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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現代科學家？◎誰是現代科學家？



◎在理工科的領域，人人都可以是科學家、發明家、◎在理工科的領域，人人都可以是科學家、發明家、
觀察家與思想家。觀察家與思想家。



◎◎Example1: Example1: 飛機設計飛機設計



◎◎Example1:Example1:飛機設計飛機設計

--------先了解地球大氣層先了解地球大氣層









FF--1616戰機戰機



SuSu--2727戰機戰機



AA--1010攻擊機攻擊機



XX--29A29A試驗機試驗機

◎全動式前翼◎全動式前翼//前掠機翼前掠機翼//後機身邊條布局後機身邊條布局
◎用以驗證前掠翼在穿音速時的優越性◎用以驗證前掠翼在穿音速時的優越性
◎最大速度◎最大速度1.61.6馬赫馬赫
◎◎氣動彈性剪裁機翼能夠避免機體自由氣動彈性剪裁機翼能夠避免機體自由
度顫振度顫振

◎攻角達◎攻角達7070度時仍穩定度時仍穩定..



FF--117 Night Hawk 117 Night Hawk 隱形飛機隱形飛機



隱形軍事快艇隱形軍事快艇



AVAV--8B 8B 垂直起降戰機垂直起降戰機





SRSR--7171黑鳥高空高速偵察機黑鳥高空高速偵察機



E2E2--C C 空中預警機空中預警機



BB--11槍騎兵槍騎兵((Lancer)Lancer)轟炸機轟炸機



BB--2 2 幽靈幽靈((Spirit)Spirit)轟炸機轟炸機



AHAH--1W 1W 超級眼鏡蛇攻擊直昇機超級眼鏡蛇攻擊直昇機



RAHRAH--6666卡曼契多用途直昇機卡曼契多用途直昇機



◎◎Example2: Example2: 如何將物體發射到太空中如何將物體發射到太空中??





超級大砲超級大砲



超級大砲超級大砲



◎加速到每秒◎加速到每秒7.97.9公里：進入地球軌道公里：進入地球軌道

(7.9(7.9km/skm/s稱為宇宙第一速度稱為宇宙第一速度))

◎◎加速到每秒加速到每秒11.211.2公里：飛離地球公里：飛離地球

(11.2(11.2km/skm/s稱為宇宙第二速度稱為宇宙第二速度))

◎◎加速到每秒加速到每秒16.716.7公里：飛出太陽系公里：飛出太陽系

(16.7(16.7km/skm/s稱為宇宙第三速度稱為宇宙第三速度).).





在小行星上只要用力將石頭扔出在小行星上只要用力將石頭扔出
它就能飛到太空去它就能飛到太空去



在不同的星球上要將物體送離在不同的星球上要將物體送離
該星球所需的速度該星球所需的速度((逃逸速度逃逸速度))

地球：地球：11.211.2km/skm/s

月球：月球：2.42.4km/s (21%)km/s (21%)

火星：火星： 55km/s (45%)km/s (45%)

小行星：小行星：1010m/sm/s

彗星：彗星：1010m/s .m/s .

金星：金星： 10.410.4km/skm/s

土星：土星： 35.535.5km/s (3.2km/s (3.2倍倍))

木星：木星： 59.659.6km/s (5.3km/s (5.3倍倍))

太陽：太陽： 617.7617.7km/s (55.2km/s (55.2倍倍))

黑洞：黑洞： 無限大無限大



運載火箭運載火箭((Launch Vehicle) Launch Vehicle) ------
專門用來發射人造衛星的火箭專門用來發射人造衛星的火箭..



發射衛星一般必須使用多級火箭發射衛星一般必須使用多級火箭..

第3級

第1節 第2節 第3節 酬載

第1級

第2級



多級火箭的組合方式：串聯與並聯多級火箭的組合方式：串聯與並聯

串聯火箭串聯火箭

並聯並聯((捆綁捆綁))式火箭式火箭



捆綁式火箭捆綁式火箭..



中國的長征系列運載火箭中國的長征系列運載火箭



俄國的運載火箭俄國的運載火箭



火箭採多引擎設計，容許少數引擎故障火箭採多引擎設計，容許少數引擎故障..

俄國的運載火箭俄國的運載火箭



美國太空梭美國太空梭



母機背小機母機背小機

◎研製階段的無動力◎研製階段的無動力滑翔試驗滑翔試驗

◎由波音◎由波音747747巨無霸客機改裝巨無霸客機改裝NASANASA--905905型載機型載機

◎◎將太空梭從美國西岸運送到東岸時也用此方式將太空梭從美國西岸運送到東岸時也用此方式..



