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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混合動力車輛是使用兩種或以上能量來源的車輛，而推動系統可以有一套或

多套。常用的能量來源有燃油、電池、燃料電池、太陽能電池、壓縮氣體等，而

常用的推動系統包含內燃機、電動機、渦輪機等技術。目前市面上的混合動力車

多以內燃機及電動機作為推動系統，使用燃油驅動內燃機以及電池驅動電動機，

此類混合動力車稱為油電混合動力車（Hybrid electric vehicle，簡稱 HEV）。

多數油電混合動力車比同型純內燃機車輛有更好的燃油效率及較佳的加速表

現，被視為較環保的選擇。近年來，有些車輛能夠透過充電站或家用充電設備從

輸電網路為車輛電池充電，被稱作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Plug-in HEV，簡稱

PHEV），如果電網中的發電廠使用可再生能源、碳排放量低的發電方法或採取電

力離峰時間充電，那就可以進一步降低 PHEV的碳排放量。混合動力車輛的缺點

在於售價往往較純內燃機車輛高、電池的壽命受限等。 

 

關鍵詞：內燃機、電動機、渦輪機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7%83%E6%B2%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6%B1%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7%83%E6%96%99%E9%9B%BB%E6%B1%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9%98%B3%E8%83%BD%E7%94%B5%E6%B1%A0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3%93%E7%B8%AE%E6%B0%A3%E9%AB%94&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7%E7%87%83%E6%A9%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5%8B%95%E6%A9%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A6%E8%BC%AA%E6%A9%9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2%B9%E9%9B%BB%E6%B7%B7%E5%90%88%E5%8B%95%E5%8A%9B%E8%BB%8A&action=edit&redlink=1
http://en.wikipedia.org/wiki/Hybrid_electric_vehicl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C%B8%E9%9B%BB%E7%B6%B2%E8%B7%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F%92%E7%94%B5%E5%BC%8F%E6%B7%B7%E5%90%88%E5%8A%A8%E5%8A%9B%E6%B1%BD%E8%B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AF%E5%86%8D%E7%94%9F%E8%83%BD%E6%BA%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7%E7%87%83%E6%A9%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5%8B%95%E6%A9%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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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製作動機  

太陽能就是替代能源也是綠能的一種，人們因此也研發出太陽能車及

電動車的複合動力車。但太陽能車在太陽光不足時，就不能產生最大的動

能，因此我們就提出複合動力車，能在太陽光足夠時能達到一邊行駛一邊

蓄電的方法，這樣就能減少時間在充電上，並且能讓駕駛安心使用太陽能

車，且增加了電動車的續航力。 

 

二、製作目的 

為了節能減碳及環保愛地球和對石油的依賴，我們製作可以一邊行

駛、一邊充電的零污染動力車，當太陽能電力不足時，可以切換成電池供

應電力，當太陽能電力足夠時，除了供應馬達電力還可以利用多餘電力供

應電池。 

 

三、製作架構 

 

確認主題 

 

探討相關文獻 

作業分配 

專題呈現 複合電動車製作 

 

製作程序與整修 

 

 

 

小論文撰寫 

整合與發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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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製作流程圖 

四、預期成效 

(一)增加綠色能源的使用方法與對交通運輸的改變。 

         (二)太陽能車不會造成空氣汙染並且給予人們更優質的環境。 

         (三)能減少人們對石油依賴。 

         (四)無噪音，行駛時舒適。 

 

        一般認為學習會含有不同的方法，通常會包括研究、製造、管理 

     及有關結構各範圍，「學習是一項有目的的活動，學習並非自發性，也 

     不是不花成本的，除可從「做中學」，還可以從 R & D中去學習」。 

    （Dodgson、 1991 ）。 

 

 

貳、理論探討 

 

一、複合動力車 

        

            複合動力車就是使用兩種或以上的動力來源作為驅動力的車款，一

般的複合動力車都是石油配合動力，可做到節能減碳的作用但是既然用

到了石油，還是會造成污染，所以我們想到了太陽能配合電池能的動力

車，達到最好的排放零污染，行駛時無噪音高舒適性。 

 

参、專題製作過程與方法 

    

   一、專題製作 

(一)、底盤設計 

 

車子的底盤是很重要的，底盤除了跟輪

子配合外，還要非常的工整，以便之後零件的

安裝上後不會有重量傾斜問題的，並且要製作

堅固才能穩定而不易搖晃，如圖(2)所示。     圖(2) 車身底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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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底盤並加裝馬達 
 

這個馬達就像是汽車的引擎一樣，並

且也是動力來源之一，而馬達的轉速以及

齒輪的齒數比是取決於車身移動的速度與

瞬間的扭力，如圖(3)所示。               
圖(3) 加裝並固定馬達 

 

(三)、製作輪子與輪軸 

 

