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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安全性 :   

1.  一般 
1. 穿著防護眼罩：強烈建議使用 發球機 的人或在一
旁活動的人戴防護眼罩。站在發球機旁的人可能會

被使用者的回球擊中。 
2. 關機：不使用時請將電源關掉並拔掉插頭。 
3. 使用方式： 不可將羽毛球以外的物品放入發球機 
發球孔中。 

4. 安全性： 不可在發球機的基座未裝置好前開啟。 
 

2.  安裝及拆卸 
1. 架子 

1. 最低位置：一開始請將架子放在最低的位
置。  

2. 操作安全 #1： 不可將手放置在機器關節處
以免被夾傷。 

3. 操作安全 #2：當腳架向內靠攏把架子撐起
時，請勿將手放在附近以免夾傷。  

2. 發球機 
1. 2 個人：安裝及拆卸時最好兩人一起。  
2. 注意腳步：請注意架子以及自己腳步以免
被機器拌倒。  

3. 握緊器材：不論是獨自使用或與他人一起裝拆時，請握緊器材，心小使用。 
3.  發球機運作時  

1. 戴護目鏡。 
2. 使用足夠長的電源線。 
3. 除非特別指示，在準備好前請勿隨便開啟機器。 
4. 不可直接站在機器前。 
5. 不可依靠在機器旁。 
6. 在插入或拔出餵球管前，需先將電源關掉。 

 

2 .  電子設備  
發球機需在 120 V, 60 hz, 5 Amps, 的電源下使用，通常在加拿大或美國可直接接插座做使用，
在其他國家也可以使用變壓器轉換電壓。 
 
您需要 3插孔的電源線將機器與電源連接，需夠長使之能平整地置於地面。 
遙控器需使用 2 AAA 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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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準備  
怎樣的羽毛球可被使用? 
尼龍材質與羽球材質的羽球皆可放入發球機中。 

  
 發球機可以放入已經被使用過的羽毛球嗎? 

發球機可以放入已經被使用過的羽毛球，只要它們不會掉出管子外就可以，但有些使用過的羽毛球

會因羽毛折損而可能卡到其他的羽球，而有可能造成兩顆球一起被射出。 
但記得射出的品質和穩定性可保持羽毛球處於好的狀態，不過較差的羽毛球射出的精準度下降也可

訓練球員的反應。 
 
 羽毛球需要保持在潮濕的狀態嗎? 

在最好的狀況下羽毛球最好總是保持潮濕，使用發球機您可以： 
‐ 將蒸氣加入羽球筒中，在將羽球放入發球機中的餵球筒。不可將熱的蒸氣直接灌入餵球筒

中，以免熱氣對塑膠材質之餵球筒造成傷害。   
o 勿過度使用蒸氣 - 使用之目的乃在於使羽毛球吸收濕潤，待羽毛球充份吸收後可取出使
用。 

‐ 將略微潮濕的羽毛球貯存在餵球管中(但別太濕)，放在橘色的蓋子中，可避免因擺放過久造成羽
毛球過於乾燥。 

 
發球機會對羽毛球造成傷害嗎? 
發球機發射羽毛球乃藉由強大吸力而射出，機體本身與羽球的接觸很少，所以幾乎不會造成羽毛球

的損壞。羽毛球通常是被球員打壞，或因正常使用訓練而耗損。羽毛球若能保持潮濕可增加其使用

壽命。 
 

由於受到一些擠壓，較弱的羽毛球可能最後還是會壞掉，但在壞掉之前您可以使用非常非常多回的

練習。 
 

發球機可以設定自動變化射出的方式嗎? 
一旦當發球機設定成某種發射方式，它就會一直重複該方式射出，也許會有一些些微小的差距，但

基本上十分穩定。發球機被設計用於穩定且重複的練習，教練或球員可以在穩定的練習中成長，增

加技巧。 
 

發射時微小的差距受到羽毛球的品質或耗損程度影響，另外也會受到發射頻率和強度的影響。 
 

4 .  設定發球機   
發球機的組件包括： 

‐ 發球機包括餵球入口和發射兩大系統。 
‐ 將電源線插入發球機中，並且可與使用者的延長線連接。 
‐ 包於產品外的保麗龍可保護發球機在運送的過程中不易因撞到損壞，可延長其壽命： 

o 當您取得此發球機時請小心拆開保麗龍，如此便能重複使用。 
‐ 機器站立時有 3個支架。 
‐ 一個運輸的包包可幫助站立。 

o 3個 1.27公尺長的管子可裝約 50顆的羽毛球，每個管子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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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有壓力的蓋子可使羽毛球從餵球管中往下移動，使用者可視需要使用或移
除。 