◎新概念：單級入軌◎新概念：單級入軌

◎新技術：尖端材料科技、尖端推進系統科技◎新技術：尖端材料科技、尖端推進系統科技

◎採用升力體◎採用升力體((Lifting Body)Lifting Body)設計設計..



如何登陸月球？如何登陸月球？











如何登陸火星？如何登陸火星？

◎◎火星赤道半徑火星赤道半徑33933393公里公里 是地球赤道半徑是地球赤道半徑的的53.2% 53.2% 質量質量
僅為地球的僅為地球的10.74%10.74%

◎◎火星表面重力加速度為火星表面重力加速度為3.723.72m/s2 m/s2 逃逸速度為逃逸速度為5.05.0m/sm/s

◎◎火星表面氣壓不到地球的火星表面氣壓不到地球的1%1%

◎◎火星表面晝夜溫度變化於火星表面晝夜溫度變化於--139139℃℃~20~20℃℃之間之間

◎◎火星每一季都比地球長約一倍火星每一季都比地球長約一倍..





火星奧德賽號太空船火星奧德賽號太空船
Mars Odyssey Probe.Mars Odyssey Probe.



火星登陸艇火星登陸艇..



火星登陸艇登陸程序火星登陸艇登陸程序



火星登陸艇的彈跳式緩衝氣囊火星登陸艇的彈跳式緩衝氣囊



海盜號太空船海盜號太空船



海盜號挖掘土壤進行實驗海盜號挖掘土壤進行實驗..



拓荒者號登陸艇與逗留者號漫遊車拓荒者號登陸艇與逗留者號漫遊車..



火星漫遊車仔細考察表面岩石火星漫遊車仔細考察表面岩石..



送無人探測飛機及氣球送無人探測飛機及氣球
上火星進行大面積地毯式的考察上火星進行大面積地毯式的考察..



航海家號太空船航海家號太空船









Example3: Example3: 如何攔截敵方的彈道飛彈？如何攔截敵方的彈道飛彈？



中國大陸的王牌武器─戰術彈道中國大陸的王牌武器─戰術彈道導彈導彈



MM--99戰術彈道導彈戰術彈道導彈

◎◎東風十五型東風十五型((MM--9)9)：：質量質量6.26.2噸噸,,彈頭彈頭500500kg ,kg ,射程射程
600600km ,km ,改良型改良型為為MM--9A,CEP=600m(9A,CEP=600m(射程的千射程的千
分之一分之一),),配備燃料空氣炸藥配備燃料空氣炸藥,,殺傷半徑殺傷半徑400400mm

◎◎ MM--9II: CEP=100~120m,9II: CEP=100~120m,末速末速6~76~7馬赫馬赫



MM--99戰術彈道導戰術彈道導彈彈



MM--1111戰術彈道導戰術彈道導彈彈



美軍潘興美軍潘興((Pershing)Pershing)二型精準彈道導彈二型精準彈道導彈

◎質量◎質量7.27.2噸噸,,長長10.510.5m,m,彈徑彈徑11m,m,兩級固體兩級固體,,射程射程
160~1800160~1800km,km,慣性慣性++雷達區域相關末端導引雷達區域相關末端導引

◎最大高度◎最大高度300300km,km,大氣層外的彈道由側噴冷氣控大氣層外的彈道由側噴冷氣控
制制,,最大速度最大速度1212馬赫馬赫,,在在1515kmkm高空雷達區域相關高空雷達區域相關
器工作器工作,,空氣舵修正末彈道數次空氣舵修正末彈道數次,,直到直到900900mm高度高度
止止

◎◎CEP=25~45m,CEP=25~45m,具備打擊敵指揮所及交通樞紐等具備打擊敵指揮所及交通樞紐等
硬目標能力硬目標能力

◎有誘餌及末端機動加速變軌◎有誘餌及末端機動加速變軌..



彈道飛彈突防方法彈道飛彈突防方法

◎集束式多彈頭◎集束式多彈頭MRVMRV
◎◎分導式多彈頭分導式多彈頭MIRVMIRV
◎◎釋放出誘餌、假彈頭、亮片釋放出誘餌、假彈頭、亮片

◎末段機動加速變軌◎末段機動加速變軌MARVMARV
◎◎採用速燃採用速燃火箭火箭發動機發動機

◎◎採用高、低彈道方案採用高、低彈道方案

◎◎表面噴塗抗雷射及防護材料表面噴塗抗雷射及防護材料



反飛彈系統反飛彈系統



台灣的飛彈防禦系統台灣的飛彈防禦系統



TMDTMD防禦台灣防禦台灣本島本島



愛國者愛國者PACPAC--22防空反飛彈系統防空反飛彈系統

◎◎19911991波灣戰爭波灣戰爭::預警衛星從飛毛腿發射到算出彈預警衛星從飛毛腿發射到算出彈
著區需著區需120120秒秒,,將此情報傳至地面部隊需將此情報傳至地面部隊需180180秒秒,,
提供愛國者提供愛國者90~12090~120秒的預警時間秒的預警時間