輪子是車子移動時務必一定要擁有的

零件，輪子的大小取決於車子的速度，但

是如果輪子不圓或者輪子與輪子中間連結

的輪軸不良，則可能會讓車子的性能大大

的降低。如圖(4)所示。 

                                      圖(4) 輪子與輪軸 

(四)、調整輪軸中央的冠齒輪與馬達接合

處的軸齒輪輪軸中央的冠齒輪與馬達接合

處的軸齒輪，就像是車子的傳動軸和引擎

一樣是傳送動力給各個輪子，而讓車子移

動，且齒輪跟齒輪之間須確實咬合，但不

可過緊，否則馬達會產生高負荷。如圖(5) 

所示。          

圖(5) 冠齒輪與的軸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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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頭頂車殼製作 

 

車殼就像是房子的屋頂，而我們會將太            

陽能板至於車殼的上面，這樣子太陽照射時                

就可以直接照射到車殼上面，並且以方便太 

陽能源的儲存，而使太陽能車能更快處存太 

陽能源。如圖(6)所示。                  圖(6) 車頂加裝太陽能板 

 

(六)、電池的裝入 

        

既然車子裝上了太陽能板，那就不能缺 

少電池。電池是在車子產生電能時將此電能 

儲存起來，並且在沒太陽時由電池直接供應 

馬達能源來代替太陽能源，解決了沒有太陽     

能時的問題。「鎳氫電池:這種電池的能源密 圖(7) 太陽能電池結構 

度太陽能電池結構不及鋰離子電池，但是在  

安全性及成本方面比較有利，所以各種動力 

車先行採用」。(林振江、施保重。2009 )如圖 

(7)所示。   

 

(七)、電路控制板 

1、當電力過低時自動以電池的電力來供應設備所需電力，已依個稽納

二極體控制串接的電晶體，輸出電壓 7.5V，備用電池 7.4V串接至 D7跨接

至輸出端，當電力消失時即可以電池電力代替，當電力經過 D7後會有降壓，

約有 7V的輸出。R3是一附加的功能，當電力正常供應食可可以使充電池充

電，他有正確電流可以稽納二極體及電池電壓的不同中發現約可提供 0.7mA

的電流。也可以改變電壓，只要增加太陽能板、稽納二極體及電池就可以了，

但是 D7會降壓 0.5~0.7V左右。 

 

 

 

 

 

 

 

 

圖(8)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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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電力正常供應時可以使充電電池充電，電流可以讓稽納二極體及電池

電壓的不同中發現約可提 0.7mA的電流。而改變電壓，只要用換變壓器

乾出電壓、稽納二極體的電壓及電池就可以了。 

 

 

 

 

 

 

 

 

圖(9) 為電路控制板正面         圖(10) 為電路控制板反面 

 

 

 

肆、製作成果 

 

(一) 解決能源短缺的困境 (石油危機) 。 

表(1) 國際國內油品價格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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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www.moeaboe.gov.tw/oil102/cpknew/A03/A0305/oil_trend1.asp 

  

(二) 減緩氣候變化帶來的負面效應(全球暖化)。 

 

1、 前美國副總統高爾在”不願面對的真相”中提到每個人都可以做 10 件

事來拯救地球,包括開複合動力車。  

2、 地球暖化已是不爭的事實。 

3、 金磚八國的竄升加速環境的汙染。  

 

(三) 創造更佳居住環境的空氣品質(環保意識抬頭) 。 

1、CO2排放量是被認為造成氣候變化主因。 

2、1997〜2012.04 TMC銷售 TOYOTA＆LEXUS的複合動力車已減少 2 千 6百

萬噸的 CO2 排放。 

2、 油電環保節能車是豐田推廣目標與貢獻。 

3、 TOYOTA豐田汽車預計明年 2015年出產燃料電池車。 

4、 舒適佳寧靜度 100%。 

作者認為「專業」與一般所謂「職業」(occupation)與「行業」(trade)

最大的區別在於「專業」需有高深的學理與技能，並且必須接受特殊的

訓練才能勝任該工作 」。( 楊國賜、1987 ) 
 

二、 成果 

 

 
圖(11)測試太陽能板                       圖(12)跑道測試 

 

 

http://www.moeaboe.gov.tw/oil102/cpknew/A03/A0305/oil_trend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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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完成品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由於現在的太陽能車在充飽電後接直接使用，並且一直使用至沒電，才繼續

讓他充電，這樣不但浪費時間，而且也不能行駛多遠就會沒電了，因此這次我們

所製作的專題，是要去改造太陽能車在一邊行駛時一邊用太陽能充電，並且可以

行駛更久，也不必擔憂到電池沒電的問題，因此可以增加此複合動力車的續航

力，更不會讓石油加速的消耗殆盡，可以在沒太陽能時由電池供應繼續行駛。 

 

二、建議 

 

這次的製作雖然可以在沒太陽能時行駛，但是無法在沒太陽光時讓電池充電

並續航，而這就是我們之後研究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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