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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設計風車的目的，在於利用風車從風中獲得最大比例的風能，到目前為止，

絕大多數現代專業風車獲取風能的比例，都遠比貝茲極限 59.3%少。設計風車首

先要考慮：風車要裝幾片葉片以及葉片速度比風速要大多少倍，以便使風車各葉

片不互相干擾，也就是說，後方的葉片不會受到前方葉片造成的慢速風影響，另

一方面，也要避免白白流失風能。所以，風車葉片的數目，風車葉片尖端的速度

與風速的最佳比例，是同時被決定的。一旦確定了風車葉片尖端速度與風速的最

佳比例之後，風車葉片在此最佳比例轉動時，就不會受到其它葉片的干擾。接下

來要詳細考慮葉片各區段的安裝角、翼型、以及葉片本身的形狀等等，以便能夠

充分利用風對葉片造成的升力來轉動風車，獲得風能。本文介紹的系列教具，一

一說明設計風車的各步驟中所考慮的要點，包括：顯示「經過風車葉片附近而被

風車葉片取出動能的風，分布在空間中哪些地方」的教具；第二個教具是兩具葉

片數目相差懸殊的風車，突顯風車葉片會互相干擾的現象。第三個教具由兩項教

具構成，共同說明：風車葉片各區段的安裝角必須依序合理調整，才能發揮最佳

的性能。第四個教具顯示翼型對於風車運轉的重要性。 

 

關鍵詞：風力發電、升力、貝茲極限、最佳周速比、攻角、失速、翼型、相對風速 

 

 

 

 

壹、 前言 

人類使用風力有很長的歷史，從古至今，在世界各地都有就地取材、古色古香、別具一

格的風車，吸引許多人的注意。過去幾十年，風力發電可以說是成長非常快速的綠色能源。 

廢棄核能之後，台灣用電需求仍然年年增加，同時又面臨零排放、碳稅（carbon tax）等

國際約定的壓力，離岸風力發電，近年來成為台灣能源轉型重要的綠色能源計畫，這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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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效將影響台灣長遠的發展。 

相關的配套措施，如：大力發展台灣本土的風電產業、綠能相關的學術機構、在學校更

多教學活動加入風力發電的發展、許多風力發電的科學競賽等等。風力發電的產業與科教，

相當活躍。 

 

貳、 風力發電之科學教育 

為了讓書籍內容平易近人，避免探究艱澀的科學原理，或因為不易發表研究成果等原因

，風力發電的關鍵科技-風車設計-在台灣科教領域中並不常被深入討論與研究。 

台灣有許多學校以風力發電作為探究與實作課程的主題。探究實作課程確實有助於提升

我國科學教育之品質，使學生能運用科學知識處理「實際」的問題，而並非只在試場或教室

中解答被出題者簡化而失真的問題。風力發電之變數相當多，不容易落實變數控制，缺乏先

備知識的做中學，有時反而會得出不正確的結論。 

一般的風力發電科學教育活動，多以簡易形式的風車為主。現代專業風車原理，內容豐

富，也不難，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多年前提倡現代風車的科學教育（註 1），逐漸發掘出設計風車的面貌。在了解設計

風車的具體步驟與考慮要點之後，進一步發展出一系列教具，以眼見為憑的實驗闡明風車設

計的考慮要點。 

 

