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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使用簡易的設備讓自製的簡單機翼成功驗證機翼有無攻角、翼剖面對昇力

的影響，並延伸探討為何風箏及紙飛機沒有翼剖面仍可產生昇力，經由不同攻

角之平板與具有翼剖面機翼對照實驗，發現平板機翼需 15∘攻角產生之昇力才

能舉升機翼，而具翼剖面機翼於 0∘攻角產生的升力即可將機翼舉升，驗證了柏

努利定律，而風箏由於逆風和人本身的運動產生相對氣流，並且靠風箏線維持

攻角獲得昇力，紙飛機則是因為滑翔中受地心引力作用飛行路徑向下，所以機

翼產稱正攻角形成昇力，實驗中在機翼上方黏上絲線，於失速攻角時可明顯看

出絲線因氣流分離而擺動；另成功驗證了相同的翼面積及上下弦長比例條件

下，高展弦比確有較好的昇力，推判為降低翼尖渦流產生的效應。 

 

 
 

 

 

 

 

 

 

 



  

壹、 研究動機 

從小我們就對飛機很有興趣，經過文獻發現飛機的昇力源於翼剖面，靠著

機翼上下的壓力差來產生昇力(柏努利定律)，但是大家在玩的風箏及紙飛機沒

有翼剖面卻也能夠飛行，因此想藉由實驗的方式來製作一組可以產生昇力的機

翼並觀察不同的條件下產生的空氣動力效應，在很多的教科書及文獻上都說明

做這樣的實驗，必須具備風洞，經查閱歷屆科展，部分作品運用了工業電扇及

其他材料製作了簡易風洞，但是上述的製作有很大的複雜度，本實驗直接以家

用電扇作為流經機翼相對氣流的來源，可模擬螺旋槳的氣流經過機翼的情況，

亦可當作「平民化」、「學生化」的前導研究，期望能讓有同樣興趣的中小學生

及家長可以運用家中簡易的器材做出容易瞭解又生動的基本空氣動力實驗，在

「航空科學」這本書上得知了相對氣流流經飛機的翼端會形成渦流，而機翼在

前進的同時產生誘導阻力，而展弦比會影響渦流的產生的強弱，但如果機翼的

狀態是靜止或是低速，渦流又會怎麼跑？還會不會產生誘導阻力？同樣的攻角

及翼面積條件下，不同的展弦比會產生如書上所寫的不同的昇力，如果可以實

驗的方式驗證，就可以看見風(氣流)的奧妙。 

 

貳、 文獻探討 

在閱讀完「航空科學」、「飛機設計基本原理」還有「跟著飛行員一起開飛

機」這本書，以及透過指導老師傳授的飛機基本原理，讓我們對飛機如何飛行

有初步了解，得知有名的柏努利定律，在能量守恆的物理定律下，流體的速度 v

與靜壓力 p之間的關係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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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代表位能，就飛機飛行高度與機翼上下弦的高度而言，可生略不計，K為

流體或氣體的比重，依照上述的關係式可以看出等式的兩邊：速度 V 的平方越

小，靜壓力 P 就越大，具有翼剖面的機翼上弦較下弦長，相對氣流單位時間內

同時由翼前緣流經後緣，上弦的距離長，故相對速度較快，壓力變小，於是產

生了昇力，昇力公式： 
2

2
1 svCL L  。 

有了上述的基本空氣動力學概念後，又從書本上查到攻角對機翼昇力及展

弦比對誘導阻力強弱的影響，於是開始構思如何以國中生的物理理解能力並運

用隨手可得的器材做出和昇力有關的實驗； 

另外也參考「了中華民國第四十八屆科學展覽會國中組理化科的作品-大有

『旋機』-透過旋轉式機制重新探討機翼升力」及第四十四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國小物理科-「發現-風洞中的伯努利」發現其他團隊測試昇力的方法各有不同，

有採用「懸吊式」裝置測試機翼，也有將其改良為「旋轉式」，透過馬達轉動，

產生電力的原理，利用電流的大小來定義昇力的大小，也有製作一架小飛機放

在風洞裡測試，我們的實驗則以機翼載重直接飛起來的方式來得知機翼所能產

生的最大昇力，因為從「航空科學」這本書有關飛行力學的描述，攻角變化對



  

平板機翼與具有翼剖面機翼的縱向穩定表現大大不同，也因此重心的配置十分

重要。 

 

