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箭隊三人組—

Member :高翊庭/羅意媗/江冠廷

Let’s Make 
Water 
Rockets！



活動規劃
自主學習規劃/日誌/實驗原理與目的

A.



活動規劃

01. 決定水火箭大小

製作大中小三支水火箭並發射
，選用能射得最高的尺寸。

02. 設計外型

機翼跟機頭是重要的變因，製
作材料也要一併決定好喔 ~

03. 影像分析
利用手機及平板的app幫
忙進行軌跡分析

04. 改進及修正

高，但有沒有可能再
高一點呢???



自主學習日誌

12/22 蒐集製作方式、製作火箭

12/29 製作各種大小火箭、試飛

1/5 測試瓶子可承受的最大壓力、試飛

1/12 改良機翼、試飛

1/20 改良機翼、改良機頭、試飛

1/21 軌跡分析、機翼分析



實驗原理與目的

選修物理一：

C2直線運動  C3平面運動

C4牛頓運動定律

選修物理二：

C4熱學(壓力)

THEORY EXPERIMENT
試射水火箭

不斷發現&解決問題

ANALYSIS
用APP輔助實驗分析

[Video Physics]分析軌跡
[Vernier Graphical Analysis 
GW] 求得最大高度
[WindTunnel Free]分析機翼



機頭
➢ 原始設計

➢ 遇到的問題

➢ 如何解決問題



原始設計.使用雲彩紙完成機頭



遇到的問題

1、雲彩紙算是有點硬度的紙，套
在圓弧形瓶身上面時，會產生尖
角狀突起，試飛幾次之後發現這
可能是使軌跡歪斜的原因之一

2、機頭放置時只能憑感覺放中央
，無法得知是準確放置於水火箭
正中央，偏移的機頭同樣可能造
成軌跡歪斜



如何解決問題

1、尖角狀突起的出現是因為機頭形
狀未完全貼合瓶身，解決方式就是
花較多時間把機頭修整到貼合，也
可以一次做多個機頭節省日後汰換
的時間(每次發射完後無論毀損程度
都一定要汰換機頭)

2、再放置完機頭後，拍攝一張照片
畫條直線，看看是否有對準中央

貼合

對準中央的線



機翼

➢ 原始設計

➢ 遇到的問題

➢ 如何解決問題

➢ 解決後的狀況



原始設計:
紙板材質

遇到的問題：

第一次試射時軌跡很正常，並無
太大偏斜，但從第二次開始，軌
跡歪斜非常明顯，第三次甚至發
射沒多久就狠狠撞了地板一下

用膠帶將機翼
垂直黏至瓶身



-我們的推測-
機翼是由紙板做的，並不
是非常堅硬的材質，掰個
一兩下估計就報廢了，在
試射第一次後，機翼可能
已經就受損了，更別提第
二第三次的發射了。

-我們的解決方案-
要讓機翼反覆撞擊下不會變形，
主要有兩種想法:
1.非常堅固→此種材料通常很重
，可能影響飛行，切割不方便，
反覆撞擊仍可能損毀。
2.非常柔軟→類似泡綿紙的材質
好切割易取得，且質量輕，不管
撞幾次都可以自行回復。

Why?
為什麼軌跡歪斜了?

How Can We Do?
如何解決問題?



修改I → 泡綿紙
(垂直翼)

主要特色：

1、材質為泡綿紙(≑4mm)
2、製作了長方形底座，讓機翼更穩固
3、機翼(照理說)垂直於底座，且擺設於
底座正中央的位置

用雙面膠將底
座黏在瓶身上

側視圖



-我們的推測-
1、機翼沒有準確黏在各相
差90度的位置
2、材質柔軟所以黏的時候
機翼有產生曲折，且每個
機翼曲折的角度不一，進
而導致飛行狀態不穩定

Why?
為什麼仍軌跡歪斜?

我們採十字型翼面布局
，各機翼間需相差90°

曲折的機翼



問題1：機翼沒有各相差90°

思考方向：
要找能對照角度的東西，
而且要大中小瓶身皆能使用

指北針、羅盤、方位角

具縮放功能

Final Solution

將羅盤調成和
瓶子相同大小



修改II → 旋轉翼

靈感來源：

1)子彈：子彈射出後會高速旋轉，目的是保
持飛行中的穩定,從而提高射擊精度
2)新聞報導：有角度的尾翼發射後會旋轉，
反而讓水火箭更加穩定

旋轉翼特色&加裝後改變：
1)可以讓水火箭旋轉，
2)雖有角度偏折但至少單個水火箭偏折的角
度是一樣的(後發現缺失見P20)
3)軌跡變穩定相當多，幾乎不再大角度偏折旋轉翼俯視圖

對齊右上角



機身
➢ 大小
➢ 可能的影響
➢ 最終選擇



機身大小比較

2000ml
百事可樂

1250ml
蘋果西打

500ml
氣泡水瓶



可能的影響

1.水火箭瓶身越大，機頭越難做，而
機頭貼合與否會影響軌跡

2.當初在做水火箭旋轉機翼時，我們
並沒有按照將機翼傾斜角度固定，
導致最後做出來可以很明顯看到大
中小三種水火箭曲折的角度不同

曲折角度：小型＞中型＞大型



小型 大型中型



最終我們選擇...

