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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揚力與阻力

事實上空氣很容易被壓縮，空氣也具有黏滯力，當飛行器或其他

交通工具的速度變快時，附近的空氣顯然會被壓縮，有些超快的交通

工具甚至因為與空氣摩擦而產生高熱。所以在許多情形下，空氣並不

滿足白努利定律成立的條件，試圖利用白努利定律解釋所有的流體現

象，當然並不適當。雖然在一定條件下，白努利定律獲得的結論，可

以相當逼近真實狀況，但處理運動中的交通工具在空氣中所受的各種

力，並不應該完全依賴白努利定律。

 第一節　真實的機翼

航空工程可以說是上一世紀最令人驚豔的科技成就之一，各種飛行器

各擅勝場，令人目不暇給。飛行器飛行時，發生了許多有趣的現象，在在

說明應該從更基礎的物理去探究這些現象。例如：解釋機翼產生揚力的原

因，就不該完全依賴白努利定律，許多現象顯示，機翼上方低壓的空氣，

顯然會發生膨脹，這就與白努利定律成立的條件相扞格。此外，機翼相對

氣流的傾角 ( 也稱為攻角 )，事實上是會明顯影響飛機機翼所受的揚力；機

翼的構造還包括襟翼與前翼，這些構造也會很明顯地改變機翼所受的揚力，

而這些現象都不是只根據白努利定律所能完全解釋。

再者，在運用白努利定律時，常常假設：機翼上方的空氣和下方的空

氣會同時流到機翼的後緣，也就是假設：當機翼劃過空氣時，空氣基本上留

在原地，而不向機翼前進的方向運動。但是根據仔細的實驗可以發現，事實

氣也具有黏滯力，當飛行器

空氣顯然會被壓縮，有些超快的交

擦而產生高熱。所以在許多情形下，空氣並不

件，試圖利用白努利定律解釋所有的流體現

然在一定條件下，白努利定律獲得的結論，可

實狀況，但處理運動中的交通工具在空氣中所受的

不應該完全依賴白努利定律。

節　真實的機翼

航空工程可以說是上一世紀最令人驚豔的科航空工程可以說是上一世紀最令人驚豔

各擅勝場，令人目不暇給。飛行器飛行時，發擅勝場，令人目不暇給。飛行器飛行時，

說明應該從更基礎的物理去探究這些現象說明應該從更基礎的物理去探究

因，就不該完全依賴白努利定律，許就不該完全依賴白努利定

會發生膨脹，這就與白努利發生膨脹，這就與白

傾角 ( 也稱為攻角 )，角 ( 也稱為攻角 )

包括襟翼與前括襟翼

是只根只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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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揚力的來源

