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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科學分類： 
界：動物界 

↓ 

門：脊索動物們 

↓ 

亞門：脊椎動物亞門 

↓ 

綱：軟骨魚綱 

↓ 

亞綱：板鰓亞綱 

↓ 

總目：鯊總目 

 
 

Q 特色簡介： 
鯊魚，早在侏羅紀時代就已經形成了現代的鯊魚型式，其為板鰓類的總稱。

鯊魚的最大特點為：雖然身為魚類的一員，但卻異於大多數的魚類不具有鱗

片(鰻魚也不具有鱗片)。他擁有五至七個鰓裂，且大多數的品種生長於溫帶

和熱帶，受精的方式為體內受精，而下一代的產出方式為卵生、胎生及卵胎

生。或許大多數人會因為鯊魚會吃人而對其有恐懼，其實，並非所有的鯊魚

皆會吃人，也並非所有的鯊魚擁有龐大的體型，有些鯊魚只專吃浮游生物，

而有些鯊魚的體型只有十多厘米。 

 
 

Q 仿生應用的鯊魚特色： 
ü 游泳高效：鯊魚 

 



1. 特色： 

鯊魚的骨架是由軟骨所構成，而不是由骨頭所構成的，軟骨比骨頭更輕、更

具有彈性，但與大多數的脊椎動物相比，其少鈣化。鯊魚皮比一般魚類還堅

固，其皮具有典型的交叉螺旋光纖陣列，這是為了因應水壓的安排。鯊魚游

泳時主要是依賴身體就如蛇一樣的運動，並配合尾鰭像櫓一樣的擺動向前推

進，而穩定和控制，主要是運用有些垂直的背鰭和水平調度的胸鰭。有些鯊

魚會保空氣吸入為中來克服弱點，當他們被抓或往身海行進時，便會長時間

打嗝把胃裡ㄉ空氣排出。遠洋裡的小型鯊魚發展出過大的肝，內含有大量的

碳氫油類且比水輕，可代替幫助浮潛。就是因為軟骨的架構，皮膚的機制和

游泳的方式……等，使鯊魚能在海中自由地悠游，而鯊魚之所以能「有效率」

的游泳，部分原因是由於其複雜的 hydroskeleton。 

鯊魚沒有鰾，若不一直動便會直沉海底。 

2. 仿生應用想法： 

模仿 hydrostats的船體、泳衣、協助漂浮。 

3. 工業部門（s）有意在這一戰略： 

送貨。 

4.  我的想法： 

    我曾記得，邁克爾‧菲爾普斯在 2008年的北京奧運，奪得八面金牌，而當

時，他正穿著著鯊魚裝比賽，雖然他有依賴科技的協助，但他的實力還是值得注

目的。在此，我有興趣的在於他的鯊魚裝，為何他不選用其他魚類而用鯊魚來模

仿呢？原因在於鯊魚的特性。我想，我們可以從鯊魚裝的設計在推廣到潛水艇，

使我們在海中也可以如鯊魚一樣移動快速，如：在海中遇到障礙物時，可以迅速

閃開。；在海軍運用方面，可以有效的突襲敵軍，並快速撤退……等。 

5.  資料來源： 

http://www.asknature.org/strategy/b0b116426d0ffeb42c2500f31d8223f3 
摘取自百度百科 

圖片來源： Google搜尋圖片 

 

ü 皮膚減小阻力：鯊魚 

 

http://www.asknature.org/strategy/b0b116426d0ffeb42c2500f31d8223f3


1. 特色： 

鯊魚的皮膚非常粗糙，佈滿許多齒狀突起（盾鱗），是由一個髓腔上覆象牙

質構成，外面再包一層琺瑯質。大多數種類的盾鱗，是連續鋪排的，隨著年

齡的增長，盾鱗會脫落，新的盾鱗會跟著變大。盾鱗是順著身體方向排列的，

並吸附一層水膜。或許我們會思考，鯊魚皮膚那麼粗糙，那為何鯊魚還可以

游得如此快速呢？ 在這裡，我們要有個觀念：並非是越光滑，阻力就越小。

當速度增加到一定程度時，物體在流體中前進會產生渦流。速度越快，渦流

就越明顯，嚴重阻礙了前進的速度。鯊魚的鱗結構，有利於減少渦流的產生，

使他游得如此快速。 

2. 仿生應用想法： 

提高性能的泳衣、減少摩擦內管、鯊魚漆。 

3. 工業部門（s）有意在這一戰略： 

交通運輸、製造。 

4. 我的想法： 

在仿生應用想法中，我看見一個很吸引我的應用──鯊魚漆。我們除了可以

在潛水艇身上使用典型的交叉螺旋光纖陣列的水壓機制外，又可以塗上鯊魚

漆，使他阻力減小，更能迅速移動。 

5.  資料來源： 

http://www.asknature.org/strategy/038caf2e453c09b3016465cc6ca93605 
http://www.jhjh.cyc.edu.tw/student/97/305/30529/html/new_page_1.htm 
摘取自百度知道 
圖片來源： Google搜尋圖片 

