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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設計一智慧型停車控制系統（ Control System of Intelligent 

Parking）。係有關於一種智慧型停車控制系統，特別是指其可輔助車輛煞

車及停車，可與原先車輛煞車控制系統並存，且無須再加裝任何手煞車系統

及變更原煞車控制油路系統，本研究可於車輛等候紅綠燈或塞車時，自動適

時切換煞車及排檔，可省掉駕駛者一直踩著煞車的負擔，能減少駕駛者反覆

的動作，而且能增加安全性。  

本研究係根據車輛停車時之輪胎速率、煞車踏板踩下時間及排檔位置的

需求，利用簡單的單晶片程式及繼電器，自行設計停車控制系統進行油壓控

制及自動換檔設計與調整，來提高停車系統之整體效率。其次，並探討不同

停車情況與停車控制系統的差異情形，歸納出最適合之系統。  

 

壹、研究動機  

自北宜高速公路 ---雪山隧道開通後，假日時期父親便常帶家人一同去台

北出遊，但很不巧時常都會遇上尖峰時間，就在進入隧道前的路段，車輛大

排長龍、動彈不得。不但如此，此路又剛好有條緩上坡路段，看父親不斷的

移動右腳控制油門、煞車、排檔桿及手煞車，感覺很麻煩；且有時車子起步

後又忘記放手煞車，而造成煞車及引擎的耗損。另前幾天看到一則新聞，有

一駕駛者在停紅燈時，看到旁邊小孩把飲料弄倒，因一時心急想處理而忘記

他當時是踩著煞車，使車子往前走而碾過一位路人，而使路人當場死亡。  

目前市面上的汽車，有的配備電子手煞車，有的則是將電子式手煞車結

合了起步輔助系統，但卻都沒有採用自動煞車的裝置；也許大家已經適應市



 2

面上的車種以及操作方法，或許對有沒有自動煞車的功能不多做探討；但在

頻繁的十字路口，出現許多紅綠燈，車子在市區中走走停停，排檔桿排來排

去，煞車踏板踩踩放放；如果汽車上都擁有此項系統，這樣就能減少駕駛者

反覆的動作，而且能增加安全性。  

基於上述，乃積極潛心研發思考，經過無數次之設計實驗，致有本研究

煞車、停車輔助機構，來改善平時停車時省去拉手煞車的動作，及停紅綠燈

時駕駛者一直將腳停放在煞車踏板上的困擾，以減少駕駛人的負擔；特別是

在地狹人廣的台灣裡，大都市裡上下班時間，往往都因車流量過多導致紅綠

燈無法正確的控管交通而產生大塞車，如果車輛上都擁有此項系統，就能減

少反覆的動作，而且在高速公路上塞車時可將此功能解除，避免走走停停而

減少引擎之壽命，並且有利用於短暫塞車及增加安全性，所謂多一分防範就

多一分安心，不論在何時何地只要有停車時就能煞住車輪，增加其安全性並

降低汽車滑動碰撞的傷害發生。  



 3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係在提供一種使車輛在停止時，排檔桿自動排回空檔（N 檔），

以減少引擎負荷，降低汽車的燃料耗損且延長引擎使用壽命之智慧型煞車控

制系統裝置。為有效地利用停車控制及自動換檔機構之系統功能，以提昇停

車系統之效率，故本研究提出以油壓煞車原理為基礎之輔助停車控制系統。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利用智慧型停車控制系統的裝置，當踩煞車時，使煞車控制器作動以

中斷煞車油路，具煞車作用，同時排檔控制器將排檔桿由 D 檔自動

排入 N 檔。  

二、利用智慧型停車控制系統的裝置，使車輛能防止車身在未踩煞車的狀

態下任意滑動。  

三、本研究係在提供一種無須裝設手煞車系統，以及可以省略掉汽車在停

車時拉手煞車的動作之智慧型停車控制系統裝置。其係當進行停車

(停車 )動作（將排檔桿排入 P 檔）時，微處理器得到停車信號，即令

煞車控制器作動以中斷煞車油路，達到停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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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文獻探討  

國內專利相關之資料查詢，請參閱本國發明公開公報第 200613177 號

「汽車停車動力煞車裝置」，如圖 3-1 所示。但該發明公開公報案實際上仍

會產生至少下列之問題： 

一、其仍應用到車輛之機械結構之手煞車機構，加上手煞車機構係藉鋼索

牽引制動車輪，整體構造上仍舊相當複雜。  

二、其驅動器內為齒輪機構，其構造複雜，且須要另行製作，維修不易以

及增加製造之成本。  

三、當車停時，駕駛者仍須要靠手動排入 N 檔，欲釋放時仍須要靠手動

排入 D 檔或 R 檔，並沒有自動換檔功能，駕駛者仍須要反覆的換檔

動作。  

圖  3-1 汽車停車動力煞車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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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基礎知識  

