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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英文摘要
因應下世代特定影音目標追蹤的需求，具
有超越地面行動限制的「自主式小範圍飛行系
統」，在諸如群眾運動監控、老幼居家照顧、
危險場合之保全監視、與軍事偵察等方面，皆
有其潛在應用。
本計畫為一年期整合型計畫，除了以拍撲
式微飛行器實際升空飛行為主要研究目標，也
不斷改良，包括以下工作細節：(1)飛行器之任
務界定。(2)微飛行器尺度律與能量密度之估
算。(3)微飛行器系統化設計程序之發展。(4)
微飛行器之減重協調工作。本研究已完成以
上四項要點，並成功遙控飛行超過 2 分鐘。

time duration. And we improve the design and
flight performance continuously. Detailed work
items includes: (1)Flight mission confirm; (2)
Scaling law and power density estimate;
(3)System design and developing of MAV;
(4)Reducing the weight of MAVs. These four
items of work are all finished. In addition, the
MAV has successful flight with wireless control
more than 2 minutes.
Keywords: MAV, flapping wing,
piezoelectric, on-site measurement.

MEMS,

二、 計畫目標
自1903 年萊特兄弟成功發明飛機以來，人
類歷史首次靠機械動力順利翱翔天際，此後飛

關鍵字：微飛行器、拍撲翼、現地量測、微機
電系統

行器具發展無不以最短時間內運送最多的人

Abstract

到協和號客機等。到了20 世紀末期，隨著高科

Subject to the possible mission of tracking
targets with specific image or sonic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xt
decade,
the
autonomous
micro-aerial-vehicle (MAV) has many potential
applications accordingly. Excelling on monitoring
the strike movement, surveying the home-cares for
the elders and children, or even security checking
on dangerous and valuable facilities, MAVs would
not only show their capabilities in surpassing the
physical obstacles on the ground, but also prove
their right stuffs on miniaturization and excellent
maneuver.

技電子及MEMS 技術蓬勃發展之賜，飛行器的

This one-year integrated project is scheduled
to fly a flapping MAV in the sky and with long

偵察資訊。此外，微型飛行器還可在城市建築

力、貨物為目的，如DC-3 運輸機、波音747 機

設計開始有小型化、微型化發展的新趨勢，具
有體積小、重量輕且成本低廉等優勢。
在軍事應用領域，微型飛行器還可於低空
或近距離進行偵察和監視，或是對衛星和軍用
偵察機觸及不到的盲區或人員無法涉足的地區
進行偵察。同時微飛行器可以被部署到適當的
位置，作為固定而隱蔽的地面感測器即時傳送
物群中以緩慢的速度飛行，可飛抵、甚至停留

在建築物內進行偵察，探測和尋找建築物內部

實務結合比對探討，最後研發成果將提供業界

的敵方人員或恐怖分子，因此，它在未來的城

或相關單位參考。

區戰場和反恐軍事行動中具有極為廣闊的應用
前景。拍撲式微飛行器集合了許多複雜之控制
系統及物理系統，其關鍵技術包括下列各點:

