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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非牛頓流體中有關『剪切增稠流體』影響因素之探討  

 

摘要 

    非牛頓流體是一種流體力學的概念，與牛頓流體相對，它的應力與速度梯度的關係不服

從牛頓粘性定律。實驗證明玉米粉漿這種「非牛頓流體」確實具良好的耐衝擊特性，能有效

吸收動能，將落地時的反作用力減弱，使包覆的雞蛋不受外力撞擊而破損。除了玉米粉外以

太白粉、地瓜粉所調配的粉漿，亦會產生「剪切增稠現象」；因此，由實驗中發現澱粉體的性

質、調配的濃度及介質(溶劑)，是決定「剪切增稠現象」形成的關鍵因素，另溫度及溶劑的酸

鹼值也會使流體的黏度發生變化，進而影響「剪切增稠現象」的形成。用簡易滑輪黏度檢測

器測量得知，非牛頓流體的黏度會因受力及速度而變化，其中的「剪切增稠流體」當施力越

大黏度會增加，甚至成為暫時性的固體，故可應用此種「剪切增稠流體」之物理特性研發出

抗衝擊、耐撞的緩衝材質。 

 

 

 

壹、研究動機及目的： 

一、研究動機： 

    在南一版「自然與生活科技」國中第四冊及第五冊探討靜力平衡、壓力、自由落體及運

動力學等科目，在準備獨立研究題目時，搜尋到『非牛頓流體』，發現可以用來緩衝衝擊力道，

研究團隊曾經參加『完蛋不玩蛋』比賽，在蒐集有關如何保護蛋的緩衝材料時，意外發現由

玉米粉所調配而成的〝Oobleck〞流體，具有緩衝撞擊力的護蛋功能。這種明明看似液體般的

流體，受力後瞬間卻又如固體般的堅硬，這種「遇強則強、遇弱則弱」的奇特物理現象，讓

我們深感新奇又有趣，想藉由此次參與獨立研究的機會，探索「非牛頓流體」的科學奧秘，

更希望能將此特性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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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一)實際驗證〝Oobleck〞流體護蛋的真實性。 

(二)蒐集有關「非牛頓流體」的資料。 

(三)探討形成「剪切增稠流體」現象之影響因素： 

1.找出適合做「剪切增稠流體」的粉體 

2.探討不同重量百分比濃度(wt%)對「剪切增稠現象」形成的影響 

3.探討不同溫度對「剪切增稠現象」形成的影響 

4.探討不同溶劑及pH值對「剪切增稠現象」形成的影響 

5.探討施力與施力速度對「剪切增稠流體」黏稠度的影響 

6.「剪切增稠流體」的科學體驗 

     (四)探討「剪切增稠流體」的生活應用性 

 

 

貳、文獻探討： 

一、非牛頓流體：   

    非牛頓（式）流體是一種流體力學的概念，與牛頓流體相對，它的應力與速度梯度的關

係不服從牛頓粘性定律。常見的非牛頓流體包括：高分子聚合物溶液、聚合物熔融體（熔融

狀態的塑膠)、泡沫溶液、懸浮液、乳液、膏體(如瀝青)和一些生物流體（如血液）。 

    對於非牛頓流體來說，作用於液體微元上的摩擦力除與目前的運動狀態外還與液體過去

的運動狀態有關，也就是說，此種液體有記憶效應。其中一種比較廣為人知及易於家中試製

的非牛頓流體為玉米澱粉加水的製成品，比例約是 5 份玉米粉配上 3 份水混合而成。 

 

二、非牛頓流體的分類： 

藉由參考文獻資料瞭解流體的種類及特性，將一般流體依黏度曲線區分為二大類： 



4 
 

          

 

 