◎飛彈質量◎飛彈質量10001000kg,kg,彈頭炸藥彈頭炸藥100100kgkg
◎◎射程射程3~803~80km,km,射高射高0.3~240.3~24kmkm
◎◎中段無線電導引中段無線電導引,,末段半主動雷達導引末段半主動雷達導引

◎◎多功能相位陣列雷達多功能相位陣列雷達,,同時監視同時監視100100個目標個目標,,跟蹤跟蹤
88個個,,中段導引中段導引55枚枚,,末段導引末段導引33枚枚



愛國愛國者者((MIMMIM--104) 104) 
PACPAC--22防空反飛彈武器系統防空反飛彈武器系統

◎能◎能攔截空對地飛彈、攔截空對地飛彈、 短程彈道飛彈、巡弋飛彈短程彈道飛彈、巡弋飛彈

◎◎適合野戰防空適合野戰防空,,更適合要地防更適合要地防空空

◎國軍◎國軍採購的是愛國者採購的是愛國者PACPAC--2Plus2Plus型型



愛國愛國者者PACPAC--33反飛彈系統反飛彈系統



愛國愛國者者PACPAC--33動能攔截動能攔截彈彈



愛國愛國者者系統的多功能相位陣列雷達系統的多功能相位陣列雷達





THAADTHAAD戰區高空飛彈防禦系統戰區高空飛彈防禦系統





THAADTHAAD動能截殺動能截殺彈頭彈頭





THAADTHAAD反飛彈系統反飛彈系統



神盾艦神盾艦防空反飛彈系統防空反飛彈系統



神盾艦的神盾艦的使命─艦隊防空使命─艦隊防空



標準二型標準二型//三型系列飛彈三型系列飛彈





神盾艦神盾艦反飛彈系統的作戰攔截過程反飛彈系統的作戰攔截過程



太空中的烽火臺─太空中的烽火臺─
預警衛星系統預警衛星系統



飛彈預警衛星支援下的飛彈預警衛星支援下的
多層次飛彈育防禦大系統多層次飛彈育防禦大系統



機載雷射反飛彈系統機載雷射反飛彈系統





窮國的反衛星法寶─窮國的反衛星法寶─
雷射致盲反偵察衛星武器雷射致盲反偵察衛星武器



◎◎Example4: Example4: 如何設計如何設計//製造電子產品製造電子產品





◎電子產業產品研發分工：◎電子產業產品研發分工：

--MEME
--OpticalOptical
--HWHW
--FWFW
--SWSW



MultiMulti--Function PrinterFunction Printer







Environmental testingEnvironmental testing





CAD/CAM/CAECAD/CAM/CAE

















人體工學人體工學



在在設計階段就必須考慮製造可行性設計階段就必須考慮製造可行性



在在設計階段就必須考慮製造可行性設計階段就必須考慮製造可行性



探索生活中的科學與技術探索生活中的科學與技術



探索生活中的科學與技術探索生活中的科學與技術



探索生活中的科學與技術探索生活中的科學與技術



探索生活中的科學與技術探索生活中的科學與技術



探索生活中的科學與技術探索生活中的科學與技術



探索生活中的科學與技術探索生活中的科學與技術
------高屏溪橋高屏溪橋



探索生活中的科學與技術探索生活中的科學與技術



探索生活中的科學與技術探索生活中的科學與技術



探索生活中的科學與技術探索生活中的科學與技術



探索生活中的科學與技術探索生活中的科學與技術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補充材料補充材料



◎◎Example5:Example5:想想看人造衛星在太空中想想看人造衛星在太空中
能做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



人造衛星的種類人造衛星的種類

◎◎軍用衛星、民用衛星、商用衛星、軍用衛星、民用衛星、商用衛星、
科學研究用衛星科學研究用衛星

◎◎返回式衛星、非返回式衛星返回式衛星、非返回式衛星

◎◎載人衛星與不載人衛星載人衛星與不載人衛星..