上機翼下方的氣流，比機翼上方的氣流緩慢許多，以致於機翼下方的氣流，

甚至比繞過機翼上方較長弧面的氣流，更慢到達機翼的後緣。

凡此種種，都說明應該根據更基本的物理原理，來分析機翼所受的揚

力和阻力。

即使紙飛機的機翼完全沒有弧度，而只是一個平面，紙飛機在空氣中

也可以滑翔許久，緩緩下降，這說明即使是一個平面的紙翅膀，也能產生

揚力。為什麼呢 ? 其實這個問題可以用很簡單的物理來回答，因為平面的紙

翅膀改變了氣流的流向。

見圖 3-2-1，紙飛機在靜止的空氣中飛行時，事實上是逐漸下降的，也

就是說對對這樣飛行的紙飛機而言，氣流是從下方微微向上吹拂紙飛機，

空氣相對紙飛機的運動狀態，決定空氣如何對飛機施力。因為相對紙飛機

運動的氣流，遇到紙飛機後，會因為紙飛機而改變運動的方向 ( 或大小，或

運動方向 )，見圖 3-2-1，因此氣流會施一向上的力於飛機。

如果平面的紙翅膀撞到某個物體，而把某個物體撞向某個方向，那被

撞的物體顯然受力，它的反作用力就會作用在紙翅膀上。同樣的情形，因

為紙翅膀把氣流導向某個方向，使氣流發生加速度，於是紙翅膀就會受到

與氣流加速度相反方向的力。相信基於直覺，也不難了解這個現象。我們

沒有理由認為：流體跟一般的物體不同而不遵守相同的物理定律。

簡單的說，機翼產生揚力的原因就是導流，也就是改變氣流的方向，

圖 3-2-1：( 左 ) 紙飛機在空氣中飛行的情形，逐漸下降，因此氣流是從紙飛機下方微微
向上吹拂紙飛機 ( 右 )。

平面的紙翅膀撞到面的紙翅膀

受力，它力，它

弧度，而只是一個平面，紙飛機在，而只是一個平面，紙飛

這說明即使是一個平面的紙翅膀，也能說明即使是一個平面的紙翅膀，也

個問題可以用很簡單的物理來回答，因為平面的紙個問題可以用很簡單的物理來回答，因為平面的

向。

紙飛機在靜止的空氣中飛行時，事實上是逐漸下降的，也在靜止的空氣中飛行時，事實上是逐漸下降的，也

這樣飛行的紙飛機而言，氣流是從下方微微向上吹拂紙飛機樣飛行的紙飛機而言，氣流是從下方微微向上吹拂

對紙飛機的運動狀態，決定空氣如何對飛機施力。因為相對紙飛機的運動狀態，決定空氣如何對飛機施力。因為相

的氣流，遇到紙飛機後，會因為紙飛機而改變運動的方向 (遇到紙飛機後，會因為紙飛機而改變運動的方向

運動方向 )，見圖 3-2-1，因此氣流會施一向上的力於飛機。見圖 3-2-1，因此氣流會施一向上的力於飛機

3-2-1：( 左 ) 紙飛機在空氣中飛行：( 左 ) 紙飛機在空氣中
吹拂紙飛機 ( 右 )。拂紙飛機 (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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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要儘量不改變氣流的能量 ( 包括動能、內能等 )，不能使氣流變成紊流。

