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共 10頁 

軍用發動機發展趨勢研析 
Analysis on the Trends in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Engines 

張鳴遠(Ming-Yuan Chang)、吳添成(Tian-Cherng Wu) 

摘要/Abstract 

本文針對軍用發動機發展趨勢作一詳細探討，其目的在於提供我國未來發展軍用發動機之

參考，以利發展策略之研擬。文中依序介紹國際主要軍事大國之主力軍用發動機、軍用發動機之

關鍵技術發展、軍用發動機之系統整合發展趨勢。我國現役 IDF, F-16, Mirage-2000 服役已逾 20

年，對於下一代戰機之籌獲壓力與日俱增，希望能透過本趨勢研析報告，為我國自行研製、合作

發展或向外採購下一代戰機發動機有一清晰的方向。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trends in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engines for which the reference 

information abou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ROC provides as well.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military engines and their trends i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system integration are also introduced. 

Owing to the fact that the IDF, F-16, Mirage-2000 have been serving the Air Force more than two 

decades, the necessity of obtainment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fighter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urgent on a 

day-by-day basis. With the analysis of this paper, the whole picture would be available for the obtainment 

of next generation fighter engines by developing them domestically or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r procurement. 

關鍵詞：戰機(Fighter)、軍用發動機(Military Engine) 

前言 

渦輪扇軍用發動機具備油耗低、推力

大、尾溫低、噪音小等特性，因此廣泛應用

於要求滯空時間長、飛行速度快及隱匿性高

的戰機推進系統上，然其技術門檻極高、研

製經費龐大、研發期程冗長，為降低研發風

險，多採關鍵技術與系統開發並行方式，系

統開發以現有發動機進行研改，納入成熟之

關鍵技術，進一步精進推力、耗油率及使用

壽限，產生一系列衍生型發動機，並持續投

入關鍵技術能量之開發，俟大量關鍵技術成

熟後，隨即展開新一代發動機之研製，大幅

減化系統設計、提高熱氣動力效率、提升推

力/重量比、提高整體維護性及使用壽限。美

國、俄羅斯等大國由於資源豐富、技術能力

強且內需市場龐大，可獨力完成軍用發動機

之研製；中等軍事強國為了分擔研發經費並

擴大基本使用客戶，發動機之研製多採國際

合作方式執行，如歐洲颱風戰機所使用的

EJ200 發動機，由英國、德國、義大利、西班

牙共同合作設計、開發及製造，應用於上述

四國空軍戰機上；少數國家為了保有國防工

業獨立自主的技術能量，仍不惜代價維持其

軍用發動機研製能量，如法國開發之 M88 發

動機；大多數國家軍用發動機通常伴隨戰機

軍售而來，透過工業合作計畫，取得部分次

要件之製作能量；部分崛起中的強國，為了

快速彌補技術落差，採取仿製及自主研發雙

軌並行方式研製軍用發動機，如中國的

WS-10、WS-13 發動機。透過軍用發動機發展

趨勢研析，可提供我國制定發動機關鍵技術

發展路徑及下一代軍用發動機研製策略之參



 

第2頁，共 10頁 

考。 

美國軍用發動機 

美國空軍通常採性能優越、攻擊力強大

之重型高價戰機，搭配機動性高、攔截力強

之中型平價戰機的方式發展，以合理的總經

費，獲得最佳戰機數量及作戰效益組合，如

美國空軍現有總推力高達 52,800磅之 F-15雙

發動機(P&W F100)之重型戰機，搭配總推力

23,700-32,500磅之F-16單發動機(P&W F100)

