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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課程：應用物理與實驗



在這一堂課中，將跟大家一起探討
陀螺(儀)的原理與應用。

Part A 如何讓戰鬥陀螺轉得久？
如何描述轉動。

Part B 為何轉動的陀螺不會倒？
(何謂進動？)



[C1 兩輪汽車不會倒神奇陀螺儀技術～即將上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HNyGyTEqOs

[象才撞得倒！「陀螺儀」車曝光要價55萬]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ub8gkkhmLE

1.發現式學習(Discovery Learning)：
以第一手經驗發展概念，並介紹專有名詞。

為什麼二輪汽車不會倒？ 轉動



https://gd3.alicdn.com/imgextra/i3/7557
48406/TB2zLTfgZtnpuFjSZFvXXbcTpXa_!!7
55748406.png

為什麼沒通電的平衡車會倒，
而通電後的平衡車不會倒？

為什麼跑動的腳踏車不會倒？

電子陀螺儀 轉動



Part A 如何讓戰鬥陀螺轉得久？
如何描述轉動。



或許你會做以下初步的推論：
若以相同的力道發射，所做的功一樣，則剛開始時，較輕的陀螺會轉得比較快；接著，摩
擦力也會讓陀螺減速，而愈輕的陀螺正向力愈小，摩擦力愈小，因此愈輕的陀螺會因有較
高的初始轉速與較小的摩差力，而轉得愈久。此一推論是否跟實驗結果相符？為什麼？

 市售的戰鬥陀螺的結構包括：
A:上層塑膠轉盤，
B1:中層鋼鐵轉盤，
B2:外加的中層塑膠轉盤，
C:下層旋轉底座

如何讓戰鬥陀螺轉得久？

 可組合而成以下三種陀螺：
G1=A+C (最輕) 
G2=A+B1+C (次重)
G3=A+B1+C (最重)

A CB2B1

G1 G2

G3

發射器

 請試試看用發射器，以相同的
力道分別發射三種陀螺，紀錄
他們的轉動的時間，比較它們
哪一顆可以轉最久？為什麼？

 想一想，以這三種陀螺來PK
比賽，哪一個會最佔優勢？



哪一顆戰鬥陀螺會轉得比較久？

+ =

戰鬥陀螺為什麼要加中間這一層鐵環？
若是不用鐵環，而是用盤狀的鐵塊直接放在陀螺的
上面，這樣是否也會轉得比較久呢？

讓我們動手做做看！

2. 互動式演示(Interactive Demonstration)：
引導，界定，面對，並解決其他可替代的概念

或許你會做以下初步的推論：
若以相同的力道發射，所做的功一樣，則剛開始時，較輕的陀螺會轉得比較快；接
著，摩擦力也會讓陀螺減速，而愈輕的陀螺正向力愈小，摩擦力愈小，因此愈輕的
陀螺會因有較高的初始轉速與較小的摩差力，而轉得愈久。此一推論是否跟實驗結
果相符？為什麼？



轉動中有哪些物理呢？
角度，角速度，角加速度，力距，轉動慣量

3.探究式課程(Inquiry Lesson)：界定科學原則或關係。



(a) 如何描述轉動？

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如何描述移動：

F=ma,  a=F/m
若桌面很光滑，可忽略摩擦力，
則外力F作用在慣性質量為m的物
體上，將產生加速度a, a=F/m。

m
F a

X(t)

等加速運動 a=常數，則物體的
運動(速度v位置x隨時間改變)的
情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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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科技部高瞻自然科學教育資源平台：
http://highscope.ch.ntu.edu.tw/wordpre
ss/?p=19262#more-19262

X0為初始位置，v0為初始速度

atvtv += 0)(

速度 v=Δx/Δt,
加速度 a=Δv/ Δ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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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0為初始角度，ω0為初始角速度

tt αωω += 0)(

若力距τ為固定的常數，將產生
的等角加速度α，則角速度ω與
角度θ隨時間的變化情形為

角速度 ω=Δθ/Δt,
角加速度 α=Δω/ Δ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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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𝑰𝑰 = 𝒎𝒎𝒓𝒓𝟐𝟐 then 𝝉𝝉 = 𝑰𝑰𝜶𝜶

𝑑𝑑ℓ = 𝑟𝑟𝑑𝑑𝜃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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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動與平移運動的對照（The Comparisons 
Between Motion and Rotational Motion）
天主教曉明女子高級中學物理科李忠義老師/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蔡志申教授責任編輯

參考科技部高瞻自然科學教育資源平台：
http://highscope.ch.ntu.edu.tw/word
press/?p=19262#more-19262

速度 v=Δx/Δt,
加速度 a=Δv/ Δt

角速度 ω=Δθ/Δt,
角加速度 α=Δω/ Δt



 轉動是物體相對於某一支點
O (或軸線z軸)旋轉的運動情
形。

如右上圖，在長度為L的棍子的另一
端施予垂直棍子的力F，則相對於支
點O所產生的力距τ=LxF。

O

F

θ

F
L

θ
F

所施的力距τ，將會造成角加速度α，
使得棍子繞著O點以逆時鐘方向轉動。
其中力距與角加速度的關係為:

