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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家都知道，車輛若想大幅度增加動力輸出，加裝增壓裝置是最快最簡單的

方法，通常大家第一個會想到的絕對會是渦輪增壓與機械增壓器，絕對是大家最

不陌生的改裝方式，而先今本專題的提出絕對可以改寫現今這二類增壓器的趨勢

因為原先的增壓器都存在著致命的缺點，本專題無葉片式增壓器卻可以完美改善

此狀況。本專題使用無葉片式增壓器可以有效的讓我們的汽機車進氣量有效的增

加，進而有效的將動力輸出提升，且沒有加速遲緩的情形，也不須如機械增壓器

的葵花寶典預練神功必先自宮的消耗引擎動力，一種能使引擎可以得到充足的空

氣與密度更高的含氧量，配合電腦精算的空氣與燃油的空燃比可以創造出更高的

動力輸出。 

 

關鍵字：增壓器、空燃比、動力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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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製作動機 

 

動機一： 

 

    電影頭文字 D描述 18歲的藤原拓海（周

杰倫飾演）5年來每天都要駕著父親藤原文

太（黃秋生飾演）殘舊的豐田AE86運送豆腐，

不論當天是什麼天氣或路況，練得一手出神

入化的駕駛漂移技術。並參加山路賽車，以

送貨的 AE86車，贏了有加裝渦輪增壓器的車

子。 

 

動機二： 

 

    今年夏天去大賣場陪著媽媽逛街，忽然   圖 1-1頭文字 D電影海報   

看到在賣的電風扇是無葉片式風扇，充滿著

好奇心，想說這樣的風扇會很涼爽有風嗎？

風速可以選擇嗎？…等等的問題。故去看此

風扇介紹，發現它的優點是可以將風量放大

到 15-18倍，且風速平穩。充滿好奇心的我

就開始上網找尋無葉片式風扇的相關資料，

並且將資料與疑問跟我的老師聊天，聊著聊

著老師說有打算作個創新的專題，無葉片式

增壓器就這樣產生了！                    圖 1-2 無葉片式風扇 

                                            資料來源: 美國 Dyson産品 

     

貳、 製作目的 

 

  增加進氣量以提昇引擎動力輸出，是最快最直接的方式，所以增壓器因

應而生。而增壓的目的則從以前的「提昇引擎性能與快速的駕駛樂趣」轉

變為「隨時隨地的滿足駕駛所需」。機械增壓（Supercharger）有著許多

優點，例如：無遲滯性、低轉速駕馭良好、穩定性高、壽命長…等。其最

大缺點，機械式增壓器最大的缺點就是機械增壓的動力來源是消耗引擎本

身的輸出動力約 20%來產生增壓動力來源。所以就有渦輪增壓的形式出現，

而渦輪增壓（Turbo Charge）簡單的說就是利用排氣來帶動進氣，所以有

明顯的缺點「增壓遲滯（Turbo lag）」現象，會使駕駛者感覺在踏下油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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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渦輪提供額外動力之間有一段時間差。而它的優點則是需要增壓時，透

過排氣端，更穩定的控制需求。而本專題卻能改善此二種增壓器的缺點，

而達到以下的目的。 

 

一、透過無葉片式風扇原理加大進氣量。 

 

二、改善傳統機械增壓器需消耗動力來源 20%的引擎消耗率與機械式增壓 

    的固定轉速方式，變為需求式增壓。 

 

三、改善渦輪增壓器的加速遲滯現象。 

 

四、隨時隨地滿足駕駛需求。 

 

參、文獻探討 

一、專題構想圖 

    在專題的構想如圖 3-1、3-2所示，首先空氣從空氣濾清器下方入口

進入如圖所示，空氣流動路線透過無葉片式風扇增壓器來增加進氣量，

如此我們只要控制增壓器風扇轉速的快慢就能控制空氣倍增進氣量。而

且配合油門加速與減速來決定進氣量風速的增加或減少，如此可以改善

機械增壓器的缺點，再則這樣的控制方式根本不需要去浪費引擎的動力

輸出，故可改善機械增壓器的缺點，且油門加速配合油門的加速增加鼓

入的空氣量即可，也沒有加速遲滯的情形，因此須找相關文獻研究探討，

來達成構想目的。 

 

      

無葉片式
風扇增壓器

     

          圖 3-1  專題構想圖          圖 3-2  本專題空氣進氣裝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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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相關理論之研究 