中型戰機，下一代戰機則採用總推力高達

75,580磅之 F-22雙發動機(P&W F119)重型戰

機，搭配總推力 43,000 磅之 F-35 單發動機

(P&W F135)中型戰機。 

軍用發動機之設計理念通常配合新一代

戰機之需求而來，1991 年 Pratt & Whitney 

(P&W)公司之 F119 發動機打敗 General 

Electric (GE)公司之  F120 發動機，取得

Lockheed Martin F-22 猛禽先進戰術戰機

(Advanced Tactical Fighter, ATF)之訂單，就是

因為 P&W F119 發動機(圖一)能充分滿足新

一代戰機發動機之基本需求：1.滿足最大可靠

度及維護度之精簡強健式設計；2.不使用後燃

器下之超音速巡航能力；3.可於機身垂直面方

向改變推力之二維向量噴嘴。其中滿足最大

可靠度及維護度之精簡強健式設計，可使戰

機妥善率提升，發揮機隊最大戰力，在設計

上發動機零組件數目必須大幅減少，讓使用

壽限適度提升，進而延長翻修週期 (Time 

Between Overhaul, TBO)；不使用後燃器下之

超音速巡航能力，可使戰機於高速巡航飛行

時，紅外線熱輻射遠低於使用後燃器之狀

況，可大幅提升戰機之紅外線熱影像匿蹤能

力，在設計上發動機之軍用推力以及推重比

必須大幅提高；可於機身垂直面方向改變推

力之二維向量噴嘴，可增加戰機之敏捷性，

由於敏捷性之提升，發動機及戰機必須能承

受更大 G 值，此外，更可利用二維向量噴嘴

對於渦輪等熱件之遮蔽效應，同步降低戰機

之紅外線熱影像，強化匿蹤效果。比較結果

顯示，在作戰效益上，4 架使用 F119 發動機

之 F-22 戰機可毫髮無傷的殲滅 33 架使用

F100 發動機 F-15 戰機；在後勤維護上，F119

較 F100 發動機零件數少 40%、維修次數少

75%、支援裝備少 50%、維護人力減少 50%、

可靠度提高 100%。藉著取得 F-22 戰機合約

之優勢，P&W 優先取得 Lockheed Martin 公

司聯合打擊戰機(Joint Strike Fighter, JSF)F-35

閃電二型戰機之合約，受限於時程，P&W 公

司以 F119 發動機為基礎，將低壓渦輪自一級

增加為二級，提供更多的軸功帶動空氣流量

及壓縮比更高之風扇，發展出推力更大之

F135 發動機(圖二)。 

歐洲軍用發動機 

歐洲在國防經費限制下，為分擔成本並

擴大市場，通常採用多國聯合開發方式，執

行其新一代戰機及發動機之研製，如由義大

利、英國、西班牙及德國合作開發之歐洲颱

風戰機 (Eurofighter Typhoon) 及其發動機

EJ200(圖三)，颱風戰機採用兩具 EJ200 發動

機，總推力可達 40,500 磅。法國及瑞典之戰

機研發一向採取獨立自主的作法，法國空軍

採用該國 Dassault 公司生產的 Rafale 戰機，

搭配了兩具該國 Snecma 公司生產之 M88 發

動機(圖四)，總推力可達 39,680 磅。瑞典空軍

採用 SAAB 公司生產的 JAS39 Gripen 戰機，

搭載單具 Volvo 與美國 GE 公司合作開發之

RM12發動機(F404-GE-400)，推力可達 18,100

磅，GE 公司採用 F404 發動機相同架構，對

發動機進行性能提升，目前已衍生出推力可

達 22,000-26,000 磅之 F414 發動機(圖五)，可

供瑞典 Gripen 戰機、韓國 T-50 高級教練機、

印度 Tejas 輕型戰機取代原有 F404 發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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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F119 發動機 

 

 

圖二 F135 發動機 

 

 

圖三 EJ200 發動機 

 

圖四 M88 發動機 

 

 

圖五 F414 發動機 

俄羅斯軍用發動機 

俄羅斯之戰機發展策略與美國類似，其

新一代戰機將採用 Sukhoi公司生產之T-50重

型戰機，搭配兩具 Saturn 公司生產之 AL-41

發動機(圖六)，總推力達 70,550 磅。中型戰機

則可採用 Mikhail Gurevich 公司生產之

MiG-35 中型戰機，搭配兩具 Klimov Sarkisov

公司生產之 RD-33MK 發動機(圖七)，總推力

可達 41,446 磅。 

 

圖六 AL-41 發動機 

 

圖七 RD-33 發動機 

軍用發動機之關鍵技術發展趨勢 

軍用發動機因為技術門檻高，因此需長

時間耕耘關鍵技術，美國在航太產業之發展

策略特別值得參考，其方法包括：政府提供

發展關鍵技術之資源及測試設備、軍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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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業界成長及競爭之機會、民航/工業市場