如果氣流變成紊流，這股氣流向下的總動量就大減，向上的揚力就減少。但

紊流使空氣的動能增加，就會衍生阻力。如果不能順利導流，就不能產生與

原先氣流方向垂直的揚力。

但是機翼導流的過程，相

對來講比較精巧，除了機翼的

翼型剖面 (air foil) 之外，機翼

的前翼與襟翼 ( 見圖 3-2-2)，都

能幫助機翼順利地導流，而產

生需要的揚力，而且產生揚力

的過程當中，還要避免阻力明

顯的增加。

從機翼功能的角度，可更明

確地定義所謂的「順利導流」。

機翼別無選擇的功能是：產生揚力，同時不要受到太大的阻力。因此，所謂

「順利導流」，從空氣靜止的座標來看：順利導流是指：1. 空氣不要因機翼

劃過而被向前帶動或產生亂 ( 紊 ) 流；2. 空氣最好能留原處；3. 空氣必須簡

單被向下帶動，向下帶動之後，空氣的能量儘可能不要增加太多，但空氣向

下的質心加速度要夠大，也就是空氣向下的動量變化要夠大 ( 紊流或亂流因

為上下亂竄，增加空氣的動能，卻不利於增加空氣向下的質心加速度 )。從

機翼靜止的座標來看：1. 氣流要被簡單導向成為向下彎曲流動的氣流。2. 氣

流快速向後流走，而不會變成紊流，也不會把原先可順利流走的氣流變成在

機翼附近打轉的紊流。

    為什麼機翼順利導流就會受到揚力呢 ? 其實根據多質點系統的牛頓

第二定律或動量定律，就可以很容易回答。

 見圖 3-2-3。從空氣靜止的座標來看，具有很好導流功能的機翼在靜止

的空氣中向前運動時，並沒有明顯將空氣向前帶動，卻將空氣"撥 "到下方。

從機翼靜止的座標來看，在氣流中的機翼把一定範圍之內的氣流，從水平運

動導向向斜後方運動。

圖 3-2-2：大型飛機機翼示意圖。

而產

生揚力生揚力

避免阻力明力明

功能的角度，可更明功能的角度，

義所謂的謂的「順利導流順利導流」。

翼別無選擇的功能是：產生揚力，同時不要受到太大的阻力。的功能是：產生揚力，同時不要受到太大的阻力

「順利導流」」，從空氣靜止的座標來看：順利導流是指：1.，從空氣靜止的座標來看：順利導流是指

劃過而被向前帶動或產生亂 ( 紊 ) 流；2. 空氣最好能留過而被向前帶動或產生亂 ( 紊 ) 流；2. 空氣最好能留

單被向下帶動，向下帶動之後，空氣的能量儘可能不單被向下帶動，向下帶動之後，空氣的能量

下的質心加速度要夠大，也就是空氣向下的動量下的質心加速度要夠大，也就是空氣向下的動

為上下亂竄，增加空氣的動能，卻不利於增為上下亂竄，增加空氣的動能，卻

機翼靜止的座標來看：1. 氣流要被簡單機翼靜止的座標來看：1. 氣流要

快速向後流走，而不會變成紊流快速向後流走，而不會變成

近打轉的紊流。打轉的紊流。

什麼機翼順利導麼機翼順

量定律定律

圖 3-2-2：大型飛機機翼示意圖。圖 3-2-2：大型飛機機翼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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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運動的機翼利用巧妙的方法，把機翼上下原本靜止的空氣撥向

下方（見圖 3-2-4），此部分空氣所受之外力，亦即機翼施加於空氣的淨力

必然向下。換言之，機翼下方施加於空氣向下的壓力 ( 機翼和空氣之間毫無

引力 )，必大於機翼上方施加於空氣向上的壓力。根據牛頓第三定律，空氣

施力機翼的淨力必然向上，機翼上方的空氣壓力小，機翼下方的空氣壓力

大。從機翼靜止的座標來看，機翼必會以

壓力的方式對空氣施加向下的淨力，而使

水平流動的空氣，轉向斜後方流去。反作

用力則為作用在機翼上向上的揚力。

    即便機翼在空氣中穿越時，完全不

會帶動空氣向前，而只將空氣向下壓，在

這種理想狀況下，為了使機翼受到揚力不

得不撥動空氣向下，機翼仍然是對空氣作

了功，只要對空氣作功，就會伴隨阻力，

因此在此理想情況下，機翼仍然會受到阻

力，只是阻力相對較小而已。

圖 3-2-3：為順利導流所設計的各種機翼。前翼之縫及襟翼的縫，可以容許部分空氣流
到機翼背面，防止發生機翼背面的層流剝離，亦即避免：因為來不及填補，造成機翼背
面的低壓，而引起附近空氣以紊流的方式流過來填補，產生阻力而無助於揚力。( 也就
是說，來不及引導上方流過的氣流填補機翼背面之空穴，而硬拉後方或附近原先靜止的
空氣填補機翼背面之空穴 )

圖 3-2-4：飛機飛過後所產生的下
洗氣流。
http://images.math.cnrs.fr/Quand-les-
maths-donnent-des-ailes.html

前運動的機翼利用巧妙的方法，把機翼上下原本靜止的空氣前運動的機翼利用巧妙的方法，把機翼上下原本靜止的

見圖 3-2-4），此部分空氣所受之外力，亦即機翼施加於空氣3-2-4），此部分空氣所受之外力，亦即機翼施加於

然向下。換言之，機翼下方施加於空氣向下的壓力 ( 機翼和空言之，機翼下方施加於空氣向下的壓力 ( 機翼和空

引力 )，必大於機翼上方施加於空氣向上的壓力。根據牛頓大於機翼上方施加於空氣向上的壓力。根據

施力機翼的淨力必然向上，機翼上方的空氣壓力小，機力機翼的淨力必然向上，機翼上方的空氣壓力小，

大。從機翼靜止的座標來看，機翼必會以大。從機翼靜止的座標來看，機翼必會以

壓力的方式對空氣施加向下的淨力，而使壓力的方式對空氣施加向下的淨力，而使

水平流動的空氣，轉向斜後方流去。反作水平流動的空氣，轉向斜後方流

用力則為作用在機翼上向上的揚力。用力則為作用在機翼上向上的揚

    即便機翼在空氣中穿越時  即便機翼在空氣中穿

空氣向前，而只將空氣氣向前，而只將空

況下，為了使下，為

向下，機下，機

計的各種機翼。前翼之縫及襟翼的縫，可以容許部分空氣流計的各種機翼。前翼之縫及襟翼的縫，可以容許部分空氣
機翼背面的層流剝離，亦即避免：因為來不及填補，造成機翼背背面的層流剝離，亦即避免：因為來不及填補，造成機翼