參、 名詞解釋 

一、 風洞 

一種用來測試並觀察飛機模型空氣動力特性的設備，為飛機製造公司及航

太工程學系不可或缺的設備。 

二、 翼剖面 

原文為 Airfoil 又名翼切型。飛機能夠產生昇力來自於機翼上弦和下弦的

壓力差，而要產生壓力差則依賴翼剖面上弦和下弦的長度不同。 

 
三、 攻角 

Angle of attack，縮寫為 AOA，常用希臘字母α表示攻角。就是翼弦線與

相對氣流的夾角，在不達到失速攻角前能夠提升昇力。 

 
(何為攻角) 



  

 
(攻角與昇力的關係) 

四、 翼樑 

連結翼肋為機翼的主要結構。 

五、 翼肋 

即機翼的翼剖面，為機翼的結構之一部分。 

六、 展弦比 

翼展 b(機翼二端之直線距離)對翼弦長 c的比值，  

七、 誘導阻力 

與翼尖渦流的下洗氣流有關，它的大小與攻角及展弦比有關，通常展弦比

越高，可在較小的攻角下產生相同的昇力係數。 

八、 失速(stall) 

當昇力<重力時。飛機便會失去控制。造成失速可能原因：(1)相對速度不

足；(2)攻角過大導致氣流分離，昇力不足。 

 

九、 壓力中心 

壓力中心為氣動力壓力作用在飛機上合力點之所在。 

 

肆、 實驗設備及器材 

一、 電風扇 

使用家中的電風扇來製造出相對氣流。 

二、 燒杯架 

作為為機翼上升的平台，本來拿來放置燒杯的地方剛好可以拿來當成機翼

的起始平台。 

三、 風速計 

可借到的風速計為傳統式，並非電子式可直接讀取風速，因為沒有高速攝

影機重播算換風速，所以用來以目視葉片轉速的方式，測試電風扇的氣流強弱

分布，採取風速較強的區域來吹拂機翼，使得柏努利定律的效應明顯一點。 



  

四、 珍珠板 

初始用來製作機翼，後期則做成翼樑和翼肋。 

五、 白紙 

作為蒙皮。 

六、 玻纖棒 

串連機翼並在末端各自黏上鐵圈（鑰匙圈）使機翼能夠順著燒杯架「滑」

上去。 

 

 

 

 

 

 

 

 

 

 

 

 

 

 

 

 

 

 

 

 

 

 

 

 

 

 

 

 

 

 

 

 



  

伍、 研究流程圖 

 
 

 

 

 

 

 

 

文獻探討 

前置實驗：使機翼成功上升 

總結 

小結 

實驗 A 

有無攻角、翼剖面對昇力的影響 

實驗 B 

高低展弦比對昇力的影響 

設定實驗裝備 

小結 

討論：是否可模擬出誘導阻力對

昇力的影響 
討論：零攻角升力到失速攻角 



  

本作品因分成三個部分，因此研究過程與方法、結果與討論則依實驗分開

說明，分別為使機翼成功上升(前置實驗)；有無攻角、翼剖面對昇力的影響；

高低展弦比對昇力的影響。 

陸、 研究過程、方法與結果 
一、 前置實驗：使機翼成功上升 

要讓飛機機翼成功上升才可以測試攻角和展弦比實驗，因此先嘗試使用簡

單器具使機翼成功上升。 

(一) 第一次測試 

1. 第一次實驗採用珍珠板直接摺成翼剖面的形狀，中間採用一片較厚的珍

珠板作為重心的位置及翼樑，並藉以撐起機翼上弦的弧度，並使用一根

玻纖棒作為串接整個翼剖面與連接鐵絲摺成的圓圈並套上鐵桿。 

 
2. 結果 

由於直接用手摺導致翼形並不是很一致讓機翼兩邊翼剖面不同進而導

致昇力不均，且鐵絲太軟，在上升過程會與起始平台(燒杯架)的鐵柱產生磨

擦力。因此只有一邊的機翼成功”上升”再加上直接摺的關係上翼面的翼弦

線的長度和下翼面的翼弦線的長度差距不大，因此昇力有限。 

    所以必須找尋其他製作方法來改善這些問題。 

 

(二) 第二次測試 

1. 第二次實驗採用更進一步的製作方式，增加了翼樑和翼肋來固定住翼剖

面的形狀，並使用普通白紙當作蒙皮貼上。可以改善兩邊昇力不均的問

題，並造成上弦跟下弦長度的差異藉此產生昇力。 

 