 另一個蓋子，蓋在餵球管的另一端。 
‐ 管子的袋子。 
‐ 一個重量球配合餵球管使用。  
‐ 三副護目鏡。  
‐ 一個遙控器，包括 2 AAA 電池與一個裝遙控器的袋子。 
‐ 一個物體可確保發射的輪子之間的距離。 
‐ 一個泡沫塑料塊可用以清潔發射的輪子。 

 
您可以選擇購買餵球管的長度，最長可放到 85顆球。參見「發球機操作」看更詳細餵球管的資訊。 

1. 發球機站立  
(*為第一次使用時需要的步驟) 

2. *打開包裝，包括 3個腳架和
一個裝桿。 

3. 在外側的裝桿上有兩個環，包
括兩個旋鈕 (A和 B)。將兩個
旋鈕放鬆可伸縮外側的裝桿。  

4. 將支架平放。 
5. *將輪子鎖在 3個腳架的底
部。 

6. 將輪子安置於地上。 
7. 將上方的環下壓使 3個腳架撐
起。  

8. 當腳架被完全撐起，調整裝桿
使其離地約 1吋。 

9. 將兩個旋鈕(A和 B)旋緊於環上。 
2.   發球機主要部分  (餵球管/發射器  組裝) 
儘管不大，但發球機重達約 23 公斤而且需抬至 5吋高的地方，所以最好是兩個人一起拆卸較安
全。  

i. 確定架子安裝時在最低靠近地面的位子。 
ii. 確定固定托架的旋鈕是鎖緊的。 

iii. 先將腳架的旋鈕固定，組合時才不會滑動。 
iv. 確定電源是關著的，插頭也應處於拔掉狀態。 
v. 抓起發球機時請握把手的地方，不要直接抓著
蓋子拿起。  

vi. 將發球機提起至腳架中軸上方。 
vii. 將發球機插入中軸。 

viii. 調整發球機與腳架高度。 
ix. 將輪子固定鈕搬開以便推到適當的地方。 

 
3.   餵球管  

i. 管子可直接使用。  
ii. 確認機器是關機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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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將管子插入機器中。 
iv. 確認管子是否固定牢固。 
v. 注意管子耐高溫最高達 75°C，之後管子會軟化以及變形。不可將蒸氣直接灌入管子中，也
不應暴曬於陽光下。 

 

5 .  發球機操作 

1. 餵球管的放置  
每個餵球管可容納約 50顆羽毛球，可以購買其他的餵球管。  

i. 確保餵球的機器是關著的，但發射馬達可保持運轉沒關係。 
ii. 可將一疊球放於管中，使上方的球可將下方的球漸漸向下壓。 

iii. 將管子往下，有軟木的那端朝下，置入托架中。 
iv. 確認管子有確實放入至最深，如果有必要，可稍微旋轉管子並稍加向下壓力使之確實放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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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如果您使用加長型的管子： 
1. 加入加長型的管子後約會有 127公分長，不需要蓋子。加長型的管子會插在標準管

子上，約 40公分。另外上方的 87公分可增加羽毛球的填充量。一旦開始填充羽毛
球後，請另再握住或移動延長的管子。 

 
2. 為了延長管子的穩定性，請勿將發球機移動角度超過 35度，特別當發球機調至最

高的高度時。 
 

 
2. 通電、發射  

i. 電源插槽在發球機的一側，將電源線插入機體上，可再接延長線至插座上。 
ii. 電源開關在機體的一側 。  

iii. 當電源打開時： 
3. 兩個發射的輪子會開始轉動，轉動至上一次最後設定的強度。 
4. 餵球的機器需用遙控器開啟。  
5. 您必須用遙控器關掉餵球的系統，以保留強度和頻率的設定值。 
6. 如果餵球的系統還在運作中，主要的電源卻被關掉，則餵球以及發射系統皆會停止