(一)牛頓流體：是最簡單的流體類型，其流體黏滯度與剪切速率或剪切應力無關，流 

           體黏稠度只與溫度、壓力有關，也就是其剪切應力與剪切速率呈現線性正比係， 

           例如：水是一種標準的牛頓流體，不管對它攪拌得多快，其都能繼續表現出流體 

           性質。 

       (二)非牛頓流體：對於許多高分子流體而言，其黏度卻會隨剪切應力或剪切速度改變 

           而變化，原因在於高分子流體的分子結構複雜，當施加應力時，高分子鏈排列會 

           產生變化，因此改變分子間的摩擦力，造成流體的黏度發生變化，稱為非牛頓流 

           體。而依施力後黏度的變化狀態，又細分為： 

         1 .剪切增稠流體：亦稱為膨脹性流體，其黏滯度會隨著剪應力增加而升高，例如 

           玉米澱粉的水溶液即是一種膨脹性流體，它是由長鏈狀的化學結構所組成，當 

           施加在流體的剪應力變大，會造成流體的黏度急遽上升，瞬間會表現得像固體。 

           原因在於懸浮液系統中，分子間的排列從各自均勻分散的，變成分子顆粒間互 

           相聚集、團聚，流體黏度因此上升有如固態。 

         2 .剪切稀化流體：亦稱為假塑性流體，其黏滯度會隨著剪應力增加而降低，例如 

           蕃茄醬。蕃茄醬在使用前搖一搖就容易倒出，因為搖動使流體分子散開，流體 

           黏滯度就跟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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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賓漢塑性流體：亦稱賓漢流體，在低剪應力下它表現為剛性體，但當剪應力增 

           加超過臨界點時，它會像黏性流體一樣流動，且流動性為線性的。牙膏是賓漢 

           流體的典型例子，打開牙膏並不會自動流出，但施力擠牙膏就可以流出。 

         4 .觸變性流體：在正常情況下為黏稠性，但若搖動、攪拌或以其他方式給予應力 

           時， 則隨著時間增加而變得較稀薄而流動狀(黏度降低)，但剪應力消失後，要 

           滯留一段時間才恢復原來的狀態，例如油漆、泥炭土。 

         5 .震凝性流體：在正常情況下為黏稠性，但若搖動、攪拌或以其他方式給予應力 

           時，則隨著時間增加而變得更黏稠(黏度增加)，亦稱為反觸變流體。例如：潤滑 

           油、生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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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過程與結果： 

一、實驗一：實際驗證〝Oobleck〞流體護蛋真實性 

   學校舉辦「完蛋不玩蛋」活動，就是要找出一種特別的材料，可以達到良好的緩衝效 

果，來保護被包覆的雞蛋不會受到損害，所以藉此我們試著去找出緩衝效果良好的材料， 

    並實際做研究比較，研究過程如下： 
      (一)本實驗以海綿、瓦楞紙、保麗龍網、氣泡布、碎紙、棉花、麵粉糰、玉米粉漿等各 

         種緩衝材料，來比較各材質的護蛋效能，並以水做為對照組。 

      (二)網路上調製玉米粉漿的比例資料眾多、我們綜合歸納後先將玉米粉：水，以3：2 

         的比例攪拌均勻調製出玉米粉漿備用。 

      (三)準備九個長20公分、寬14公分的塑膠夾鏈袋，每袋分別填充入一種緩衝材料，紮 

         實、均勻的將生雞蛋包裹起來，並確保雞蛋置於中心處。 

      (四)然後再於外部用熱密封器密封上二層厚塑膠袋。 

      (五)測量各個裝滿緩衝材料及雞蛋後的密封袋重量。 

      (六)將上述各密封物體分別從二樓(高度約3.2公尺)、三樓(高度約6.4公尺)的位置，採無 

         施力垂直自由落體的方式落下至水泥地面。 

      (七)觀察及記錄落地後包覆材內雞蛋的狀態。 

 

     

    

 

實驗結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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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驗記錄： 