三、 工作項目與成果
1. 飛行器之任務界定

1. 拍撲式微型飛行器在機翼尺寸上遠小於

本世紀以來，人類社會的區域性族群對立

一般航空飛行器，其可搭載元件裝備等荷重受

衝突有增無減。以國外而言，以色列—巴勒斯

到極大的限制，如導航系統、動力源、驅動器、

坦的流血衝突不斷；許多歐洲國家，也多有少

飛行控制器、感應器及訊號傳輸設備，不會有

數移民不預期衝突行動發生。再以國內來說，

太多的選擇餘地。因此，微飛行器必須採用高

今年九月份起發動的「紅衫軍」以及「天下圍

強度重量比的材料來減少重量外，其餘飛行裝

攻」示威行動，由於抗爭與擁扁兩陣營民眾不

備也必須以最大程度的微型化來配合，以減輕

管在人數與集結位置都極難預測，讓警方在保

重量縮小空間。

安警力的調配上傷透了腦筋。

2. 對於15 cm 翼展之拍撲式微飛行器，由

本計畫無意在政治上表達是哪一立場，但

於其尺度小且飛行速度低，雷諾數(Re)僅 在

在國內政治對立衝突無法在短期內消弭的現實

102~104 左右，非常不利於飛行，此範圍與自然

下，盼望對於捉襟見絀的警方，在未來提供一

界的小型鳥類及昆蟲相仿，其拍撲特性成功克

簡便有效的訊息蒐尋工具，協助其執行任務，

服低雷諾數所造成升力係數驟降及阻力係數上

避免因為不及因應而釀成傷亡悲劇。

升的影響，正可做為拍撲式微飛行器借鏡。對
於昆蟲拍撲空氣動力學原理及運用，如何成功
應用在拍撲式微飛行器裡頭，也是一個關鍵的
仿生技術性問題。

本計畫未來（5~10 年後）的應用願景或情
境，係設想在發生衝突的小型區域（約直徑五
公里範圍內），放出拍翼式微飛行器，使其一
邊自主飛行、一邊自行判斷何處是最高亢的群

3. 在高效力推進裝置方面，其驅動相關裝

眾音響源（如群眾要求下台的聲響），或最偏

置是拍撲式微飛行器的關鍵設備，必須在有限

何種特徵的影像源（如紅衫軍之醒目顏色），

的體積及重量內，產生足夠推力供微飛行器上

並朝該標的移動；到達目標區後，除了立即發

搭載的一切裝備。但研發高功率及高能量密度

出訊息回基地台外，並持續於目標區盤旋監

的驅動裝置或動力源，同樣面臨相當程度的技

控。短期而言，為儘速使得微飛行器任務單純

術問題。

化，本拍翼式微飛行器將暫定具有追蹤特定紅

4. 在拍撲式微飛行器自主飛行方面，拍撲

外線光源（如暴徒縱火焚車）的辨識功能，引
導警方儘速前往處理。

式微飛行器的飛行控制技術又較傳統定翼式飛
行器複雜許多，需要靠極佳的飛行控制系統協

由於本計畫擬製作的微飛行器，因結合塑

助，還得面臨惡劣天候或陣風的干擾，如何維

膠模具量產技術，強調低價位與小尺寸，故可

持固定航向及穩定飛行姿態是自主飛行所存在

以使用後拋棄，不必擔心要如何多次使用與回

的一大難題。在自主飛行同時，需要與地面接

收。再者因屬於自主飛行，使用者無須事先培

收站進行聲音或影像等數據傳輸，必須在有限

訓微飛行器之遙控高超技巧，而只須簡要知曉

距離、能耗及頻寬下，進行可靠的訊號傳遞，

微飛行器之啟動施放動作，以及詮釋回傳訊號

這也是拍撲式微飛行器所面臨的挑戰之一。

之意義即可。

本計畫目的除針對上述主要影響拍撲式微

依 據 美 國 國 防 先 進 計 畫 研 發 處 (DARPA)

飛行器的關鍵技術逐一克服外，還會將理論與

的定義，微飛行器 (MAV ; Micro aerial vehicle)

在各方向的尺寸限制為15 cm，性能要求為：航

機翼面積飛行速度、展弦比及重量等，便可預

程約10 km，飛行速度最高速度約30 英哩/每小

測出微飛行器之空氣動力特性。

時，飛行時間約20 分鐘，若以微飛行器的基礎
構型，可將其分為三大類 (圖1)，分別為定翼
式、旋翼式與拍翼式(亦可稱為拍撲翼; flapping
wing)。在此之前已有許多國家的軍方單位與學
術界都投入相當多的資源，微型飛行器應具有
自主飛行、攜帶任務載荷執行特定任務、通信
及傳輸資訊等基本特徵。與常規無人飛行器相
比，由於微型飛行器具有體積小、隱蔽性好、
重量輕、成本低、功能強、攜帶方便、操作簡
單等突出特點。