運作，強度和頻率的設定值則無法保留。 
7. 當電源被再度開啟 

a. 只有發射系統的輪子會運轉，餵球系統則需遙控器發啟。 
b. 數位讀出裝置會顯示最後一次餵球的頻率。 

iv. 如果在關機前想保留設定的改變，請在設定後讓餵球系統至少跑一個循環，再關機。 
  

3. 設定解釋   
i. 頻率   

1. 意指羽毛球送入發射系統的頻率。數位讀出裝置會顯示餵球的間隔。  
10. 數字愈大，間隔愈長。 
11. 數字愈小，間隔愈短。 
12. 當設定為 4時，每秒發射一次。當設定為 1時，每 0.4秒發射一次，平均一秒發射 2顆。 
13. 最慢的間隔為 35，相當於 16.5秒發射一顆。 

ii. 強度  
1. 意指羽毛球射出的速度，強度顯示器並未顯示真實的速度，但可讓使用者知道特殊發射的數

字，下次可依數字調至一樣的速度。 
2. 數字愈低，發射速度愈慢；數字愈高，發射速度愈快。 

 
iii. 高度  

1. 使用調整鈕，高度可從 1.4至 2.11公尺依使用狀況作不同調整。 
 

iv. 角度  
1. 角度顯示器顯示發射的除率，數值若為正，則角度為正；數值若為負，則角度為負。 
2. 由於空氣動力學的原理，羽毛球射出時會依正負向的角度向上或向下射出，使用者可配合射出
的強度作調整。 

 
4. 控制發球機    

i. 遙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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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遙控器直接指向發球機時遙控的敏感度最大，從發球機哪一方遙控都可以。 
2. 可利用遙控器作各種設定。 

 
ii. 餵球機器  

1. 右上方按鈕可開啟或停止餵球機器，當開啟時，發球機上的控
制鈕會穩定發亮，當餵球機器被關閉或主開關鈕被關閉時，亮

光會消失。 
 

iii. 頻率  
1. 當主開關開啟時，以遙控器上 CH+ 和 CH-鈕增加或減少射出頻
率。  

2. 按 CH+ 會增加間隔，減緩頻率，CH- 會減小間隔，增加頻率。 
3. 當一個快速的頻率被設定後，發球機需先射出幾球以漸漸達到
設定的頻率。 

4. 您可以在發球機餵球和射出時調整頻率，或當餵球系統被關閉
時也可以設定。 

5. 當新的設定值被設定後，訊號燈會閃動數次。 
 

iv. 強度  
1. 當電源打開時，用遙控器上的 V+ 和 V- 鈕去改變強度。 
2. 按壓 V+ 會增加強度直至最大上限；按壓 V- 會減少強度直至最
小下限。 

3. 您可以在發球機餵球和射出時調整強度，或當餵球系統被關閉
時也可以設定。 

4. 當新的設定值被設定後，訊號燈會閃動數次。 
 

v. 高度  
1. 使用調整鈕調整到想要的高度。 
2. 不要調整至超過想要的高度以免機器壞掉。 
3. 一旦調好高度後，記下上面的數字，下次就可迅速調至理想位
置。 

 
vi. 角度  

1. 當鎖角度的鈕扳起時調整至想要的角度。 
2. 一旦調好角度後，記下角度，下次就可迅速調至理想位置。 

 
vii. 方向  

1. 可依想要的角度向左右旋轉。 
 

6. 連接兩台發球機 
此技術仍在發展中。 

 
7. 發射建議和發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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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範圍的發射可藉由發球機放置的位子、高度、角度、頻率、和強度設計出來。以下有幾種見意使

用方式，但使用者也可自行設定想要的方式： 
 
在任可情況下，教練可站在發球機後方轉動機器以達到最佳訓練狀況。 
 
頻率、強度、高度、和角度都可以在發球機發射時調整。 
 
一些發射的影片可參見以下網址： 
http://youtube.com/user/BKBADMINTON 

 
14. 殺球   

1.  移動發球機至靠近網前，可增加接殺球的困難度： 
a. 愈靠網困難度愈高。 
b. 斜角殺球可將機器至於邊線處，以增加難度。 
c. 直線殺球可將機器至於半場前。 

2.  將機器調至最大高度。 
3. 調整強度和角度至你最想

訓練的狀況。 
4. 設定適合的頻率。 

 
15. 抽球  

1. 移動發球機至您想發射抽

球處： 
a. 發球機距離愈靠近
網，抽球愈難。 

b. 斜角抽球可將機器至
於邊線處，再將方向

旋轉至球場內。 
c. 直線抽球可將發球機放直。 

2. 抽球的高度範圍只能多高出最低高度幾英呎。  
3. 調整高度、強度和角度至適合的練習情況。 

a. 設定適合的頻率以供練習。 
16. 切球  

1. 將發球機置於球場後方 
a. 斜角切球可將機器至於邊線處，再將方向旋轉至球場內。 
b. 直線切球可將發球機放直。 
c. 如果同時要訓練兩個人，可將發球機置於場地中央後方，並左右旋轉發球機。 