龐大需求，提供無窮發展空間並有效分擔開

發成本、具國際性的領先地位主宰國際軍/民

用市場、政府主導持續投入下一世代關鍵技

術開發，以保持技術領先。 

材料及製程技術之改良為發動機性能提

升之關鍵因素，如提高發動機之操作溫度，

改善熱力學效率，可提升發動機之效率及性

能；在相同推力下降低發動機之重量，可進

一步提高發動機之效率，這些精進都需要熔

點更高、強度更強、重量更輕、耐用度更好

之新材料，才能改善發動機之推重比、耗油

率及使用壽命。1950-1990 年美國在推進系統

性能之大幅進展，即可歸功於政府、發動機

公司及其下游廠商，對於材料科技及軍/民用

發動機展示計畫之執行及大量投資。今將美

國重要的發動機關鍵技術發展計畫、完整的

國家測試設備綜整如後： 

一、IHPTET 計畫 

為高性能渦輪發動機技術整合發展計畫

(Integrated High Performance Turbine Engine 

Technology，IHPTET，1988-2005，Millitary + 

DARPA + NASA)，是美國軍方為確保在軍用

渦輪發動機保持技術領先，所推動的科學及

技術研究計畫，其目標為開發將現有軍用渦

輪發動機性能提升一倍所需之廣泛技術，包

括提高推力/重量比、降低耗油率、提高馬力/

重量比等。對於工業界而言須先確認(1)計算

流體力學(CFD)、(2)先進結構設計、(3)先進

材料三項關鍵技術，是否足以支應所需之研

究發展。 

二、VAATE 計畫 

為多用途、能負擔的先進渦輪發動機計

畫(The Versatile Affordable Advanced Turbine 

Engine，VAATE 1999-2017，DoD + NASA + 

DOE + Industry +Academia)，是 IHPTET 之接

續計畫，VAATE 計畫提供未來發動機需求之

基礎架構，其目標包括：推力/重量比提升

200%、燃油消耗率降低 20%、研發/購置/壽

期維護成本降低 60%，使發動機性能更佳、

更耐用、性能/價格比更高，透過國家策略讓

資源有效整合，發揮效益，讓美國在渦輪推

進技術領域保持領先。VAATE 透過精心規劃

的技術發展路徑，導引技術開發，透過硬體

展示確認，技術移轉至現有發動機或開發新

發動機上。VAATE 聚焦於三大區塊，包括：

(1)多用途的核心發動機；(2)智慧型的發動

機；(3)耐用的發動機之相關技術。其中多用

途的核心發動機需將其壓力、溫度及轉速發

揮至極致，因此熱力學及結構設計需求亦要

達到極致，核心發動機是推進系統最重、最

複雜及最貴的部分，多用途的核心發動機技

術可藉共同核心開發出不同用途之發動機，

將餅做大，進而降低整體成本。智慧型的發

動機則聚焦於發動機控制系統的精進、發動

機健康狀況之掌握、預防性維護能力之進步

以及發動機/飛機/動力管理次系統之整合。耐

用的發動機則聚焦於將零件壽命延長一倍，

以降低發動機維護及零件更換成本。自二次

世界大戰以來，任何軍民用飛機之性能突

破，都與渦輪發動機之技術進展有關，渦輪

發動機可廣泛應用在陸上及海上軍用載具，

甚至民間發電廠上。軍用與商用發動機技術

互通，發動機由於極其複雜，其投資需要時

間才能看到效益，新技術常需 10-15 年才能進

入生產應用階段。 

三、AEDC 測試設備 

AEDC(Arnold Engineering Development 

Center)為世界能量最完整的飛行模擬測試設

備，其中 58 項測試設備為美國唯一，14 項設

備為世界唯一，這些特殊設備對高性能戰

機、發動機、飛彈及太空系統研發扮演極為

重要的角色，1960 年代 AEDC 以支援 N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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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太空計畫為主，1970 年代重點轉移至

F-15、F-16 及 F111 等戰機及發動機之研發，

1980 年代繼續執行 F-22 戰機及太空梭之研

發，近年重點則為 F-22、F-35、F-18E/F、Delta 

III&IV 戰機及發動機之研發。 

表一綜整 1960 至 2000 年軍用發動機在

材料/製程、設計工具及發動機技術等領域之

革命性發展，相關技術經長時間提升技術等

級及展示確認後，陸續應用於各年代之軍用

發動機之工程發展及量產布署上，部分技術

則將持續精進，伺機運用在未來更新一代軍

用發動機上。 

表一 軍用發動機之關鍵技術發展 

 