參、 系列教具的應用價值 

作者近年發展的實作模式為：針對完整的主題或知識內容，開發一系列教具，以演示並

佐以配套的文字資料。學習者學到完整的主題或知識內容之後，才能加以實際應用，或著手

進一步研究。相較於零星的、片斷的科學知識，完整主題的教學模式之附加價值更高。另一

方面，在學習一項完整的科學內容時，學習者可能面臨理解的困難，如果能夠藉由各種實驗

，生動具體地清楚解釋困難點，將協助學習者突破學習的障礙。 

針對風力發電這項科技，作者開發系列教具以及配套的文字資料，詳細而具體地演示、

實驗和說明：1.現代風車如何受到升力而轉動。2.設計現代風車時所考慮的重點以及具體步驟

。只要學習者能夠透過適當的系列教具與配套文字，瞭解上述兩項內容以及相關細節，就能

夠利用學到的知識，進一步開發或改良現代風車，更深入地了解這項科技。 

作者已經發開了有關現代風車如何受升力而轉動的系列教具（註 2、3、4），這一系列教

具包括：葉片受升力演示儀、陸上風帆車、模擬現代風車所受升力演示儀、驗證現代風車所

受升力演示儀等，成功而生動地說明現代風車如何受升力而轉動。現代風車葉片受到升力的

情形，與帆船受側風而向前行的原理非常相似，也與飛機飛行時所受的升力一樣。這一系列

教具已經成熟，本文不再贅述（註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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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設計風車的目的與考慮要點 

設計風車的目的，在於利用風車從風中取得最大比例的能量（註 7）。但是風不可能把所

有的動能都轉換成風車的動能。原因是：風如果將所有的風能都傳遞給風車，喪失所有風能

的風就不會再流動，於是造成非常奇怪的現象：經過風車的風完全靜止。 

德國科學家貝茲曾經推導出：在最理想狀況下，風到底能傳遞多少比例的風能給風車。

經過詳細計算，他發現任何風車裝置最多也只能從風中取得 59.3%的風能，這是所有風力發

電系統獲取風能的理論上限，稱之為貝茲極限（Betz limit）。 

儘管有貝茲極限，科學家們還是竭盡全力試圖從風中取得最大比例的風能。 

風車能夠轉動的原理，與帆船受到側風而向前行駛的原理，以及飛機能在天上飛的原理

一致，這三者都是巧妙利用升力現象來運作的。  

相關實驗和觀察發現，飛機機翼在空中飛行時，會沿途將機翼附近一定厚度的空氣向下

帶動，於是產生升力（註 8、9、10）。風車葉片也是受到升力而轉動，當風車葉片被風划過

的時候，會使得風車葉片附近一定厚度的風減慢速度，於是葉片被風施加的升力做功而獲得

風能。 

風車葉片在風中運動時，會使得葉片附近一定範圍內的風減速，換言之，葉片可以獲得

此範圍中的風的能量。設計風車的基本考量大概可分為兩部分：其一，要避免後方葉片獲取

風能的範圍內混有被前方葉片攫取能量之後的慢速風，以免損失能量；同時也要避免因為葉

片轉得太慢，而白白的流失許多風能。根據這樣的考慮，科學家們發現：風車葉片的數目，

決定了風車葉片尖端速度與風速的最佳比值（最佳周速比），也就決定了風車在各種風速下的

最佳轉速。 

其二，當風車在某風速下以最佳周速比轉動時，葉片就會剛剛好不受其它葉片干擾，也

不會大量漏掉風能，剩下的工作就是：全力仔細設計葉尖區段的安裝角、葉片各區段的安裝

角、各區段的翼型和葉片形狀（高展弦比），最佳化葉片受到的升力，儘可能獲得風能。 

 

伍、 貝茲極限（註 11） 

風藉由「作用在風車葉片上的升力」對葉片做功的過程中，只有「風」和「風車裝置」

這兩樣東西（見圖 1（a）、（b））。風的動能是唯一可以傳遞給風車的能量來源，風無故損失

動能（變成聲音、熱等），或風車自身結構造成的動能損失，都會降低功率係數（power coefficient

）。 

因此，要在「風可能將最大比例的能量傳遞給風車」的最佳條件下進行計算，首先就必

須假設空氣是不可壓縮的，因為壓縮空氣，增加空氣的內能，就必然需要額外損失其它能量

。能量從哪兒來呢？如果風本身互相擠壓，則損失風的動能。又因為只有風的動能可傳遞給

風車，風的動能如果轉換成風的其它能量，就減少了可能轉換給風車的動能；如果因風車擠

壓風造成空氣密度改變，把風車動能轉換成空氣內能，風車也會損失動能。所以首先假設空

氣是不可壓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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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圖 1（b），圖中的「風車裝置」，（1）是一容許風流過，但不與風一起向下風處運動的