2. 將發球機調至最高。 
3. 調整高度、強度和角度至適合的練習情況。 

a. 設定適合的頻率以供練習。 
17. 高遠球  

1. 將發球機置於球場發球區。 
2. 調整強度和角度至適合的練習情況。 
3. 機器調整至愈高，高遠球就發的愈高愈遠。 
4. 調整高度、強度和角度至適合的練習情況。 

中文版由 羽我同行 windwill翻譯 
轉載請保留譯者 
http://cksimon.blogspot.com 



 User Manual 

 

Knight_Chinese.doc                                                                                                                   Page 8 of 11 
 

a. 設定適合的頻率以供練習。 
 

18. 推搓球  
1. 將發球機置於球場網前。 

a. 斜角搓球可將機器至於邊線處，再將方向旋轉至球場內。 
b. 直線搓球可將發球機放直。 

2. 從最低高度到略高的程度皆可。 
3. 調整高度、強度和角度至適合的練習情況。 

a. 設定適合的頻率以供練習。 
19. 短球  

1. 將發球機置於球場發球區。 
2. 將高度降至最低。 
3. 調整高度、強度和角度至適合的練習情況。 

a. 設定適合的頻率以供練習。 
 

8. 頻率對照表 
 

呈現數值  發射間隔    呈現數值  發射間隔  

1 
            

0.4  seconds   19 
            

8.5  Seconds 

2 
            

0.5  seconds   20 
            

9.0  Seconds 

3 
          

0.67  seconds   21 
            

9.5  Seconds 

4 
            

1.0  second   22 
          

10.0  Seconds 

5 
            

1.5  seconds   23 
          

10.5  Seconds 

6 
            

2.0  seconds   24 
          

11.0  Seconds 

7 
            

2.5  seconds   25 
          

11.5  Seconds 

8 
            

3.0  seconds   26 
          

12.0  Seconds 

9 
            

3.5  seconds   27 
          

12.5  Seconds 

10 
            

4.0  seconds   28 
          

13.0  Seconds 

11 
            

4.5  seconds   29 
          

13.5  seconds 

12 
            

5.0  seconds   30 
          

14.0  seconds 

13 
            

5.5  seconds   31 
          

14.5  seconds 

14 
            

6.0  seconds   32 
          

15.0  seconds 
15             seconds   33           sec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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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15.5  

16 
            

7.0  seconds   34 
          

16.0  seconds 

17 
            

7.5  seconds   35 
          

16.5  seconds 

18 
            

8.0  seconds         
 

9 .  發球機存放  
1. 電源  

i. 關掉電源，拔掉插頭 
 

2. 餵球筒  
i. 將筒子從發球機中移除。將球放入筒中，蓋上蓋子。 

ii. 另一邊也蓋上蓋子。 
iii. 將球筒包回球筒袋中。 
iv. 球筒袋在把手附近有一個口袋可存放遙控器。 
v. 勿將筒子存放在熱源旁邊。 

 
3. 發球機主元件  

i. 將發球機調整至最低高度。 
ii. 將三個腳座高度調低並將輪子卡緊。 

iii. 將調角度的鈕旋緊。 
iv. 由於發球機很高也很重，要放平時最好兩個人一起搬。 
v. 小心不要只抓住發球機保麗龍蓋子。 

vi. 請抓發球機的把手，再用一手扶住發球機的主體來移動。 
vii. 將其放在地板上或直接放入袋中。 

 
4. 發球機站立  

i. 要將站立的發球機高度降至最低，請將桿子外側旋鈕調鬆。 
ii. 抓住上方的環向上推，小心別將手放在易夾傷的地方。 

iii. 如果有必要，先將桿子平放在地板上，再收腳架。 
iv. 當三個腳座完全合攏時，您可以進一步地收起輪子。 
v. 將旋鈕旋緊。 

vi. 將放到的腳架放入袋中，腳架的輪子朝下收起。 
 

1 0 .  保存  
發球機應該妥善保存，並且避免摔到、壓到、或碰到液體，若

以正常方式使用，發球機可使用非常久。  
發球機的餵球和發射機器不用太常注意，但輪子則必需常常小

心保護。  
保護的保麗龍外層請常常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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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發射的輪子： 
i. 殘餘物 