 

 

圖一 圖二 

圖三 預設重心處 

圖四 翼樑 



  

2. 結果 

機翼上下擺動，完全飛不起來。 

3. 可能的原因為沒有進行配重的工作 

真實的飛機由於前端有發動機的重量（有機身構架及其他如發動機的裝

置搭配出適合的力矩與重心位置）故重力中心可以保持在翼弦的 1/3~1/4

依據航空科學書中有關穩定的章節，平板機翼的縱向穩定特性好，當攻角變

化時，壓力中心的變化所產生的力矩有回復原來攻角的穩定趨勢，而具有翼

剖面的機翼其壓力中心的變化，產生的力矩會讓攻角變化加劇(如下圖)，所

以必須要有水平尾翼(又稱為水平安定面)來保持縱向穩定，但是我們的實驗

只有做出機翼，因此必須進行額外的配重，而且隨不同攻角測試而必須稍做

調整。 

 

 
 

(三) 第三次測試 

1. 第三次實驗為了有效解決配重的問題以及增加翼剖面厚度重新製作了

新翼型和配重工作。 

 
2. 結果 

機翼幾乎不上升 

圖五    

配重

砝碼 

圖六  翼型 



  

3. 可能的原因 

（1） 機翼重量過重（有比第四次重嗎?如果沒有，可能還是氣流的問

題，因為使用家用電扇，無法再提升速度，所以不做速度的探討） 

解決方法:減輕重量 

（2） 氣流分離：先使用絲線觀察，若有則重新設計較薄翼剖面 

觀察翼剖面是否氣流分離實驗 

在翼剖面上黏上鮮艷顏色的絲線來觀察，最後發現氣流並未分離（絲線

並未因氣流分離形成渦流而有捲曲現象，反而呈現平直）。 

因此接下來的機翼必須減輕重量 

 
(四) 第四次測試 

1. 第四次測試的機翼必須要減輕重量，因此我們把翼肋中心掏空，並將下

弦原來是珍珠板的地方改成用白紙當蒙皮來減少更多的重量。 

 
2. 結果 

4號機翼十分迅速的飛上頂端，但是經過了十幾次的實驗機翼竟然由於

結構強度太低被風吹到壓扁變形。 

讓機翼上升成功 

(五) 小結 

由此可知我們可以透過電風扇製造的相對氣流（經風速計目測，風扇

11點鐘至 1點鐘位【上半部】置氣流最強）讓機翼上升。 

二、 實驗 A：有無攻角、翼剖面對昇力的影響 

    使用有翼剖面的機翼做為模擬飛機機翼，沒有翼剖面的機翼則是模擬的風

箏，並加入攻角這個參數，因此產生四種情況：有攻角有翼剖面(模擬飛機有攻

角時)、無攻角有翼剖面(模擬飛機無攻角時)、有攻角無翼剖面(模擬風箏有攻

角時)、無攻角無翼剖面(模擬風箏無攻角時)。 

(一) 研究過程與方法: 

1. 首先製作出 2種機翼，翼面積 300cm²(20cm×15cm)。一個有翼剖面，上弦：

圖七 

觀察氣流

分部所使

用的絲線 

圖八 

將翼肋中心掏空 

減輕重量 

 



  

下弦=1.47，另一機翼則無翼剖面。兩者使用玻纖棒串上鐵環並在上弦貼

上絲線觀察氣流分布情形) 

2. 製作出攻角片，以 5°上升。製作方式如圖九，製作成品為圖十。 

3. 開始實驗，實驗方式如圖十一，兩片攻角片分別黏在翼剖面下弦，而每

增加一次攻角便需重新調整砝碼以配重並防止機翼上翹。而為了使機翼

不要因氣流改變攻角，在鐵環處使用珍珠板來抵制，使其能夠上下攀升，

卻無法前後搖晃改變攻角。 

 
(上圖為攻角 30°的「攻角片」) 

 

直

角 

 連接機翼

處 

相對氣流的方向 攻角 

圖九 

圖十 



  

(上圖為攻角片角度情形，以 5度角上升上去) 

 
(將機翼貼上絲線觀察氣流分布情形，並能觀察到何時失速) 

 
(機翼實際測量情形，25∘攻角，平板機翼已產生昇力離開起始平台) 

圖十一 

圖十二 



  

 
 

 

 

