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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 Bernoulli 的糾紛 
*林坤誼、**林怡伶、**謝慧穎、**簡鈺娟 

台北市立中山女高生活科技教師、台北市立中山女高學生 

 

生活科技課程的價值與重要性，一向是身為科技教育領域人員企圖對外界證

實的重點；本文是三位參與中山女高校內科展的學生所完成的科展報告，並獲得

九十一學年度校內生活與應用科學組的優等獎。希望未來科技教師也能夠善用參

與科展的方式，成為提升生活科技課程價值與重要性的管道之一。 

 

壹、摘要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 Bernoulli 原理在飛機機翼上的應用情況，根據相關的文

獻指出，學者們都一致認同在機翼上方的空氣壓力會小於機翼下方的空氣壓力，

再加上因為機翼與水平面夾角（亦即所謂的攻角）所產生的向上分力，使得飛機

才能夠在空中飛行。然而對於產生壓力差的「相等通過時間假設」的說法，便有

兩派的學者有不同的看法：一派支持「相等通過時間假設」的學者認為通過機翼

上方的氣流與通過機翼下方的氣流必須同時到達機翼的末端，而另一派反對「相

等通過時間假設」的學者則認為通過機翼上方的氣流未必會與通過機翼下方的氣

流同時達到機翼末端。本研究有鑑於兩派學者皆未提出相關的實驗數據以支持自

己的說法，因此便設計了模型氣箔與風洞裝置等實驗設備，以化解兩派學者對於

Bernoulli 原理應用在飛機機翼上的糾紛。根據本實驗最終的結果顯示，在

3.2808 *10-4 秒的時間間隔中，通過機翼的上方氣流與通過機翼的下方氣流是會

同時到達機翼末端的，因此本實驗支持所謂的「相等通過時間假設」的說法。 

貳、研究動機 

過去，人們想要跨越高山、海洋到另一片土地，總要耗費許多寶貴的時間；

此外，在路途上危機重重，極不方便。因此，能自由自在地翱翔在廣闊的天空中

一直是人類的夢想。在人類早期嘗試飛行的工具中，最常見的是使用像鳥類翅膀

震動的飛行方式，後來逐漸演變為熱氣球飛行，最後則由美國的萊特兄弟將人類

帶入了動力飛行的新世紀。近年來，飛機的發明讓世界各地的交通運輸更為便利

快速，只要短短幾個小時就能達到目的地，也實現了人類在藍天中飛翔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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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學期的課程中，老師介紹了許多有關運輸科技的演進與發展，並要我們

製作可調控式的模型滑翔機，且將所謂的「Bernoulli」原理應用在製作可調控式

的模型滑翔機之中。這個有趣的活動引發了我們一連串的思考與探索的過程：「究

竟龐重的飛機為何能在空中飛行呢？」許多學者指出這與「Bernoulli 原理」有著

相當大的關係。如下圖 1 所示，對於飛機在飛行時空氣掃過上表面突起的機翼和

下表面相對平坦的機翼，有些學者主張「相等通過時間假設」，亦即上下兩方的

氣流必須同時到達機翼末端，然而因為上表面路徑長，所以上方氣流流速會比下

方氣流快速，故產生壓力差而有向上的昇力。但是另一派學者卻提出了質疑，他

們認為上下兩方的氣流不必然會同時到達機翼後緣（Wolke，2000）。兩派學者所

提出的不同見解讓我們感到困惑，但是基於求知慾的驅使，我們便開始著手規劃

此一研究。本研究主要即是透過科學實驗以化解學者們對於 Bernoulli 原理應用

在飛機機翼中所抱持之不同看法，我們期望能夠藉此以揭開 Bernoulli 原理應用

在飛機機翼上的真實面紗。 

 

 

 

 

圖 1  白努力原理示意圖 

資料來源：美國太空總署（NASA），2003 年。 

參、研究目的 

一、建構最佳的模型氣箔及風洞實驗裝置。 

二、探討 Bernoulli 原理及其在飛機機翼上的運用情況。 

三、化解學者間對於 Bernoulli 原理的糾紛。 

四、提出結論與建議以供後續研究之參考。 

 