    此次專題製作必須有以下的理論依據來協助： 

    (一) 無葉片式風扇的增壓方式與原理。 

    (二) 機械增壓的原理。 

    (三) 渦輪增壓的原理。 

    (四) 限制理論。 

    (五) 增壓器之比較。 

 

   三、無葉片式風扇增壓方式與原理 

 

    無葉風扇其正式名稱為空氣增倍機(Air Multiplier)，而這無葉風扇

比傳統電風扇降低了三分之一的能源消耗，所以在用電上很節能，它沒有

傳統電風扇的葉片。空氣增倍器如圖 3-3所示是讓空氣從一個 1.0毫米寬、

繞著圓環放大器轉動的切口裡吹出來。由於空氣是被強制從這吹出，因白

努力效應通過的空氣量可增強為原先的 15 至 18 倍。而且空氣增倍器的空

氣流動情形比普通風扇產生的風更平穩。利用此原理技術，通過底部的吸

風孔吸入空氣，圓環邊緣的內部隱藏的一個葉輪則把空氣以圓形軌跡噴出，

最終形成一股不間斷的冷空氣流。重要的是這種空氣流動比普通風扇產生

的風更平穩。 

    
圖 3-3 空氣增倍機原理與構造圖 

   資料來源: 科學少年(2014)。無葉片風扇原理圖解。TechNews科技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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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機械增壓原理 

    他的動力源來自引擎的輸出，是透過曲軸來帶動增壓器工作。一般

機械增壓器約消耗 20%的引擎動力，原因在於引擎運轉過程中、機械式

增壓器始終處於工作狀態（不論轉速高低）因此也始終在消耗能源。一

般常見的機械增壓器(Mechanical Supercharger)為以下這幾種： 

(一)羅式增壓器 

(二)魯式增壓器 

(三)雙螺旋式增壓器 

(四)離心式增壓器 

 

表 3-1   一般常見的機械增壓器 

 

   五、渦輪增壓原理 

 

    渦輪增壓 (Turbo Supercharger)裝置可以把他理解成是一種空氣

壓縮機，通過壓縮空氣來增加發動機的進氣量，大致上來說，渦輪增壓

  

羅式增壓器 

資料來源：奥迪 3.0TFSI 引擎 

GM Ion 上的鲁氏增压器 

資料來源：GM Ion引擎 

  

雙螺旋式增壓器 

資料來源：奔馳 C200k 的 1.8T 

離心式增壓器 

資料來源：BMW E60 528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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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利用引擎排出的廢氣透過慣性衝

力來推動渦輪室內的渦輪，而廢氣室渦

輪與進氣葉輪同軸，故帶動進氣葉輪，

這時進氣葉輪壓送由空氣濾清器管道

送來的空氣，再使進入汽缸而產生增壓。

當引擎轉速越快，廢氣排出速度與渦輪

轉速也就同步加快，這時進氣葉輪就壓

縮更多的空氣進入汽缸裡面，如此，空

氣的壓力和密度即會增大，所以可以         

燒更燃多的燃料，相應增加燃料量和調    圖 3-4 渦輪增壓器解剖圖 

整一下引擎的轉速，就可以增加引擎的      資料來源：Audi RS6 

輸出功率了。 

               

                         圖 3-5渦輪增壓器作用原理圖 

                    資料來源：黃靖雄編著(2017)。現代汽車引擎 

 

六、限制理論 

           限制理論到底是甚麼呢？「限制」的定義，可解釋它是在一個系統

中，欲要達到他的目標，所遇到的障礙，稱之為限制。其基本程序發現

限制系統績效的關鍵核心問題，然後根據關鍵點進行一連串推理及因果

關係分析，提出一系列執行準則及方針將各層級限制因素逐漸克服並持

續改善，而達到理想共同目標。任何一個管理的過程，必定是改善的過

程，則很直覺的問下列三個問題： 

(一)什麼需要改變？（What to change?）就是找到阻礙或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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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把之間的因果關係釐清整理一番。 

(二)改變成什麼？（What to change to?）：針對上述之核心問題，尋 

    找相對的方案，消除障礙或限制。 

(三)如何產生變動？（How to cause the change?）：當找到方案後則 

    必需進一步分析其障礙為何，並轉換成實施準則。 

所以透過限制理論可得知：機械增壓：動力消耗為主因。渦輪增壓：動

力遲滯是主因。而無葉片式增壓卻完全改善此因素。 

 

