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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定陀螺儀──從傳統到現代

一、前言

有打過陀螺嗎？如果沒有的話，趕快找一個來試

試看吧！你會看到陀螺一開始是沿著垂直軸（Z軸）

穩定直立的，當時間久了，由於有摩擦損耗能量，

陀螺開始改變運動方式：陀螺的中心會沿著原本直

立的 Z軸，開始緩慢地轉動，這就是所謂的「進動」

（procession）。當摩擦損耗繼續時，陀螺進動的速

度會加快（為什麼呢？！），陀螺中心漸漸偏離 Z

軸，最後，陀螺除了一邊進動外，它也常常同時會

一頓一頓地做出類似點頭或打圈的動作，這就是所

謂的「章動」（nutation）。在此，當陀螺開始偏離

Z軸，便受到重力引發的力矩作用，而開始進動。

天文研究上，地球表面，靠近太陽（或月球）那面

與遠離的那面所受的重力場大小略有不同，因此整

體受到一個稱為潮汐力的牽引。這個潮汐力作用下，

地球也會有進動與章動的現象。傳統旋轉式的陀螺

儀，因為它的優良定向特性，被廣泛應用在船舶、

飛機與武器航行時的導航用途。到現代，2010年起，

蘋果公司更將三軸電子式陀螺儀內建到 iPhone 4，

讓手機的操控更加多元。以至於，現今智慧型手機

內建電子陀螺儀已幾乎成為標準配備。

但是，請注意！如果你以為你的手機上所用的電

子陀螺儀也是一個旋轉的小陀螺，那就錯了！電子

陀螺儀基本上是利用科氏力（Coriolis force）配合簡

諧振盪（simple harmonic oscillation）的原理，跟傳

統旋轉式的陀螺一點關係也沒有──如果勉強要扯

上關係，這兩種陀螺儀所運用的原理機制，竟都跟

160年前的一個人有關──法國物理學家佛科（Jean

Bernard Léon Foucault）。以下，我們就先從佛科的

兩大貢獻談起；接著，讓我們以一個易於理解的角

度，一起搞定傳統陀螺儀的進動、章動行為，並了

解現代的電子陀螺儀是如何運用科氏力達成轉動角

度的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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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證明地球自轉：佛科擺與陀螺儀