緩衝材料 含蛋重量 樓層 護蛋成功率 雞蛋破損程度 

二樓 0% 
碎紙 126公克 

三樓 0% 

蛋殼破碎，蛋黃及蛋白流出 

成黏稠狀。 

二樓 0% 
瓦楞紙 188公克 

三樓 0% 

蛋殼破碎稀爛成細小碎片，蛋

黃及蛋白流出成黏稠狀。 

二樓 0% 
棉花 148公克 

三樓 0% 

蛋殼破碎稀爛成細小碎片，蛋

黃及蛋白流出成黏稠狀。 

二樓 0% 
海綿 90公克 

三樓 0% 

蛋殼破碎稀爛成細小碎片，蛋

黃及蛋白流出成黏稠狀。 

二樓 80% 
保麗龍網 94公克 

三樓 50% 

蛋殼裂痕，未流出蛋汁。 

二樓 100% 
氣泡布 98公克 

三樓 60% 

蛋殼裂痕，未流出蛋汁。 

二樓 0% 
麵粉糰 1058公克 

三樓 0% 

蛋殼破碎，蛋黃及蛋白流出成

黏稠狀。 

二樓 100% 
玉米粉漿 1216公克 

三樓 100% 

蛋完好如初。 

二樓 0% 
水 882公克 

三樓 0% 

蛋殼破碎，蛋黃及蛋白流出成

黏稠狀。 

        2 .實驗結果說明： 

      (1)在本實驗中我們發現在二層樓高度(3.2公尺)時，使用玉米漿及氣泡布當緩衝材料，

能讓蛋落地不破損，其餘緩衝材料均功敗垂成雞蛋全都破損；在三層樓高度(6.4公尺) 

時，只剩用玉米粉漿包裹的雞蛋沒有破損，護蛋成功率100%，氣泡布試驗組蛋殼有

裂痕，蛋汁未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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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以上數據做簡單之整理，以防護效果作為分類可歸類為以下三類： 

效果 緩衝材料 

完全無緩衝效果 碎紙、瓦楞紙、棉花，海綿、麵粉糰、水 

稍微有緩衝效果 保麗龍網、氣泡布 

緩衝效果良好 玉米粉漿 

      (3)由參考文獻資料得知玉米粉加水所調配而成的玉米粉漿，是屬於非牛頓流體中的剪 

        切增稠流體，當包材從高處墜地時，受力面的玉米粉漿分子會緊密排列整齊，瞬間 

        形成堅硬的外表保護裡面的蛋不破損。 

 

 

 

實驗二、探討形成「剪切增稠流體」現象之影響因素 

     (一)找出適合做「剪切增稠流體」的粉體 

我們決定以一般市面上容易取得的粉體，當成調製粉漿的材料。雖然網路上查到的

資料，都是以玉米粉為主，但我們還是想多探討不同粉體在實驗中的差異性。研究

方法如下： 

1. 從超市分別購買了玉米粉、太白粉、地瓜粉、糯米粉、在來米粉、麵粉、綠豆粉

與黃豆粉共八種粉體來做實驗，先觀察各粉體物理性狀並作記錄。 

2. 各種粉體暫按3：2的比例(粉末：水)加常溫純水將粉末翻攪均勻調製成流體。 

3. 然後觀察各種粉漿的表觀變化，若流體流動速度與施力大小成反比，就屬非牛頓

流體的「剪切增稠流體」。 

4. 接著將上述各粉漿製成抹片，用顯微鏡(150倍)觀察其顆粒大小及形狀。 

5. 以廣用試紙測量各粉漿的pH值。 

6. 將碘液滴入各粉漿觀察其顏色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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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紀錄： 

(1)實驗結果： 

  

玉米粉、太白粉、地瓜粉的直鏈澱粉含量較

多，滴入碘液後呈現藍黑、紫黑色，糯米粉

的直鏈澱粉含量低，而支鏈澱粉含量多，因

此滴入碘液呈黃褐色。 

麵粉、在來米粉的的直鏈澱粉含量較多，滴

入碘液後都呈現深紫色，黃豆粉綠豆粉的直

鏈澱粉含量低，滴入碘液後呈黃褐色。 

 

粉體名稱 玉米粉 太白粉 地瓜粉 糯米粉 

主要成分 玉米 馬鈴薯 樹薯 糯米 

粉體外觀 白色細粉 白色細粉 白色顆粒粉 淺黃白色細粉 

    顯微鏡觀察粉體

的顆粒形狀 
顆粒雖小但大小

一 致 而 排 列 整

齊，屬於多角形 

顆粒最大但小不

一，多數屬於鵝

卵石形亦有少數

是小圓形 

顆粒比玉米粉大

點，顆粒大小平

均；形狀以圓形

居多 

顆粒偏小，屬於

多角型及小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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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水後的          