近空氣以紊流的方式流過來填補，產生阻力而無助於揚力。( 也就紊流的方式流過來填補，產生阻力而無助於揚力。( 也就
上方流過的氣流填補機翼背面之空穴，而硬拉後方或附近原先靜止的的氣流填補機翼背面之空穴，而硬拉後方或附近原先靜止的

面之空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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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風力發電實驗與數位教學儀器

風力發電科技終究是一門實驗的科學，現實存在的事物才是主

角。而工程上許多構想都必須經由實驗、測試，才能成為實際的成

果。更重要的是，要透過實作與實驗才能真正提高科技教育的品質，

許多教科書中的重要內容，都必須經過實際實驗，才能發現問題，深

入探討，進而確實了解與掌握，匯成真正的創新與創作的原動力。

在實際教學與推廣中發現，許多教師與專家在能源科技教學上有

以下常見的疑惑：為何不能只用三用電表量測發電設備的輸出電壓？ 

電壓訊號的高低真的等同於發電效率的高低嗎？ ( 電壓訊號高，就代

表發電機好嗎？ ) 還有，需不需要加裝電阻呢？電阻的變化對於風機

系統轉速有甚麼影響？

本章將清楚討論這些疑惑，並提出深入淺出的正確解答。除此之

外，本章還要闡明：所使用的專業儀器有何精巧設計和方便的功能；

應該如何進行實驗數值化測量，如何量測並分析風車和風力發電機的

效率和性能；所使用的量測儀器能測量什麼物理量。

本章將提供一個很直觀、也很即時的科技教學方法，利用量化的

數據繪製圖表，並藉由各變因的變化，分析各變因對於風力發電效率

之影響。同時，這也是引導學生可以逐步學習科學的正統方式。相信

透過更進階的科學定量測量，有助於深入認識風力發電科技。在這一

章，讓我們一起進入數位量測探索的領域，體驗一下使用現代科學儀

器進行實驗的快感！

的科學，現實存在的事物

經由實驗、測試，才能成為實際的

過實作與實驗才能真正提高科技教育的品質，

，都必須經過實際實驗，才能發現問題，深

與掌握，匯成真正的創新與創作的原動力。

教學與推廣中發現，許多教師與專家在能源科技教學

見的疑惑：為何不能只用三用電表量測發電設備的輸出

高低真的等同於發電效率的高低嗎？ ( 電壓訊號高

好嗎？ ) 還有，需不需要加裝電阻呢？電阻的變

轉速有甚麼影響？

本章將清楚討論這些疑惑，並提出深

外，本章還要闡明：所使用的專業儀器有何

應該如何進行實驗數值化測量

率和性能；所使用的量測儀

章將提供一個很直觀

製圖表，並藉由各

時，這也

科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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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數據擷取器