肆、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 機器 
名稱 規格 數量 

1.鑽床 － 1 台 
2.電風扇 60Hz 1 台 
3.抽風機  50/60Hz，12*12 1 台 
4.數位相機  KODAK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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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數位式影像攝影機 JVC 1 台 
二. 工具 

名稱 規格 數量 
1.尺 30cm 3 把 
2.剪刀 － 2 把 
3.釘書機 － 1 台 
4.延長線 － 2 條 
5.量角器 － 1 個 

三. 材料 
名稱 規格 數量 

1.紙 A4 10 張 
2.粉彩紙 A4/4K 25 張/2 張 
3.砂紙 #120、#400 各四張 
4.保麗龍膠 － 1 罐 
5.壓克力板 120*250*350*2(mm) 1 個 
6.洗衣網 － 1 個 
7.紗網 － 1 張 
8.吸管 － 10 根 
9.巴爾沙木(balsa) 8mm*80mm*1500(mm) 1 塊 
10.膠帶 － 1 捲 
11.白膠 － 1 罐 
12.漆包線 － 2 捆 
13.魚線 － 1 捆 
14.煙霧彈 － 35 個 
15.薰香 － 1 盒 
16.香煙 － 1 包 
17.瞬間接著劑 － 2 支 

 
伍、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研究過程 

本研究的研究過程可如下圖 2 所示： 

 

 

 

 

 

 

 

 

蒐集研究主題 

主題確認 

研究題目的訂定 

風洞設備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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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步驟圖 

 

二、研究方法一：設計與製作模型氣箔與風洞裝置 

本研究主要先蒐集國內外有關模型氣箔與風洞裝置的參考資料，並根據上

述資料以設計並測試出最佳的模型氣箔與風洞設備。本研究宥於時間、設備與

經費的因素，因此以採用在日常生活中最易獲得的材料與設備為主，期望能透

過這些簡易的設備，在將誤差控制到最低的情況下，獲得本研究所需的研究結

果。下面主要就本研究所需的模型氣箔與風洞設備的製作做詳細的描述。 

（一）製作風洞設備 

美國太空總署所設計的的風洞裝置可如圖 3 所示，茲將其風洞裝置的各

部位解釋如下（NASA，2003）： 

1.穩流區（Setting Chamber） 

氣流必須先流過穩流區（Settling Chamber）的部分，它的裝置是由金

屬線構成的蜂窩狀網子，主要可以使原本不穩定的氣流轉為平穩，避免因

擾亂的氣流而產生的不可預測之力量影響到主要的測試區（Test Section）。 

2.氣流壓縮區（Contraction Cone） 

氣流通過氣流壓縮區（Contraction Cone）時，體積會迅速被壓縮，因

此使得氣流之流速增加，並直接連接測試區的入口。 

3.測試區（Test Section） 

在測試區（Test Section）中，氣流會產生昇力以支撐起氣泊。 

4.緩流區（Diffuser） 

模型氣箔的設計與製作 

Bernoulli 原理的實驗 

資料分析與詮釋 

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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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流在流過測試區後，會進入穩流區（Diffuser）區，這個部分的裝置

正好和氣流壓縮區相反，主要是為了減緩氣流之流速以節省能源。 

5.驅動區（Drive Section） 

驅動區（Drive Section）主要在於產生能使氣流通過風洞的力量。 

 

 
圖 3  風洞裝置示意圖 

資料來源：美國太空總署（NASA），2003。 
 

 藉由上述美國太空總署的風洞裝置，本研究擬定透過下列過程以製作風洞裝

置： 

1.確定尺寸： 

本研究所設計的風洞裝置尺寸為長度 35 公分、寬度 12 公分、高度 25

公分的壓克力盒。長度的設計是為了易於觀察煙霧流動的情形；而為了避

免煙霧擴散區域太大影響觀察，把寬度設定為比模型氣箔寬 1 公分；高度

則是以模型氣箔飛行的高度為主要考量。 

2.選購壓克力盒： 

根據上述尺寸選購適合的壓克力盒。 

3.穩流裝置： 

主要目的為有效的減少螺旋的紛亂氣流，藉此以增加氣流的穩定性。 

4.鑽孔： 

為了使模型氣箔能夠順利的進行垂直飛行，我們在壓克力板的上下兩

方各鑽兩個孔，並穿入漆包線。此外同一面的孔洞間距要和模型氣箔上兩

孔之距相同，如此兩條漆包線才能夠相互平行，而模型氣箔也才能夠順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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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下移動。 