表觀變化 
黏稠狀，攪拌時

會有阻力，快速

抽離粉漿感覺有

拉力 

黏稠狀，攪拌時

會有阻力，施壓

液面會變硬 

黏稠狀且黏度較

高，攪拌時會有

阻力，施壓液面

會變硬 

加水攪拌後形狀

像湯圓的麵糰 

表觀上是否符合

剪切增稠流體  
是 是 是 否 

靜置後是否沉澱 
靜置會沉澱、水粉分

層較不明顯 

靜置一段時間會沉

澱、水粉分層明顯 

沉澱較快、水粉分層

明顯 

糰塊狀 

酸鹼性 pH=7.0 pH=7.5 pH=7.0 pH=7.0 

滴入碘液後   

的顏色變化 
深紫色 藍黑色 藍紫色 黃褐色 

粉體名稱 在來粉 麵粉 黃豆粉 綠豆粉 

主要成分 在來米 小麥 黃豆 綠豆 

粉體外觀 白色細粉 白色細粉 淺黃色粗粉 淺綠色細粉 

    顯微鏡觀察粉體

的顆粒形狀 
與糯米粉形狀相

似，但顆粒比糯

米粉大一點 

由大圓形顆粒與

小圓形顆粒組成 

顆粒多樣以圓形

居多，黃豆粉內

雜質較多 

顆粒較大且中段

有橫紋，形狀多

樣有橢圓形、圓

形及多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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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水後的          

表觀變化 

與糯米粉性質相

近，糰糊狀 

呈麵糰狀有筋 Q

性 

加水後糰聚如粗

顆粒黃豆餡般 

稀黏糊狀，攪拌

時無阻力 

表觀上是否符合

剪切增稠流體  
否 否 否 否 

靜置後是否沉澱 糰狀 麵糰狀 泥糊狀 黏糊狀 

酸鹼性 pH=6.5 pH=8.0 pH=7.0 pH=7.0 

滴入碘液後   

的顏色變化 
紫色 紫色 黃褐色 土黃色 

 

        (2)結論： 

(1) 穀類粉(糯米粉、在來米粉、麵粉)及豆類粉(黃豆粉、綠豆粉)等粉體，加水調

配後的粉漿則無剪切增稠現象產生，幾乎都呈黏糊狀或麵糰狀。 

(2) 由顯微鏡觀察得知各種粉體顆粒形狀及大小均不相同，其中以太白粉、麵粉

顆粒最大，玉米粉顆粒最小但顆粒排列整齊，所以推測粉體顆粒大小與是否

具剪切增稠現象無關。經碘液檢測後推測各澱粉粉體，其直鏈澱粉及支鏈澱

粉含量的多寡與剪切增稠現象的形成無關。 

(3) 測試了上列八種粉體後得知，只有玉米粉漿、太白粉漿及地瓜粉漿能產生非

牛頓流體的剪切增稠現象，當用力攪拌粉漿時會有阻力，快速抽離粉漿時可

感覺到很大的拉力，表觀上符合剪切增稠流體之定義，所以就採用玉米粉、

太白粉、地瓜粉做後續實驗的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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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討不同重量百分比濃度(wt%)對「剪切增稠現象」形成的影響 

  1 .  實驗方法： 

   (1) 選擇玉米粉、太白粉、地瓜粉三種粉體，分別以常溫的純水(22℃)調製五種不同 

      重量百分比濃度(wt%)的粉漿各250mL，其濃度分別如下:40wt%、50wt%、55wt%、 

      57wt%、65wt%，共調製成15個樣本。 

   重量百分比計算公式： 

         重量百比濃度(%)＝  × 100％ 

                        ＝  

        溶液中溶質的質量＝溶液的質量 × 濃度％ 

        (2) 各樣本粉體加水攪拌均勻後，實際用手搓揉粉漿觀察各粉漿表觀現象，接著以 

           容易操作的指針型BrookField黏度計量測各樣本的黏度，重複測量三次並取其平 

           均值。 

(3) 指針型Brookfield黏度計操作簡介：布氏黏度計是由美國Brookfield家族開創的旋 

   轉式黏度測量法，利用馬達旋轉時帶動獨特的轉子同步旋轉，轉子表面與流體間 

   產生相對摩擦力，並藉由一條經過校正的精密游絲，當流體黏度大於游絲彈性 

   時，會帶動指針於刻度盤上產生一個讀數，再依簡單的換算公式，即可得知樣本 

   的絕對黏度。 

(4) 操作前先將機器做零點校正，接著將轉子(本驗取用LV系列盤狀轉子型號2號) 