(可明顯透過白絲線觀察到氣流分離，此圖為成功改善機翼上翹前拍攝的) 

 
 

 

 

氣流分離(絲線往上翹) 

圖十三 

靠近邊緣處氣流分離並產生渦流 

 尚未有珍珠板的改良設計 

圖十四 機翼為 35∘攻角 



  

(二) 實驗結果 

 
 

攻 

角 

沒有翼剖面的平板機翼 

(所能產生的最大昇力) 

有翼剖面的機翼 

(所能產生的最大昇力) 

0∘ <12.4g 22.1g 

5∘ <12.4g 22.9g 

10∘ <12.4g 27.2g 

15∘ 13.4g 32.4g 

20∘ 16.4g 35.0g 

25∘ 20.8g 38.6g 

30∘ 26.2g 40.9g 

35∘ 28.4g 34.0g 

40∘ 22.2g 21.1g 

45∘ <12.4g <15.9g 

附註： 

無翼剖面機翼淨重為 12.4g 

有翼剖面機翼淨重為 15.9g 

「<」代表機翼未成功飛起，也就是所製造的昇力<本身重量 

(三) 結果與討論 

平板機翼與有翼剖面的機翼的差別: 

1. 當攻角為 0∘時 

有翼剖面的機翼能夠產生足夠使機翼能夠上升的昇力 

無翼剖面的機翼卻不行，探討為甚麼? 

已知能夠影響昇力係數的參數有二 

（1） 翼剖面之設計 

（2） 攻角的變化 

由於平板機翼的機翼上弦下弦並無長度變化，無法靠伯努利定律製造出昇

力。因此推斷 0∘攻角時平板機翼昇力應該為 0 

2. 當攻角接近失速攻角時 

有翼剖面之機翼昇力最高時為 30∘，但平板機翼卻能拉到 35∘，且昇力最

大效益攻角後 5∘時平板機翼的下降幅度比有翼剖面機翼還小。 

經討論推測如下： 

（1） 可能是平板機翼的昇力來源全靠攻角，因此上弦氣流分離跟有翼剖面

的機翼比起來較不是那麼重要，而是與相對氣流的反作用力(可分解為



  

昇力及阻力)有關，當攻角大到一個程度時，阻力開始大於昇力，而漸

漸產生失速的現象。 

（2） 而具有翼剖面機翼一旦氣流分離，就失去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昇力來

源（因柏努利定律產生的上下壓力差），但是有翼剖面的機翼所能產生

的最大昇力比平板機翼還要多 12.5g。 

（3） 將表格內的數據轉換成圖表，可以看出兩種翼型的昇力與攻角的關係

與教科書相似，證明本次的實驗成功，符合空氣動力學，其中具有翼

剖面的機翼在 35∘及 40∘攻角時，雖氣流已分離，但是研判前緣的部

分還未分離，所以還能產生一部分的昇力，到了 45∘時研判氣流已完

全分離，所以機翼無法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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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角對不同翼型昇力變化圖

平板機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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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本研究成果，下圖來自維基百科。可看出圖形相似。) 

 
(四) 小結 

由此推論 

1. 攻角可以增加昇力，但攻角角度若是太大反而會造成氣流分離導致失速的發

生，就是到達了所謂的失速攻角 

2. 風箏靠攻角獲得昇力，風箏的攻角是透過風箏線維持，所需的相對氣流也能

靠逆風以及人本身的移動而且風箏本身重量不重，因此昇力係數的要求

和相對氣流風速要求也不高風箏才能不需要推力以及翼剖面便能飛上天

攻角小於等於 10∘前，昇

力小於機翼淨重 12.4 公

克，所以無法升起，也可

推判昇力可為零 



  

空 

3. 紙飛機也是靠攻角獲得昇力，紙飛機則是因為滑翔中受地心引力作用飛行路

徑向下，所以機翼產稱正攻角形成昇力 

4. 簡單的家用器材也可以做翼型的昇力實驗。 

 