軍用發動機之系統整合發展趨勢 

綜整美國、歐洲及俄羅斯新一代軍用發

動機之架構設計如表二，主要性能參數如表

三所示。 

表二 新一代軍用發動機之架構比較 

 

表三 新一代戰機發動機之主要性能比較 

 

由表二、表三、詹氏航空發動機年鑑及

其他文獻，可歸納出新一代軍用發動機之系

統整合發展趨勢包括： 

一、 轉動件級數減少 

轉動件級數減少可減少發動機之零件

數、尺寸、重量及後勤維護負擔，F16 戰機採

用之 F100 發動機屬 1970 年代之技術，由於

單晶等材料/製程、計算流體力學等分析工

具、損傷裕度等理論尚未成熟，因此，採用

增加壓縮器及渦輪等葉輪級數之方式，來降

低每一級葉輪之負載，增加其之壽命及可靠

度，如圖八所示，其高壓壓縮器採用十級轉

子，高壓渦輪及低壓渦輪則皆採用了 2 級轉

子；由於新材料/製程、設計工具及發動機技

術之逐漸成熟，目前發動機之轉動件設計趨

勢為風扇採用 3 級寬弦風扇；高壓壓縮器採

用 5-7 級高效率壓縮器，搭配可動式進氣導片

(Inlet Guide Vane, IGV)及可動式第一、二級靜

子(Stator 1, Stator 2)，高壓渦輪及低壓渦輪則

皆採用 1 級單晶中空冷卻式轉子葉片，其中

以圖九所示之 EJ200 之 3 級寬弦扇、5 級高壓

壓縮器、1 級高壓渦輪及 1 級低壓渦輪最為精

簡；俄羅斯之 AL-41 及 RD-33MK 仍都採用 9

級高壓壓縮器，顯示技術能量上之落差，發

動機相對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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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F100 發動機之架構 

 

 
圖九 EJ200 發動機之精簡架構 

二、 燃燒室採用環式(Annular Combustor)

燃燒室 

環式燃燒室較環罐式 (Can Annular 

Combustor)更為精簡，零件數及重量均大為減

少，F119、F135 及 RD-33MK 則採用了更先

進 的 短 環 式 燃 燒 室 (Short Annular 

Combustor)，可再度縮減發動機之尺寸及重

量；逆環式燃燒室 (Annular Reverse Flow 

Combustor)雖然也可縮短發動機之長度，但其

高壓渦輪被燃燒室之內環包圍，其尺寸設計

較環式燃燒室有許多限制，影響高壓渦輪之

輸出功，在中、大型發動機較少採用。 

三、 高壓渦輪及低壓渦輪皆採用 1 級單晶中

空冷卻式葉片 

較少之渦輪級數，可減少發動機之重

量、尺寸及零件數，但其製程、熱氣動力及

冷卻技術難度極高，但為軍用發動機之主

流，此外，F119 及 F135 進一步採用低壓渦輪

旋轉方向與高壓渦輪相反之對轉渦輪設計，

可取消一級靜子，延長軸及軸承使用壽命，

並進一步減少發動機之零件數、尺寸及重量。 

四、 噴嘴採用向量噴嘴 

向量噴嘴可提供戰機額外的飛行控制力

量，使戰機之飛行姿態難以捉摸，其中圓錐

式向量噴嘴，可提供載具各個方向之推力分

量，增加載具之敏捷性，圖十所示 F119 發動

機之二維向量噴嘴，雖僅能提供機身軸線垂

直面方向之推力分量，但可提高紅外線影像

之匿蹤性。 

 
圖十 F119 發動機之向量噴嘴 

五、 控制系統採全權數位控制技術 

全權數位控制技術(FADEC)，藉著大量安

裝感測器及備援系統，監控發動機操作狀

況，對於異常作即時研判及問題隔離，迅速

因應及回報，使系統操作安全性達到最高境

界，其中又以能與向量噴嘴及戰機控制整合

為新趨勢。 

六、 在不開後燃器的條件下執行超音速巡航 

後燃器極為耗油、無法長時間使用、開

啟時尾焰紅外線熱影像劇增，在不開後燃器

的條件下執行超音速巡航則可規避上述問

題，其作法為增加發動機軍用推力，以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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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開後燃器條件下之超音速巡航功能，其中