   浸入流體樣品內，需浸至轉子上標示的凹槽處。 

(5) 打開馬達開關，調整轉速至30刻度。 

(6) 等待指針穩定後，緊壓指針固定桿，同時將馬達關閉即可讀取數值。 

(7) 將讀取的數值乘以附表上的因子倍數即是黏度值。 



13 
 

(8) 黏度單位為泊(Poise，縮寫 P)，常用百分之一的量度，即厘泊(cP)；按照國際單 

           位制黏度單位為P.a.s，1 Pa.s＝1000 mPa.s＝10 P＝1000 cP，因此 1 mPa.s ＝ 1 cP 

 

  
  

Brookfield黏度計實測

狀態 

使用LV盤狀轉子，型

號為 ﹟2(62) 

將轉子浸入流體樣品

至凹槽標示線處 

調整轉速到30刻度 

    

啟動馬達開關，等待

指針數值穩定後 

按住指針固定桿，關

閉馬達開關 

讀取轉盤上指針所指

的數值 

依據因子倍數換算

表，讀值×因子倍數＝

黏度 

 

實驗結果： 

                           不同濃度的玉米粉漿之黏稠度             黏度單位：mPa.s 

黏度     濃度 40wt% 50wt% 55wt% 58wt% 65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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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度(1) 12 22 98 180 塊粒狀 

黏度(2) 12 24 100 210 塊粒狀 

黏度(3) 10 22 94 240 塊粒狀 

平均值 11 23 97 210 塊粒狀 

 

                          不同濃度的太白粉漿之黏稠度              黏度單位：mPa.s 

黏度     濃度 40wt% 50wt% 55wt% 58wt% 65wt% 

黏度(1) 10 28 78 440 塊粒狀 

黏度(2) 10 30 74 360 塊粒狀 

黏度(3) 12 28 76 370 塊粒狀 

平均值 11 29 76 390 塊粒狀 

 

 

                           不同濃度的地瓜粉漿之黏稠度             黏度單位：mPa.s 

黏度     濃度 40wt% 50wt% 55wt% 58wt% 65wt% 

黏度(1) 12 58 190 650 塊粒狀 

黏度(2) 12 58 200 650 塊粒狀 

黏度(3) 18 52 190 680 塊粒狀 

平均值 14 56 193 660 塊粒狀 

 

將以上數據歸納為如下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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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由以上之實驗得知，上述三種粉體並不是在任何濃度下皆有剪切增稠現象產生，

依據上面圖表我們可以看出粉漿隨著濃度的增加，其黏稠度也會越來越高，濃度達到55wt%

～58wt%間，其黏稠度上升急遽、剪切增稠現象會更明顯，但是濃度最大值也有其限制，當

濃度超過65wt%時，因水分不足使粉體團聚成塊粒狀，無法使粉體顆粒分散於溶劑中，即不

會產生剪切增稠現象。依黏稠度大小各粉體的黏性分別為地瓜粉＞太白粉＞玉米粉；但地瓜

粉與太白粉靜置後較易產生水、粉分離現象，因此，後續以玉米粉做為實驗樣本。 

 

 

     (三)探討不同溫度對「剪切增稠現象」形成的影響 

       實驗方法： 

1. 準備不同溫度的水：5℃(±1℃)、22℃(±1℃)、50℃(±1℃)、70℃(±1℃)及90℃(±1℃)。 

2. 將玉米粉用上述不同溫度的水調配出55wt%濃度的玉米粉漿備用。 

3. 加水攪拌後觀察記錄各粉漿現象，接著以BrookField黏度計，迅速測量各粉漿之

黏度，重複測量三次並取其平均值。 

4. 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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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度 
水溫

 5℃(±1℃) 22℃(±1℃) 50℃(±1℃) 70℃(±1℃) 90℃(±1℃) 