本研究包含汽車科一年級機械工作法及實習、機電識圖與製圖，二年級

汽車原理及實習、電子概論與實習，三年級機械力學、汽車電子學，搭配汽

車底盤系統教學。  

 

伍、研究設備及器材設備  

一、設備：  

（一）電阻點焊機一台  

（二）MIG / CO2 電焊機一台  

（三）氣焊設備一套  

（四）車床一台  

（五）砂輪機組一套  

二、器材：  

（一）工具組：一字起子、十字起子、中心衝、畫線針、固定鉗、尖嘴

鉗、斜口鉗、套筒組、開口板手、梅花板手、活動板手、

六角板手、油管板手、鋸架、鋸條、瑯頭、剝線鉗…等。 

（二）測量儀器：三用電錶、自製檢驗燈、鋼尺、角尺、捲尺、游標卡

尺…等。  

（三）架上材料：方型鐵、角鐵、平鐵板、旋轉滾輪、螺絲、螺帽、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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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壓克力板…等。  

（四）車用材料：離合器總泵、機車輪胎、避震器、煞車碟盤、輪圈、

煞車分泵、煞車踏板、油門踏板、排檔桿…等。  

（五）電子材料：電瓶、繼電器、LED 指示燈、接點開關、各式電線、

各式接頭…等。  

 

陸、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研究過程：  

本研究之設計流程，如圖  6-1 所示。其各步驟之工作內容如下：  

 

 

 

 

 

 

 

 

圖  6-1 智慧型停車控制系統之研究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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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擬定研究題目及進度：  

本研究小組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針對設計需求，由研究小組成員

集合眾人之創意，探討智慧型停車控制系統的設計及作動效率來擬定研

究題目及進度。  

（二）設計與討論：  

針對本研究設計需求，利用機械工作法及實習（量具使用、電氣銲

設備使用）、機電識圖與製圖 (應用幾何、尺度標註與註解 )、汽車原理及

實習（汽車各機件名稱、功能及工作原理）、電子概論與實習（二極體、

電晶體與放大電路）、機械力學 (靜力學原理、動力學原理 )、汽車電子學

（光電元件、基本邏輯電路）等課程所學之知識，共同討論與設計出智

慧型停車控制系統。  

（三）工作圖繪製：  

應用製圖原理，將初步完成之設計構想，利用繪圖軟體 VISIO 加以

繪製成為組合圖與工作圖，如圖 6-2~6-5 所示。並檢查有無干涉問題。

若有干涉問題，則再行變更設計。  

 

 

 

 

圖 6-2 踏板操作區之模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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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輪胎作動區之模型圖  

 

 

 

 

圖 6-4 儀表指示區之模型圖  

 

 

 

 

 

 

圖 6-5 智慧型停車控制系統之模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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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計審查與建議：  

由指導老師審查設計理念與工作圖之正確性，並提供設計上之具體

建議，使其更符合需求。  

（五）製作過程：  

首先我們研究（智慧型停車控制系統）最佳安裝位置，再著手設計

電路，並將智慧型停車控制系統裝置在模擬的試驗台上，如圖 6-6、6-7

所示，並做模擬測試。  

 

 

 

 

 

 

 

 

 

 

 

圖 6-6 製作過程之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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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作品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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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實物測試與驗證  

將加工完成之成品進行實物測試，如圖 6-8 所示。並記錄油壓系統

與單晶片之關係，再相互比較以進行驗證。  

 

 

 

 

 

 

 

 

 

 

 

 

 

圖 6-8 測試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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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完成  

將設計成果撰寫成研究報告，予以發表，如表 6-1 所示。  

 

 

 

 

 

 

 

 

表 6-1 進度管理甘特圖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設計主要有四主題，主體架成形、油壓系統、車輪模擬轉動系

統及電路系統設計概念，其製作的過程如下：  

（一）主體架成形施工過程：  

實驗架成形施工過程區分兩階段進行，第一階段為減重考量與材料

選擇，如圖 6-9 所示。為達到省錢及輕量化的目的，主體架材質只採用

空心方形鐵，因為空心方形鐵重量與實心鐵條相等，但強度卻是達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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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以上，足以負擔測試的負荷；另一方面除了部分因應造型和對稱外，