大型發動機以 F135-100之 28,000磅軍用推力

最為出色，中型發動機則以 EJ200 之 15,525

磅及 F414-400 之 14,756 磅軍用推力最為傑

出。 

七、 提高高壓渦輪入口溫度 

提高高壓渦輪入口溫度可以提高發動機

之熱效率，然高壓渦輪在運轉時除承受高溫

熱燃氣產生之熱應力，尚需承受高速運轉之

離心力，因此除了冶金技術外，渦輪的冷卻

亦為關鍵，表三及圖十一顯示高壓渦輪入口

溫度及其發展趨勢，目前大型發動機以

F135-100 之 3,601℉最高，中型發動機則以

M88-35 及 F414-400 之 2,871℉最高。 

 
圖十一 高壓渦輪入口溫度之發展趨勢 

八、 降低比油耗以增加滯空時間 

比油耗為發動機產生單位推力之耗油

率，比油耗呈現出發動機各級轉動件之綜合

效率，為技術能量之整體表現，其中大型發

動機以 F119-100 之 0.8(軍用)、1.9(開後燃器)

最為出色，中型發動機則以 EJ200 之

0.74-0.81(軍用)、1.66-1.73(開後燃器)、最為

傑出。 

九、 縮小發動機之尺寸及重量 

縮小發動機之尺寸及重量可增加戰機之

酬載，目前大型發動機以 F119-100 之最大外

徑 46 英吋、總長度 203 英吋、重量 3,900 磅

相對出色，中型發動機則以 M88-3 之最大外

徑 31.1 英吋、總長度 143.7 英吋、重量 2,013

磅及 EJ200 之最大外徑 33.5 英吋、總長度 157

英吋、重量 2,180 磅最為傑出。 

十、 以新科技持續提升現役發動機之性能 

發動機研發經費龐大且期程長達 5-10

年，為降低研製風險，在設計階段所採用的

技術通常為當時成熟的技術，在發動機量產

服役後之 20-30 年裡，更多的新技術成熟，此

時可將新技術納入發動機之研改，在相同架

構下衍生系列高性能發動機。圖十二為 P&W 

F100 之 系 列 衍 生 型 發 動 機 ， 其 中

F100-PW-220U 為提供 X-47B UCAV 使用之

無後燃器型發動機，供一般戰機使用之

F100-PW-232 與 F100-PW-100 推力相差高達

9,000 磅，因此，在比較發動機性能時，在不

同之時間點或採用不同之衍生型會有不同結

果。 

 
圖十二 P&W F100 之衍生發動機系列 

十一、 增加發動機之推重比 

增加發動機之推重比可使戰機更機動、

更靈活，其作法為採用更精簡之架構、更少

之零件數、更輕強的材料、更高之壓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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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之高壓渦輪入口溫度等，目前大型發動