5.驅動裝置 

透過小型電風扇向外抽風，藉此以驅動氣流的流動。 

 
圖 4  小型電風扇 

 

（二）氣箔裝置的製作 

我們參考美國賓州新荷蘭（New Holland）花園景點初中（Garden Spot 

Middle School）的科技教育教師 Steven Baylor 所使用的模型氣箔製作方法。

他主要使用 A4 大小的紙張，相互摺疊後其寬度為 A4 的一半，而長度與 A4

紙同長；再將紙折出流線形像機翼一樣，以減少阻力；最後找出弧形的最高

點並在該處上鑽孔且穿入吸管，藉此以減少摩擦力並增加仰角與昇力（李隆

盛，民 88）。本研究為使氣箔的飛行更穩定，因此改成穿入兩根吸管（如圖

6）。 

 

 
圖 5  模型氣箔 

資料來源：李隆盛，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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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本研究模型氣箔 

三、研究方法二：測試模型氣箔與風洞裝置 

（一）將製作好的氣箔模型，穿入兩條漆包線（每條線約長 40 ㎝），再把漆

包線分別穿過之前在風洞裝置上所鑽的孔中，以膠帶將漆包線固定在

風洞裝置外部（如圖 5），使氣箔能在風洞裝置中上下移動。把風扇置

於風洞之穩流區前，用以產生氣流。 

（二）氣箔材料的選用：本研究根據上述模型氣箔的製作方法，以「線」、「紙

質」、「弧度」、「攻角」等四項為操作變因進行實驗，以期能找出能使

飛行效果增加的材料，最後並從所有的模型氣箔中比較出飛行效果最

佳、最穩定的模型氣箔以進行測試。 

1. 線：由線的觸感來決定選用的線，選擇摩擦力較小的線以減少阻力。本

實驗主要用魚線和漆包線兩者為主以進行比較。 

過中點時間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平均 

漆包線 2’46” 2’40” 2’59” 2’54” 2’67” 2’53” 

魚線 2’42” 2’54” 2’67” 2’75” 2’59” 2’59” 

實驗結果：魚線具有較大的阻力，且固定不易，所以選用漆包線。 

2. 紙質：本實驗先淘汰重量較重的紙，避免因過重而無法飛行，並採用較

好製作且形狀不易改變的材質以進行實驗。 

過中點時間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平均 

A4 紙 3’92” 4’06” 4’48” 4’21” 3’87” 4’10” 

粉彩紙 2’14” 2’20” 2’12” 2’18” 2’10” 2’15” 

實驗結果：A4 紙過輕且太軟，飛行時容易受到氣流的影響，不易穩定；

粉彩紙飛行時又快又穩定，因此本實驗採用粉彩紙作為氣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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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料。 

3. 弧度：本實驗藉由改變弧度以選擇出最適合氣箔使用的弧度。 

過中點時間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平均 

弧度大 2’09” 1’89” 1’95” 1’96” 1’81” 1’94” 

弧度小 4’53” 4’42” 3’82” 3’75” 3’96” 4’09” 

實驗結果：在不產生擾流的前提之下，弧度越大越佳。 

4. 攻角：由於改變飛機的飛行方向和機翼所構成的角度，氣箔所受到的昇

力就會不同，因此藉由改變攻角以選擇最適合模型氣箔的攻角角度。 

過中點時間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平均 

攻角大

(15°) 
1’89” 2’07” 2’21” 1’86” 2’00” 2’00” 

攻角小

(10°) 
3’06” 3’61” 3’37” 3’31” 3’28” 3’32” 