ατ I=
I 為轉動慣量，它是轉動中相對於
移動的慣性質量m的物理量，在右
上圖中的I=1/3(mL2 ) ，右下圖中
的轉動慣量為1/2(mR2)。



http://hyperphysics.phy-astr.gsu.edu/hbase/mi.html

轉動慣量的定義 各種形狀的物體相對於旋轉軸的轉動慣量



IC>IB>IA

轉動慣量

轉動動能

若轉速ω一樣，則

𝑲𝑲 =
𝟏𝟏
𝟐𝟐
𝑰𝑰𝝎𝝎𝟐𝟐

𝑲𝑲𝑪𝑪 > 𝑲𝑲𝑩𝑩 > 𝑲𝑲𝒄𝒄



當陀螺轉動時，陀螺轉軸底部會產生一個與轉動方向
相反的動摩擦力f，此一摩擦力所造成角減速度，使陀
螺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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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螺如何停下來？



讓我們來做實驗吧！

4.探究式實驗(Inquiry Labs)：根據變數的量測結果建立經驗定律



在此實驗中，我們利用竹筷與雷射切割的椴木板，
設計了一個”基本款的陀螺”，以及二個可外加的
圓環與圓盤，讓大家可以動手實作，進行探究，用
以回答以上的問題。

(感謝嘉義高中黃冠夫老師協助雷切)

基本款的陀螺
圓環

圓盤

2. 需要那些器材呢？



3. 動手做做看
一組二位同學，共用一組陀螺，一人轉陀螺，一人用
碼錶(或手機)計時，每組做二次，輪流操作。每桌二
組四人，共用一個戰鬥盤。

完成以下測量，你就可以找答案

(1)

(2)

(3)

(4)

(5)

用小塊膠帶從側邊固定(注意對稱)

(A)

(B)

(C) (D)

(E)



將測量的結果填入表格內，試著找出答案

1. 哪一種組合的陀螺的轉動時間最長？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哪一種組合的陀螺的轉動時間最短？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從測量結果找答案
各種組合的
陀螺

基本款陀螺
+2小盤

基本款陀螺
+1小盤

基本款陀螺 基本款陀螺
+1環

基本款陀螺
+2環

第一次測量
時間(秒)
第二次測量
時間(秒)
第三次測量
時間(秒)
第四次測量
時間(秒)
第五次測量
時間(秒)
平均值
(標準差)



5.如何設計一顆陀螺，讓它可以轉得最久？
需要考慮那些因素？

1. 增加環的數量(增加外圍質量的分布)。

增加的環愈多愈好嗎？

不，還是適量即可，否則會轉不動！

3. 減少轉軸底部的摩擦力。

2. 增加外圍質量的分布要均勻對稱。



我們的測量結果(1)

(A)盤+棍
+2小盤

(B)盤+棍
+1小盤

(C)盤+棍
子

(D)盤+棍
+1環

(E)盤+棍
+2環

56.82 60.57 74.16 86.34 87.75 
53.84 60.06 67.38 83.03 85.81 
51.50 57.53 59.15 74.81 79.44 
49.31 55.31 55.60 73.53 79.25 
48.87 49.37 54.65 70.16 75.94 
48.66 49.28 53.84 66.47 72.10 
45.66 44.97 51.34 65.96 71.53 
44.31 44.69 50.50 59.68 69.56 
41.69 43.34 48.00 56.22 69.19 
31.60 40.50 47.32 55.25 58.00 

各種組合的陀螺轉動時間測量：(單位:秒)



我們的測量結果(2)
M
(g)

I
(cm2g)

I/M
(cm2)

t_T5_m
ean(s)

t_mean
(s)

(A)盤+棍
+2小盤

24.8 142 5.72 52.07 47.23 

(B)盤+棍
+1小盤

19.0 119 6.27 56.57 53.87 

(c)盤+棍 13.1 95.7 7.33 62.19 56.19 
(D)盤+棍
+1環 19.2 169 8.78 77.57 69.15 

(E)盤+棍
+2環 25.4 242 9.52 81.64 74.86 

平均時間與質量以及轉動慣量的關係





加三環三盤的結果-第三環的效益更不顯著



厚紙板所製成的各組陀螺的10次平均時間<t>隨
著轉動慣量與質量的比值(I/m)的變化圖

厚紙板所製成的各組陀螺的最久五次時間
平均<t5>隨著轉動慣量與質量的比值(I/m)
的變化圖。

厚紙板所製成的各組陀螺

為了避免椴木板的厚度(3mm)
造成支點高度的變高所受的影
響，我們改採1.3mm厚紙板
來做實驗。
情況有變好。



5. 假設性探究(Hypothetical Inquiry)：對觀測現象提出解說

當陀螺轉動時，陀螺轉軸底部會產生一個與轉動
方向相反的動摩擦力f，此一摩擦力與正向力𝑁𝑁 =
𝑚𝑚𝑚𝑚成正比，

𝑓𝑓 = 𝜇𝜇𝑘𝑘𝑁𝑁 = 𝜇𝜇𝑘𝑘𝑚𝑚𝑚𝑚 (1)
其中𝜇𝜇𝑘𝑘為陀螺轉軸底部的動摩擦係數。

設此一陀螺轉軸底部的半徑為r，則摩擦力對轉
軸所產生的力矩為

𝜏𝜏 = ℎ(𝑟𝑟 × 𝑓𝑓) = ℎ𝑟𝑟𝜇𝜇𝑘𝑘𝑚𝑚𝑚𝑚 (2)
其中 ℎ是一個比例常數，它概括了從轉軸中心到
半徑r處所累積的總力矩。
此一力矩所造成角減速度為