裝置。這樣定義的風車裝置符合所有風車（包括阻力型風車）的特徵，風一定在「風車裝置」

中被做負功，也一定對「風車裝置」做了正功。（2）也可以簡單想成是一塊板子，由板子前

後之壓力差造成的力對板子做功（板子再驅動某種發電機來發電）。這塊板子以 的速度受風

的壓力差而被做功，此板子移動很小的距離後即消失，另一板子又出現在不遠的前方，不斷

重覆這樣的過程。 

因此，風對「風車裝置」傳遞能量的方式為：風流過「不向下風方向運動的風車裝置」

後，風必然有對「風車裝置的某些部分」做功，即「風車裝置中某些部分」必然有「以某種

方式向壓力差造成的力的方向運動」。但風車裝置前後的風速不變，均為；而風車裝置之前

和之後的壓力不同，分別為 P 、 P 。如果「風車裝置」是一板子，則它前後的壓力不同，但

板子運動的速度與風速一樣（如果板子前後的風速不一樣，那麼，板子一定會與前方或後方

的風速不同，則板子前方或後方附近空氣密度就會隨時間變化），所以合理假設在「風車裝置」

前後附近的風速一樣。 

另外，「風車裝置」前後壓力不同（ P > P ，見圖 1（a）），為什麼不會從「風車裝置」邊

緣繞過呢？因為這樣一來，前後的壓力差變成對空氣做功，又變回空氣動能，不利於對「風

車裝置」做功。所以假設最理想狀況， P 、 P 的壓力只對「風車裝置」做功。同時又理想化

地假設此壓力“差”不會因周圍空氣的大氣壓而明顯改變；周圍空氣對流線管中的氣團（見

圖 1（b））施加一致的大氣壓力，卻不致於明顯改變風車「邊緣附近」的壓力（ P 、 P ）、以

及流線管的形狀。流線管形狀大致仍如圖 1（b）所示，壓力在氣團表面經很薄的空氣層就與

大氣壓力平衡。也就是說，氣團外受到不變的大氣壓，氣團內在「風車裝置」前後的氣壓則

分別是 P 、 P 。 

風車前後的氣流都滿足白努利方程式 

因為流體不會消失、或在某些區域隨時間變化而愈聚愈多，空氣密度假設不變： 

11001100  AAAAAA     ……………………1 

其中：  為不變的空氣密度， A為風車掃過面積， 0A 、 0 分別為流過風車掃過面積之

風的原始截面積和原始風速； 1A、 1 分別為經風車減速後之風截面積和風速（見圖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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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a）：風車裝置使得風的速度減小，同時使得風車裝置迎風面的氣壓增加、背風面

的氣壓下降。機翼上方低氣壓引發起霧，同理葉片背風面低壓也引發起霧 

 

 

圖 1（b）：在地面座標推導貝茲極限。風車裝置是固定的，風車裝置前後的流

速變化是連續的，所以，非常靠近風車裝置的前面和後面的地方，風速大小一

樣，但風車裝置前面氣壓大、後面氣壓小 

 

根據白努利方程式（Bernoulli equation），此未被壓縮之左側氣流（見圖 1（b））滿足下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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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0