   七、增壓器之比較 

        從上述的理論探討裡歸納出： 

表 3-2 增壓器比較表 

 機械增壓器 渦輪增壓器 無葉片式增壓器 

低速表現 最佳 普通 最佳 

急加速表現 最佳 會有遲滯 最佳 

動力損失 約 20%動力損耗 無 無 

裝置 須原車就配備 可加裝 可加裝 

價格 昂貴 昂貴 普通 

 

 

肆、製作方法 

   一、製作架構 

    

 

 

 

 

                       圖 4-1 製作架構圖 

 

        製作方法及步驟其執行的順序及內容如下： 

 

(一) 訂定題目：確定要將製作的題目，並尋找專題指導老師。 

訂定題目 分析歸納 結構確認 

文獻蒐集 資料整合 內文撰寫 

專題實作 整體檢核 專題完成 



13 

(二) 分析歸納：搜尋資料進行整備，並研究討論其專題的可行性。 

(三) 結構確認：將專題架構繪製出來，需考慮到整體，才能使專題能 

          正常動作及有效率專題呈現。 

(四) 文獻蒐集：依照專題需求，蒐集相關資料文獻。 

(五) 資料整合：將蒐集的資料，同來分析研究，並適時的找老師討論。 

(六) 內文撰寫：將專題題目做成小論文文章發表，讓其他的老師來看 

          此專題的理論可行性。 

(七) 專題實作：購買專題所需要的零件材料，構想的呈現模式成形。 

          並作一連串的數據紀錄與專題結果紀錄。 

(八) 整體檢核：專題成品作動連續測試，再次印證數據的完整性。 

(九) 專題完成：撰寫報告並發表成果。 

 

   二、設備材料 

       其設備材料一覽表如下： 

表 4-1 設備材料一覽表 

  
空氣濾清器 1 組 節氣門 1 顆 

  

風量測試器 1 組 壓克力板 6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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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達 1 顆 速率調整器 1 組 

  

TOYOTA 汽車 1 台 電瓶 1 顆 

  

工具車含工具組 1 組 黏土 1 個 

  

電線 1 捆 Arduino 晶片 1個 

 

三、製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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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製作過程 

             

 

 

 

 

 

 

 

 

 

 

 

 

 

 

 

 

 

 

  

設計專題呈現框架並將以裁切 將空氣進氣系統固定 

  

整體框架與進氣系統設計完成 裝置油門線必測試可拉伸 

  

裝置 Arduino 晶片控制 製作無葉片式增壓器骨架 

  

製作無葉片式增壓器風鼓 裝置無葉片式增壓器於空氣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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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無葉片式增壓器完成 整體完成(架構呈現) 

 

伍、製作成果 

  一、成果示意圖 

         

圖 5-1 為成果示意圖 

 

   二、成果說明 

     上圖為我們的專題的示意圖。 

     (一)當我們節氣門無操作時：此時不作動。 

     (二)當我們節氣門微開啟時：此時無葉片式增壓器開始風扇轉動。 

     (三)當我們節氣門小開啟至大開啟時：此時無葉片式增壓器依照節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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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開啟度增大風量。 

     (四)當我們節氣門由大開啟至時：此時無葉片式增壓器依照節氣門開 

         啟度減少風量。 

■實車測試：我們將本專體實際裝置於 TOYOTA  EXSIOR 的車子，100

公尺的路況測試，原車測試跑 17秒，加裝本無葉片式增壓器 12 秒，

非常明顯的加快了！ 

 

陸、結論 

一、 可以明顯確實提升動力 

 

本專題可以有效的讓我們的汽機車進氣量有效的增加，進而有

效的將動力輸出提升，讓此物品可以比簡易型葉片渦輪增壓器輸出

的風量更穩定且可達 15~18 倍的風速 

 

二、 進氣量增加獲得更高含氧量 

 

    而強化進氣系統的目的，在於提高進氣效率，使引擎可以得到

充足的空氣與密度更高的含氧量，配合足夠的燃油可以創造出更高

的動力輸出，不改變引擎進氣系統，這種創新的方法用在新車舊車

上會有明顯的不同的效果。 

 

三、 創意科技的運用 

 

    大致上來說我們專題製作，可以有效的讓我們的汽車引擎動力

輸出提升，裝在進風口的目的是為了提高進氣量，利用白努利效應

所衍生出來的氣流倍增進氣效率，使引擎可以得到充足的空氣與密

度更高的氣流量。將現今的無葉風扇做一個改良，張志在引擎的進

氣端讓進氣效率明顯的增加使得我們的動力輸出更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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