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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如果我們在腳踏車的後方裝置了一個方向燈，就能提醒後方車輛，或許也能大大的減

低發生事故的機率，過去發生過許多這樣的事件，這都是因為方向燈所造成的車禍，這

是一個很大的傷害，所以我們才想到了這個裝置，避免再有讓人遺憾的事情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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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研究動機 

 

近幾年政府推動綠能環保政策，許多民眾都改以騎乘腳踏車來上下班，取代以往汽車和

機車的代步工具，所以我們利用這次專題 腳踏車 LED發電機 來幫助騎乘腳踏車者達到

夜間騎乘的照明，腳踏車也不需加油也能減少民眾的一個負擔。 

 

二、研究目的 

 

現在市面上腳踏車 LED頭燈很容易就可以買到了，也是可以提升在路上行時的照明度，

但是那些頭燈大部分都是要消耗電池的。 

然而現在的油價雖然有降下來，但是我們忽略了一個重點就是地球的環境與汙染越來越

嚴重了，可能就是過度的開發而造成的這已經是無法改變的了，所以騎腳踏車不僅可以

節省能源更可以達到運動的目的。 

因此，在製作這個專題時，我們想到可以利用腳踏車的動力，來帶動發電機的發電，然

而讓 LED燈閃閃亮起，在夜晚騎腳踏車的騎士們能在夜晚的照明度提高許多。 

  

 

三、研究流程 

 

（表 1）製作流程圖 



四、預期成效 

 

   (一)直流電的運用與探討 

   (二) LED 燈的研究 

   (三)製作專題能激發我們的創造力和執行能力，從動手做才能更了解電路的               

處理，由做中學並從中發現問題修正錯誤，也發現 LED 電路的應用。 



 

貳、正文 

 

一、磨電機 

磨電機：選了磨電機 12v-6w，因為便宜，「標示」的瓦數高，而且換車使用容易。 

 

（圖 1-1）磨電機 

 

如下圖下方黑色部份遮住的是彈簧，旁邊的直立鐵片是彈簧開關，就是使用這個彈簧將

磨電機滾輪靠往輪子，提供摩擦力道。 

(一) 基本原理  

以外力使置於磁場中的線圈轉動，使線圈內磁通量發生變化，產生感應電流，使力學能

變成電能 。 

(二)主要構造 

1、場磁鐵：產生磁場的磁鐵 

2、電樞：產生感應電流的轉動線圈 

3、集電環：導出電流之金屬環，隨線圈轉動       

4、電刷：與集電環接觸，輸送電流至外電路 

 

（圖 1-2）交流發電機主要構造 



二、磨電燈 

由前燈、後燈、磨電機三部份組成，其中的磨電機是由磁鋼定子鐵芯線圈架及機殼

組成。 

磁鋼有 4對磁極，定心鐵芯呈圓形結構，它的尺寸精確，它與轉子磁鋼間的間隙可

以作得很小（<0.75mm）它們的工作原理，由於本實用型採用的是四對磁鋼。 

另外磨電機的定子芯設計成圓形結構，其尺寸精確，並與轉子磁鋼的間隙做得很

小，從而減小漏磁，提高了磨電機的效率，由於裝配精度高，在磨電機運轉時也不會與

轉子磁鋼摩擦，故阻而力小，無噪音。 

 

 

（圖 1-3） 磨電燈 

四、LED 燈條 

 

發光二極體照明（英語：LED lamp）是指利用發光二極體作為光源的技術，大致可

分為半導體發光二極體及有機發光半導體（OLED）兩種主要類別。目前用在照明上的主

要是半導體發光二極體，但使用高分子發光二極體（PLED，屬 OLED的一種）作為照明

光源的研究，也正在進行中。 

單顆發光二極體的光度比傳統燈泡和省電燈泡低很多，所以一個燈泡通常會包含多

顆發光二極體。近年，二極體技術提高，高功率、高光度的發光二極體陸續上市，使得

這類燈泡漸有取代其他傳統光源之勢。已有廠商推出單顆設計的照明用高功率 LED晶

片，只需 100瓦的電力，就能發出 7,527流明的光度。[1] 。除了用於專為 LED所設計

的燈具外，LED也可在加裝轉換電路與相關的穩定裝置後，製成與其他光源兼容的燈泡，

安裝於傳統光源的燈具中。 

由於二極體是使用直流電（DC）驅動，所以 LED燈泡內通常設有電路，以將日常使

用的交流電（AC）轉為直流電，以供電給泡內的 LED。此外，高溫會損壞 LED，故 LED

燈泡一般會配以散熱片等散熱配件。LED燈泡壽命長、能源效益高，主要缺點在於初期

的建置成本比螢光燈管等傳統照明光源高。 

 