2

2

1

2

1
  PPatm          ……………………2 

未被改變密度  的右側氣流（風車下游氣流）滿足下式 

22

1

2

2

1

2

1
  PPatm           ……………………3 

其中 atmP 、 P 、 P 分別為大氣壓、風車前之氣壓和風車後之氣壓，兩式相減即得： 

))((
2

1
)(

2

1
1010

2

1

2

0    PP     ………………4 

物體系統所受外力乘以作用時間，等於物體系統總動量變化量 

再根據：作用在該團空氣上所有外力的向量和，乘以外力作用的一小段時間dt，就等於

此團空氣（見圖 1（b）所示）總動量的變化量（至於力作用一段距離的做功過程，暫時不深

究）。風車附近“流場”（flow field）不隨時間變化（steady flow），則可得： 

111000)(  dtAdtAAdtPP      ……………………5 

方程式左側為：作用在氣團上所有「外力」之向量和。此氣團所受外力，包括風車對氣

團的施力、以及外圍空氣對氣團的施力（外圍空氣對氣團的壓力假設均為大氣壓，此大氣壓

理想化地假設不受風車裝置附近的 P、 P影響，所以總和為零）。風車（可能只是一平板）

對空氣團施以向左的外力。方程式右側為：“整團”空氣的總動量變化量，因為風車附近對

時間平均的“流場”（stream field）是穩定的（steady），所以總動量變化量只有整團空氣前

後端部分的動量差（見圖 1（b））。經整理可得：  

)()( 10    dtAAdtPP  

)( 10    PP          ……………………6 

其中， A dt  為氣團前後端的質量，因密度不變，所以 0 0 1 1A dt A dt A dt        

比較 4 式和 6 式得： 

)(
2

1
10           ………………………7 

功率係數 

依照功率係數（power coefficient）的定義，最佳之功率係數為： 

3

0

2

111

2

000

2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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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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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tdtAd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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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8 

如圖 1（b）所示，
2 2

0 0 0 1 1 1

1 1
( )
2 2

A dt A dt dt      代表在單位時間內該氣團所損失的

動能，理想化地假設氣團損失的此動能全部都傳遞給風車。其中：依 PC 的定義，分母必須是

流過風車面積 A 的風的動能之功率，分子則是該氣團動能之損失量除以dt（這是風對風車做

功最完美的情形：風損失的動能全部變成風車的能量）。 

分母的意義是通過風車橫截面 A 的風能功率。雖然從圖 1（b）可知：截面積 A 的風車

所能利用的風能，其實是流過 0A 截面( 0A A )、流速 0 的風能；流到風車截面 A的風速也已

變小為 ( 0 >  )，但這兩項不利因素也該算是功率係數的一部分，都是風車的性能之一。在

工程上必須計算流過風車面積 A、且具有原始風速 0 的風能，而使功率係數具有意義。所以

計算時，分母必須是： 3

0

1

2
A  。其中： A為風車葉片掃過的面積， 0 為風原始的速度。 

最佳之功率係數也可寫成： 

3

0

1010

3

0
2

1

)(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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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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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A

APP
CP






   

3

0

2

1

2

0 )(



 
          ……………………9 

( )P P A  ，代表風對以速度運動的平板做功的功率，即為風傳遞動能給平板風車的

功率；或代表位置不動的「風車裝置」對「以速度流動的風」做負功的功率，最理想狀況

為：風車裝置對風做負功之後（由前述動量相關公式求出風受到風車裝置的力 ( )P P A  ，

也已知），風損失的能量，全部都變成風車的能量。 

請注意：8 式和 9 式的分子，是風（該團空氣）以某種最佳方式對風車做功功率， APP )(  

是氣團作用在風車上的力；大小相同、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則是風車作用在氣團的力。8 式

和 9 式兩者結果和意義相同。 

將代入（參見 7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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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aa         ……………………10 

所以 PC 是 1 0=a   （即 1 及 0 之比值）的函數。令 

0
da

dCP             ……………………11 

以找出a為何值時， PC 值最大，可得： 

3

1
a   （另一解不合理）      ……………………12 

再代入 10 式，得 PC 的極值： %3.59593.0 PC  

 