人造衛星的種類人造衛星的種類

◎◎通信衛星、廣播衛星、遙測衛通信衛星、廣播衛星、遙測衛
星星((氣象衛星、資源衛星、間諜氣象衛星、資源衛星、間諜
衛星衛星))、天文衛星、太空站、導、天文衛星、太空站、導
航與定位衛星、測地衛星、技航與定位衛星、測地衛星、技
術試驗衛星術試驗衛星..



人造地球衛星的軌道人造地球衛星的軌道



人造衛星的基本構造人造衛星的基本構造

◎◎結構體結構體

◎◎電力系統電力系統

◎◎推進系統推進系統

◎◎姿態穩定與控制系統姿態穩定與控制系統

◎◎熱控制熱控制系統系統

◎◎遙測遙控與通訊遙測遙控與通訊系統系統

◎◎酬載酬載系統系統..



影像遙測衛星影像遙測衛星

美國的艾克諾斯美國的艾克諾斯((IkonosIkonos))商用閒諜衛星商用閒諜衛星..



艾克諾艾克諾斯斯((IkonosIkonos))衛星所拍攝的紐約市衛星所拍攝的紐約市
貿中心的遙測照片貿中心的遙測照片



紐約市貿中心紐約市貿中心911911攻擊前後比對攻擊前後比對..



反飛彈系統反飛彈系統

分低層防禦（分低層防禦（4040公里以下），高層防禦（公里以下），高層防禦（4040公里公里
以上）以及助推段攔截，可將大氣層分為三個以上）以及助推段攔截，可將大氣層分為三個
高度：高度：

一、一、4040公里以下：空氣密度足夠，彈道飛彈可用公里以下：空氣密度足夠，彈道飛彈可用
氣動力操縱，誘餌已釋放完畢；因空氣摩擦生氣動力操縱，誘餌已釋放完畢；因空氣摩擦生
熱，難以用紅外線精確標定，攔截發生在防禦熱，難以用紅外線精確標定，攔截發生在防禦
區上空，碎片會造成損害；沒有多餘時間作戰區上空，碎片會造成損害；沒有多餘時間作戰
果評估或進行二次攔截。果評估或進行二次攔截。



反飛彈系統反飛彈系統

二、二、4040至至100100公里：此高度時因空氣密度不足，公里：此高度時因空氣密度不足，
彈道飛彈若無小型推進器無法改變飛行姿態，彈道飛彈若無小型推進器無法改變飛行姿態，
但能釋放破片及輕型誘餌增加攔截困難。距離但能釋放破片及輕型誘餌增加攔截困難。距離
較遠，碎片不會對防護區造成傷害，操縱性需較遠，碎片不會對防護區造成傷害，操縱性需
由推進器提供，有機會執行二次攔截。由推進器提供，有機會執行二次攔截。

三、三、8080--100100公里以上：已無大氣效應，可用紅外公里以上：已無大氣效應，可用紅外
線感測器，攔截不致造成任何地面破壞，有足線感測器，攔截不致造成任何地面破壞，有足
夠時間二次攔截，防禦範圍廣大，干擾絲及輕夠時間二次攔截，防禦範圍廣大，干擾絲及輕
型誘餌增加地面雷達辨識困難。攔截器須由推型誘餌增加地面雷達辨識困難。攔截器須由推
進及控制系統調整姿態。短程彈道飛彈無法在進及控制系統調整姿態。短程彈道飛彈無法在
此高度攔截。此高度攔截。



美國反飛彈系統的發展美國反飛彈系統的發展

雷根於雷根於19831983年提出年提出SDISDI。。老布希於老布希於19911991提出：提出：1.1.
部署部署TMDTMD。。2.2.建立建立NMDNMD。。3.3.全球防衛全球防衛,,低軌道低軌道
1,0001,000枚攔截枚攔截器器BrillantBrillant PebblesPebbles，，對抗射程對抗射程600600
公里以上之彈道飛彈。公里以上之彈道飛彈。

19931993年柯林頓改為防衛第三世界國家戰術彈道飛年柯林頓改為防衛第三世界國家戰術彈道飛
彈威脅：彈威脅：

陸基低層陸基低層::愛國者愛國者PACPAC--3/ERINT3/ERINT，，攔截高度在攔截高度在4040
公里以下，可對抗射程公里以下，可對抗射程1,0001,000公里以下戰術彈道公里以下戰術彈道
飛彈飛彈。。



美國反飛彈系統的發展美國反飛彈系統的發展

陸基高層陸基高層::THAADTHAAD，，攔截射程攔截射程3,0003,000公里內之戰術公里內之戰術
彈道飛彈，攔截高度彈道飛彈，攔截高度150150公里公里,,距離距離200200公里，遠公里，遠
離人口稠密區及軍事基地，可免受攔截後之碎離人口稠密區及軍事基地，可免受攔截後之碎
片對地面造成傷害。片對地面造成傷害。

