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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風力吹動發電機的葉片，使之轉動，由葉片驅動發電機來發
電。也就是說，電風扇是使電能轉化成風能，而風力發電機則
是使風能轉變成電能。
風力發電的關鍵設備是風力發電機。通常，風力發電機由
風輪、增速齒輪箱、發電機、偏航裝置、控制系統、塔架等部
件組成。風輪的作用是捕捉風，將風能變為機械能。它由氣動
性能優異的葉片裝在輪殻上組成，葉片有單葉、雙葉、三葉和
多葉等形式，用得較多的為三葉式。常用的 600 千瓦的風力發
電機，轉子的轉速需要達到 19 ~ 30 轉 / 分，在風力不夠大的
情況下，風輪轉速往往太低，這就需要通過傳動系統，由增速
齒輪箱增速，並將動力傳遞給發電機。增速齒輪箱可以使轉速
提高 50 倍。上述這些部件都安裝在機艙上，整個機艙由高大
的塔架舉起。由於風向經常變化，為了有效地利用風能，必須
要有迎風調節裝置，它由傳感器測得風向信號，由控制器控制
偏航電機，偏航電機調節風輪的角度，使風輪的葉片始終迎着
風。
雖然風力發電機的工作原理可以與家用電風扇類比，但風
力發電機的形態結構與電風扇卻有天壤之別。最主要的區別是
風力發電機十分巨大，因為風力發電機越大，其效率就越高。
目前用得較多的 600 千瓦 / 分風力發電機的葉片長約 20 米，
塔架高達 60 米，最大的風力發電機的葉片甚至長達 90 多米，
可以想像這台風力發電機有多麼巨大。（周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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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電風扇的運轉
找一台廢舊的小電風扇，拆卸後
觀察風扇的葉片、軸、電動機、
支架等部件的結構及其相互連接
情況。然後再裝配復原。通過分
析電風扇運轉的「逆向」過程，理
解風力發電機的結構和原理，並
思考電風扇和風力發電機的異同
處。

微博士

風能儲存
風力時大時小，風向變化多端。
對於風能利用來說，為了緩解風
力不穩定的矛盾，可以採取將風
能儲蓄起來的辦法，也就是在有
風時，將風力的能量轉變成其他
能量形式保存起來，等到無風或
少風時再取出來用。儲存風能的
方式有很多，如壓氣儲能、蓄電
池儲能和製氫儲能等。

跨學科連線

地理

風力大的地區

在中國，有一些地區的風力特別
大，例如新疆吐魯番，有些風區
每年有超過 100 天出現八級以上
的大風。
增潤知識

見《地球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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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風電場要建到海上去 ?
為了風力較大和安裝簡便。

香港放大鏡

香港風力發電場的選址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和中華電力有
限公司都打算在離岸興建風力發
電場。兩公司分別計劃在南丫島
西南海域和西貢清水灣以東外
海，發展風力發電機，估計風力
發電約佔全港發電量 2% 左右。
環保團體雖認為風電為可再生能
源，但擔心風力發電機羣會破壞
海岸自然景觀，而且香港區域面
積細小，不宜興建此類佔用大量
空間的工程。

風力發電取自自然，又不產生污染物，因此是一種綠色能
源。不過，大規模的風力發電系統會發出一定的噪音，高大的
塔架對電視信號也會產生干擾，並影響到城市建設規劃。因
此，建造風力發電系統不但要選在風力強而持續的地方，而且
需遠離城市居民區，例如在山地的山口，或者寬闊的海邊。
近年來，海上風力發電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在海上實施風
力發電與在陸地上相比，有不少有利之處：海上沒有山丘和建
築物等的阻擋，海水對風的摩擦阻力也明顯小於陸地對風的摩
擦阻力，所以海上的風力明顯大於陸地。因此，海上的風能輸
出比陸地高出 50% 左右。此外，海上風力發電機安裝簡便，
一台海上風力發電機只需要 300 ~ 400 噸專用吊機進行安裝，
而在陸地上則要建造一條專用施工道路。
建造海上風力發電場沒有土地的需求，亦不用修路，只需
要給風力發電機打造一個穩固的基礎。對於淺海風電場，可以
像造橋似的把風機的混凝土基礎沉入海底。而在深海處就只能
用漂浮的空心混凝土作為風機的基礎，再用繩索和錨把空心混
凝土基礎穩定住。
海上風力發電設施除了需要建造穩固的基礎外，還需要鋪
設海底電纜，以便把海上風力發電機發出的電能輸送到岸上，
與陸地的電網連接。（周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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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三葉風力發電機最常見？
它最輕和轉速最高。