實驗結果：攻角大較易飛起，但是根據資料顯示攻角必須小於 16°，否則

會產生擾流以影響飛行（見圖 7）  

 
圖 7  機翼攻角對飛行之關係圖 

資料來源：UW Aeronautics & Astronautics，2001。 

5.最佳氣箔的選擇：由上述四項關於氣箔的實驗結果，本研究利用粉彩紙

製作出弧度大且攻角為 15°的模型氣箔，藉此以進行 Bernoulli 原理應用在

氣箔飛行的實驗。 

三、研究方法三：探討 Bernoulli 原理在氣箔上的運用情形 

（一）為了能夠清楚的觀察氣流流經氣箔的情形，我們在氣流中加入煙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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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觀察氣流在氣箔中的狀態；此外由於在戶外有許多干擾的氣流，

且煙霧容易散開不易觀察等缺點，所以我們改由在室內實驗。 

（二）在選擇煙霧方面，我們先後共換了三種煙霧；1.首先我們使用薰香，

但是薰香的煙霧既少且淡、容易被風吹散、不易集中，因此難以觀察。

2.於是我們改採用可產生有色煙霧的煙霧彈，但是煙霧彈雖然能夠產

生足夠的煙霧量，卻無法集中且較難以控制，因此十分難以觀察。3.

最後，我們決定用香煙來產生煙霧，透過吸管直接將煙霧吹在氣箔的

前方，如此煙量恰好適中，且清晰度良好易於觀察，詳細的裝置可如

圖 8 所示。 

 

 

 

 

 

 

 

 

 

圖 8  風洞裝置 

（三）在測試煙霧流經氣箔的過程中，我們操作數位式影像攝影機來拍攝整

個實驗的過程，並將抽風機置於風洞裝置的後端，以藉此驅動氣流的

流動，本實驗的整體實驗器具擺設可如圖 9 所示。 

 
圖 9  實驗器具擺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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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研究結果 

本研究將煙霧通過在空中飛行的模型氣箔的情況，透過數位攝影機（DV）

拍攝下來，並利用電腦軟體（Visual Studio）分析 DV 所拍攝出來的影像（如圖

10），結果顯示在 0.03937 秒的時間間隔中，電腦軟體可把此段拍攝的過程分成

120 個畫面（如圖 11）；換言之，可得每個畫面的時間間隔差為 0.03937÷120＝

3.2808 *10-4 秒，而此一時間間隔恰好等於煙霧釋放前（如圖 13）與煙霧釋放後

（如圖 14）的時間間隔（煙霧持續通過機翼的情形則可見圖 15），因此通過模型

氣箔的上、下方氣流是同時通過模型氣箔後緣的；故若以此時間間隔為前提之

下，本實驗研究支持「相等通過時間假設」的立論。 

 

 
圖 10 Visual Studio 

 

 
圖 11 Visual Studio 的時間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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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煙霧釋放前 

 

 
圖 13 煙霧釋放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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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煙霧釋放後第 3.2808 *10-4 秒 

 

 
圖 15 煙霧釋放後第 2*3.2808 *10-4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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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討論 

