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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索奇妙的

運載火箭與太空梭
Introduction to Launch Vehicles & Space Shuttles

嘉義縣北回歸線太陽館
講師：國立成功大學航空太空研究所碩士 陳俊中 (Adion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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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運載火箭簡介：以泰坦二號及Delta火箭為例

◎運載火箭與彈道飛彈的發展歷史

◎美國大型太空計畫的發展歷程

◎重量級運載火箭：農神五號登月火箭及戰神五號火箭

◎運載火箭及火箭引擎的原理與構造

◎世界各國各式各樣的運載火箭

◎世界上主要的運載火箭發射場

◎太空梭(Space Shuttle)簡介

◎美國太空梭與前蘇聯的太空梭

◎太空梭飛行原理與構造

◎未來的太空梭

◎太空飛機：從台北到紐約只要兩小時！

◎台灣的火箭與飛彈



3

Part1.運載火箭真厲害---

認識運載火箭原理
構造及其發展歷程

專門用來發射人造衛星或太空船的火箭
稱為運載火箭(Launch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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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到每秒7.9公里：進入地球軌道

(7.9km/s稱為宇宙第一速度)

◎加速到每秒11.2公里：飛離地球

(11.2km/s稱為宇宙第二速度)

◎加速到每秒16.7公里：飛出太陽系

(16.7km/s稱為宇宙第三速度).

運載火箭必須將人造衛星加速到每秒7.9公里
才能進入地球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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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載火箭簡介---
以泰坦2號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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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坦2號運載火箭

◎泰坦2號火箭修改自泰坦洲
際彈道飛彈，專門為雙子星
載人太空船計畫而研發，又
稱雙子星運載火箭。「雙子
星-泰坦二」是NASA的民
用計畫，但美國空軍直接參
與泰坦二火箭的研發與發射，
並利用雙子星太空船的十餘
次飛行進行各種試驗，替太
空計畫定下良好的研究基礎。
泰坦火箭從佛羅里達州的卡
納維爾角發射，從1964年4
月8日首次飛行，到1966年
11月共進行12次飛行，成功
率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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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坦2號運載火箭

◎技術諸元

功能 長程洲際彈道飛彈/運載火箭

製造公司 馬丁公司, 高度 31.4 公尺, 直徑 3.05 公尺

質量 154,000 公斤, 節數 2 
酬載能力(LEO) 3,600 公斤

發射次數 106次, 成功次數 99次, 失敗次數 7次

首次發射 1962年3月12日, 末次發射 2003年10月18日

第一級: 引擎 2顆LR-87火箭引擎, 推力 1,900 千牛頓

推進時間 156 秒, 燃料 50%聯氨/四氧化二氮

第二級: 引擎 1顆LR-91火箭引擎, 推力 445 千牛頓

推進時間 180 秒, 燃料 50%聯氨/四氧化二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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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坦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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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載火箭的基本構造.

美國的美國的DeltaDelta運載火箭運載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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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載火箭的基本構造：以美國的Delta火箭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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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載火箭與彈道飛彈的發展歷程

美國火箭之父：戈達德

戈達德（Robert Hutchings 
Goddard）是美國教授、工
程師和發明家，液體火箭的
發明者。他於1926年3月16
日發射了世界的第一枚液體
火箭。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
總署戈達德太空飛行中心就
是以他的名字命名。戈達德
出生於美國。16歲時閱讀了
威爾斯的科幻小說《星際戰
爭》後開始對太空產生興趣。
1899年他把自己的生涯定位
在火箭的研究上。1908年拿
到物理理學士學位。1910年
從克拉克大學獲得碩士學位，
一年後獲博士學位。1912年
成為普林斯頓大學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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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火箭之父：戈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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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一種大型
火箭：德國V2飛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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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飛彈

◎ V2火箭是納粹德國在二戰中
研製的一種中程彈道飛彈，
也是世界上最早投入實戰使
用的彈道飛彈。其目的在於
從歐洲大陸直接準確地打擊
英國本土目標。V2可負載
1,000kg的高能炸藥彈頭並射
向300km遠的目標。

◎從1944年6月13日到1945年3
月的短短十個月間，德軍共
發射了15000枚V1飛彈與
3000枚V2飛彈，共造成英國
31000人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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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飛彈

