上230Gpa以下

的范围的树脂片进行整形。

[0033] 在各个实施例和比较例中，制作了在5.6mm～7.0mm的范围内具有图3的横轴所示

的外径尺寸的拍杆的球拍。将比较例球拍的拍杆的内径尺寸设定为2.8mm。

[0034] 图4为测量实施例和比较例的球拍的挠曲量的实验的说明图。如图4所示，在本实

验中，固定球拍的拍柄，对拍框的前端侧施加规定负荷F，测量相对于施加该负荷F前拍框的

前端的表背方向的变形量作为挠曲量。该测量是在实施例和比较例中，对将拍杆的外径尺

寸如上述那样替代的球拍分别进行的测量，在该测量中，将负荷F施加于拍杆的外径尺寸为

6.4mm的比较例球拍时的挠曲量的值设为100，测量其他比较例和实施例的球拍的挠曲量作

为相对值。测量结果示于图3的曲线图中。

[0035] 从图3的曲线图可以理解，在实施例和比较例两者中，拍杆的外径尺寸越大，拍杆

的挠曲量大致一次的(线性的)变小，作为拍杆的强度越高。

[0036] 在此，由于比较例中的拍杆的外径尺寸为6.4mm的球拍已商品化并实际使用，因此

挠曲量为100以下条件的球拍满足拍杆的强度条件。因此，在拍杆为实心的实施例中，当拍

杆的外径尺寸为6.0mm以上时满足强度条件。特别地，拍杆的外径尺寸为6.0mm以上6.2mm以

下时，更优选为当拍杆的外径尺寸为约6.0mm时，能够确保拍杆的强度，且与拍杆的外径尺

寸为6.4mm的比较例相比更加细径化，能够减小挥拍时的空气阻力提高摆动性。

[0037] 此外，对比较例中拍杆的外径尺寸为6.0mm的球拍进行实际试打，证实了其由于强

度不足而不能充分发挥。在拍杆的外径尺寸为6.0mm的比较例中，由于挠曲量为123，因此挠

曲量大于123时则强度不足。因此，设想在实施例中，挠曲量为123以下的外径尺寸的拍杆满

足强度条件。换言之，设想在实施例中，挠曲量设定为充分小于123的外径尺寸为5.7mm以上

时满足强度条件。这样的外径尺寸通过进一步细径化能够进一步减小挥拍时的空气阻力，

并且进一步提高摆动性。

[0038] 另外，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可以进行各种变更而实施。在上述实施方式

中，对附图所图示的大小、形状、方向等并不限于这些，可以在发挥本发明的效果的范围内

进行适当的变更。另外，只要不脱离本发明的目的的范围则可以进行适当地变更来实施。

[0039] 例如，拍杆12与拍框13的连接并不限于上述接头，只要能与上述实施方式的球拍

相同的方式进行游戏，则也可以采用其他的连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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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产业上的可利用性

[0041] 本发明涉及能够避免拍杆的强度不足且实现拍杆的细径化的羽毛球球拍。

[0042] 本申请基于2018年4月27日申请的日本特愿2018-086420。其全部内容包含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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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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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8

CN 112088035 A

8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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