圖7-1-1：數位化風力實驗教學儀器(左至右依序為：數據擷取器、電能感測器、可變電阻)，
這套實驗教學儀器也可用來偵測其他發電設備的性能，用途廣泛。

 第一節   精密實用的數位化儀器

利用現在常見科技，我們已經可以用更先進的方式，來取代傳統的實驗

量測方式。現代化的數位感應器，可以一種即時且同步地方式，看出數據隨

著時間變化之歷程，並利用數據擷取器快速呈現圖表變化（也就是感測實驗

數據隨時間變化的情形、或實驗數據與各變因間的關係圖），來清楚的理解

變因造成的變化。當然，也可以透過任意的設定之採樣時間與採樣樣本數，

也就是：每秒鐘，此儀器可將測幾次相關的數據，來增加數據量測的精確

度與真實度，真正掌握隨時間快速變化的現象。

如同統計學告訴我們的 --------- 大量的數據會讓我們更接近真理。

一般而言，數位化風力實驗教學儀器 ( 如圖 7-1-1 所示 ) 包含：數據擷

取器、電能感測器 ( 可同時量測電壓與電流而測出功率 )、以及可變電阻負

載，與小型風電教具等。

現在先一一介紹量測儀器設備！這套量測儀器設備，事實上可以測量

包括風力發電機在內的其他各種發電設備之輸出功率，例如：燃料電池、

一般乾電電池、熱電晶片、壓電晶片、太陽能晶瑩剔透、微型史特林引擎

發電機等，用途廣泛，是探索各種發電設備的利器。

1、數據擷取器1、數據擷取器

且同

現圖表變圖表變

變因間的關係圖）間的關係圖

任意的設定之採樣時間與採意的設定之採樣時間與

幾次相關的數據，來增加數據量測相關的數據，來增加數據

快速變化的現象。變化的現象。

們的 --------- 大量的數據會讓我們更接近真理。的 --------- 大量的數據會讓我們更接近真理。

位化風力實驗教學儀器 ( 如圖 7-1-1 所示 ) 包含：數據擷力實驗教學儀器 ( 如圖 7-1-1 所示 ) 包含：數據擷

測器 ( 可同時量測電壓與電流而測出功率 )、以及可變電阻負時量測電壓與電流而測出功率 )、以及可變電阻

風電教具等。風電教具等。

現在先一一介紹量測儀器設備！這套量測儀器設備，事實上一一介紹量測儀器設備！這套量測儀器設備，事實

括風力發電機在內的其他各種發電設備之輸出功率，例如機在內的其他各種發電設備之輸出功率，例如

一般乾電電池、熱電晶片、壓電晶片、太陽能晶瑩剔透、電池、熱電晶片、壓電晶片、太陽能晶瑩剔

發電機等，用途廣泛，是探索各種發電設備的利器。發電機等，用途廣泛，是探索各種發電設備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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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電能感測器