 
（圖 1-4）LED燈條 

 (一)作動原理及線路示意圖 
 

踏車動力傳至磨電機使磨電機發電，再把磨電機輸出的電經過穩壓器整流後儲存在

電容器，而太陽能板吸收太陽光後經由太陽能電池將電力經過穩壓器儲存於電容器，然

後啟動本裝置開關開啟電源，將電力送至自行車燈上。 

 

（圖 1-5）腳踏車線路配線圖 



貮、理論探討 

     2008年，1月至 9月共 有 504件腳踏車相關事故，其中 1件死亡，餘 503件都有

騎士受傷，傷亡率等於百分之百。部分腳踏車騎士上路態度過於隨興，動輒不依規定轉

彎，搶車道，穿越馬路中央等情況，加上腳踏車速度不快卻機動性高(隨時出沒)，一旦

與動力車輛太靠近，難免有一方很難閃避。 

 

     2009年，花蓮縣警局交通隊詳細統計 3 年來 1至 6月的自行車車禍，發現今年上

半年自行車的車禍件數，超越去年同期，三年來自行車車禍數持續上升，交通隊正擬定

宣導及勸導計畫，希望降低下半年車禍數子，保障自行車騎士安全。 

參、專題製作 

讓我們的腳踏車能像機車一樣能夠有燈照亮的保護我們能更加的安全，所以我們做了汽

機車我們也有我們安裝了模電機讓腳踏車在外面行駛的輛可以持續很久讓我們安全更

加持久。 



參、專題製作 

一、設備及器材 

電線 18呎 2捆 

電工膠帶 一般 2個 

LED燈專用閃爍器   1顆 

三段式開關   1顆 

束帶 大小包 2包 

摩擦發電機   1顆 

鋰電池   2顆 

9V乾電池   1顆 

LED燈條   11條 

腳踏車   1台 

（表 2）設備器材表 

二、製作方法與步驟 

我們利用腳踏車輪胎轉動讓發電機的齒輪與胎皮作為摩擦，可一邊騎車一邊發電讓我們

的電力可以持久。                             

（圖 2-1）裝設摩擦發電機 

我們的磨電機是配合我們的 LED燈作為電力的來源。 

 

 

 

 

 

 

 

 



（圖 2-2）發電機的線路配置 

 我們利用了 LED燈的明亮的安全，我們還考量一般的腳踏車只有閃爍的功能， 

所以我們裝上了可以左右個裝上一條燈條作為方向的閃爍功能。 

 

                            （圖 2-3）燈條的配置 

式的開關,而控制左右兩邊的燈條,透過閃爍器讓開關可以隔絕兩邊閃ㄨ式的開關,而控

制 

                           （圖 2-4）接線線路的配線 

左右兩邊的燈條,透過閃爍器讓開關可以隔絕兩邊閃握的開關,而控制左右兩邊的燈條,

透過閃爍器讓開關可以隔絕兩邊閃爍的開關,而控制左右兩邊的燈條,透過閃爍器讓開

關可以隔絕兩邊閃爍。 

（圖 2-5）我們裝上了兩段 

                              



參、結論 

 

     現在騎乘機車的人越來越多，因為環境空氣汙染，所以本研究構想出利用腳踏車

的轉動，裝置摩擦發電機，踩踏時發電讓 LED 燈發亮，所以我們會利用腳踏車來做這次

專題，可達到環保又安全的效果。 

 

一、利用磨擦發電機裝置前輪踩踏時發電達到 LED燈發亮。 

二、利用磨擦發電機循環功用達到環保功能。 

三、透過此座動達到環保無汙染的效能。 

四、減少廢氣排放汙染空氣，也達到夜間騎乘安全。 

肆、製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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