陸、 演示設計風車考慮要點之系列教具 

設計風車的目的實際的風車運轉時，風當然無

法如貝茲假設的那樣理想地對葉片做功，實際風車

的功率係數 PC 與貝茲極限仍有相當的差距。 

設計風車時（註 12），首先在葉片受升力而轉動

的特性上，從能量取得的角度確定：風車葉片的數目

與所謂最佳周速比之間的關係。 

為了闡釋這兩者之間的關係，首先必須了解風

車葉片划過風之後，會使一定空間範圍內的風減速，

減慢速度的風，仍然會繼續向下風方向流去。所以須

先了解向下風方向流去的慢速風到底在那些位置，

才能說明最佳周速比與風車葉片數目的關係（註 6）。 

第一項教具（見圖 2）基本上就是一具簡單的風

車，在風車葉片上黏妥一條非常輕、用單張衛生紙製

成的長條，假設這樣的條狀物不會明顯影響風流動

的情形，但卻會隨風飄動，所以衛生紙長條所在的位

置，就標示出在不同時刻流經風車葉片某區段而減慢

速度的風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長條衛生紙並不代

表慢速風流動的情形，而代表慢速風所在的位置，慢

速風向下風方向流動。 

圖 2：第一項教具的實物攝影，此教具

用來顯示流經葉片某區段的風之所在位

置 



 設計風車考慮要點之系列教具  

 

- 33 - 

 

事實上，被減慢速度的風有一定的厚度，因為風車葉片可以同時使得葉片迎風面以及背

風面一定厚度區域內的風減慢速度，所以單張的長條狀衛生紙顯示的是被風車葉片減慢速度

的風的大致位置，這些慢速風的位置應該分布在長條狀衛生紙前後一定厚度的範圍。 

實驗結果顯示：長條狀衛生紙大概的形狀是螺旋狀；事實上也的確如此，經過風車葉片

減速的風，向下風方向流去時，它們的位置大概就分布在一個螺旋狀的區域。 

重點在於：後方的葉片不能轉得太快，而遭遇前方葉片遺留的慢速風（分布在條狀物標

示的螺旋狀空間中），這個儀器可以具像地說明：後方葉片的確不能轉得太快，否則就可能會

衝進前方葉片遺留下來的慢速風所在的範圍，或者後方葉片獲取風能的範圍內還存在尚來不

及流走的慢速風。 

在已知被風車葉片降低速度的風的所在位置之後，第二項教具（見圖 3）顯示，如果後

方的葉片與“前方”的葉片距離很近，這也就是多葉片風車的情形，後方的葉片轉快一點就

很容易“遭遇”到前方葉片遺留下來的慢速風。所以風車葉片的數目多，風車葉片之間的夾

角小，風車轉得快，就會“遭遇”前方葉片所遺留的慢速風，所以多葉片風車轉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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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演示葉片數目與最佳周速比關係的教具。12 葉片風車與 2 葉片風車的所有葉

片都完全一模一樣，葉片的安裝角也一模一樣。直覺上來看，兩具風車應該能轉得

一樣快，但是因為多葉片風車的葉片之間互相干擾，轉速反而比較慢 

 