◎生產日期 1942年3月16日

總重量 12,508公斤

全長 14公尺

直徑 1.65公尺

炸藥 980公斤

最大行動距離 320公里

最高速度 最高1600米/秒
◎推進方式：以乙醇（酒精）與

液態氧當作燃料，兩種燃料
則會以一定比例通過管線引
入燃燒室點火推進。管線特
別設置在燃燒室壁旁，目的
在於冷卻降溫，以免發生燃
燒室過熱甚至融化的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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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發射--前蘇聯史潑尼克一號衛星

◎史潑尼克一號（俄文「衛星一號」或Sputnik，「旅行
者」）是第一顆進入地球軌道的人造衛星。蘇聯於
1957年10月4日於拜科努爾太空中心發射升空。由於
這時正值冷戰，史潑尼克一號的發射震撼了整個西方，
在美國國內引發了一連串事件，如史潑尼克危機、華
爾街發生小股災。同時亦開始了美、蘇兩國之間的太
空競賽。

◎史潑尼克一號毫無先兆而成功的發射，導致美國的極
大恐慌，並造成史潑尼克危機，因此亦激起美蘇兩國
之後持續20多年的太空競賽，成為冷戰的一個兩強主
要競爭點。

◎當史潑尼克一號於哈薩克拜科努爾太空中心發射之時，
正值是1957年---聯合國所公佈的國際地球物理年，它
以每小時29,000公里的速度脫離地球引力，成為第一
個進入外太空的人造物體，在外太空它以20.005至
40.002兆赫的頻率向地球發送無線電波信號 ，並可由
業餘無線電用家所接收。其發送一直持續至1957年10
月26日，才因為電池用盡而中斷。1958年初，史潑尼
克一號失去動力，脫離其工作軌道並墜入大氣層，其
工作壽命中，共圍繞地球運轉了六千萬公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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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蘇聯史潑尼克一號衛星

發射日期 1957年10月4日

運載火箭 R-7 
能量衰減 1958年1月4日

任務持續至 3個月

質量 83.6 kg
軌道傾角 65.1°

軌道周期 96.2分鐘

遠地點 939 km 
近地點 215 km 
運行圈數 1,440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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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潑尼克一號衛星的發射導致美國大力發展太空科技

◎史潑尼克危機由1957年10月4日蘇聯成功發射史
潑尼克一號開始，是冷戰的轉捩點。當時美國一
直認為自己在導彈和太空領域上站於領導地位。
美國曾經在史潑尼克一號發射前嘗試過兩次試射
人造衛星，但均告失敗。史潑尼克一號的成功令
美國芒刺在背。此後太空競賽展開，美國公佈阿
波羅計劃並於1969年登陸月球。

◎史潑尼克危機在美國引發一連串事件：1958年2
月，美國政府認為他們需要一個具備研究和設計
能力的高階防衛部門，遂成立高等研究計劃局，
即後來的國防部高等研究計劃局。1958年7月29
日，美國總統艾森豪正式批準成立國家航空暨太
空總署和推動水星計劃，帶領美國進入太空競賽。
進行培育新一代工程師的教育計劃，過程中發展
出新數學（New Math）的概念。意外使科學界
獲得大量研究資金。美國總統甘迺迪在1960年的
總統選舉提出，要縮小飛彈差距（missile gap），
即部署1000枚民兵彈道飛彈，數量遠遠超過當時
蘇聯擁有的彈道飛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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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型太空計畫的歷程

◎1950年代：發射人造衛星
上天

◎1960年代：登陸月球

◎1970年代：研製太空梭

◎1980年代：發展星戰計畫、
太空飛機

◎1990年代：建造國際太空
站(ISS)

◎2000年代：研發單級入軌
太空載具

◎2010年代：研發巨型火箭，
重返月球

◎接下來：載人登陸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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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神五號巨型登月運載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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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神五號運載火箭

◎農神5號運載火箭（Saturn V）是美國國
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在阿波羅計
劃中使用的多級可拋式液體燃料火箭。