1. 一些羽毛球的屑屑會黏在輪子上，特別是當輪子還新的時候。通常屑屑可以用手指拿掉。
如果還清除不了的話： 
 讓輪子旋轉 25-35圈左右。 
 用橡皮擦擦。 
 當清潔左邊輪子時，將滑輪向左轉；清潔右邊輪子時，將滑輪向右轉。 
 注意清潔的目的是擦掉髒髒，不要太過度而把輪子弄壞。 

2. 輪子間的空間對發球機的操作非常重要，如果空間太大，球的精準度和強度都會受影響。
空間太小可能會損壞軟木篩。每個輪子的位置都是由一個小閂控制，分別在輪子上方和下

方。每個閂都用螺絲栓住，如果輪子的空間會改變，其強韌度也會受到影響。 
3. 不可用任何溶液來清潔輪子。 

 
ii. 輪子的替換 

橡膠成份的輪子可使用非常久，且輪子間的空間可強化輪子，強加其壽命。儘管如此，有時候

仍必須更換輪子。輪子都用縲絲釘鎖著，更換後也需鎖緊，更換須知： 
1. 將輪子跟軸齊平，螺絲才能栓入軸中。 
2. 在鎖緊前，將輪子抬起至最上向方使輪子平貼著軸。這十分重要因為如此一來輪子才能轉
動。 

 
注意保麗龍： 

保麗龍是很強韌的物體，可妨止被撞，但它卻容易被刮破。清潔時請以軟的布，像是眼睛布。

別用清潔濟，除非它們是特別針對保麗龍來清潔的。別將噴劑直接噴在保麗龍上，請先噴在布

上再擦。 

 
12. 疑難排解 

餵球系統： 
發球機可適用正常的羽毛球和塑膠羽毛球，但每種羽毛球還是會因不同的品牌而造成形狀有些微差

異，在相同射出壓力的設定下，可能造成射出的羽球質量有極小的差異。  
‐ 餵球失誤：  極少數的情況，餵球系統可能會抓不到球。若此狀況發生時，請依循以下步驟： 

o 如果狀況發生在最後幾球時，請再填加球給予向下的壓力，不要直接將最後幾顆球推擠
下去。  

 將餵球機暫停，移除裡面的球再全部重新裝填。 
o 先拔掉發球機插座再往管子裡看。 
o 幾種常見問題： 

 羽球管是否插在正確的位置? 
 重量球是否有放在管子的最上方，尤其是當管子不是垂直的時候? 
 羽球是否已經損壞的嚴重? 
 狀況發生時是否都是因為同一顆球?若是，請移除該顆球? 
 狀況發生時是否都是因為同一個牌子? 

o 如果發生其他不尋常的狀況，請與廠商連絡。 
‐ 軟木栓壞掉：軟木栓會因長時間磨損而消耗，或因羽毛球的牌子不同而有不同耗損程度，或

施加過多壓力而造成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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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射的輪子和射出的品質： 
發射的輪子可能產生兩種問題，問題解決方法已在「保存」段落中提到。  

‐ 一些羽毛球的屑屑會黏在輪子上，影響羽毛球射出的品質與一致程度。移除的方法請參閱「保

存」段落。 
‐ 輪子間的空間對發球機的操作非常重要，如果空間太大，球的精準度和強度都會受影響。空間

太小可能會損壞軟木篩。改善方法請參閱「保存」段落。 
 

遙控器： 
‐ 若發球機對遙控器沒反應 

o 確定發球機電源有插對且電源有打開 
 強度和頻率數值的燈會亮而且發射的輪子會轉動。 

o 確定遙控器有直直地指向發球機。 
o 更換電池。 
o 如果您有不只一台發球機，可以交叉測試是否是發球機的問題。 
 

持續地運作： 
‐ 持續使用過久可能造成發球機過熱的問題。 

o 如果餵球系統停止但發射輪子持續轉動時，請等待一小段時間再用遙控器重新開啟餵球
機。 

o 如果餵球和發球系統同時停止運轉，請等待一小段時間然後將電源關掉再重新開啟。  
 可在幾分鐘後重複此動作。 

o 如果您不能重新開啟系統，請確認連結發球機到插座的導線是否出問題。 
o 如果發球機仍然無法重新啟動，請檢查電控板的保險絲，若已壞掉請更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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