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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拜動物為師-仿生

• 航太起源-航太簡史

• 仿生與航太

• 結語



何謂仿生?

• 仿生的英文是 “Bionics”、“Biomimetics”

• 仿生學這個名詞來源於希臘文“Bio”，意
思是「生命」，字尾“nic”有「具有……
的性質」的意思，而”mimetic”則具有模
仿的意思。

• 「仿生學是研究以模仿生物系統的方式、
或是以具有生物系統特徵的方式、或是以
類似於生物系統方式工作的系統的科學」



瞭解生物過人之處

人=萬物之靈?

人是勝天的!! 甚麼都會??

其實, 許多動物具有高超的本領
是人類所不會的!!

我們對動物與生物的了解足夠嗎?



蝙蝠如何在黑暗中覓食? 1/2



鼻子或 嘴巴

耳朵

蝙蝠如何在黑暗中覓食? 2/2



蝙 蝠

昆 蟲



壁虎

壁虎為何不會從天花板掉下來?





• 螞蟻如何知道回家的路?



在茫茫的陸地上,
螞蟻是否具備導航與通訊的本能?



鴿子如何回家?

候鳥如何認路?



難道鴿子身上攜帶著導航儀?



仿生學是一項新領域

‧仿生學的研究內容十分廣泛，小至微
視世界的分子仿生，大至巨視世界的
宇宙仿生，主要包括︰

‧電子仿生

‧控制仿生

‧機械仿生

‧化學仿生

‧醫學仿生



電子仿生

‧模仿動物的腦和神經系統、感覺器官、
細胞內和細胞間通信、動物間通信等

‧研製多種人工神經元電子模型和神經網
路、進階智能機器人、電子蛙眼、鴿眼
雷達系統以及模仿蒼蠅嗅覺系統的高靈
敏小型氣體分析儀等



控制仿生

‧模仿動物體內穩態調控、肢體運動控
制、定向與導航等

‧研製蝙蝠和海豚動物的超音波回聲定
位系統、蜜蜂的“天然羅盤＂、羽族
和海龜等動物的星象導航、地磁導航
和重力場導航系統等



機械仿生

‧模仿動物的走、跑、飛、游等運動，
運用機械架構和力學原理

‧研製昆蟲步行機等機械裝置，尋求車
輛、艦船、飛行器的最佳設計原理



化學仿生

‧模仿光合作用、生物合成、生物發
電、生物發光等



醫學仿生

‧包括人工臟器的研製、生物醫學圖像
識別以及醫學信號的分析處理等。

‧此外，還在研究建築仿生、農業仿生
等



仿生科技實例-魔鬼粘



仿生科技實例-鯊魚衣

• 世界著名的泳衣製造商澳大利亞斯皮多
(SPEEDO)公司推出的第二代「 鯊魚皮
泳衣 」 用的就是從分子結構上模仿動
物獨特功能的仿生纖維。鯊魚之所以能
在水中快速前進，秘密就在於鯊魚皮。
他們模仿鯊魚皮的分子結構，製造出類
似鯊魚皮的高分子人造纖維，使新泳衣
大幅度減小了水的阻力。





仿生科技實例-機器人

機器人騎腳踏車



假面超人

靈感來自蜻蜓、昆蟲



航太科技起源

神話

風箏

熱氣球

撲翼機

定翼機

現代飛機



航太起源
• 人類之所以有想飛的念頭,主要是受到鳥類及蝙
蝠的影響,早期尚未研究如何飛行,因此飛行只能
出現在神話傳說裡。

• 中國傳說故事-嫦娥奔月



• 風箏被世界航空史界公
認為最早的飛行器，初
期名為紙鳶、紙鷂、風
鳶，形狀似鳥。

• 西元前一千年,中國開始
出現風箏，傳說大將軍
韓信還將風箏運用於戰
場上。

風 箏 (1/2)



風 箏 (2/2)

• 它在空中飛行受到三種力作用：重力、空氣動力
和拉線張力，稍有氣流作用，它就上升。

• 當風力微弱或無風時，它因重力而下降。放風箏
者常拉緊線跑動，借助相對氣流運動而使風箏飄
浮升空。



中世紀早期相關研究極
少，飛行對於人類還是
陌生的領域，不過也有
另類的飛行家。

跳塔飛行家 – 鳥人飛
行的始祖?