海基低層海基低層::海軍區域防衛海軍區域防衛NADNAD系統，改良現有神系統，改良現有神
盾艦，可迅速抵達發生衝突的地區。盾艦，可迅速抵達發生衝突的地區。

海基高層海基高層::海軍廣域防衛海軍廣域防衛NTWDNTWD系統，精進神盾系統，精進神盾
艦之反飛彈能力，攔截高度在外大氣層，最小艦之反飛彈能力，攔截高度在外大氣層，最小
攔截高度攔截高度7070公里。公里。



飛毛腿、侯賽因彈道飛彈飛毛腿、侯賽因彈道飛彈

◎侯賽因射程◎侯賽因射程600600km,4km,4馬赫馬赫,,飛行飛行77分鐘分鐘

◎侯賽因升空◎侯賽因升空90~12090~120秒秒,,預預警衛星測出其發射點位警衛星測出其發射點位
置、射向和落點範圍置、射向和落點範圍,,並並發出警告發出警告

◎侯賽因飛距落點◎侯賽因飛距落點9090秒秒,,相位相位陣列雷達開始搜索跟陣列雷達開始搜索跟
蹤目標蹤目標

◎侯賽因飛距落點◎侯賽因飛距落點4040秒秒,,相位陣列雷達發現目相位陣列雷達發現目
標標,10,10秒後愛國者攔截彈發射升空秒後愛國者攔截彈發射升空

◎侯賽因飛距落點◎侯賽因飛距落點88秒時被愛國者攔截秒時被愛國者攔截



THAADTHAAD戰區高空飛彈防禦系統戰區高空飛彈防禦系統





THAADTHAAD反飛彈武器系統反飛彈武器系統



神盾艦神盾艦防空反飛彈系統防空反飛彈系統



標準二型標準二型//三型系列飛彈三型系列飛彈



神盾艦神盾艦反飛彈系統反飛彈系統



TMDTMD飛彈陸海聯合飛彈陸海聯合
多層次飛彈防禦系統多層次飛彈防禦系統



SBIRSSBIRS新型預警衛星系統新型預警衛星系統



飛彈預警衛星支援下的飛彈預警衛星支援下的
多層次飛彈育防禦大系統多層次飛彈育防禦大系統



機載雷射反飛彈系統機載雷射反飛彈系統



箭式箭式((Arrow)Arrow)飛彈防禦系統飛彈防禦系統

TMDTMD尚包含空用雷射尚包含空用雷射((ABL)ABL)及太空基雷射及太空基雷射
((SBL)SBL)，，於助推階段攔截，碎片完全落在於助推階段攔截，碎片完全落在
敵人的領土上，如其攜帶核生化彈道，敵人的領土上，如其攜帶核生化彈道，
將使敵人自食惡果。將使敵人自食惡果。

空用雷射武器由波音空用雷射武器由波音747747--400400搭載，可將情搭載，可將情
資傳送給其他資傳送給其他TMDTMD系統。系統。



機載雷射反飛彈系統機載雷射反飛彈系統

美國於美國於19731973年起開始研究紅外線先進化學年起開始研究紅外線先進化學
雷射雷射((MIRACL)MIRACL)用於防空系統以對抗戰用於防空系統以對抗戰
術飛彈及靶機，空用雷射實驗室並於術飛彈及靶機，空用雷射實驗室並於
19801980年代完成攔截測試。年代完成攔截測試。

19871987年已可控制大型高功率雷射之波束；年已可控制大型高功率雷射之波束；
19911991年已於太空低壓環境下發展成功年已於太空低壓環境下發展成功
ALPHAALPHA雷射。雷射。

19951995年太空定位整合控制實驗已達武器系年太空定位整合控制實驗已達武器系
統水準統水準。。



機載雷射反飛彈系統機載雷射反飛彈系統





殺手衛星殺手衛星

太空基雷射武器用太空基雷射武器用2020枚人造衛星攔截彈道飛彈，枚人造衛星攔截彈道飛彈，
攔截每枚飛彈的時間視飛彈距離而定，為攔截每枚飛彈的時間視飛彈距離而定，為11至至
1010秒，重新標定另一目標之時間為秒，重新標定另一目標之時間為0.50.5秒。秒。



殺手衛星殺手衛星



殺手衛星殺手衛星



殺手衛星殺手衛星



美國戰略及戰術雷射武器系統美國戰略及戰術雷射武器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