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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降落傘的發明主要是利用空氣的阻力，使大氣層中降落的物體減速下降。該如何設計一個安

全的降落傘，除了要注意能使跳傘員因減速、引力和風力的影響所感到的不適減至最小之外，

同時還須注意到操控的方向性，使其降落到預定的地點。為使在超音速飛機上也能安全跳傘，

降落傘特別設計成與彈射座椅組合在一起，當引爆炸藥後，飛行員與座椅安全脫離飛機時，

降落傘自動張開落地，並且平安落地。是甚麼因素影響了降落傘的飛行呢? 

研究動機 
當飛機失事時，飛機裡的乘客們該如何是好?只能坐以待斃，還是利用降落傘，尋找可能存活

下來的機會，據說古代皇帝─舜的父親瞽叟想要殺他，最後瞽叟在一倉樓頂上要放火燒死舜，

但舜仍然順利逃出，史記記載舜是利用大圓錐草帽繫在一起而跳下。草帽的作用就好像鳥的

翅膀，可使其身體變輕而能安全落地。降落傘減緩了向下撞擊的衝擊力，並且救了我們的生

命，讓我們深入的探討是甚麼因素影響了其飛行? 

壹、 研究目的 
一、 探討有甚麼因素會影響降落傘的飛行 

二、 探討降落傘面積愈大，降落的時間是否會愈多； 

三、 探討高度愈高，掉下來的速度是否愈慢 

四、 探討降落傘面的邊長和落下的時間成何種曲線關係？（正比、反比或者是拋物曲線） 

參、研究設備及器材 
1. 計時器×1 

2. 正方形(33×33)塑膠袋×1 

3. 正方形(50×50)塑膠袋×1 

4. 正三角形(邊長 50 公分)塑膠袋×1 

5. 正三角形(邊長 40 公分)塑膠袋×1 

6. 60 公分細棉線×14 

7. 塑膠杯×12（一個降落傘 3個塑膠杯）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 研究過程 
(一) 已經先知道的降落傘原理: 

降落傘的原理主要是利用空氣的阻力，使大氣層中降落的物體減速下降，平安落

地。主要是由牛頓第二運動定律配合空氣阻力所倒出的公式=> mg – F = ma (g是重

力，F是空氣阻力，a是物體落下的加速度)。又F = bv  ( b為某常數，視乎下降物的

形狀與大小，基本上降落傘的面積越大，b越大 )。因此，當v越大，F也相對越大。當

F增大至相等於mg，作用在降落傘及降落傘的凈力為零，a就等於零。降落傘及降落傘

就會以均速vt下降，這下降速度vt稱為終極速度 ( Terminal Velocity )，故v=mg/b。

若所製造的降落傘面積太小，就會導致降落傘的終極速度vt太大，則落下速度太大，

在空中滯留的時間很短。如果降落傘面積太大，導致終極速度vt很小，而滯留在空中

的時間就會很長，也因此受到風向的影響會變長變久。此外在降落傘與重物間，需要

用繩子把兩者連結在一起，而繩子的長度及數量都會影響降落傘的有效面積 

(Effective Parachute Surface Area)。所謂有效面積就是降落傘實際受空氣阻力的

面積。如果降落傘張開得越大，其受空氣阻力的面積亦越大，即有效面積越大，相對

的終極速度越小；相反，降落傘張開得越少，其有效面積越小，相對的終極速度就越

大。 

因此： 

1.重物的重量mg越小使降落傘向內收縮的拉力越小降落傘的有效面積越大
終極速度vt越小 

2.繩子的長度越長繩子的傾斜角度越小 使降落傘向內收縮的拉力越小降

落傘的有效面積越大終極速度vt越小 

3.繩子的數量越多降落傘的有效面積越小終極速度vt越大 

(二) 實驗相關:兩位研究者到將近三層樓的距離準備放下研究用的自製降落傘 
         而另外一位研究者則是在平地上拿著碼表測降落散落下的時間 
         時間:無雨的晴朗夜晚 
         地點:三層樓的高度（大約離地 10 公尺） 

(三) 自製降落傘:以棉線繫著由垃圾袋組成的降落傘面和三個塑膠杯(重量物) 
              總共有四個不同傘面的降落傘分別是 

一、 邊長 50 公分的正方形 ─ 面積 2500 平方公分  
二、 邊長 33 公分的正方形 ─ 面積 1089 平方公分 
三、 邊長 50 公分的正三角形 ─ 面積約 1100 平方公分 
四、 邊長 40 公分的正三角形 ─ 面積約 680 平方公分 

（四）實驗探討： 
為了探討降落傘面對時間的影響，我們刻意拿邊長 33 公分的正方形傘面和邊長

50 公分的正三角形傘面來相比，因為面積相近，所以測出來的時間數據會是差不多

的。而邊長 50 公分正三角形的傘面則是和邊長 50 公分的正方形相比，面積差將近兩

倍，時間的差距會成兩倍的關係。邊長最小的正三角形傘面(40 公分)所測到的時間會

比邊長 50 公分的正方型傘面所測到的時間來的小(傘面因素)。 



伍、研究結果 

一、實驗測試結果 

(表一) 

 
沒掛任何東西 

（對照組） 

正方形 

(邊長 33 公分)

正方形 

(邊長 50 公分)