柒、 結論 

設計風車的目的是從風中取得最大比例的風能，但是風能不可能百分之百傳遞給風車。

德國科學家貝茲，在想像中最理想的條件下，計算出風到底可以有多少比例的能量傳遞給風

車，他發現最多只能傳遞 59%的風能給風車。本文中推導了貝茲極限，以便了解貝茲極限做

了哪些理想化的假設。 

實際的現代風車，是藉由升力的現象，來完成能量轉換的過程，換言之，利用作用在風

車葉片上的升力，對葉片做功，於是將能量傳遞給葉片。在此同時，葉片附近一定厚度的風，

會減緩速度，也就是說，葉片可以獲得葉片附近一定空間範圍內的風的部分能量。 

所以設計風車時，首先就要考慮風車葉片轉動時所獲得風能的空間範圍，因為風車葉片

獲得風能之後，就會使得一定範圍內的風損失能量；另一方面，風車葉片轉動時，又會獲得

一定空間範圍內的風能。 

根據被風車葉片獲得部分能量的風所分布的範圍（這個範圍當然會隨時間向下風處移

動），控制風車葉片的轉速，也就是控制葉片速度和風速的比例，使得風車葉片轉動時，在它

可以獲取風能的範圍內，不會存在低能量的風；也不能轉得太慢，以免白白流失風能。所以

就要控制風車葉片在由葉片數目決定的最佳周速比條件下轉動。 

前方葉片使一定範圍內的風喪失能量、另一方面，後方葉片可以獲取一定範圍內的風的

部分能量，從這樣能量轉換的角度來看，確定了最佳周速比。當風車葉片以最佳周速比運轉

時，每片葉片都不受被前方葉片擾動氣流的影響。所以緊接下來的設計工作，就是儘可能最

佳化升力的種種變因，以便風車葉片能夠獲得最佳的升力以及升力與阻力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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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討論的系列教具演示：被葉片取得部分能量的風，大約分布在哪些範圍？此外，用

葉片數目相差懸殊的兩具風車，證明風車葉片的確會互相干擾，因此設計風車時必須先確定

最佳周速比。 

確定最佳周速比之後，也就決定了葉片尖端區段的最佳安裝角，利用極簡的教具，就可

以輕鬆演示出葉尖區段的安裝角必須配合最佳周速比。 

接著利用各區段安裝角可以自由調整的單葉片風車、以及兩具半徑不同、安裝角可以自

由調整、同軸轉動的風車，證明：風車葉片各區段的安裝角，必須從葉片尖端到葉片根部，

依序逐漸增加，才會使運轉時葉片各區段的攻角都在適當的範圍之內。這兩具教具強調在一

般風電科學教育活動中常被忽略掉的設計要點。 

最後利用一具完全對稱、但翼型不對稱的風車，以不同的面迎風轉動，翼型就不同了。

這具風車以某一面迎風時，翼型才正確，轉速遠遠快過以另一面迎風而翼型錯誤時的轉速，

以證實正確的翼型對風車的運轉也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因素。 

本文中介紹的這系列教具，大致用實驗說明了設計風車時必須考慮的重點，以眼見為憑

的方式引導學習者了解設計風車的具體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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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designing wind turbines is to use wind turbines to harness the largest proportion 

of wind energy from the wind. So far, the proportion of wind energy obtained by most modern 

professional wind turbines is far less than the Betz limit of 59.3%. The first issue to consider when 

designing a wind turbine is how many blades should be installed in the wind turbine and how many 

times the speed of the blades is higher than the wind speed in order that the blades of the windmill 

do not interfere with each other. Therefore the rear blades will not be affected by the slow wind 

caused by the front blade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avoid the loss of wind energy in 

vain. Therefore, the number of wind turbine blades and the optimum ratio of the tip speed of the wind 

turbine blades to the wind speed are determined together. Once the optimal ratio of the tip speed of 

the wind turbine blade to the wind speed is determined, the wind turbine blade will not be disturbed 

by other blades when it rotates. Consequently, the installation angle of each section of the blade, the 

airfoil, and the blade itself must be considered in detail. All the desig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ind 

turbine can make full use of the lift caused by the wind which rotates the wind turbine to obtain wind 

energy. The series of teaching aids introduced in this article illustrate the key points considered in 

each step of designing a wind turbine, including four types of instruments with different teaching 

purposes.  The first teaching aids show the location of the wind which passes near the wind turbine 

blades and whose kinetic energy is taken out by the wind turbine blades. The second teaching aids 

are two wind turbines with 12 blades and 2 blades respectively which highlight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blades of the windmill will interfere with each other. The third teaching aid consists of two 

teaching aids, which together indicate that the installation angles of each section of the wind turbine 

blade must be adjusted in a reasonable order so that the wind turbine blade can exert the best 

performance. The fourth teaching aid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airfoils to the operation of wind 

turbines. 

 

 

Keywords: wind power generation, lift, Betz limit, optimal tip speed ratio, angle of attack, stall, 

airfoil, relative wind spe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