三、 實驗 B：高低展弦比對昇力的影響 

(一) 研究過程與方法 

1. 採用 20cm×15cm 與 30cm×10cm 兩種不同展弦比的機翼作為比較，上弦

長：下弦長也同樣控制為 1.47，因此流過上下翼面的速度差將會一樣，

產生的昇力係數也會一樣，翼面積同樣為 300cm²。實驗過程盡量不要讓

機翼產生攻角。依據昇力公式 2

2
1 svCL L  ，有關昇力的因子均相同，

若實驗的結果昇力不同，則可推測翼端渦流或誘導阻力對不同的展弦比

有不同的影響。 

2. 並透過絲線來觀察，渦流、氣流分布情形。 

(二) 結果與討論 

1. 低展弦比(上一個實驗的有翼剖面機翼):淨重 15.9g 

2. 高展弦比：淨重 17.7g 

 高展弦比機翼 低展弦比機翼 

淨重 17.7g 15.9g 

最大上升重

量(0攻角) 
23.9g 22.1g 

3. 高展弦比機翼的昇力比低展弦比高出了一些，並沒有差很多也許是因為

機翼本身並沒有前進，誘導阻力並不明顯，也有可能是風速不大，導致

效果不顯著，但是還是有形成渦流導致機翼上弦產生亂流，破壞昇力，

而這些現象在低展弦比機翼發生的較為嚴重所以昇力才會低於高展弦

比機翼。 

(三) 小結 

經實驗與討論後發現高展弦比機翼在獲得昇力比低展弦比機翼還要高(同

翼型、同翼面積)，符合了書籍上對高展弦比機翼效益的描述，但在結構上高展

弦比的結構也比低展弦比難以製作，高展弦比機翼用了四片翼肋，淨重 17.7g，

低展弦比只需兩片翼肋和兩輔助片(載重平台)，淨重 15.9g。 

也因此現代客機的展弦比多比需要滾轉性能的戰鬥機還要高(機翼太長會

增加滾轉力矩導致靈敏度不夠)，而客機則能因減少誘導阻力而提升速度，間接

提升昇力。 



  

 
(高展弦比機翼與低展弦比機翼，紅絲線則為觀察翼尖渦流所設計) 

 
(低展弦比機翼用來增加負重的「載重平台」) 

輔助片 

防止蒙皮塌陷 



  

 
(高展弦比機翼的載重平台) 

 
(高展弦比機翼上升情形) 

 

 

 

 

這個洞是用來塞砝碼

的，機翼最高處僅

1.4cm，直接用可能會

在紙上突出來。 

在負重為 5g 時的飛行狀

況，往往由於機翼上昇過快

導致操控電扇的人來不及

跟，機翼喪失氣流後便失去

昇力。但是只要機翼曾經上

升便代表昇力>重力。 

 



  

柒、 結論 

一、本次的實驗雖然沒有製作風洞，但是使用家用電扇，利用風扇旋轉出風量

較大的部位，透過機翼結構的輕量化，仍可有效產生昇力，這樣的結果可

以鼓勵中小學生自行嘗試，了解氣流的變化及壓力的存在。 

二、僅具有翼剖面的機翼，因伯努利定律作用於機翼上下翼面，在攻角變化或

氣流擾動時，壓力中心變動所產生的力矩會使機翼的攻角變化量更大，所

以實驗過程必須隨更換攻角片而微調重心位置，並請輔助實驗的同學要小

心風扇吹氣的方向，不能形成攻角的變化。 

三、成功試驗了平板機翼與具有翼剖面機翼攻角與昇力的關係，其數據經製成

圖表顯示，與書籍中的昇力係數對攻角的圖形相似，顯示研究的方法可行。 

四、相同的上下弦長比例(昇力係數一樣)、翼面積，同樣的風扇速度吹拂下，

高展弦比機翼的昇力較高，推判高展弦比在相同翼面積條件下，翼展長，

翼弦短，所以減少翼尖渦流及誘導阻力，在相同攻角時，具有較大的昇力。 

五、在上翼面加了絲線看見了氣流分離，讓我們了解攻角大到一個程度，氣流

貼著上翼面流過，氣流一分離，柏努利定律的效益就降低了。 

六、本實驗若是有高速攝影機搭配風速計求出風速，或有電子式風速計便能依

據昇力公式，算出機翼的昇力係數；另外高速攝影機也能精準拍攝高攻角

氣流分離的影片，觀察出本實驗具有翼剖面機翼 35∘及 40∘攻角時氣流開

始分流的位置。 

七、大自然的風(氣流)是個肉眼看不見的東西，常在書上看到空氣動力學這個

名詞，但是卻不容易理解，經過了老師的指導及同學們的努力，整個實驗

讓我們看見了風(氣流)的奧妙，對於空氣動力學有了基本的認識，希望未

來有機會能在這方面學習更多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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