其餘皆以達到須包覆之機件及最小空間為目的，減少材料所需之面積，

也是減輕主體架重量的重要方法之ㄧ。  

第二階段為整體設計概念，如圖 6-10 所示。此實驗架結合主體架

進行更完美的銲接及施工，我們不以一台主體架作為滿足，更強調主體

架的耐用性及精準性，有了穩固的骨架才能為實驗帶來更好的測試效

果，這是本研究進行兩階段施工的目的。以下以實作圖作為說明及解釋

的輔助工具，以期讓評審更能徹底的了解。  

 

 

 

 

圖 6-9 減重考量與材料選擇  

 

 

 

 

 

圖 6-10 智慧型停車控制系統之主體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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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油壓系統製作過程：  

油壓系統所包括的部分含之前主體架之製作、車輪總成及煞車系統

作動機件之固定。車輪總成包括：避震器、輪胎、輪圈、碟盤、煞車分

泵、中心軸。依據實車上裝置方法，於避震器與中心軸間焊製一鐵板，

鑽一圓孔與避震器固定端相同直徑，將車輪架起，如圖 6-11 所示。因

此，撐起車輪即可作為模擬實車車輪轉動狀態。另外，使用油壓控制閥

分別連接總泵及煞車分泵完成油路部份，如圖 6-12 所示。  

 

 

 

 

圖 6-11 油壓系統之車輪總成  

 

 

 

 

圖 6-12 油壓系統之油壓控制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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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車輪模擬轉動系統製作過程：  

模擬系統即車輪轉動時所需之動力─馬達。由於馬達本體本身就具

有固定座，所以在支架上利用空心方形鐵焊上欲固定位置，並使馬達可

在一定之範圍內移動調整固定位置，如圖 6-13 所示。  

 

 

 

 

 

 

 

 

 

 

 

圖 6-13 車輪模擬轉動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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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路系統製作過程：  

電路系統系統是本研究製作過程中最主要的，首先設計及繪製電路

圖，如圖 6-14 所示。並討論各線路是否有衝突問題。再撰寫單晶片程

式，在不同停車情況下控制油壓控制閥及排檔控制閥作動。並探討不同

停車情況與停車控制系統的差異情形，歸納出最適合之系統，如圖 6-15

所示。  

 

 

 

 

 

 

 

 

 

 

 

圖 6-14 智慧型停車控制系統 ---系統電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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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5 智慧型停車控制系統 ---ECM 電路圖  



 18

柒、研究結果  

一、智慧型停車控制系統原理：  

本智慧型停車控制系統，為輔助煞車的間接系統，因此，可與原先煞

車控制系統並存，且無需更改原煞車控制油路系統。其動作原理如下所示。 

（一）要進行停車動作時，只需將排檔桿排入 P 檔，煞車放開。此時，

油壓控制閥不通電，油路屬於閉路狀態。因此，藉由此功能可免

去拉手煞車的動作，達到停車效果。  

（二）若遇到臨時之突發狀況欲釋放時，將系統開關關閉或排入 D 檔，

系統未達設定條件下排入 N 檔，即解除自行煞車的效果。  

（三）系統作用時，在 D 檔時踩煞車達預設值 5 秒後 (調整可變電阻值

可改變秒數 )，單晶片便開始動作，系統會先將煞車控制閥斷電，

使油壓保持一定，即煞車作用；此時排檔控制閥將排檔桿由 D 檔

排入 N 檔，完成智慧型停車效用。如圖  7-1 所示。  

 

圖 7-1 傳統煞車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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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慧型停車控制系統之作用流程：如圖 7-2 所示。 

1、油壓控制閥作用情形：如圖 7-3 所示。 

煞車踏板踩下→車輪停止轉動→訊號燈開始閃爍→煞車控制閥

斷電→油路中斷→煞車作用。 

2、排檔控制閥作用情形：如圖 7-4 所示。 

煞車踏板踩下→車輪停止轉動→訊號燈開始閃爍→排檔控制閥

通電→排檔桿由 D 檔排入 N 檔。 

3、停車作用情形：如圖 7-5 所示。 

煞車踏板踩下→排檔桿由 D 檔排入 P 檔→煞車控制閥斷電→油

路中斷→停車作用（※藉由此功能可免去拉手煞車的動作）。 

4、功能解除情形：如圖 7-6 所示。 

煞車踏板踩下→車輪停止轉動→系統未達設定條件→排入 N 檔

→煞車功能解除。 

【主要元件符號說明】 

1....車輛原煞車控制油路系統 

11...煞車踏板      12...煞車增壓器 

13...煞車總泵      14...煞車油壓管 

15...煞車分泵      16...煞車蹄片 

17...車輪輪軸      18...車速感知器 

20...控制單元      21...微處理器 

22...訊號燈        23...控制開關 

24...秒數調諧器 

30...煞車控制器    40...排檔控制器 

50...排檔座        51...排檔桿 

圖 7-2 智慧型停車控制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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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煞車控制器作用情形  