◎農神5號是歷史上最大的火箭，高達110.6
公尺，更是目前使用過的最高、最重、
推力最強的運載火箭。

◎農神5號由馬歇爾太空飛行中心總指揮沃
納·馮·布勞恩與他的德國火箭團隊擔任設
計研發的工作。

◎農神5號的發射有三級。每一級都使用液
態氧（LOX）作為氧化劑。第一級使用
高精鍊煤油（RP-1）作為燃料，其他兩
級使用液態氫（LH2）作為燃料。

◎ 1967年至1973年期間NASA共發射了13艘
農神5號火箭，從來沒有過損失有效載荷
的事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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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神五號運載火箭

首飛 ：1967年11月9日 ，發射場
甘迺迪太空中心，LC-39 

起飛推力 34020千牛 ，全長 110.6
公尺 ，芯級最大直徑 10.1公尺 ，
起飛質量 3038500公斤

第一級 ：發動機 5台F-1 ，推進劑
煤油/液氧 ，工作時間 150秒

第二級 ：發動機 5台J-2 ，推進劑
液氫/液氧 ，工作時間 360秒

第三級 ：發動機 1台J-2 ，推進劑
液氫/液氧 ，工作時間 165 + 
335秒（兩次點火）

運載能力 ：近地軌道 118000公斤 ，
月球軌道 4700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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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農神五號運載火箭
重達3038噸，等同2337

台轎車重量的總合 . 

飛雅特Fiat Coupe轎車1500cc, 重量=1.3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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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建造中的全新重量級火箭：
戰神五號運載火箭



25

戰神五號運載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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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神五號運載火箭

◎戰神五號運載火箭的酬載
能力是 130.18公噸到低地球
軌道,或者65公噸到月球軌道。

◎火箭長度：109米

◎火箭質量：3356.57噸

◎可酬載質量：低地球軌道
130噸, 至月球 64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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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神五號的運載能力超越群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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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載火箭的基本構造

◎液體火箭推進系統

◎固體火箭推進系統

◎箭身及整流罩結構

◎儀器艙：導航與控制系統

◎頭部整流罩

◎酬載：人造衛星或太空船.



29

液體火箭推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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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發動機

◎火箭引擎是噴氣引擎的一種，將推進劑箱或運載工具
內的反應物料（推進劑）變成高速射流，由於牛頓第
三定律而產生推力。火箭引擎可用於太空飛行器推進，
也可用於飛彈等地面應用。引擎靠排出高溫高速尾氣
來獲得推力，固體或液體推進劑（由氧化劑和燃料組
成）在燃燒室中高壓燃燒產生尾氣。

◎液體火箭通過泵將氧化劑和燃料分別泵入燃燒室，兩
種推進劑成分在燃燒室混合併燃燒。而固體火箭的推
進劑事先混合好放入儲存室，工作時儲存室就是燃燒
室。固液混合火箭使用固體和液體混合的推進劑或氣
體推進劑。推進劑一般選用化學推進劑，在經歷放熱
化學反應後產生高溫氣體用於火箭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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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體火箭推進劑

◎液態氧/煤油：

農神五號第一節、Delta火箭第一節、

擎天神

◎液態氧/液態氫：

液態氧(-78℃)與液態氫

(-253℃)皆為超低溫液體

太空梭、農神五號第二節、亞利安五號、
日本H-II 、H-IIA火箭.

◎四氧化二氮/偏二甲肼 (有毒) ：

這組推進劑為自燃推進劑，氧化劑與燃
料相遇立即燃燒，不須使用點火裝置，
燃燒後產生大量二氧化氮(NO2)等紅棕
色劇毒氣體，如亞利安四號、長征火
箭、大力神火箭等

◎濃硝酸/聯氨 (有毒) ：能量較低

◎液態氧/酒精：如V-2飛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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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體火箭發動機

◎固體火箭發動機主要由發動
機外殼、固體推進劑藥柱、
噴嘴、點火器組成

◎固體火箭發動機採用耐高溫
的先進材料來解決熱的問題.

◎推進劑類似一般的火藥，但
仍有差異

◎主要成份為氧化劑、燃料、
膠合劑，如過氯酸銨/鋁粉
/HTPB膠合劑等.