話說希臘科學家亞里斯塔克（Aristarchus of Sa-

mos）早在西元前約 310年便提出日心地動說（地球

自轉並繞太陽公轉）[1, 2]，但地球自轉的概念歷經

哥白尼（1543年）、伽利略（~1616年）努力，仍

不易為世人所接受。西元 1851年，法國物理學家佛

科 [3]，利用一個重達 28公斤的鉛球做成 67公尺長

的單擺，掛在巴黎的先賢寺（Panthéon）屋頂；他以

單擺固定方向擺動的慣性，示範了地球自轉，引起

轟動；佛科擺也成為著名的示範教具。然而，由於

單擺受地球重力影響，地球又在自轉，這裡頭詳細

的物理必須用 1835年科里奧利斯（G. G. Coriolis）

所提出的科氏力來解釋，一般人不容易理解。因此，

佛科在 1852年便使用機械式旋轉陀螺儀（可簡稱傳

統陀螺儀）的定向特性，乾淨而清楚地證明了地球

的自轉。

在此，佛科證明地球自轉的兩個工具：其一，傳

統旋轉陀螺儀，正是過去航海、航空定向的主要設

備；其二、受科氏力作用偏轉的單擺，與現今廣為

使用的電子陀螺儀，竟有相同的操作原理！

三、簡化實驗驗證難懂的力與行為

有鑑於傳統陀螺常見的進動、章動行為，以及電

子陀螺儀所依據的科氏力現象，是如此常見，但其

原理，高中以前都沒有教過，得要到大一普物教到

轉動時才簡單帶過進動；甚至，章動與科氏力的原

理，大多普物課本幾乎都是簡單幾句話帶過的──

因為涉及球座標向量的微分，太複雜了──即使物

理系也要教到力學的剛體旋轉時，才提到。

所幸，要讓學生覺得他懂了，不見得要從解通用

的（general）運動方程式開始。我們可以假設已知

這個現象（或力）的存在，進而可在較簡化的實驗

條件下，用簡單的向量與數學，驗證該現象（或力）

的行為。雖然，細節的推導還是得靠力學課本上複

雜的球座標向量微分計算方式，但相信這種簡化實

驗驗證的方式，應該足以讓學生覺得他已經懂了大

半。有興趣深入者，便可自行參閱更進一步的證明。

以下，便以前述的簡化實驗驗證角度，介紹筆者

參考文獻整理，關於陀螺儀進動、章動、以及電子

陀螺儀相關的科氏力與其設計原理。所參考的文獻，

請詳見以下介紹中所引用的論文。

四、陀螺進動

為了瞭解陀螺進動的原理，如圖一，我們先定義

好描述一個圓盤狀陀螺儀的相關變數（忽略槓桿的

重量），其中　　是無重力下的角動量。如果該陀

螺形狀不同，則其轉動慣量不同而已，因此以下的

推導可適用於一般的陀螺或普物實驗中所用槓桿陀

螺的情形。

當一個陀螺因為旋轉軸心偏一邊，有了重力作用，

陀螺受到一個力矩。根據牛頓第二定律（轉動角動

量形式），該力矩等於在微小時間內角動量的變化

量，

(1)

因此一段微小時間內的角動量變化量為

圖一：陀螺儀的相關變數簡圖。假設轉動角頻率為ω，
轉動慣量為Ｉ，重力作用前轉動的角動量為　，所
受重力為　 ，因此受到力矩為　。陀螺質心的位

置　 以極化座標表示為 ( r ,θ,φ)p。

L0
→

mg→ τ→

r→

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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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角動量變化大小，當力矩存在時就不會是零：

(3)

根據式 (2)，若對稱轉軸旋轉是逆時針轉，其角動量

的轉動方向也是逆時針的（如圖一）。因為進動時，

旋轉軸會邊自轉邊繞著 Z軸轉動，因此它也會貢獻

一個在 Z軸的角動量 　 。因此總角動量應為

(4)

(4) 式中，由於陀螺儀的轉速非常快，角頻率遠大

於進動角頻率，因此，我們把進動所貢獻的角動量

忽略（注意：r 是常數，r 只能轉向，不能變大

或變小）。接著，微分 (4) 式可得

(5)

(5) 式中，因 I, r的值是純量定值，又假設沒有磨擦

力的情形，則 也是固定值。加上，r 的一端固定

於原點，其大小恆為 r，因此在微小時間 dt 後，(5)

式中非零的角動量（參考式 (3)）的變化只能透過軸

心方向 r 的變動 dr 來產生。

接著考慮 （參考圖二），(5) 式的角

動量微小變化量的大小可寫為

(6)

比較 (3) 與 (6) 兩式，則

(7)

因此，進動的角頻率即 角隨時間的變化率，可由(7)

式中解出：

(8)

因其進動為逆時針行進（右手定則），方向與重力

g 相反，因此可寫成向量式

(9)

若將角頻率換算成週期，可運用　　　  ，因此

(10)