在 1996 年 時 Tennekes [4] 針 對 目 前 飛 行
器、鳥類及昆蟲等整理出相當有趣的關聯性，
其製作之”The Great Flight Diagram”涵蓋當時所
有飛行物體，呈現重量、機翼負載、省油飛行
速度(cruising speed)，圖中陰影部分便是當時
MAV 所在範圍。隨著科技進步，MAV 可能會
移到左下角的地區。如圖2 所示，從果蠅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到重量大其500 億倍
之波音747間，藉由尺度律的關係可輕易預測翼
展隨機翼負載的變化。

圖1 微飛行器之分類： (a) 定翼式[1]， (b) 旋翼式
[2]，(c)拍翼式[3]

本研究決定採用拍撲式微飛行器來完成任
務，而不採用傳統定翼式或旋翼式飛行器，理
由列於表一:

2. 微飛行器尺度律與能量密度之估算
微飛行器是一結合許多子系統之複雜的智
慧型系統，在設計上特別要考慮尺度律 (scaling
law) 的效應。例如，就翼展為15 公分且飛行速
度在 3~10 m/s 的微飛行器而言，其外觀特徵遠
小於一般飛機，其飛行時之雷諾數在 102~105
之間，這麼低的雷諾數帶給微飛行器較不利的
空氣動力表現 (升力係數下降，阻力係數上升，
機翼上氣流易分離導致失速臨界攻角降低。隨
著尺寸縮小所伴隨問題，巨觀下的理論根據已
不敷使用，本研究即針對微飛行器隨尺寸縮小
後設計上尺度律問題加以分析探討。基於幾何
相似的觀念，可從鳥類、蝙蝠及昆蟲的回歸分
析中，預測出MAV 的尺寸大小、整體重量、飛
行速度及拍撲頻率等，利用此相關性，再根據

圖2 The great flight diagram [4]

假設在穩定飛行時升力及本身自重是相等
的，由 Eqs. (1-2)可知機翼面積 (S)、飛行速度
(V)、空氣密度 (ρ) 及機翼負載 (W/S) 的相互
關係，當機翼載重愈大及其飛行速度愈快。

L =W =

1
ρV 2 SC L
2

W 1
= ρV 2 C L
S 2

(1)
(2)

幾何相似性(Geometric similarity)

關係整理如下:

鳥類本身自重 (W)、升力 (L) 及質量 (m)

1. 燕雀類 (Passeriform model):

W
~0.03-0.08m0.275
S

在無加速情況下，可表示為 Eq. (3)，機翼面積
(S) 可表示為 Eq. (4)，機翼負載可表示為 Eq.
(5)，也改寫為 Eq. (6)表示，其中K1 為常數。

2. 岸鳥類 (Shorebird model ):

W
~0.044m0.4
S

圖3 是鳥類自重與機翼負載的關係，其關聯性
符合 Eq. (6) 的預期。

W=L=mg~L3
S~L2
W/S=L
W/S=k1W1/3

(3)
(4)
(5)
(6)

翼展 (Wingspan)

3. 鴨類 (Duck model) :

W
~0.08-0.11m0.4
S
展弦比 (Aspect ratio)

重量之間的關係也可從尺度律的方法來估算，
但這種方法並不完全正確，Greenewalt [5] 在
1962發現隨著重量增加，鳥類翼展會比尺度律
所估算來得大。Norberg [6] 統計一般鳥類之翼
展與重量的斜率為0.4，有別於尺度律估算之
0.33。隨著種類或家族的不同，斜率也會不同，
但對於大部分的鳥類其斜率相當接近約
0.28~0.42 (蜂鳥除外)。翼展與重量之回歸分析
如圖3所示，蜂鳥的斜率遠較一般鳥類陡峭，意
味著蜂鳥相較於大型鳥類其有較短的翼展。

式，定義如下:

AR =

Norberg [6]研究中說明機翼面積在不同飛
行物種間的變化率比翼展還來得大，蜂鳥就是
一個明顯特例，在相同翼展下它比其他鳥類有
更大的機翼面積;在相同重量下，蜂鳥依然較一
Norberg 的研究作更進一步研究，其分類如下:
1. 燕雀類 (Passeriform model):

飛行器的敏捷性與機動能力隨著展弦比的減少
而提高，故而一般軍用戰機或特技飛行飛機都
比一般傳統飛機的展弦比來得小，在一般飛行
動物上也有相同的規律。另外，誘導阻力
(induced drag)，會隨展弦比的增加而減少，同樣
地，升阻比也會因展弦比的增加而減少，一般
鳥類的展弦比會隨體重的增加而加大，而蜂鳥
的展弦比基本上與重量無關。

飛行動物及昆蟲的翅膀由肌肉、骨骼構
成，其強度有限，拍撲頻率因此受到限制。Wei
Shyy [7] 研究中指出，透過幾何條件的相似
性，拍撲頻率上限為:

(7)

(14)

由上式可知，拍撲頻率隨特徵長度減少而
資料，如圖4所示。大型鳥類以最省力速度飛行
時，大部分拍撲頻率都很低，一般而言其翼尖

(8)

3. 鴨類 (Duck model) :
S~m

f ~ L-1 ~ m-1/3

增加。Norberg 針對拍撲頻率與重量關係的統計

2. 岸鳥類 (Shorebird model ):

0.71

(13)

其中b 為翼展，S 為翼面積。在一般情況下，

般鳥類有較大的機翼面積。Greenewalt [5]將

S~m

b2
S

拍撲頻率 (Wing beat frequency)

翼面積 (Wing area)

0.71

(12)

展弦比 (aspect ratio, AR) 也可用來表示飛

飛行物體之重量比是相當有趣的課題。翼展與

S~m

(11)

行動物的飛行特性，其為翼展與翼面積的關係

在研究具拍撲運動的動物時，各項參數對

0.78

(10)

速度低於飛行速度，以滑翔姿態飛行。而小型
鳥類或是大型蟲，翼尖速度往往大於飛行速

(9)

機翼負載 (Wing loading)
Greenewalt [5]研究中將機翼負載與質量的

度，有些種類昆蟲還可達100 Hz以上的拍撲頻
率。
微飛行器關鍵尺寸設計如翼展、翼面積、

機翼載重、展弦比及拍撲頻率等參數，都可以

務，的確是一件不容易的事。本研究針對各項

透過分析自然界中飛行動物的尺度律作為設計

難處，一一抽絲剝繭，並整理出一套合適開發

主要依據，也可透過尺度律來引導空氣動力等

流程，並透過各子計畫間相互配合排除萬難，

相關實驗，進而製作出高效能、高機動性之仿

圖 5 即為拍撲式微飛行器的開發流程。

生拍撲式微飛行器。

第一階段-任務需求分析
根 據 微 飛 行 器 的 系 統 工 程 （ systems
engineering），系統工程的第一步即需定義其任
務需求分析 (requirement analysis)，其中包括任
務剖面（mission profile）之規劃以及航程、續
航力、速度、飛行高度、空重等規格。
本研究採拍撲式構型設計研發。拍撲翼飛
行器之構想是仿效大自然中之飛行動物，諸如
各類蟲、鳥等。相對於固定翼，在低速狀態下，
可負荷相對較高之重量，例如蜂鳥、昆蟲在滯
空盤旋時，其翼尖之8 字型運動，可提供有效
之升力與推力。且拍撲式微飛行器具高機動
性，使用幾乎透明的翼膜及其低噪音特性大大
增加了拍撲式微飛行器的匿蹤性能，其簡易的
操控模式更是旋翼微飛行器難以望其項背的。