∵飛行高度最高

1250ml 中型水火箭

[p.s]此圖少兩個機翼是因為落地撞擊後脫離



軌跡分析B.
 [Video Physics] 分析軌跡

 [Vernier Graphical Analysis GW]
 估算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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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翼分析C.
Wings

ANALYSIS

[WindTunnel Free] 分析機翼



康達效應&牛三      v,.s         　白努利定律

[p.s]：其實嚴格來說這兩種都有作用在機翼上喔～



機翼分析I

[p.s]此為少數升力(Lift)＞阻力(Drag)的機翼形狀

速度圖 壓力圖

＞



機翼分析II

此為我們目前採用的機翼
形式，雖然升力沒有大於
阻力但整體來說還算不錯

卡
門
渦
街

壓力圖



機翼分析III

速度圖 壓力圖

實體化機翼
(旋轉型)↓



機翼分析IV
速度圖 壓力圖

實體化



機翼分析V

[p.s]此為少數升力(Lift)＞阻力(Drag)的機翼形狀

實體化
速度圖 壓力圖



遺憾&延伸學習
遺憾

機翼分析最可惜的地方莫過於僅限於理論，因為時限問題我們沒有時
間將各式各樣的機翼裝載上去並實際發射看看，大多都還是以[機翼分
析II]那款為主，下學期的自主學習除了能針對水火箭的水量與氣壓的
最佳比例使之能飛的最高外，也多了一個機翼分析的選項。

延伸學習

做機翼分析時注意到不同機翼會產生不同升阻力，這就產生一個新疑
問：升力越大的機翼就能讓水火箭飛更高嗎?反之，阻力越大的機翼就
越阻礙飛高嗎?因為機翼有個重要功能：穩定火箭/飛機，有沒有可能阻
力越大的機翼使火箭越穩，反而飛的越高呢?



收穫與成長D.
心得 & 反思 & 資料/圖片來源



心得回饋&檢討反思

[高翊庭]
這次的實驗讓我充分瞭解到了空氣動力學的奧妙，原來在
衝向天際的過程中，機翼的一度之差，會有截然不同的飛行
軌跡和高度。而在日新月異的科技幫助下，原本難以用肉眼
觀察的飛行高度和速度，可以利用隨手可得的平板以及程
式將所有東西量化成為肉眼可見，相當之驚奇。



心得回饋&檢討反思
[江冠廷]

這次的水火箭製作過程可說是一波三折。從一開始做第一支就花
了很多時間，在網路上搜尋各種有用的資訊並理解後才做出來。
做完後我們就拿去試飛，第一次飛的相當漂亮，結果後來的好幾
次試飛都失敗，軌跡嚴重的歪斜，且有時候還會撞到牆壁。在和
老師討論並上網查了更多資料後，我們做了許多修正，並發現可
以有其他穩定飛行的方式，製作過程不僅要更加細心，裁切、黏
貼的時候也絕對要有耐心不能操之過急。由於時間有限，和組員
的分工與溝通都顯得非常重要，大家都要彼此理解對方的想法及
討論出最可行、有效的方式。



心得回饋&檢討反思
[羅意媗]

在過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用[WindTunnel Free]分析機翼，由
於我對航空工程領域本就嚮往，加上高中新課綱對流體的介紹幾
乎是完全沒有，利用這次自主學習機會，終於能一窺流體力學的
另類世界，雖然只稱得上皮毛般的學習，但能接觸我已經覺得相
當滿足快樂了。整個過程學到最多的莫過於團隊合作了，我們三
位組員性格差異極大，大家參與的動機也不盡相同，這多少造成
我們在設定目標還有分工合作上產生分歧，免不了的爭吵一次次
磨鍊溝通能力，在做之前要整合大家的意見與特長，將團隊的效
率發揮到最大，才能順利執行計畫書的進度安排。



● 飛彈又細又長像根標槍，為什麼能高速機動，甚至比飛機還強？ 
● 子彈為什麼會旋轉? - 雅瑪知識 
● 水火箭變身拋繩槍! 義消研發救災利器 | 華視新聞 
● 虎門大街為何異常抖動?風能吹塌一座橋嗎?李永樂老師講卡門渦街

● 培訓機師冷知識 - 白努力定律，你確定？

● 【TRY科學】20200701 - 貼壁走的康達效應 
● 白努力定理的誤解與錯誤應用-台灣物理學會-物理雙月刊

● 飛機為什麼會飛？——《機艙機密》 PanSci 泛科學

● 和鳥類學飛翔，讓人類學會飛行奧秘——《天才達文西的科學教室：像科學家一

樣，發明、創造和製作STEAM科展作品》 - PanSci 泛科學

圖片&資料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F4cN4G8B3uTiws8KExxr.html
https://www.yamab2b.com/why/3105527.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WKIkeJfOTU
https://www.fttw.com.tw/news/html/?272.html
https://www.bing.com/videos/search?q=%e5%ba%b7%e9%81%94%e6%95%88%e6%87%89&docid=608053423834692909&mid=6625F514FF17146BB30F6625F514FF17146BB30F&view=detail&FORM=VIRE
https://pb.ps-taiwan.org/catalog/ins.php?index_m1_id=3&index_id=192
https://pansci.asia/archives/86419
https://pansci.asia/archives/205194
https://pansci.asia/archives/205194


花絮影片



“
—BY 火箭隊

THANK FOR 
WATC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