海上風力發電

在世界各地的風電場中，整齊地排列着一排排的風機。有
趣的是，在高高的風機塔架上，大都是三個葉片的風輪在緩慢
地轉動着。為甚麼風輪上只裝三個葉片？如果多裝幾個葉片，
不是可以讓風輪轉得快一些，發電效率更高一些嗎？
其實不然！風力發電機葉片的形狀設計和葉片數經過了複
雜的理論計算和風洞實驗等過程才得以確定。結果證明，一般
情況下，風輪的葉片越少，葉片的旋轉速度越高；葉片越多，
風輪的轉速反而越低。因此，三葉片以下的風輪通常被認為是
高速風輪，而多於三葉片的風輪為低速風輪。

新能源技術
淨裝機容量 372 760 兆瓦，其中中國在運營的核電機組有 15
台，淨裝機容量 11 881 兆瓦。可以說，核電已經與水電、火
電一起成為支撐世界電源的三大支柱。
但是，核廢料的處置以及核事故的發生，會造成極大的
環境破壞和人員傷亡，這是核電技術最令人擔憂的另一面。
1986 年 4 月 26 日，蘇聯切爾諾貝爾核電站發生猛烈爆炸，
同時發生火災，反應堆內的放射性物質大量外泄，帶有放射性
物質的雲團隨風飄散，連遠在瑞典東部沿海地區的輻射劑量都
超過正常值 100 多倍。核事故使烏克蘭地區水源被污染，蘇聯
及其周邊各國的農牧業大受其害，綜合損失達到數千億美元。
有報道稱，核事故造成 33 人死亡，300 多人受到嚴重輻射，
更多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輻射污染，28 萬多人疏散到了輻射
區以外。

73

科學偉人

恩里科•費米
（Enrico Fermi）
恩里科 • 費米（1901—1954），生
於意大利。青年時發表論述弦的
振動論文，引起學術界的注意。
1938 年因發現了由慢中子轟擊可
產生新的放射性元素等重大成果
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被譽為「中
子物理學之父」；1942 年 12 月
2 日，在費米的領導下，世界上
第一座核反應堆試驗成功。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東北部海域發生大地震，引發大
海嘯，福島核電機組也發生嚴重核泄漏。地震過去一年後，核
電站附近區域的核輻射強度依然高達每年 470 毫希，遠高於安
全值，這些受到核污染的區域已被劃定為永久禁居區。
核電站事故暴露了核電在技術、管理和選址諸方面都還存
在不少問題，尤其是核能對人類具有可怕的「殺傷性」，對環
境也有產生嚴重污染的可能性。（方鴻輝）

切爾諾貝爾核電站
日本福島核電站在
海嘯後發生了嚴重
的核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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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說核電站的輻射只是在
反應堆裏面 ?
反應堆由四道屏障，保障輻射不會外泄。

目前，世界上核電站常用的反應堆工作原理都是原子核通
過鏈式裂變反應產生源源不斷的熱能，再通過熱能推動汽輪機
用於發電的。
為了保證核電站的安全，防止放射性物質泄漏出去，在放
射性裂變產物和自然環境之間一般都由內而外設置了四道屏
障。第一道屏障是核燃料芯塊。採用了耐高温、耐輻射和耐腐
蝕的二氧化鈾陶瓷核燃料。這些核燃料芯塊經過燒結、磨光處
理，能防止 98% 以上的放射性裂變物質逸出，只有穿透能力
較強的中子和 γ 射線才能透過這層屏障。
Z

位於台灣南端恆春的第三核能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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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連

十萬點

核電廠選址條件
•

具適合的地質結構

•

有天然屏障，如淺海小島

•

遠離斷層、板塊邊界和地震帶

•

不在民航飛機航道

•

遠離大城市最少 30 公里

•

有充足的冷卻水水源

•

遠離高風險的工業設施

•

位於自然災害低風險區

核電的優點
•

反應堆運件時，不會排放二氧化碳

•

供電能力強，一公斤鈾約等於 250
萬公斤煤，生產成本較低

•

取代燃煤發電，改善環境污染

•

發電量大，發電成本比火力發電便
宜，極具經濟效益，有利提升競爭

核電的缺點
•

開採鈾礦、建廠消耗大量化石燃料，
產生温室氣體

•

發電效率只有約三成，其餘約七成為
廢熱

•

反應堆的廢熱，令大氣、河流、海洋
温度上升

•

處理具放射性的核廢料和退役電廠引
起爭議

•

核反應堆建造和維持安全的成本高

•

若管理不當，或因天災事故，可造成
核輻射泄漏，災害嚴重，危險性極高

新能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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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核電使用情況
•