電能感測器（圖7-1-2）不同於普遍被誤用、只測量電壓的三用電表，

它可以”同時”測量電流和電壓。因為只用三用電錶量單獨測電壓或電

這項相當方便的數據擷取器，有 3 個類比感應器連接埠及 2 個數位

感應器連接埠，內建有五種感應器：GPS、麥克風、溫度、光及三軸加速

度感應器。並有內建 Wi-Fi 功能可無線連線分享數據。搭配其他手持設備

如 : IPhone、IPad、Android系統及筆電等，皆可同步透過Wi-Fi瀏覽數據。

也可將數據儲存起來，並利用無線或 USB 線傳輸至電腦。

數據擷取器的好處，除了可以即時的收集數據外，也可以提供給實驗

者相當多的便利性。資料收集器的最大特徵之一，便是其含有內建的 wi-

fi，意思就是說：在收集量測數據的同時，也可以利用手持裝置（例如：

平板，手機或筆電等）來同步收集觀看量測的數據。

這是實驗室中無線實驗量測的功能，不僅可以提供實驗者的便利，

也可以幫助老師即時了解各個學生量測小組的實驗結果。

當然，資料收集器的另外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帶著走到戶外去。可

以帶著自己製作出的風車，到室外利用真實的風場來量測其發電效率。讓

學習者可以在理想與現實的不同條件下，更深入的探討風車的發電情形。

這款數據擷取器可自動辨識連接的待測感應器（例如：電能感測器

或其他感測器），並依照實驗的需求，設定擷取數據的時間段與每秒樣

本數。其最高的取樣率可以達到每秒 100,000 個樣本數。在一般實驗的

量測中，通常設定為採集時間段 30 秒，每秒擷取 30 個樣本。

數據擷取器會讀取到電能感測器中的電壓，電流，以及可調負載的

消耗功率值。更方便的是，數據擷取器可內建計算式，將輸出的功率與

電能的數值隨著量測同步計算出來。

當擷取完成後，數據擷取器也有內建的統計或是曲線擬合的功能，

方便使用者快速的得知平均值或最大值。

同

線傳輸至電輸至電

時的收集數據外，也可的收集數據外，也

最大特徵之一，便是其含有大特徵之一，便是其含

數據的同時，也可以利用手持裝置（的同時，也可以利用手持裝置

同步收集觀看量測的數據。集觀看量測的數據。

線實驗量測的功能，不僅可以提供實驗者的便利，實驗量測的功能，不僅可以提供實驗者的便利

即時了解各個學生量測小組的實驗結果。解各個學生量測小組的實驗結果。

資料收集器的另外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帶著走到戶外去。可外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帶著走到戶外去

自己製作出的風車，到室外利用真實的風場來量測其發電效率自己製作出的風車，到室外利用真實的風場來量測其發電

習者可以在理想與現實的不同條件下，更深入的探討風車的發以在理想與現實的不同條件下，更深入的探討風車的

這款數據擷取器可自動辨識連接的待測感應器（例如數據擷取器可自動辨識連接的待測感應器（例

或其他感測器），並依照實驗的需求，設定擷取數據感測器），並依照實驗的需求，設定擷取數

本數。其最高的取樣率可以達到每秒 100,000 個樣本數。其最高的取樣率可以達到每秒 100,000 個樣

量測中，通常設定為採集時間段 30 秒，每秒擷測中，通常設定為採集時間段 30 秒，每

數據擷取器會讀取到電能感測器中的據擷取器會讀取到電能感測器中的

消耗功率值。更方便的是，數據擷取消耗功率值。更方便的是，數

電能的數值隨著量測同步計算出來電能的數值隨著量測同步計

當擷取完成後，數據擷擷取完成後，數據

用者快速的得知平者快速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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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種發電設備所產生的功率不同，某一種發電設備在不同條件之