第二階段－ 找尋合適的微推進與能源 (電力)
系統
圖3 鳥類本身重量 (W) 與機翼負載 (W/S) 關係，
透過幾何相似性規則繪製可得其成正比關係 [4]。

由於微飛行器體積小無法搭載過重的電力
系統，因此要找出適合裝在飛行器上才行，且
可以作持久的飛行是我們的首要目標。
MAV 的能源系統必須具備高能源密度及
高功率密度的特性，必須提供推進系統（馬達）
所需之足夠能源。二次電池（即可充電電池）

圖4 鳥類拍撲頻率與重量關係圖，陰影部分為MAV
所相對應的範圍 [6]。

3. 微飛行器系統化設計程序之發展
拍撲式微飛行器是一相當複雜的系統之結
合，其飛行及控制系統遠較一般傳統定翼式飛
機複雜許多，在開發製造上除尋找高強度重量
比的材料外，還得克服翼面積縮小後所衍生之
種種問題，此外還必須開發出高效率的拍撲運
動機構，並透過微系統製造技術襄助，來開發
MAV 所需高形狀精度機翼。當然在這麼有限的
空間裏頭，要承載動力系統、自主飛行控制系
統及高分子鋰電池等，並完成目標物追蹤的任

在微飛行器中是很重要的，控制系統、影像傳
送系統、驅動馬達等都要電力，許多系統也都
需要電力才能工作，但是目前電池卻是一大問
題。
目前商業化鋰離子電池之能量密度約為
260-270 kWh/m3，是鎳鎘鹼性電池的二倍以上，
且鋰電池之動作電壓平均在 3.6-3.7 V，是鎳鎘
與鎳氫的三倍（1.2V）。相較於其他電池，鋰
離子電池具有高能量密度、高工作電壓及放電
特性平穩等優點。鋰電池是現今使用最為廣
泛，但是在拍撲式微飛行器卻只能使用數分鐘
而已，距離實際運用階段的滯空時間 1-2 小時

仍有一段差距。

第三階段－氣動力分析與機構設計
良好的氣動力外型可以降低空氣阻力，在
飛行中減少不必要的電力消耗，延長微飛行器
飛行的時間。

儀為較佳的選擇。本研究使用的熱線測速儀其
精度為 0.1 m/sec。
(c)壓力量測
如前述平均壓力值與擾動壓力信號有助於
空氣動力特性的瞭解，亦可間接地推知模型周