黏度(1) mPa.s 170 100 60 50 — 

黏度(2) mPa.s 180 110 70 45 — 

黏度(3) mPa.s 170 95 60 50 — 

平均值mPa.s 173 102 63 48 — 

粉漿現象 

攪拌後粉漿 黏

度明顯增加，更

不易攪動 

黏稠狀流體，不

易攪動具剪 切

增稠現象 

黏稠狀流體，黏

度稍有減小 但

仍具剪切增 稠

現象 

糊化，成糊液狀

容易攪拌，無剪

切增稠現象 

糊精化，組織結

構完全改變，成

糰塊狀 

            

            

5. 觀察結論：溫度越低，流體黏度越高，水溫達50℃時流體黏度會稍有下降，但仍

具剪切增稠現象，水溫達70℃玉米澱粉開始產生糊化變性，剪切增稠現象消失，

當水溫超過90℃時，玉米澱粉分子結構完全改變產生糊精化，而形成糰塊狀剪切

增稠現象消失。 

     (四)探討不同溶劑及pH值對「剪切增稠現象」形成的影響 

        實驗方法： 

1. 用玉米粉分別以常溫3%檸檬酸水、常溫3%食鹽水、常溫3%小蘇打水及常溫純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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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種不同的溶劑，各調配出55wt%濃度的玉米粉漿樣品備用。 

2. 觀察記錄各樣品粉漿表觀現象，接著以BrookField黏度計測量各樣品之黏稠度，

重複測量三次並取其平均值。 

 

黏度    
溶劑

 3%檸檬酸水 3%食鹽水 純水 3%小蘇打水 

pH值 pH≒3 pH≒7 pH≒7 pH≒9 

黏度(1)mPa.s 120 105 98 60 

黏度(2)mPa.s 125 108 100 55 

黏度(3)mPa.s 125 107 95 55 

平均值mPa.s 123 106 97 57 

粉漿的表觀 

現象 

攪拌時阻力大，攪拌

速度越快阻力越大 

攪拌時阻力大，攪拌

速度越快阻力越大 

攪拌時阻力大，攪拌

速度越快阻力越大 

攪拌時略有阻力，但

阻力不會因攪拌速

度增快而改變 

 

 

       3. 實驗結果：食鹽水與純水兩種溶劑pH值都為中性，其調配出的玉米粉漿黏度大致 

          相同，而酸性檸檬酸水溶劑調配出的玉米粉漿黏度稍有增高，然以鹼性小蘇打水  

          當溶劑調配出的玉米粉漿，其黏度則明顯降低且剪切增稠現象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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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剪切增稠流體」的科學體驗 

    1 .以55wt%重量百分比濃度調配一面盆的玉米粉漿備用。 

    2 .擠壓試驗：試著用雙手擠壓、搓揉、拍打玉米粉漿然後觀察粉漿之變化。 

    3 .敲打頻率試驗：試著將手掌慢慢放置於粉漿內，再試著以不同速率手指戳擊粉漿表面， 

      並記錄其感覺。 

    4 .撞擊試驗：試著以鐵鎚快速大力敲打粉漿表面，將鐵鎚靜置於粉漿上觀察粉漿之變化。 

    5 .波紋試驗：試著來回搖動塑膠面盆，觀察粉漿表面波紋的變化 

    6 .射流脹大效應：用針筒裝滿玉米粉漿，然後嘗試將玉米粉漿從針筒內部射出，觀察射 

      出後的情形？若改用吸的又有何不同？ 

 

剪切應變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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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粉漿用力搓揉擠壓後呈固體狀 放手不施力迅速變回液態 粉漿如水般從手指間流走 

  

不施力時粉漿則如液體般流下 用力拍打在粉漿液面感覺如固體般硬 手掌面卻沒有沾黏到粉漿 

 
 

將手掌輕輕觸放於粉漿液面 手掌則會慢慢沉陷入粉漿液裡面 手指快速用力戳粉漿表面有很大的阻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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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輕插入則很容易進入粉漿內 使力敲打時粉漿表面感覺如石頭般硬 當鐵鎚不施力時會沉入粉漿裡面 

  

玉米粉懸浮液原是以等速度向下

動，由於壓力的關係，下面的玉米粉

懸浮液會逐漸形成固態，速度會減

緩，而被後面的玉米粉追過甚至覆蓋 

當玉米粉漿擠過狹小的注射筒出口時， 

可發現射流的直徑比針口還大。 

若用吸的，則可見吸力對玉米粉漿產生 

剪切增稠現象，而在針口處形成一個固

態圓球 

 