下所產生的功率也不同，因此用一可調電阻作為負載，以消耗發電設備

不同的功率輸出。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假設發電設備的輸出電壓可以維持不變，則

電阻越大流過電組的電流就越小，可變電阻器消耗的電能也就越小。反

之，電阻越小流過電組的電流就越大，可變電阻器得消耗的電能就越大。

由此可知調節電阻值，就可以使可變電阻器以不同的功率消耗電能，而

轉換成熱。

通常發電設備電力輸出的情形比較複雜。改變與發電設備串接的電

3、可變電阻負載

流，根本不足以測得發電設備

的輸出功率；即使同時用兩具

三用電錶分別測量發電設備的

輸出電壓或電流，如果輸出電

壓或電流隨時間稍有變化，人

眼很難同時讀取被兩具三用電

錶各自處理後跳動的數據。如

果輸出電壓或電流隨時間變化

較大，則非使用這這款儀器不

可，否則根本無法進行量測功率的實驗。這款儀器可量測各未知發電設備

隨時間複雜變化的輸出功率，是研究各種發電設備無可取代的重要儀器。

電能感測器的來源端 (source) 連接至發電設備的電能輸出源 ( 例如風

力渦輪模型或太陽能板 )，負載端則連接至負載 ( 如：LED、水幫浦或可

變電阻負載 )；電能感測器具有兩個 BTA 連接器：一個作為連接電壓量測

使用，另一個作為連接電流量測（見圖 7-1-1）。當兩個連接器皆連接至

數據擷取器後，將可以自動辨識並載入數據擷取設定立即進行量測準備，

功率、電阻和能量所計算欄位和儀表也會自動寫入檔案中。 

圖 7-1-2：電能感測器可同時測量電壓和電流，
並把數據傳於數據擷取機。

每一種發電設備所產生的功率不同每一種發電設備所產生的

下所產生的功率也不同，因此用一可所產生的功率也不同，因此

不同的功率輸出。同的功率輸出。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流過電組的電過電組

流過電過電

3、可變電阻負載3、可變電阻負載

器不

量測功率的實驗。這款儀器可量測各未知發電設備量測功率的實驗。這款儀器可量測各未知發電設

輸出功率，是研究各種發電設備無可取代的重要儀器。率，是研究各種發電設備無可取代的重要儀器。

器的來源端 (source) 連接至發電設備的電能輸出源 ( 例如風端 (source) 連接至發電設備的電能輸出源 ( 例如風

型或太陽能板 )，負載端則連接至負載 ( 如：LED、水幫浦或或太陽能板 )，負載端則連接至負載 ( 如：LED、水

阻負載 )；電能感測器具有兩個 BTA 連接器：一個作為連接電負載 )；電能感測器具有兩個 BTA 連接器：一個作為連

用，另一個作為連接電流量測（見圖 7-1-1）。當兩個連接個作為連接電流量測（見圖 7-1-1）。當兩個連接

數據擷取器後，將可以自動辨識並載入數據擷取設定立即進器後，將可以自動辨識並載入數據擷取設定立即

功率、電阻和能量所計算欄位和儀表也會自動寫入檔案電阻和能量所計算欄位和儀表也會自動寫入檔

圖 7-1-2：電能感測器可同時測量電壓和圖 7-1-2：電能感測器可同時測量電
並把數據傳於數據擷取機。並把數據傳於數據擷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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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器之電阻值，則發電設備的輸出電壓會改

變，同時決定了流過電組器的電流，在此情

形下，同樣也可得出：發電設備之輸出功率

和可變電阻器之消耗功率。

可調可調電阻負載（圖 7-1-3）提供了

一種簡單的方法來調整電路中的負載值。電

能感測器”必須”與此負載設計一起使用。

可被用來定義在系統上的最佳負載值，例如：風機系統或太陽能板等。

此可調電阻負載的調整範圍為 6 歐姆 -255 歐姆，通過可調電阻負載的電

流不宜超過 0.22A。

4、待測發電設備

待測發電設備和可變電阻負載，形成電力產生者和電力消耗者，見

圖 7-1-4。注重其中能量轉換的情形，發電設備其實需要其他的能源，以

產生電力；負載則會消耗電力，而轉換成光（燈）、熱（爐烤箱、暖氣、

吹風機）或聲音（音響設備）或其他的機械能，例如：冷氣、電冰箱的

馬達（再利用熱學原理，產生制冷效果）、打果汁機、洗衣機、風扇中

的馬達等。

測量儀器不能干擾被測量的主體，測量儀器只是用來了解被測量的

主體。在此（見圖），先把測量儀器都拆下來，單單留下被測量的主體，

也就是發電設備和負載。

問題是：到底想知道

或探測發電設備和負載的

什麼？沒錯，第一個要知

道發電設備有沒有用。

待測發電設備與可

變電阻負載，形成供、

需系統，是整個問題的

核心。

　　圖 7-1-3：可變電阻。

圖 7-1-4：要研究的主角。

了

值。電。電

起使用。使用。

佳負載值，例如：風機系統或太陽能載值，例如：風機系統或太陽

圍為 6 歐姆 -255 歐姆，通過可調電阻負載的歐姆 -255 歐姆，通過可調電阻負載

發電設備和可變電阻負載，形成電力產生者和電力消耗者，電設備和可變電阻負載，形成電力產生者和電力消

4。注重其中能量轉換的情形，發電設備其實需要其他的能。注重其中能量轉換的情形，發電設備其實需要其他的

生電力；負載則會消耗電力，而轉換成光（燈）、熱（爐烤箱負載則會消耗電力，而轉換成光（燈）、熱（爐烤

吹風機）或聲音（音響設備）或其他的機械能，例如：冷或聲音（音響設備）或其他的機械能，例如：

馬達（再利用熱學原理，產生制冷效果）、打果汁機再利用熱學原理，產生制冷效果）、打果汁

的馬達等。的馬達等

測量儀器不能干擾被測量的主體，測量儀測量儀器不能干擾被測量的主體，測

主體。在此（見圖），先把測量儀器都拆主體。在此（見圖），先把測量儀器都拆

也就是發電設備和負載。就是發電設備

問題是：到底想知道題是：到底想知道

測發電設備和負載的發電設備和負載的

沒錯，第一個要知錯，第一個

有沒有用沒有用

　 圖 7-1-3：可變圖 7-1-3：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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