33箭身及整流罩的材料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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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主要的運載火箭

◎中國的長征火箭

◎歐洲的亞利安火箭

◎日本的火箭，從N-I→N-II→H-
I→H-II→H-IIA；從L-4S→M-
3S→M-3SII→M-V

◎美國的大力神、擎天神、德爾塔
火箭

◎印度的火箭從
SLV→ASLV→PSLV→GSLV

◎俄國東方號系列、聯盟號系列、
宇宙號系列、質子號系列、旋風
號系列、天頂號、能源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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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固体運載火箭的演變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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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的太空發射基地
美國：

卡納維拉爾角空軍站，佛羅里達州 （Cape Canaveral Air Force Station）

甘迺迪太空中心，佛羅里達州 （Kennedy Space Center）

斯坦尼斯太空中心，密西西比州 （Stennis Space Center）

范登堡空軍基地，加利福尼亞州 (Vandenberg Air Force Base) 

海上發射公司，加利福尼亞州 (Sea Launch) 

俄羅斯：

拜科努爾太空發射場，哈薩克 （Космодром Байконур（俄文））

普列謝茨克太空發射場，阿爾漢格爾斯克州 (Космодром Плесецк（俄
文）;Plesetsk Cosmodrome（英文）) 

法國：

蓋亞那太空中心，法屬蓋亞那 （Centre Spatial Guyanais（法文））

中國：

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甘肅省

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四川省

太原衛星發射中心，山西省

文昌衛星發射中心，海南省

義大利：

聖馬科發射平台，肯亞 (San Marco platform) 

日本：

種子島宇宙中心，鹿兒島縣（種子島宇宙センター（日文））

內之浦宇宙空間觀測所，鹿兒島縣 (内之浦宇宙空間観測所（日
文）;Uchinoura Space Center) 

印度：

薩迪什·達萬太空中心，安得拉邦（Satish Dhawan Space Centre）

以色列：

帕勒馬希姆空軍基地，中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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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海上發射運載火箭

◎美國、俄羅斯、烏克蘭、挪威多國合作

◎海上發射台能夠開往任何合適的海域去執行發射任務，這是固定式發射台
所做不到的.

◎發射地球同步軌道衛星時，從赤道發射可以最大程度地利用地球自轉的速
度，並且縮短到達該軌道的距離，因而可以節省許多火箭推進劑

◎從海面上發射，四面空曠無人，不必擔心發射失敗或拋棄物會傷害到地面
居民，所以安全性極高，並且發射方位角沒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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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潛艦發射運載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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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飛機上發射的運載火箭─飛馬座
Pegasus Air-Launched Ro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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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太空梭的奇妙世界---

認識太空梭的原理
構造及其發展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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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梭(Space Shuttle)

◎太空梭是一種有翼、可重複
使用的太空飛行器，由輔助
的運載火箭發射脫離大氣層，
作為往返於地球與外太空間
的交通工具，外形像飛機。

◎太空梭的翼在回到地球時提
供空氣煞車作用，以及在降
跑道時提供升力。太空梭升
入太空時跟其他單次使用的
載具一樣，是用火箭動力垂
直升入。因為機翼的關係，
太空梭的酬載比例較低。設
計者希望以重複使用性來彌
補這個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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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太空梭

◎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擁有與實際操作太
空梭的國家，也是機隊陣容最龐大的國
家。美國的太空梭大多是以歷史上有名
的觀測船作為命名，其建造過的太空梭
如下：

發現號（STS Discovery OV-103）

亞特蘭提斯號（STS Atlantis OV-104）

奮進號（STS Endeavor OV-105）

挑戰者號（STS Challenger STA-099/OV-
099）－ 發射過程中爆炸

哥倫比亞號（STS Columbia OV-102）－
返回地球進入大氣時解體

企業號（STS Enterprise OV-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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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機背小機

◎研製階段的無動力滑翔試驗

◎由波音747巨無霸客機改裝NASA-905型載機

◎將太空梭從美國西岸運送到東岸時也用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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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蘇聯暴風雪號太空梭

◎暴風雪（Buran）太空梭計畫是蘇聯時代為了與美國進行太空軍備競
賽所發展的太空梭計畫，在蘇聯瓦解後不久此計畫也宣告正式終結，
殘存的設備歸屬給蘇聯時代太空中心所在地的哈薩克共和國擁有。暴
風雪計畫中共有五架太空梭實際上已開始建造，但是只有第一架的暴
風雪號（Buran 1.01）真正被完成並且順利發射升空與回收，而其他
幾架蘇聯太空梭全都是以未完成的姿態停止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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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暴風雪號太空梭

◎能源號重型火箭

◎全液體推進劑

◎主引擎在火箭上

◎1988年首飛

◎不載人自動飛行

◎蘇聯解體經費短缺

◎只飛一次.