 

 

Q 鯊魚的分類介紹及仿生應用： 
· 專業鰓過濾浮游生物：姥鯊 

 

http://www.asknature.org/strategy/038caf2e453c09b3016465cc6ca93605
http://www.jhjh.cyc.edu.tw/student/97/305/30529/html/new_page_1.htm


1. 特色： 

姥鯊，又名象鮫，是姥鯊科及姥鯊屬中唯一的一個物種。牠是繼鯨鯊以下世

界上第二大的魚類。姥鯊有別於一般的魚類，會遲鈍或冬眠。牠是被動的濾

食性動物，從每小時 2,000噸或 500立方米海水中濾食浮游生物、細小的魚

類及無脊椎動物。「鰓耙」為其鰓專門的過濾器，可過濾浮游生物及海水中

的營養成份，牠會在春天時脫落及重新生長。因為會冬眠及覓食浮游生物之

故，因此常出現在夏季及浮游生物多的溫帶海洋。 

2. 仿生應用想法： 

大容量過濾裝置、壓載水處理的產品。 

3. 工業部門（s）有意在這一戰略： 

供水，海上運輸。 

4. 我的想法： 

我們可以來探究牠的「鰓耙」，分析其器官是如何構成的，並且以牠被動過

濾的機制，應用在廢水處理的機制，製造出具有選擇性的濾網。在處理廢水

時，我們可以施加壓力，強迫廢水經過此濾網，過濾出廢水中我們所需的物

質及乾淨的純水，而過濾掉廢渣。 

5. 資料來源： 

http://asknature.org/strategy/98b5b412f2c7129587e3152f486a312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7%A5%E9%AF%8A(維基百科) 

圖片來源：摘取自 Google搜尋圖片 

 
¸ 光用於偽裝：天鵝絨肚燈籠鯊  

 

1. 特色： 

在鯊魚世界中，有百分之 10的鯊魚能夠藉由發光來偽裝自己，而天鵝絨肚

燈籠鯊就是其中的成員之一。天鵝絨肚燈籠鯊的身體下部發光時，能與周圍

環境融為一體，進而讓牠能在捕食者和獵物眼中消失。我們或許會感到惶

恐，害怕會不會因為無法察覺他的偽裝，而被牠狠狠地咬一口呢？答案是：

不會的，因為它並不會攻擊人類。 

http://asknature.org/strategy/98b5b412f2c7129587e3152f486a312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7%A5%E9%AF%8A


2. 仿生應用想法： 

以減少環境在光條件下，視覺衝擊力的建築物、構築物、迷彩應用。 

3. 工業部門（s）有意在這一戰略：  

建築，工程，城市規劃，軍事 

4. 我的想法： 

    在軍事作戰中，我們當然是希望不被敵軍發現，而做突襲性的攻擊，雖然人    

類設計出了迷彩衣，但畢竟只適用於一些場合而已，例如：草叢作戰的迷彩衣，

但他只適合穿著於草叢中，並不適合於沙漠中。因此，我們可探究天鵝絨肚燈籠

鯊是如何利用發光技術，且不受限於場地的限制，把自己偽裝成像周遭環境一

樣，而不被發現。假設我們與敵軍都擁有現代科技的武器，但我們以這樣的概念

去設計出這種迷彩衣，就能比敵軍略高一籌了。 

5.  資料來源： 

http://www.asknature.org/strategy/dd09a67d20ce63d99cacaef47e0f851f 
摘取自中國國家地理網 

圖片來源：摘取自 Google搜尋圖片 

 

¹ 鋒利的牙齒始終可用：護士鯊 

 
1. 特色： 

為何牠會稱作為護士鯊(又稱鉸口鯊)呢？其原因為：頭部形狀類似護士帽，

因此得名。而護士鯊所屬的目是外形差異最大的鯊魚目之一，其生活習慣

為：牠為夜習性動物，因此白天通常躺在沙質海底或躲進洞裡休息，夜間才

出來捕食。當其靜止不動時，其讓水通過氣孔，迫使水通過鰓，提供穩定的

富氧水讓他們可以呼吸。在此，我們有興趣的是牠的向後彎曲的牙齒數。護

士鯊有三排牙齒同時使用，而隨著牠年齡的增長，牙齒會慢慢地向前移動至

可能在使用一個或兩個星期後終止移動。據估計，經過十年後，一些護士鯊

可生產和使用約 24,000牙齒。 

http://www.asknature.org/strategy/dd09a67d20ce63d99cacaef47e0f851f


2. 仿生應用想法： 

商業模式，預計原材料庫存需要，達到暢通的產品製造。 

3. 工業部門（s）有意在這一戰略： 

企業 

4.  我的想法： 

    我們可以利用牠不斷增長的牙齒數，及向前動的概念，發展出一種機器製造

技術。有時候，一些擁有尖銳的機器在經過長期使用過後，尖端會頓頓的，因此

我們可思考一種技術，使這種機器可以同時自造產品，又可同時融化舊有的機器

模型，並不斷地製造新的機器模型，而使新製造出的機器模型，可以向前移動替

補舊有機器模型的位置，這樣的想法，我認為不但可讓製造工廠不必為了買新的

機器而花費了一筆錢，又可隨時保持高生產率。 

5.  資料來源： 

http://www.asknature.org/strategy/6fd45d65d796eeace93dbc1def0e90db 
摘取自百度百科 

圖片來源： Google搜尋圖片 

 