飛行器的雷諾數定義為 Re=VL/υ，其中V

遭之流體運動現象，乃非常寶貴的資訊。對於

為飛行速度、L 為特徵長度、υ 為空氣之運動

平均壓力量測，一般可在模型表面鑽壓力孔以

黏度（kinematic viscosity）。假設微飛機的飛行

管線連結壓力感測器量測之；而對於擾動壓力

速度 0 km/hr ，機翼 15 cm，機翼截面長度 5

的量測而言，最好是將壓力感測器埋在靠近表

cm，推導可得 Re=47564。跟一般大型飛機相

面量測位置，以避免壓力擾動信號強度的減弱

比，微飛行器的速度低、尺度小、雷諾數極低，

或延遲等問題。近年來發展之微機電壓力感測

以 V=5-20 m/s，L=15 cm 估算，雷諾數約在

元件，具有極高的潛力應用在風洞實驗，加上

104-105，屬於低雷諾數空氣動力學。而微飛行

感測器的物理尺度小，且感測器能設計為陣列

器因體積小、質量輕，其機翼為低展弦比翼，

方式，有助於壓力量測分佈值的空間解析度。

故翼尖渦流 (tip vortices)之三維效應則會導致
誘導阻力及下洗阻力 (downwash) 的產生，而
更降低了微飛行器機翼的升推比值(L/D)。

第五階段-穩定飛行測試
飛行穩定與控制系統及試飛部份，一般現
有的遙控器都是較基本地由操作者來控制，但

氣動力外形需考量主翼、尾翼性能、氣動

微飛行器的大小才6 英吋，當它飛行到一百公

力係數估算及飛行器外型配置。若拍撲機構設

尺遠的地方，人的肉眼將很難看出MAV操控的

計有磨耗低且運轉順暢特性，可有效降低電池

方向，甚至連MAV本身都不易找尋，這時MAV

使用量。本研究製作之拍撲式微飛行器，所採

便容易發生意外。另外MAV也非常容易受到氣

用的拍撲機構僅具有簡單4 連桿的拍撲運動。

流影響，也許一陣強風，人還來不及反應，MAV

利用大量風洞實驗數據來獲取寶貴空氣動力數

就因為氣流不穩定而墜毀。因此快速、高度自

據，並不斷改進，以求得最佳呈現。

主性且自動穩定之控制系統是控制上的一個重

第四階段-風洞量測
在風洞量測的部分，大致可分為下列幾項：

要的需求。（此方面的工作，委託子計畫二發
展MAV 水平穩定飛行所需相關技術。）
對微飛行器而言，飛行穩定與控制系統是

(a)空氣動力量測
對飛行器之風洞測試，主要提供測試模型
之空氣動力數據。
(b)流速量測
流場的速度分佈為實驗研究所必需，亦為
理論分析所欲知之物理量。目前常用量測風洞
流速的儀器設備，主要有皮托管測速儀 (Pitot
tube manometer) 及熱線測速儀 (hot wire)。若依
實驗需求，皮托管測速儀為實驗最基本流速量
測裝備，可提供量測位置的平均流速，唯無法

相當關鍵的環節，MAV低速、質輕、尺度小、
低展弦比、低慣性力矩等因素影響，造成它對
飛行環境之變化極為敏感。穩定與控制系統最
主要的功能就是穩定與控制微飛行器及提供正
確的飛行路線，要能具備快速、高度自主性且
自動穩定之控制系統，微飛行器的穩定與控制
系統之實現，需要微型感測器（含微加速度計、
微陀螺儀之整合）、微致動元件與控制理論技
術。

第六階段-飛行任務達成

提供瞬時速度。假若瞬間速度的資訊對實驗者

最後可因飛行任務的需求搭配上遙控、穩

而言是重要的話，在紊流情況下，則熱線測速

定與控制系統、IR 影像擷取及傳送系統、導航

系統、微感應器系統等，達到最大的任務需求

寸，並使用廉價又具有高強度重量比之鋁合金

以進行任務的監控。再透過系統整合概念，使

7075，作為傳動系統基座及連桿組材料，企圖

推力與能量、電力動力系統、空氣動力與設計、

大幅減輕機頭部位重量，連桿重量減輕後，可

飛行控制、通訊和視訊各分系統充分的整合與

降低機構運轉時之慣性及能量消耗。基座上各

最佳化，這樣才能使微飛行器系統最佳穩定，

齒輪孔位之相對距離非常重要，齒輪間之圓心

充分發揮其最佳價值及性能。控制系統，遙控

距過小，馬達電流會因運轉不順暢而升高，圓

系統包含接收器(receiver)、致動器(actuator)、遙

心距過大則會產生滑齒現象，所以必須取一適

控器(內含transmitter)。接收器的功能是將遙控

當距離才可正常運轉。四連桿尺寸大小，直接

器所傳送來的訊息解碼，再傳送到其他控制原

影響拍翼角度，及拍翼時左右兩翼之對稱性，

件上，執行遙控器的動作。

錯誤長度設計會導致運轉時有過大振動或無法

通常接收器有三個頻道、四頻道、六頻道，
目前也有八頻道的，頻道的多寡就是接收器可
控制元件的數目，例如遙控器上控制水平尾翼
的左右，就是控制飛行器的左右，這樣就是一
個頻道。一般來說微飛行器大約使用三個到六

運轉等情況。為求鋁合金元件有高加工精度及
高 重 現 性 ， 特 以 CNC 放 電 線 切 割 方 式
(EDWC，electrical discharge wire cutting) 來達
成，因鋁合金具高強度重量比的特性，基座及
連桿壁厚可盡量削薄以達減重目的。