俄國太空梭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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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的天地往返系統──希望之星載具

◎新概念：單級入軌

◎新技術：尖端材料科技、尖端推進系統科技

◎採用升力體(Lifting Body)設計

◎垂直起飛，水平著陸

◎高性能引擎：氣錐式火箭發動機



47

搭乘太空飛機從台北到紐約只要2小時!

◎單級或兩級入軌

◎關鍵技術：先進材料、推進系統

◎先進防熱材料與冷卻技術

◎先進推進系統：超音速燃燒的衝壓發動機

◎水平起飛水平降落

◎起飛時使用渦輪發動機，飛至高空轉用衝壓引擎，最後切換成火箭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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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料：台灣的火箭與飛彈
探空火箭‧ 運載火箭‧彈道飛彈‧防空反飛彈系統

台灣的探空火箭是在天弓飛彈的基礎上發展起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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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上的主要威脅：中國大陸的戰術彈道飛彈
◎東風十五型(M-9)：質量6.2噸,彈頭500kg ,射程600km ,改良型為M-

9A,CEP=600m(射程的千分之一) 
◎東風十一型(M-11) ：從飛毛腿飛彈改良而成,射程300km
◎東風十八型(M-18) ：由M-9增加一級改良而成,射程1000km ,彈頭

50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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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愛國者三型飛彈防禦系統

據聯合報報導：國防部首度公布的資料表示，台灣六套愛國者三型飛彈系統，
將部署在中、南部，包括台中縣太平市坪林營區、台中大肚山營區、嘉義機場
中庄營區、台南縣新化鎮虎頭埤營區、高雄縣鳥松鄉考潭營區、屏東機場附近
空軍飛彈連。竹科、中科到南科三處高科技重鎮，都在保護圈內。

軍方在台中設置兩處飛彈基地，防禦範圍包括新竹科學園區、台中科學園區、
台中火力發電廠、彰濱工業區和六輕工業區。嘉義中莊營區，則是為了防護嘉
義水上機場，該機場有軍方部署的F─16 戰機，將擔負中國大陸解放軍空軍來
襲時，第一擊的接戰任務。南部的三處愛國者飛彈基地，則防護的範圍包括：
南科、五輕工業區、高雄港、南部三座可供軍事用途的機場和屏東的核能三廠。

國防部指出：中國大陸解放軍自1996 年生產 190枚 東風導彈後，每年就以50 
枚的數量持續增加，目前已有1000枚戰術導彈，射程可涵蓋台灣全島。國防部
表示：中國大陸解放軍戰術導彈與東海巡航導彈的數量雖然超過了1000枚，但
是其導彈打擊的精確度並不高，約有七成可用在對台的攻勢中，經過電腦數千
次的模擬，中國大陸解放軍的導彈在第一波的對台攻擊後，台灣仍可保有
50%的反擊戰力，但如果再經過台灣戰力保存的特別強化措施以後，台灣可以
達到70% 有效戰力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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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者二型防空反飛彈系統

◎1991波灣戰爭:預警衛星從飛毛腿發射到
算出彈著區需120秒,將此情報傳至地面部
隊需180秒,提供愛國者90~120秒的預警時
間,而愛國者的反應時間為15秒

◎飛彈質量1000kg,彈頭炸藥100kg
◎射程3~80km,射高0.3~24km
◎中段無線電導引,末段半主動雷達導引

◎多功能相位陣列雷達,同時監視100個目標,
跟蹤8個,中段導引5枚,末段導引3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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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飛彈系統防禦台灣本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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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盾艦反飛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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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盾艦反飛彈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