𝛼𝛼 = 𝜏𝜏
𝐼𝐼

= ℎ𝑟𝑟𝜇𝜇𝑘𝑘𝑚𝑚
𝑚𝑚
𝐼𝐼

(3)

陀螺從初始的角速度𝜔𝜔0經由摩擦力的作用，慢慢減速到陀螺的側邊撞到戰鬥盤或桌面
的最終角速度為𝜔𝜔𝑓𝑓時，所需的時間為

𝑡𝑡 = 𝜔𝜔0−𝜔𝜔𝑓𝑓

𝛼𝛼
= 𝜔𝜔0−𝜔𝜔𝑓𝑓

ℎ𝑟𝑟𝜇𝜇𝑘𝑘𝑔𝑔
𝐼𝐼
𝑚𝑚

(4)

就是，陀螺轉動時間t，除了與初始角速度𝜔𝜔0 − 𝜔𝜔𝑓𝑓成正比，與陀螺轉軸底部的半徑(r)以
及動摩擦係數(𝜇𝜇𝑘𝑘)成反比之外，也與轉動慣量與質量的比值 𝐼𝐼

𝑚𝑚
成正比。因為轉動慣量

與質量的分布有關，所以轉動慣量必須與質量放在一起討論，不能分別討論。

原理說明



所用的方法很簡便，不需要發射器，只需用右(左)手的大拇指與中指(或食指)轉
動各種組合的陀螺，即可做實驗。雖然直接用手轉動時，每次轉動都會有不同
的初始角速度 𝜔𝜔0與不同的最終角速度 𝜔𝜔𝑓𝑓，也會對應於不同的轉動時間t；然而，
若是物理條件是不變(也就是𝑟𝑟, 𝜇𝜇𝑘𝑘 , 𝐼𝐼,𝑚𝑚都一樣)，則多次的轉動時間的平均值 𝑡𝑡
與初始角速度的平均值 𝜔𝜔0 以及最終角速度的平均值 𝜔𝜔𝑓𝑓 的關係，也會滿足公
式(4)

𝑡𝑡 = 𝜔𝜔0 − 𝜔𝜔𝑓𝑓

ℎ𝑟𝑟𝜇𝜇𝑘𝑘𝑔𝑔
𝐼𝐼
𝑚𝑚

= 𝜔𝜔0
ℎ𝑟𝑟𝜇𝜇𝑘𝑘𝑔𝑔

𝐼𝐼
𝑚𝑚

− 𝜔𝜔𝑓𝑓

ℎ𝑟𝑟𝜇𝜇𝑘𝑘𝑔𝑔
𝐼𝐼
𝑚𝑚

(5)

當陀螺轉動到快要停時，最終角速度𝜔𝜔𝑓𝑓遠小於初始角速度𝜔𝜔0，也就是 𝜔𝜔𝑓𝑓 ≪
𝜔𝜔0 ，所以公式(5)中的最後一項是可以忽略。(注意：剛開始轉動陀螺時讓轉軸
盡量垂直於桌面，如此陀螺的邊緣才會愈晚碰到桌面，此一條件才會滿足；所
以做實驗時，若轉得不好，可以捨棄此一測量，再重新測量。)

最終可得
𝑡𝑡 ≅ 𝜔𝜔0

ℎ𝑟𝑟𝜇𝜇𝑘𝑘𝑔𝑔
𝐼𝐼
𝑚𝑚

(6)

因此，以下我們將對每一種組合的陀螺(不同的I與m)，分別進行10次的測量，
獲得陀螺轉動時間的平均值 𝑡𝑡 。再利用經由公式(6)來驗證陀螺轉動時間的平均
值 𝑡𝑡 ，正比於轉動慣量與所質量的比值 𝐼𝐼

𝑚𝑚
。

實驗方法



6.實際應用(Real-world Application)：將以上所獲得的知
識應用到真實的問題。

Homework 

 改裝戰鬥陀螺(每組一個)，並撰寫改裝書面報告，

改裝報告內容須：
(1)說明改裝的理念
(2)紀錄改裝過程，
(3)評估改裝的效益(改裝前與改裝後的數據比較)
(4) 結論與討論

 於05/11上台以PPT做報告(每組 5 min)。之後再分組讓學生以
改裝戰鬥陀螺進行比賽，驗證自己的改裝是否達到效果。

比賽分二種，
一是無碰撞之下的持久賽，
另一是PK賽，除了持久之外，也要求耐撞。

改裝戰鬥陀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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