中國使用的發電燃料仍以煤為主，
佔約八成，核電只佔約 2% 。

•

為滿足工業發展所需的能源，中國
正大力發展核能，目標是 2020 年
提升至 8% 的份額。

香港的核電使用情況
•

香港自 1994 年開始從大亞灣引入
核電，中華電力公司擁有廣東大亞
灣核電站 25% 股權。

•

大亞灣核電站每年生產超過 140 億
度電，其中七成供應香港，佔全港
約兩成電力。

緊急應變措施
•

大亞灣核電站已按照國際慣例制訂
緊急應變措施。

•

香港天文台在香港設有 12 個監測
站，監測輻射水平。

•

香港政府與廣東有關部門設立了資
料通報機制及疏散市民應變計劃。

核電放大鏡
核電災難事件
7

事故

9
5
4
3

事件

2

7級 ‧前蘇聯烏克蘭切爾諾貝爾事故

特大
重大
具有場外風險
場外無顯著風險

注意

0

核電災難事件國際核事件分級表

5級 ‧美國三哩島核事故
（1979年3月29日）

嚴重

1

（1986年4月26日）
‧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
（2011年3月11日）

異常
偏差

節能與減排︰電力篇 113

088

為甚麼慳電膽不宜時開時關 ?
每開關一次，壽命縮短約一小時。

隨手關燈是一種勤儉節約的美德。可是，在鎢絲燈泡逐漸
被慳電膽替代的今天，如果頻繁地開、關慳電膽，會大大縮短
它的使用壽命。這是為甚麼呢？

微博士

含汞慳電膽的「功」和「過」

鎢絲燈泡的壽命與燈的開、關次數關係不太密切。所以，
對於鎢絲燈泡來說，隨手關燈既節能又省錢。慳電膽構造卻較
複雜，發光原理是電子發光。慳電膽的科學名稱叫緊湊型螢光
燈，它的「祖先」就是彼得 • 庫珀 • 休伊特在 1890 年發明的
日光燈。日光燈主要有鐵芯鎮流器和螢光管兩個核心部件。螢
光管裏充有少量的氬氣和汞，管內壁塗覆螢光物質，兩端裝有
電極。接通電源後，在起輝器的配合下，鎮流器產生超高電壓，
使燈管的陰極發射出電子。這些電子與管內的氬氣分子碰撞，
產生更多的電子。大量的電子碰撞汞蒸氣分子，並將能量轉移
給它，使它發射紫外線。管內壁的螢光物質吸收紫外線後，發
出可見光，日光燈就被點亮了。隨着科技進步，科學家將日光
燈的兩個核心部件做了徹底改革—用發光效率更高的三基色
稀土螢光粉替代普通的螢光物質，用重量輕、體積小的電子變
頻鎮流器替代自身耗電、體大笨重的鐵芯鎮流器。這種改進後
的日光燈稱為慳電膽（又稱節能燈），與鎢絲燈泡相比，在同
樣亮度下，慳電膽的耗電量只是普通鎢絲
燈 泡 的 1/5， 壽 命 卻 延 長 了 10 倍。 不 過，
目前慳電膽的價格還比較貴。
由於慳電膽結構複雜，尤其是作為核心
部件的電子鎮流器由幾十個電子元件組成，
其中任何一個元件的狀況都會影響到整個
燈具的啟動與照明。而且這些電子元件的
壽命與啓動次數密切相關。實驗表明，每 5
分鐘開、關一次慳電膽，它的壽命會從正
常的 1 萬多小時迅速降到約 1 千小時。或
者說，每開、關一次，慳電膽的壽命大約
縮短 1 小時。慳電膽本身耗電少，因此短
時間的關燈節約不了多少電，而頻繁開燈、
關燈卻會大大縮短其壽命。考慮到慳電膽
價格較貴，而且生產慳電膽的過程也需要
消耗能源，因此，對慳電膽而言，不宜頻
繁地開與關。（楊平雄）

目前市場上使用的很多慳電膽都
含汞，它的發光效率較高、耗電
少、壽命長，節能效果明顯。但
是，含汞慳電膽也有不足之處，
如啓動較慢，發出的光是明線光
譜、不連續，而且偏紫色。另外，
燈管中的汞看似微量，但在廢棄
後如果滲入地下，可污染相當範
圍的地下水（一盞含汞慳電膽中
的 汞 可 污 染 1800 千 克 水 ）。 廢
棄的含汞慳電膽管破碎後，可使
周圍空氣中的汞含量瞬間超標百
倍。因此，廢棄的含汞慳電膽不
能隨生活垃圾一起扔掉，而應該
進行無害化處理。

燈頭
鎮流器外殼
電子鎮流器
燈管封接口
熒光燈管

慳電膽結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