正三角形 

(邊長 50 公分) 

正三角形 

(邊長 40 公分)

第 1次 13.7 秒 4.7 秒 6.8 秒 4.1 秒 3.9 秒 

第 2次 11.6 秒 4.7 秒 8.6 秒 4.5 秒 3.6 秒 

第 3次 11.9 秒 5.1 秒 9.0 秒 5.2 秒 3.3 秒 

第 4次 12.8 秒 5.0 秒 9.4 秒 4.4 秒 4.9 秒 

第 5次 14.1 秒 5.6 秒 8.4 秒 3.7 秒 3.6 秒 

第 6次 13.5 秒 5.5 秒 6.3 秒 5.9 秒 4.6 秒 

平均 12.93 秒 5.1 秒 8.08 秒 4.63 秒 3.98 秒 

 

 

(圖一) 

二、實驗結論:  

(一) 我們以一個沒有掛任何降落傘裝置的落下時間去和其他做比較當成對照組，證明

有降落傘裝置對於落下時間是有影響的，比起其它的降落傘，因為沒有另加其他的質

量，所以降落的時間相對起來比較慢。 
(二)降落傘傘面的面積愈大，降落到地面所需的時間就愈長(扣除沒有加任何東西的降

落傘)，根據以上圖表平均值的數據顯示降落時間長短依序為: 

邊長 50 公分的正方形(面積 2500 平方公分) >邊長 50 公分的正三角形(面積約 1100 平



方公分) >邊長 33 公分的正方形(面積 1089 平方公分) >邊長 40 公分的正三角形 (面積

約 680 平方公分) 
(三)根據此實驗我們可以得知，影響降落傘飛行的時間有以下這三點: 

1. 降落傘面的面積會影響到降落傘降落的時間 

 面積愈大，降落到地面所需的時間就愈長 
2. 降落時所行走的距離是否受到風的阻力 

 是，會呈斜直線降落 時間較長 

   否，會呈垂直降落 時間較短 

3. 物體的重量會影響降落傘飛行的時間 
 所聯繫的物體愈重，所花的時間愈短 

 

陸、討論 
在實驗的過程中，我們原本想在杯子裡裝水，使降落傘能夠快速地下降，但實驗證明，

我們僅僅在杯子中加入二分之一的水，卻促使整個杯子的質量太大，以至於撞擊地面的衝擊

力道過大，不僅杯子破裂，連繫在杯子上的棉線也跟著斷裂，這讓我們了解到棉線所繫的物

體質量不能太大，物體的質量要和空氣阻力所施加在傘面面積上的力達到平衡，這樣子才能

平安的降落，所以跳傘人員的體重必須配合降落傘的傘面面積，以減緩下降的衝擊力。 

根據(表一)的表格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降落時間的平均值，會依照傘面面積的大

小而有所不同，傘面面積愈大，降落到地面的時間就愈長。 

在(圖一)折線圖中，邊長 40 公分的正三角形傘面面積小，測出來的時間要比其他降落

傘都要來的快，但在第四次的測量中卻有了誤差，邊長 40 公分的正三角形傘面降落的時間竟

然比邊長 50 公分的正三角形降落傘還要慢，我們猜測這可能是風力的影響，原本降落傘必須

呈垂直的降落，但是因為風的因素，促使降落傘呈斜直線降落，距離也因此變長了。 

誤差 : 邊長 40 公分的正三角形傘面(4.9 秒) 〉邊長 50 公分的正三角形傘面(4.4 秒) 

 
 
 
 
 
 
 
 
 
 
 
(正常的情況下呈垂直落下)                     (風的阻力造成斜直線落下) 

 

 

 



柒、結論 
物體因為受到地球引力的作用，而從空中落下的運動，稱為自由落體。而物體向下降

落時空氣會產生向上的阻力，傘面的面積愈大，空氣向上的抗力也就愈大，如果物體的重量

很輕而面積很大，向上的抗力就會等於向下的重力，使物體就像羽毛般慢慢落下。而其中有

3大較重要的原理： 

(1)空氣阻力：降落傘向上的力就是空氣阻力；降落傘設計的目的,在於緩衝物體落地

所需要的時間，越大的傘面積下降時能產生越大的空氣阻力，也就是有更大的空氣浮力。 

(2)萬有引力:考量降落傘,就牽涉萬有引力－越重的物體墜落下降速度越快的原理；可

以知道減輕降落傘的重量，便能使降落傘的墜落速度減慢，於是降落傘的材料應採用質量輕

的東西。 

(3)傘面形狀：根據流體力學上說,傘面製成半球形可能可以產生比較大的空氣阻力,

所以製作技術上，都希望能作出類似半球狀的降落傘。 

降落傘就是依照此原理，來增加物體的表面積，增加向上的抗力(抵抗地心引力)，減

緩下降的速度。 

而根據我們的實驗，我們得以證實此原理。且我們發現面積一樣但形狀不一樣時也是

成立的，代表形狀不一樣時是不會有影響的，重點在於面積大小，我們也發現，以兩個大小

面積相差兩倍左右時，時間並不會變成兩倍，雖說可能因為有風力等其他因素的影響導致了

誤差，但也只會變成接近 2倍，而不會到兩倍，甚至是以上。 

捌、參考資料及其他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306021513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