機之推/重比以 F135-100 之 11 最為出色，中

型發動機則以 M88-3 及 EJ200 之 10 最為傑

出。圖十三顯示軍用發動機之推重比發展趨

勢，早期之渦輪噴射發動機如 F-104 戰機所使

用之 J79 渦輪噴射發動機壓縮器及渦輪級數

較多，推重比相對偏低，F-5E 戰機所採用的

J85 渦輪噴射發動機在當時的科技水準算是

相當優秀；IDF 戰機之 TFE-1042 發動機之推

重比低於 7，從現在的眼光來看是偏低的，當

時一度規劃執行 TFE1042 IPE (Increased 

Performance Engine, IPE)計畫，可將推力提升

至 12,000 磅，推/重比提升至接近 9 之水準，

可惜因為 F-16 及 Mirage 戰機之陸續獲得，

TFE1042 IPE 計畫最後胎死腹中。 

 
圖十三 軍用發動機之推重比趨勢 

十二、 提高總壓縮比 

總壓縮比越大，發動機可以吸入之空氣

量越多，燃燒效率越高，燃燒後之溫度及產

生之推力亦越大，但若高壓渦輪技術水準不

足，無法承受此高溫，則壓縮比必須適度調

降，圖十四顯示，目前大型發動機之總壓縮

比以美軍 F119 發動機之 36 為最大，中型發

動機則美軍以 F414 之 30 為最高，我軍

TFE-1042 之 19 則相對偏低，俄羅斯之大型發

動機 AL-41F 之 30 則落後於美軍之 F119 及

F135大型發動機，EJ200則與F404相當約 26。 

 
圖十四 軍用發動機之總壓縮比趨勢 

十三、 縮短發動機起動後加速至最大額定推

力之時間 

加速時間越短發動機之動力輸出越靈

敏，戰機之起飛、爬升、加速時間皆可縮短，

戰術運用上更有彈性，改進發動機加速性的

作法包括採用精簡式架構、採用輕強材料、

增加發動機推力及改善發動機控制技術等，

圖十五顯示早期 F100-PW-100/200 發動機之

加速性不佳、目前搭配 F100-PW-229 發動機

之 F-16 C/D 型戰機及搭配 F100-PW-220 發動

機之 F-16 A/B 型戰機之加速性均遠優於早期

F100-PW-100/200 發動機。 

 
圖十五 F100 軍用發動機之加速性 

十四、 增加比面積 

比面積定義為發動機單位正面面積可產

生之推力，對於同一推力等級之發動機而



 

第9頁，共 10頁 

言，比面積越大代表其發動機正面面積越

小，對於戰機發動機之安裝更具彈性，模線

設計可更流線，戰機阻力相對較低，圖十六

顯示比推力 130 至 150 之大型發動機之比面

積以 F135 及 F136 發動機為最佳，比推力 110

至 130 之中型發動機之比面積則以 M88 及

EJ200 為優。 

 
圖十六 軍用發動機之比面積比較 

十五、 複合材料之大量使用 

複合材料結合了輕與強的特徵，圖十七

顯示在 1960 年代發動機材料之使用權重順序

為鋼、鎳、鋁、鈦，1990 年代權重順序則為

鎳、鈦、鋼，英國發動機大廠 Rolls-Royce 預

測 2020 年發動機材料之權重順序將調整為金

屬基複合材料、陶瓷基複合材料、鈦、鎳、

鋼、鋁。 

 

圖十七 軍用發動機使用材料之趨勢 

十六、 擴大飛行包絡線 

飛行包絡線(Flight Envelop)橫座標為飛

行馬赫數，縱座標為飛行高度，代表戰機可

以飛行之高度及對應速度範圍，飛行包絡線

越大，戰術運用越靈活，發動機之操作範圍

必須比戰機飛行包絡線更大，並保有適當裕

度以應付複雜的大氣環境變化。圖十八為

F-15E 戰機之飛行包絡線，發動機研發過程須

根據飛行包絡線定出測試點，於高空試驗試

室模擬出測試點之飛行高度及馬赫數，驗證

發動機之性能符合飛行包絡線設計規範。 

 
圖十八 F-15E 戰機之飛行包絡線 

十七、 擴大發動機進氣角度操作範圍 

戰機執行高難度飛行動作時，其攻角及

側滑角相對較大，此時發動機必須能忍受進

氣壓力分佈的急遽變化，此範圍越大，戰機

之敏捷性越高，圖十九為 F110-GE-400 發動

機之進氣角度操作範圍。 

 
圖十九 F110-GE-400 發動機之操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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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IDF 戰機於民國 79 年首架出廠迄今已逾

25 年，期間中國完成蘇愷-27 戰機之採購，殲

-10、殲-11、殲-15 等戰機之量產，並展開殲

-20、殲-31 匿蹤戰機之飛試，我國卻再次面臨

戰機老舊，求售無門的週期性宿命。考量沒

有好的發動機就沒有高性能戰機，且發動機

研發期程遠較戰機為長，我國應即刻展開下

一代戰機之研製，且以發動機先行，參考國

際軍用發動機之發展趨勢，擬定我國發動機

關鍵技術發展路徑及下一代戰機發動機研製

策略。我國下一代戰機發動機之開發，目前

在設計、分析、製造、檢驗、整合、測試、

認證及管理等能量皆有不足。面對如此高難

度的科技產品，我們必須虛心、必須謙卑，

按部就班，從基礎做起，整合國內產、官、

學、研的人力資源及技術能量，同步尋求國

外的成熟經驗及合作機會，以彌補技術能量

及資源之不足。目前教育普及、資訊獲得容

易、電腦輔助及模擬技術進步、3D 列印蓬勃

發展，透過資源之整合及聚焦，以及後進者

的模仿及時代科技優勢，可大幅縮短學習曲

線，我們必須將艱難的下一代發動機自製視

為機會，視為整合材料、熱流、熱傳、結構、

控制、機電、磨潤、冶金、鑄造、機製、量

測、檢驗、測試能量大躍進之契機與指標性

計畫，在人定勝天，眾志成城下，我國高推

力 VEGA 渦輪扇發動機自製終將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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