從 (9) 式，你可看到：進動的角頻率與軸心轉動的

角頻率是成反比關係。也就是說陀螺轉越快，進動

越慢。

在玩具陀螺的觀察中，當摩擦力使得陀螺的轉速

減慢時，進動的角頻率也會越來越快，就是這個道

理。此外，還可注意 (9) 式中，基本上，進動角頻率

的大小與陀螺的傾斜角度無關。

五、陀螺章動

仔細觀察，你會發現陀螺進動時，其實還有一

邊微微地點頭，這就是章動。事實上，除非特殊情

d

圖二：角動量的變化係透過軸心的變動達成。



2312014.6 / psroc.phys.ntu.edu.tw / PHYSICS BIMONTHLY

讀者投稿搞定陀螺儀──從傳統到現代

形（如進動非常慢），章動一般而言都會存在（幅

度小與周期長時就比較看不出來）。為了讓學生了

解章動，我們必須搬出普物用的槓桿陀螺儀（圖三

(a)）。我們想用實驗來讓學生理解章動的現象。請

先逆時針轉動（以右手握 r 向量，食指所朝的方向

為準）槓桿陀螺（請先調好槓桿，保持水平平衡）。

放手後，這時陀螺應該是快速旋轉，但軸心保持不

動。接著，請用手將陀螺儀的上端向下撥動。此時，

因為陀螺儀受到一個短暫的力矩，因此陀螺旋轉軸

會向逆時針方向偏轉若干度。當力矩已經停止作用

了，請仔細觀察一下陀螺儀的旋轉軸，你會發現，

在沒有力矩作用下，陀螺儀的軸心竟然畫起圓圈，

不再是固定的了！（圖三 (b)）

事實上，該現象是因為在力矩剛作用時，陀螺開

始進動，這使得陀螺儀在 Z軸有了角動量　  。但

力矩停止後，力矩引發的進動停止，這個新產生 

根據角動量守恆的，應該還是要保持。因此，合理

的結果，如圖四所示，總角動量應為　　　　　　，

其中 是力矩停止瞬間，進動同時停止時角動量的

方向。從圖四中可看出，　已經不是對著軸心的旋

轉了。這個有多出 Z分量的角動量的旋轉方式，就

是前面實驗你所看到的樣子（圖三 (b)），也就是中

心軸對著另一個偏軸的旋轉中心軸（與　同方向）

做進動，在力學上這稱作無力矩進動（torque-free

procession）[4]，這其實是章動的主要發生來源（力

矩為零，無繞 Z軸進動）。若還有力矩作用，　也

繞 Z軸進動（圖四），結果就是：無力矩進動發生

同時（如圖三 (b)），其迴轉中心 也繞 Z軸進動，

陀螺頂端劃出變成類似螺旋線的形式，這就是進動

加上章動的行為。

因此章動的角頻率與無力矩進動是一樣的。為求

出章動的角頻率，我們如圖三 (b)，假設把力矩拿掉

（處於無重力，或讓槓桿陀螺儀平衡），求無力矩

進動（即章動）的角頻率 。假設當力矩移開時，

旋轉軸進動到　　的方位。又從圖三 (b) 可看出，

 與  是同方向的，因此總角頻率　 為

1L
L

1

L

圖三：(a) 普物實驗用槓桿陀螺儀簡圖 (b) 保持平衡後，轉

動圓盤，軸心原本不動；當從凹槽 1處用手向下撥

時，力矩會使陀螺儀開始短暫進動，但當進動停止

時（力矩停掉），陀螺已經不是對中心軸旋轉，而

是繞著另一個中心做無力矩進動。(b) 圖是從該進

動中心正前方（相當於 (a) 圖從右邊看陀螺儀）看

陀螺儀的示意圖（震幅較誇大）。因此 　,　 就是

新的中心軸方向，在圖中是在出紙面的方向。因簡

化，只繪出一個中心旋轉軸 　。

L
→

L1
→

Ω
→

L

L

圖四：有 Z 軸角動量分量後，總角動量

　的方向已不再中心軸的方向。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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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上式顯示，總轉動角頻率 竟不是與總角動量 

同方向的！我們在圖五把這些向量的關係畫出來。

圖五中，我們畫了一個輔助的軸垂直於對稱中心，

　與　 為　與　在該軸的投影。從圖中，我們知

道三角形相似關係： 。因此

(12)

又考慮　 與　 是同向，因此　　　　　，其中

是與陀螺儀對稱中心軸垂直的旋轉軸所對應的轉動

慣量，也就是讓槓桿陀螺保持水平時（陀螺不轉

動），對 Z軸旋轉所對應的轉動慣量。

將　　　　　　代入 (12)，只取其大小，並將章

動角頻率 提出，且假設進動貢獻的角動量 很

小，則可推出章動的角頻率

(13)

運用 　　，讓 與 分別表示自轉與章動

的轉動週期，則可得　

(14)