 

圖 7-4 排檔控制器作用情形  

 

圖 7-5 停車作用情形  

 

圖 7-6 功能解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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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討不同停車情況與停車控制系統的差異情形：  

（一）P 檔時，煞車控制閥斷電，油路中斷，停車作用；  

（二）R 檔時，在試驗台之電路設計為燈泡直接搭鐵；  

（三）N 檔時，在試驗台之電路設計為燈泡直接搭鐵；  

（四）在 D 檔時踩煞車達預設值 5 秒後 (調整可變電阻值可改變秒數 )，

單晶片便開始動作，系統會先將煞車控制閥斷電，使油壓保持一

定，即煞車作用；此時排檔控制閥將排檔桿由 D 檔排入 N 檔，

車輪煞緊；  

（五）2、1 檔時，在試驗台之電路設計與 D 檔狀態相符；  

三、探討實際值與預期值差異之因素：  

在測試過程中，一度發現作動無法與上述所說的預期值相符，排

擋至各檔位，發現無論任何檔位煞車皆無法踩下，表示煞車控制閥無

作動；而車輪馬達也在各檔位間高速運轉。種種不正常現象，經由查

明電路配置後，發現送入繼電器之電壓不足，導致繼電器無動作引起

各機件作動不良。  

電路配置方面：經由重新討論後，決定以增加繼電器的數目，由

其他繼電器來控制電源進入各機件或主要控制繼電器來減少壓降，並

將所有燈泡的配置檔由電源先經排檔開關再搭配二極體並聯燈泡，防

止電源經過燈泡而消耗過多的電能。  

ECM 方面：增加了各訊號號及輸出電源線與繼電器相輔相成，控

制各機件正確作動時機及了解各機件當前作動狀態，以利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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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討論  

本研究的主旨在於將智慧型停車控制系統加裝上去以增加停車之方便

性，經由不斷的實驗、修改、證明這套輔助系統。的確對駕駛者有很大助益，

但由於這套輔助系統需佔有相當空間，如何才能避免妨礙原有排檔桿的作動

空間，這將是下一階段研究的主題。  

 

玖、結論  

「我們是個 TEAM!」  

在整個科展的製作過程，老師給予我們很大的自由度，不論是主體架的

設計上或是製作方法，都放手讓我們去做，但有一項很重要的原則無論是什

麼事都不能與其牴觸，那項原則就是「我們是個 TEAM!」。  

本研究設計主要有四部份，主體架成形、油壓系統、車輪模擬轉動系統

及電路系統設計概念，在製作時通常也都會分成三個小部份來同時進行，此

時問題就產生了！因為這三個部份彼此互相牽引，只要其中哪一個尺寸或設

計有變，那其他二個就勢必要跟著改變；若是有哪一個部分進度落後，也會

拖累到其他二人的進度，爭執也因此而起。但老師教育我們是一個 TEAM！

必需相互合作整合才可以克服研究過程中的困境，經由此次研究，我們體會

到 TEAM 的價值。另外在製作初期，老師邀請前年製作科展的學長回來對我

們「面授機宜」。  

此一作品皆為全組人員和老師共同研討完成的，在這過程中，我們所遭

遇到的困難很多，經由多方探討及收集文獻資料，才使我們能如願完成作

品，在製作過程中，我們也體會了團隊合作的精神，也學會了探討問題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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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問題的方法與能力，對於未來的求學有相當大的助益，這應該是我們最大

的收穫。  

在製作過程中的時候，經過老師的指導與建議後，我們即相互研究改

良，再設計另一組電路系統，以前之缺失即得到改善，控制之性能顯著提昇，

作品更加完美。因為得到眾多老師的指導，讓我們學習到更多有效的科學研

習方法，對於日後的求學及學術研討都有相當大的助益，所以我們是一群幸

運的學生，才能經由參加科學展比賽而獲得豐碩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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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語】 090902 

智慧型停車控制系統(Control System of 

Intelligent Parking) 

1. 可做為輔助車輛停車系統。 

2. 可增加駕駛者行車安全。 

3. 可避免誤踩油門，造成危險。 

4. 可加強電路及微處理機的說明。 

5. 宜與車輛製造商探討其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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