 

 

四、探討「剪切增稠流體」的生活應用性 

   應用「剪切增稠流體」之特性，可研發出可以承受高速撞擊的機能性材料，這種原本柔 

軟的材質，在遇到碰撞時會迅速變硬，抵抗壓力，達到保護身體得功用，撞擊消失後，會再 

度回復柔軟，使其具柔軟舒適和保護功效。應用層面： 

 摩托車服裝 

 軍事 

 醫療 

 體育活動 

 電子產品保護 

 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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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驗討論： 

 

    一、實際驗證〝Oobleck〞流體護蛋的真實性：在本實驗中使用各類緩衝材料來作高空墜 

        蛋比較試驗，結果證實了玉米粉漿的護蛋效果最佳。玉米粉漿能有此緩衝瞬間撞擊 

        的能力，推論玉米粉漿是一種非牛頓流體(剪切增稠流體)，此種流體平時可像液體般 

        流動，當遭到外力撞擊時，其懸浮粒子會排列整齊、互相鎖起來，形成格狀的固態 

        並吸收受撞擊的能量，瞬間變成堅硬的防護層產生護蛋功效，而當外力消失又恢復 

        成液體狀況。另由本次高空墜蛋實驗我們也瞭解到，物體自高處落下著地，其瞬間 

        的衝撞力會受物體質量、墜落高度、速度及著地處材質的影響，因此可增加物體墜 

        落時的空氣阻力，來減緩物體落下的重力加速度(例如加裝降落傘的裝置)。 

    二、實驗中也發現緩衝材料的裝填很重要，裝填越密實、飽滿防震效果越佳。因一般物 

        體都具有慣性，在高空墜蛋落地的一瞬間緩衝材料會靜止，而雞蛋由於慣性還會繼 

        續運動，造成雞蛋與緩衝材料間相互擠壓、碰撞，容易裂損。因此緩衝裝置內部的 

        飽實度較高時裝置內的雞蛋可減少震動而提高穩定性，雞蛋安全性就會增加。 

    三、玉米粉、太白粉、樹薯粉所調配出的粉漿，都具有用力擠壓會成固態，放鬆後卻像 

        流體一樣流下來的特徵。濃度是影響剪切增稠流體現象產生的最重要因素，因此粉 

        體必須在一定比例濃度下才會有上述特性產生。在本實驗中以55wt%～58wt%濃度調 

        配出的粉漿剪切增稠現象最明顯。但是濃度最大值也有其限制，當濃度超過65wt% 

        時，因水分不足使粉體團聚成塊粒狀，無法使粉體顆粒分散於溶劑中，即不會產生 

        剪切增稠現象。依黏稠度大小各粉體的黏性分別為地瓜粉＞太白粉＞玉米粉。另經 

        碘液檢測後推測各澱粉粉體，其直鏈澱粉及支鏈澱粉含量與剪切增稠現象的產生無 

        關。 

    四、溫度會影響流體的黏度，溫度低時黏度增加，溫度增加粉漿黏度逐漸降低，50℃時 

        黏度稍降但仍有剪切增稠現象，溫度超過 70℃時則會有黏度稀化現象產生，剪切增 

        稠現象消失，當水溫超過 90℃時，整個粉漿化學結構完全改變，而呈糰塊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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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溶劑的種類及 pH 值會影響剪切增稠現象的形成，當溶劑 pH 偏鹼性時，粉漿黏度明 

        顯下降，且無剪切增稠現象產生；溶劑 pH 偏酸時，粉漿黏度稍有提昇，仍具有剪切 

        增稠現象；溶劑 pH 值中性時，剪切增稠現象產生最穩定。 

    六、當緩慢的敲擊玉米粉漿表面時、其內部分子結構是鬆散而散開，因此容易陷入粉漿， 

       但若快速敲擊時，它的分子結構變得非常緊密，而會抵抗外來的力量，因此鐵槌敲不 

       進去粉漿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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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一、並不是所有澱粉類粉漿皆能表現出剪切增稠現象，經參考文獻得知所配製的粉漿懸浮 