因此，由式 (13) 可知，陀螺儀轉越快，章動越快。

這也是一般陀螺開始偏一邊傾倒時，章動較快；當

轉速變慢時，反而會出現較緩慢的明顯章動的原因。

六、科氏力是一個假想力

搞清楚進動與章動，接下來，我們便來看電子陀

螺儀的原理。

現今的智慧型手機裡的陀螺儀並不是利用前述的

旋轉陀螺儀原理，而是利用與佛科擺一樣的慣性原

理。佛科擺之所以會隨時間旋轉，簡單來說是由於

L

L L
OLLO ~

L I

IL

T
2

sT nT

單擺因慣性保持同方向，而地球自己自轉使然──

這是用慣性座標來看的結果。從地球表面的人看來，

單擺卻好像受到一個讓它擺幅旋轉的力矩而偏轉。

假想力的來源即是座標間的相對加速度。若慣性坐

標系 I，非慣性坐標系 N，從非慣性座標 N觀察物體

p的加速度，便可表成

(15)

因此，若非慣性座標系統仍想符合牛頓定律

　　　　　，則該力須變成

(16)

因此，必須引進一個假想力── ，此力與

慣性系統觀察非慣性系統的相對加速度
　

（一個

固定於非慣性系統的物體，從慣性座標觀察，所受

力為 ）是相反方向。

因此，由於轉動的地球表面不是一個理想的慣性

系統，若選擇從非慣性系統觀察一物體，就得引入

一個假想力（ ）（或稱為慣性力（inertial

NpNp amF ,,

INF ,

INa .

ININ amF .,

圖五：無力矩進動時，各個轉動相關向量的相對關係簡圖。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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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e）、虛擬力（pseudo force）），以維持牛頓定

律的成立。

例如，一個水平旋轉的物體，從慣性座標看來，

是受到向心力（如繩子張力）作用，但從物體本身

的座標看來，便感受到多出一個離心力與張力相平

衡（因此合力為零），使本身不會飛出固定半徑之

外。基本上，地球上的物體，因為地球旋轉，會受

到一個非常弱的離心力之外（徑向的假想力）；當

物體有移動速度時，還會受到一個與移動方向垂直

的側向力（也是假想力），稱為科氏力（Coriolis

force）。科氏力導致地球上的人看佛科擺，以為有

一個力矩加在擺上，讓擺旋轉。

把單擺振動變成彈簧振動，利用旋轉時產生的科

氏力，觀測震動體（如音叉）受科氏力後偏移的位

置、擺幅、壓電（piezoelectric）電壓或電容等特性

便可以換算出轉動的角頻率 ，進一步，積分 即可算

出轉動的角度。以下，為了說明清楚，我們先推導

科氏力，再將之應用於音叉式陀螺儀。

七、科氏力簡單推導

科氏力的向量推導，需要較多的向量數學，請參

考古典力學的課本 [5]。但在一個簡化的情形下，我

們可以很快地將它與轉動頻率的關係推導出來，幫

助學生理解。如圖六，有一自由移動質點 m，與一

個以 角頻率旋轉的轉盤。從旋轉座標系統的觀察

者看來，該物體的瞬間速度可用切線速度與徑向速

度表示，

(17)

(18)

因此，轉盤上的人觀察質點的角動量為

(19)

其中，負號表示旋轉的方向不同。可從圖六中簡單

看出。

因為轉盤是一個非慣性座標系統，物體在慣性系

統下無受力，因此 (19) 式的角動量若會隨時間變化

（如 r的變化），應該有一對應的力矩來源。該力

矩應該是由假想力產生的力矩而來。我們可把該假

想力分成徑向與側向兩分量討論。該假想力在徑向

的分量，即離心力，因為與 平行，對力矩沒貢獻（

　　　　），可忽略。因此對力矩有貢獻的主要

是與 垂直（切線方向）的力，即稱為科氏力，設

其向量為 。依據牛頓運動定律（旋轉形式），

該角動量的變化是因科氏力　 構成的力矩所造成，

即 [6]。

(20)

可注意，科氏力應用於地球自轉時 （地

球轉速變動量很小）；應用於陀螺儀設計時，我們　　

也可以讓物體（震盪體）速度　　　　　遠大於轉

r
Fr

r

cF

cF

搞定陀螺儀──從傳統到現代

圖六：一自由質點m有一速度，被一旋轉盤上的觀察者觀

察時，觀察者會發現質點在切線方向受到一個假想

力──科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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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角速度 變化量，因此，(20) 式第一項可以忽

略，可得科氏力的大小為

(21)

上面的負號是與方向有關的，代表物體所受科氏力

的方向與角速度　 的方向是相反的。科氏力完整的

向量可表示為 [5]：

(22)