一、Bernoulli 原理應用在飛機機翼上的探討 

有關於 Bernoulli 原理應用在機翼上的討論，主要有下列兩派學者所主張

的不同說法： 

（一）上下兩方的氣流會同時到達機翼尾端： 

當飛機在空中飛行時，機翼的彎曲度使氣流分為上下兩股而流向後方，

因為上部的彎曲度大，所以氣流流動的距離比較長些，朝著飛機迎面而來的

氣流，不論是掠過機翼的上部或下部，都要在同一時間從前緣流向後緣 因

此通過機翼上部的氣流速度事實上就要比下部為快（焦維城，民 62，頁 16）。 

此外 Stever 和 Haggerty 則指出我們若把淚珠形的機翼剖成兩半，就能

獲得飛機所需機翼的基本形狀，這樣的外形，使流過彎曲頂面的空氣分子要

移行得更遠也更快，才追得上在底方較平翼面上移行的空氣分子，和它們會

合。頂面的空氣運行速度加快，變使壓力相對減低（Stever 和 Haggerty，1984，

頁 53-54）。 

（二）上下兩方的氣流並不一定會同時到達機翼尾端： 

當飛機飛行的時候，空氣掃過這兩個表面。在流向機翼後緣的路上，在

上表面的空氣因為路程彎曲必須走的遠一點。支持 Bernoulli 原理使飛機飛

行的主張者提出「相等通過時間假設」，宣稱上方與下方的空氣必須同時抵

達機翼後緣，因上方空氣的路程較遠，所以氣流必須移動較快，據 Bernoulli

的說法：上方流動較快的空氣對機翼施加的壓力小於下面移動較慢的空氣，

使得機翼被稱作「昇力」的淨力推向前方。但事實上，上方與下方的空氣不

必然同時抵達機翼後緣。雖然物理教師與飛行教官努力設法含混帶過去，但

相等通過時間的假設根本是錯誤的。上方的空氣就是沒有理由要下方的空氣

同時到達機翼後緣（Wolke，2000，頁 31）。 

此外美國空氣與太空（Nationa Air and Space Museum，NASM）博物館

亦提出異於大部分學者的說法：飛機在天空中飛行，其機翼的塑型和傾斜的

角度造成氣流通過機翼上方的空間較機翼下方的空間小，這使得上方的流速

較快。而根據 Bernoulli 原理，流速大、壓力小；流速小、壓力大，故機翼

上方的氣壓小於下方的氣壓，因此飛機就產生了向上的昇力。此外，許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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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都寫說：上方氣流的流速大於下方是因為上方氣流所流經的路線比下方

遠，所以速度快；這意指氣流在機翼前端分離，而必定在機翼後重合，作者

認為並不是真實的情況。他的看法為由於通過機翼上方的氣流是比下方還要

快速許多的，所以上方氣流會比下方氣流提早到達機翼後緣（NASM，

2003）。 

二、本實驗研究顯示的結果 

本實驗最終的結果顯示在 3.2808 *10-4 秒的時間間隔中，通過機翼的上方

氣流與通過機翼的下方氣流是會同時到達機翼末端的，因此本實驗支持所謂的

「相等通過時間假設」的說法，亦即是通過飛機機翼上方的氣流與通過飛機機

翼下方的氣流會同時到達機翼末端。 

三、其他學者的看法 

Stever 和 Haggerty 認為 Bernoulli 原理不是不能完全用來解釋升力現象，

而是說我們把它說的太簡單了。事實上空氣壓力差別是由沿著機翼發生的及複

雜的空氣循環活動形成的，特別是在機翼後緣，氣流旋轉成了漩渦。這一作用

不是全靠翼面彎曲度造成的，因此空氣壓力差以及升力，不論在飛機正常飛行

或者翻身飛行時同樣可以出現（Stever & Haggerty，1984，頁 54）。 

四、綜合討論 

根據上述的討論，本實驗結果雖然接受「相等通過時間假設」這項立論，

但是若就飛機機翼上所產生的壓力差進行分析與討論，我們確實無法完全肯定

壓力差純粹由 Bernoulli 原理所造成的，因此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一點，我們

認為未來的後續相關研究應該可以朝向此一方向以進行更深入的研究與探討。 

 

捌、結論 

    根據本實驗研究的結果顯示，本實驗是支持「相等通過時間假設」這項立論

的，但是不可否認的，雖然許多學者們都透過不同的實驗證實了飛機機翼上方的

壓力小於飛機機翼下方的壓力，但是這種壓力差若一定要與「Bernoulli 原理」做

因果關係的推論時，則必須考量到潛在的風險，尤其是未經實驗結果所進行的推

論更是值得我們商榷，本實驗若純粹就「相等通過時間假設」這項立論的糾紛而

言，其研究結果支持相等通過時間假設的立論，這或許可以作為支持「相等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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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假設」派學者的一樣立論根據；但是若實際上從別的角度思考的話，本實驗

研究仍然是基於壓力差與 Bernoulli 原理具備因果關係的前提之下，去進行研究

Bernoulli 原理應用在飛機機翼的關係。然而我們希望後續的相關研究可以參採

Stever 和 Haggerty 兩位學者的看法，實際探討在飛機機翼上所產生的壓力差是否

確實僅與 Bernoulli 原理有直接的關係，我們相信從不同的角度進行此一研究，

勢必會更能解開 Bernoulli 原理與飛機機翼間的世紀謎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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