       液必須是非絮凝性(deflocculated)，才能表出剪切增稠現象。 

   二、玉米粉漿是一種含高分子的飽和懸浮液，以 55wt%～58wt%濃度加水調配而成的玉米 

       粉漿，會是一種「非牛頓流體－剪切增稠流體」，而「剪切增稠流體」的主要特徵是： 

       流體的黏度會因為受到的壓力或速度而變化，施力越大，黏度會增加，甚至成為暫時 

       性的固體。因此，當用力搥打玉米粉漿時，接觸面會因壓力大而使分子結構被擠壓而 

       而排列整齊，結合成更巨大的分子提高黏稠度，手掌就如打在固體表面般，無法進入 

       流體內部。當緩慢施力時，其內部分子結構是分散的呈液體狀，很容易進入流體內部。 

   三、對於剪切增稠流體的特性，在學理上的解釋，目前是以 Hoffman RL 的 Order-disorder 

       相變化的理論較具說服力
〔九〕

。他解釋剪切增稠流體實際上是一種懸浮液，在溶液內 

       含有微小懸浮顆粒，而這些顆粒會形成有序的二維結構，此二維結構在空間上恰巧處 

       在凡得瓦力的排斥力範圍，因此不容易產生一般懸浮液常見的團聚或沉澱現象。然而 

       當出現一個臨界衝擊應力時，此應力會推擠懸浮顆粒，並破壞原來的有序結構排列， 

       呈現出一種無序結構，進而引發叢聚(hydrocluster)現象，在瞬間，叢聚所引發的分子 

       間引力，反而會大於原來凡得瓦力的斥力，因此，流體反而在瞬間呈現出固態的特質 

       ；當應力消失後，叢聚機制也隨之消逝，此時又回復到液態的特性。 

   四、溫度越低，流體黏度越高，水溫達50℃時流體黏度會稍有下降，但仍具剪切增稠現象， 

       水溫達70℃玉米澱粉開始產生糊化變性，剪切增稠現象消失，當水溫超過90℃時，玉 

       米澱粉分子結構完全改變產生糊精化，而形成糰塊狀剪切增稠現象消失。推論為澱粉 

       在90℃以上的水溫，高熱會讓澱粉顆粒的結晶區破碎，造成分子鏈斷裂，導致分子間 

       的作用力改變，使流體黏度降低形成糊化，剪切增稠現象亦會消失。 

   五、溶劑中氫鍵的鍵結，對於剪切增稠流體的黏度提昇有很大的助益。因水含有 O-H 基 

       易與玉米澱粉顆粒間形成氫鍵，所以玉米粉漿以水當溶劑是最佳搭配，鹼性物質推測 

       可破壞氫鍵，使澱粉鏈間的鍵結散開，致其黏度降低。 

   六、剪切增稠流體在受外力作用時，其黏性會顯著提高，甚至變成鋼性體，在外力移除後 



24 
 

       又會變回流體，故可利用這個效應，可以製造出平時柔軟不妨礙運動，遇到撞擊的瞬 

       間硬化提供最佳防護，撞擊過後又回復成柔軟特性的護具。 

   七、非牛頓流體也能當作防彈衣材料，但要抵擋高速子彈的撞擊，防彈衣必須具有一定的 

       延展性，過於堅硬缺乏柔韌的特性的質料，反而容易碎裂；另一方面，根據質量守恆

定律，子彈的動能在接觸防彈衣時，並不會消失，而是會轉變成熱能，因此防彈衣必

須要有很好的散熱性，才能把高熱散去。由此可知，本次實驗玉米粉漿是不符合的！ 

   八、美國陸軍研究中心對於「剪切增稠液體」的新型防彈衣已經研究多年，將這種新材料

導入防護裝具，使士兵平時穿起來柔軟舒適，一旦遭到突如其來的利器砍、刺，或子

彈、彈片高速衝擊時，新材料會瞬間變得堅韌無比，保護士兵的安全，而且新材料能

將衝擊力沿著織物的纖維迅速分散，降低單位面積的壓力強度，利用這種新材料製造

複合式的防護服通常稱為「液體裝甲」。 

 

 

                                                        

                                            

剪切增稠流體材料應用於軍事防彈盔甲                  剪切增稠流體材料應用於運動防摔頭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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