º 機身設計為快速，高效游泳：滑灰鯖鯊 

1. 特色： 

滑灰鯖鯊和一些金槍魚的特色為快速，而牠能高效的游泳都是因為紅肌與內

在的力量傳輸系統。 

2. 仿生應用想法： 

提高速度和減少能源需求的船舶、機器人、人工肌肉。 

3. 工業部門（s）有意在這一戰略： 

    交通，醫療。 

4.  我的想法： 

    我們可以以紅肌肉來製作機器人的身體，讓機器人保衛國家的安全及維護社

會的秩序，不再只是夢想而已，使他可成為人民的保母，也可替國家打戰，如此，

國家的警察和士兵，就不會因為危險意外而為國捐軀了。 

5.  資料來源： 

http://www.asknature.org/strategy/96cdd32db2819d298b9c6398b927262b 
 

» 鼻孔檢測微量的血液：大白鯊 

http://www.asknature.org/strategy/6fd45d65d796eeace93dbc1def0e90db
http://www.asknature.org/strategy/96cdd32db2819d298b9c6398b927262b


 
1. 特色：  

大白鯊是噬人鯊屬現存唯一的物種，因此又名噬人鯊。大白鯊具有極其靈敏

的嗅覺，它可以嗅到 1公里外被稀釋成原來的 1/500濃度的血液氣味，並以

40km/h以上的速度趕去，這一切要歸咎於他擁有高度敏感的鼻囊。 

2. 仿生應用想法： 

氣味管理，醫療設備為血友病患者，手術後的傳感器。探測水下包括煤氣洩

漏的氣味，化學洩漏。 

3. 工業部門（s）有意在這一戰略： 

生物傳感器，採礦，公用事業，衛生。 

4.  我的想法： 

    我們可以分析其鼻囊的組成結構，並進而發展出相關的檢測計。我們可以把

此種檢測計應用於海關，用來檢測遊客進出關口時，是否有攜帶毒品或一些禁止

攜帶的物品。 

5.  資料來源： 

http://www.asknature.org/strategy/5134ee935fd3f94cc7d24750cf200c0f 
摘取自百度百科 

圖片來源： Google搜尋圖片 

 
¼ 機關檢測的電流：大白鯊 

1. 特色： 

大白鯊具有靈敏的觸覺，能覺察到生物肌肉收縮時產生的微小電流，以此判

斷獵物的體型和運動情況，有一個還未被證實的推測：這種生物的極度敏

感，甚至能覺察到其他生物的情緒，感知它們的想法。大白鯊的鼻子可檢測

獵物所產生的電流，稱為壺腹 Lorenzini。 

2. 仿生應用想法：  

電磁設備的安全機制。 

3. 工業部門（s）有意在這一戰略： 

http://www.asknature.org/strategy/5134ee935fd3f94cc7d24750cf200c0f


醫療，通訊，工業工程。 

4. 我的想法： 

我們可以探究大白鯊對於電流敏感的原理，發展出極強的探測到微小電流的

接收器，使導線中的電流就算在極小的狀況下，也能得到訊號。 

5.  資料來源： 
http://www.asknature.org/strategy/d1c7a0244c96365e31b8818c68b40b7e 
摘取自百度百科 

 

½ 間隔的雙眼使視野增加：鎚頭鯊 

 
1. 特色：  

鎚頭鯊，又稱雙髻鯊。鎚頭鯊的頭部有左右兩個突起。每個突起上各有一隻

眼睛和一個鼻孔。兩隻眼睛相距 1米。鎚頭鯊的眼，賦予了重疊和加強前雙

目立體視覺。 

2. 仿生應用想法： 

    移動機器人，使其視覺能力增強。 

3. 工業部門（s）有意在這一戰略： 

機器人。 

4. 我的想法： 

我們把它應於於機器人，使我們透過機器人的雙眼看世界時，更加視野開闊。 

5.  資料來源： 

http://www.asknature.org/strategy/46b480e9c1de5f81bd655298c3a1db39 
摘取自互動百科 

圖片來源： Google搜尋圖片 

 

 

http://www.asknature.org/strategy/d1c7a0244c96365e31b8818c68b40b7e
http://www.asknature.org/strategy/46b480e9c1de5f81bd655298c3a1db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