直到十五世紀，達文西研究鳥類、蝙蝠
翅膀構造，並觀察鳥類飛行動作







• 撲翼機設計圖 – 像昆蟲的飛行



熱 氣 球

• 法國人最早發明的熱
氣球首次把人帶入空
中,這比飛機飛行要
早120年. (1783年)

• 熱氣球是靠球體內充
入的熱空氣產生浮力
而升空飛行,因此它
不會發生氫氣球那種
球體爆炸的可能.氣
球不能主動改變方向.



Sir George Cayley (1773 – 1857) 
- 飛機的發明者



定翼機概念設計的開端

西元 1804年



萊特兄弟 – 動力飛機的發明者

(Wilbur (1867-1912) and Orville (1871-1948) Wright

兩人職業為腳踏車機械工人



• Orville in flight, covering a distance of 
approximately 852 feet in 59 seconds on 
December 17, 1902



現代飛機



波音747搭載太空梭的英姿



飛機尾端產生渦流與亂流

- 常常造成飛安的問題



超音速飛機所產生的震波與噪音



仿生與航太



模仿鳥類飛行是很難嗎?
人類如何學蜂鳥的飛行?

蜂鳥的飛行技巧到現在
人類還是完全學不會!!



機翼設計如何學
習鳥類的翅膀?

鳥的翼端有特
別的功能

-- 減少阻力



飛機加裝翼
端小翼

(Winglet)



誘導阻力減少

經濟 省油



微型飛機(MAV)的發展

• 由於MAV的發展,使得人們又開始對振翅翼
感到興趣。

• 因為在小尺寸下，振翼的設計可能可以獲
得較好的空氣動力表現



微型無人飛機 MAV
MAV (Micro Aerial Vehicle)



微型無人飛機 MAV

美國微型飛機設計競賽
Micro Aerial Vehicle Competition

MAV,到底能縮到多小呢?



微型無人飛機 MAV
振翅型 MAV

(加州理工) MicroBat

翼展 =15 cm

滯空時間 : ~ 50sec

運用微機電製程 (MEMS)

定翼型 MAV

黑寡婦
(Aeroviroment 公司)

按此

播放影片



Delfly

1. 慢速穩定向前飛行
2. 可停懸
3. 可自動飛行,具有避障能力
4.只有17克

• Aerospace Engineering of the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 cooperation 
with Zoology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Wageningen



The video of Delfly

Outdoors flight Slow Hovering 



視覺流

昆蟲以視覺流的方法來得知周遭環境狀況



什麼是視覺流



Door

Com on/off

Auto-Tracking

HSI

TGT Displacement

Select

Zoom Servo Sensitivity

Servos PWM

移動中目標之自動影像追蹤

按此

播放影片



現代撲翼機

大 有人駕駛小 遙控飛機



挑戰人類飛行的極限

• 遙控飛機 蘇愷Su-35 戰鬥機



• 如果以優劣來論法則, 那麼自然勢必是得勝的一
方 __ 亞里斯多德 (西元前四世紀)

結 語1/2

• 自然界所發生的事都有科學根據的.
人類才智雖能創造多種發明, 但比較成果的精美與
功能, 有誰能夠超越大自然?

— 達文西 (十五世紀)

• 子不語, 怪力亂神 --- 孔子 春秋 西元前 六世記

• 萬物為道一偏, 一物為萬物一偏. 愚者為一物一偏, 
而自以為知道, 無知也. 

--- 「天論」荀況 戰國時代人 西元前334-238



謝謝聆聽 不吝指教

大自然的奧妙, 人類所知何其有限,

仿生學是一項新領域, 卻是一門大學問.

渺小的人類才智, 怎不謙虛?

結 語2/2

補充一個英文的笑話 –

好好學英文的重要

按此

播放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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