個頻道，可控制方向舵、升降舵、馬達轉速等。

本研究設計鋁合金基座如圖6所示，並決定

現今有接收器可以做到多重控制，可同時控制

採用DiDEL 公司生產之齒輪，此減速齒輪共3

兩個致動器動作，這樣對於整個微飛機的控制

個 (如圖7所示)，其齒輪模數皆為0.3，固定於馬

有很大的幫助。

達軸心上之小齒輪為 9 齒，中齒輪外部為 48
齒內部為 12 齒，大齒輪外部為 60 齒，所造
成之減速比為 26.6。小齒輪與中齒輪圓心距之
理論值為 8.55 mm 如 式，中齒輪與大齒輪圓
心距之理論值為 10.80 mm式。此理論值過於契
合常使得齒輪無法運轉，根據多次組裝經驗，
較 合 適 的 圓 心 距 離 值 為 8.58 mm 及 10.82
mm，其分別為圖6 中d1 及d2 的長度。

圖5 MAV 開發流程與各計畫分工(圖中數字為子計
畫編號)。

4. 微飛行器之減重協調工作
本研究開發至今歷經多次改良，過去之傳
動系統基座、連桿組、翼前緣骨架及電池等仍
然嫌重，為求20 cm 翼展之拍翼式飛行器可順
利升空，本研究決定重新調整四連桿機構尺

圖6 傳動系統基座，圖中d1、d2 分別為小齒輪與中
齒輪及中齒輪與大齒輪之圓心距。

時都被介電流體沖刷，介電流體扮演了冷卻劑
及迅速沖刷金屬微粒的角色。EDWC 具有NC
能力，可作相當精確的2D 輪廓切削，金屬工件
的硬度對EDWC 加工速率沒有影響。以放電線
圖7 本研究採用DiDEL 公司生產之輕量化齒輪，左
至右依序為小齒輪、中齒輪及大齒輪。

切割製作，除具有高形狀精度的特性外，一套

鋁合金傳動系統設計如圖7 所示，圖中a、

架設之全部加工時間在2 小時內便可完成(圖

b、c、w 及h 代表第一桿、第二桿、第三桿、

11(a))。如圖8 所示，第一桿需與大齒輪緊密接

寬度及高度。h 即為圖5 中d1 及d2 長度之和，

合，外型設計類似凸輪形狀，其內部設計一內

搭配a、b、c 三桿長度變化，可得出不同拍翼角

齒輪輪廓，使其可輕易套在大齒輪之內部齒輪

度，a、b、c 長度對拍翼影響敘述如下：

上，此緊密接合可避免運轉時脫落。第二桿則

a：可影響拍翼角度、左右兩翼拍翼對稱性及
輸出扭力。a 值越大，拍翼角度 (stroke angle)
越大，左右兩翼拍翼相位差 (phase lag) 也越
大，輸出扭力減小。

拍翼式微飛行器所需之傳動系統零件，含工件

設計為細長型。第三桿須與翼前緣骨架順利接
合，特意在末端設計成音叉形狀，待置入碳棒
後，以強力瞬間膠來固定。四連桿本質上左右
兩翼已存在相位差，飛行時又偶有陣風因素，
為減少因此而造成飛行時翻覆現象，故第三桿

b：其長短會影響拍翼對稱性、機構運轉時振

與碳棒夾角設計一20 度之上反角，可增加飛行

動現象，需特別注意運轉時第二桿與第三桿

穩定。傳動系統基座及4 連桿詳細尺寸如圖所

的夾角 (90°±φ°)，依經驗ψ必須維持在30°

示，組裝完成後之傳動系統如圖12(b)所示。傳

內，機構運轉會較順暢。

動系統各零件重量如表二所示，

c：此長短影響拍翼角度及拍翼對稱性甚鉅，
在設計時c 長度必須接近且小於0.5w，同時
避免第三桿長度太接近0.5w，而使運轉時產
生桿件相互碰撞。
以基座寬度20 mm 為例，當連桿長度a、b
及c 設定為3.0、20.0 及9.0 mm時，拍翼角度隨
第一桿位置變化如圖8 所示，此拍翼行程角度
為38.9 度，左右兩翼拍翼角度相差2.0 度，雖
無法避免，但在設計時相位差應盡量降至最低
程度。第二與第三桿之夾角隨第一桿位置變化
如圖9 所示，φ角變化在23 度內。尺寸設計如
圖11所示。