地球是自西向東轉（右手拇指向北，其他四指握

拳所指的方向），仔細運用上式便可明瞭，為何地

球北半球科氏力是向右偏，而南半球則是向左偏了

（「南左北右」）。東北季風的形成，也是因為冷

空氣收縮，高壓空氣在蒙古形成，向南移動時，因

科氏力偏右，到達台灣或大陸華南一帶時，就成為

東北季風。颱風，則是熱帶性低氣壓，吸引氣流進

入，如圖七所示，在北半球時當氣流因科氏力偏右

時，形成轉動角動量，因角動量守恆，造成逆時針

旋轉且可到處移動的颱風眼；類似的熱帶性低氣壓，

在南半球則是順時針旋轉的颱風眼。（「南順北

逆」）

八、振動結構式的陀螺儀

單擺很難做到很小，但振動的彈簧（或音叉、玻

璃、矽晶片、石英、甚至金屬片等振動結構體（vi-

brating structure））在旋轉時也會受到科氏力而達到

某種扭曲，又可達到小型化的效果。早期，就有人

發現，振動的薄殼半球，如銅鐘或石英高腳杯，在

震盪的時候，杯緣駐波的位置會因為旋轉而有變化。

運用這些科氏力引起的形變，很多不同的非轉子式

可測試旋轉速率的陀螺儀被設計出來（轉速後來加

上積分處理便可成為轉動角度）。其中，振動結構

式的陀螺儀（vibrating structure gyroscope），便是

一種基本的電子陀螺儀類型，音叉式（tuning fork）

的陀螺儀則是常見的設計之一 [7]。對陀螺儀的發展

歷史感興趣的讀者，可深入參閱文獻中的參考資料

[8]。

簡化起見，我們用圖八的彈簧表示音叉的振動。

彈簧的震盪是可以用電子方式驅動的，若驅動後的

振動角頻率是 d。因為彈簧質點的速度是來回運動，

因此其徑向速度可以寫為 [6]

(23)

帶入 (19) 式，則

(24)

如果，我們設計如圖八中另一個與科氏力同向的

彈簧，這時候科氏力便可以利用其位移量由

　　　　　　 得到。此位移量的量測，實務上可透

過電容、壓電訊號等變化間接求得。從式 (24)，我

們知道所得到的科氏力訊號其角頻率與 d相同，但

振幅正比於角頻率 (t)。因此，只要透過適當的校

正，並像調幅收音機般經過濾波處理，即可找出轉

動角頻率 (t)隨時間的變化。有了角頻率，可積分

角頻率 (t)並訂某一時間點 t0為參考角，　　，則

xkF spingc

)( 0t

圖七：北半球的熱帶性低氣壓（颱風），因為中心低壓吸

引旁邊氣流流入時，受科氏力影響，讓氣流右偏，

導致逆時針角動量的產生，因角動量守恆，該處形

成颱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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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因此，隨時間的角度即為

(26)

實務上，由於積分、溫度變化或設計產生誤差，

有時參考角會跑掉，需要額外的感測器（地磁、重

力、加速度等）或特殊設計輔助。許多解決這些誤

差的方法，甚至設計可偵測多軸旋轉的電子陀螺儀、

巧妙結合微機電、壓電材料等技術，都是研究學者

感興趣的熱門研究主題。

九、結語

當佛科證明地球自傳，以為陀螺儀比佛科擺更好

時，也許他可以預知傳統陀螺儀會有很好的導航定

向應用；但他恐怕不會知道，160年後，佛科擺的

原理竟可應用到智慧型手機的電子陀螺儀，打敗傳

統陀螺儀而大放異彩。從而，我們也可以學到：當

研究者絞盡腦汁想縮小轉動陀螺儀尺寸時，運用破

壞式創新，從歷史軌跡回歸原始的佛科擺設計思考，

反而讓陀螺儀進一步跨越到更小的尺寸。

搞清楚陀螺儀的進動與章動、並學會運用科氏力

的原理，保持頭腦的想像力與創意，也許，你就是

下一世代某個陀螺儀（或其他可能的名稱）相關應

用的重要發明者呢！

圖八：音叉式陀螺儀的設計簡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