圖7 鋁合金傳動系統設計圖。

本研究試飛及實驗階段，需要大量連桿、
基座等相關零件，特以放電線切割方式加工成
型。放電線切割機以一條直徑0.25 mm 運行之
黃銅線做為電極，移除金屬原理與放電加工
(Electrical discharge machining, EDM) 相同，通
常床台移動以CNC (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
來配合。EDWC 與EDM 同樣是以火花的熱能
來移除工件，在加工區域中，電極線及工件隨

圖9 拍翼角度隨第一桿位置變化關係圖。

至於本計畫之研究成果，總計已發表在國
際會議論文3篇[9-11](尚有2篇確定在97年度發
表)、國際期刊1篇[12](尚有1篇投稿中)、兩岸及
國內會議論文6篇[13-18]，完成4位碩士[19-22]
及1位博士班[23]研究生學位論文之指導，申請
中華民國發明專利1件(美、日、大陸後續申請
中)[24]。
圖10 第二桿與第三桿之夾角隨第一桿位置變化關
係圖。

表2、傳動系統重量表

整個傳動系統重量為2.30 克，已輕於加州
理工學院Micro Bat 之傳動系統2.8 克 [8]。整
個微非行器重量約5.6克，如圖13(a)所示。控制
晶片及裡電池如圖13(b)所示。圖14之遙控飛行
時間約2分2秒。

圖11 鋁合金傳動系統組件設計圖：(a)基座；(b)第一
桿；(c)第二桿；(d)第三桿(單位：mm)。

圖13 拍翼式微飛行器：(a)實體圖；(b) 高分子鋰電
池(1.15 克)及接收晶片(0.4克) 。

圖12 輕量化鋁合金傳動系統：(a)放電線切割加工示
意圖；(b)鋁合金傳動系統。

四、 計畫自評與結論
本計畫為一年期計畫，除了以拍撲式微飛
行器實際升空飛行為主要研究目標，也不斷改
良，包括以下工作細節：(1)飛行器之任務界定。
(2)微飛行器尺度律與能量密度之估算。(3)微飛

圖14 拍翼式微飛行器之飛行軌跡，標示軌跡約飛行
4 秒，97 年3 月(合成圖) 。

行器系統化設計程序之發展。(4)微飛行器之減
重協調工作。已完成以上四項要點，並成功遙
控飛行超過 2 分鐘，執行已達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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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在97年3月全國UAV大賽(地點: 空軍
官校)中展示拍翼MAV飛行。

z

應邀發表97年3月21日國科會「學門研究成
果成功案例專欄報導」，「拍出精彩、飛
出丰采」-拍翼式微飛行器之研究--航太學
門[26] 。

z

本計畫博士畢業生徐振貴博士，獲美國
Wright State大學機械材料系邀請，前往擔
任博士後研究一年，並將於2009年試圖合
作申請美國空軍MAV或NAV計畫。

z

(97-2515-S-032-001-)。
z

增加國立臺灣大學應力所精密風洞量測與
國防大學機電航太系CFD設計分析等專
長，擴大本整合團隊由3個子計畫，增為4
個子計畫，並續獲國科會航太學門97年度
一年期整合計畫補助，總經費約450萬元。

z

開始與產業界洽談產學合作計畫與技術授
權。97年10月並將由淡江大學創育中心輔
導先成立公司，經營拍翼飛行器之相關產
品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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