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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由於現今停靠路旁的汽車車輛愈來愈多，然而車門事故的發生率有是在逐漸

的上升當中，但是為什麼這類的事故會一直發生呢?我們開始探討解決的方案，

規劃出了幾項最可能造成車門事故發生的原因，靈機一動後我們發現後方機車駕

駛之所以會撞上就是因為，汽車車門再開啟前沒有出現任何警示的東西，才會使

後方駕駛不留意而撞上。 

   經過我們的討論與設想後，決定在車門旁加裝投射警示器，這個投射警示器

它的作用範圍有些不同，我們想將它投射在汽車車門旁的地板作為警試圖訊號，

這樣的巧思能使後方駕駛明顯看到，早一步察覺到危險地帶。 

   另外本專題還有一些方便且能有效防止著門事故的功能，我們在車門內多加

了一個陰極鎖，並且由我們這次的專題核心 Arduino控制，設定在熄火後能夠立

即地作動，鎖上陰極鎖 3秒讓駕駛不要匆忙打開，當然同時也會開啟我們的投射

警示器，好來提早告知後方行車人的安全，而我們的 Arduino還設有超音波感測

器，隨時感知信後給 Arduino控制作動，這幾項貼切的功能我相信絕對能大幅降

低車門事故發生率。 

 

關鍵字：超音波感測器、陰極鎖、LED 照地燈、Ardu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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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製作動機 

            由於現今我們可以看到臨時停在人行道外圍的車輛非常的廣泛，而   

        當駕駛急於下車時或者是沒有注意到自身安全時，都會導致後方來車  

        追撞，如圖 1是我們的車門事故發生率，可見的這種車門開啟傷亡的  

        機率極高，然而機車駕駛也會覺得恐慌，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突如其 

        來的車門導致事故的產生，所以我們想利用這次的專題來減少車門事 

        故的發生率。 

 

 
圖 1車門事故死亡率 

資料來源:(TVBS新聞台) 

 

   二、製作目的 

            我們想利用之前看過的 LED照地燈，作出能夠投射在車門旁邊的   

        投射圖，作為警示後方來車動作的一個警示圖，我們將在車門外側加 

        裝這個改裝後的 LED照地燈，並且連結至 Arduino控制，讓駕駛者停好   

        車轉動熄火時就可以立即的啟動警示投射圖，可使後方駕駛迅速得知前 

        方車門即將開啟，好注意自身安全，而這個改裝的 LED 投射器我們將 

        運用雷射二極體，雷射二極體放出的雷射可以明顯讓人看見，再透過聚  

        焦境的擴散做出警示圖形，然後使用適當的角度投射出去。 

            

            為了讓汽車駕駛更加安全，我們有加裝了陰極鎖作為保護裝置，在  

        熄火的啟動照的警示燈的同時，鎖住車門 3秒的時間，提醒駕駛察覺附  

        近車況，避免操之過急發生不當的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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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製作架構 

擬定主題 

 

收集相關探討文獻 

 

小論文撰寫 

 

工作分配 

 

選購相關零件 

 

討論製作方式 

 

製作過程與測試 

 

整合報告與發表成果 

 

  四、製作預期成效 

(一) 可以警示後方駕駛者，前方車門即將開啟，並免事故發生。 

 

(二) 能夠明顯做出警示圖形，使後方駕駛容易看見。 

 

(三) 讓全隊能夠發揮所學的技能，並且分工合作。 

 

(四) 能狗有效提醒汽車駕駛注意安全。 

貳、理論探討 

一、相關探討文獻 

 

(一)LED 照地燈介紹 

               圖 2是一般的 LED照地燈款式，他是將投射圖做成廠牌 LOGO

或者是圖片來投射在地陎，但是他們是做成開門後才會此項功能出

現，所以我們想要引用這個投射概念在我們的專題製作，會將車門

外裝置或者是裝置在後照鏡下方之類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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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圖 2 所見 LED照地燈還可以依照不同的喜好，做出不同的樣式，用       

     途非常的廣泛，可以用來美化車子，做出絢麗拉風的出場風格，迎照出屬 

     於自己的獨特氣氛。 

 

 
圖 2 LED照地燈 

資料來源: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9177438881) 

 

(二)選用雷射二極體 

 

1、 圖 3 雷射二極體它是一種雷射產生器，而它是以半導體來做為工作

物質，屬於固體的雷射產生器，一般的二極體其實就跟大多數的雷

射二極體在構造上極為相似，雷射二極體它在運作的時候，沒有間

接能隙造成能量的損失，可知它的效率相對提高。 

 

圖 3雷射二極體發出可見雷射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2、 而我們會選用雷射二極體是因為到了現在，它能夠發出的光向紅外

線或紫外線，已經遍及可見光，光度提高到相當高的一個程度，用

來作為我們這次專題的警示燈非常的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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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一般雷射二極體 

資料來源:(http://www.led-shop.com.tw/nax64LD.htm) 

 

   (三)用凸透鏡擴散雷射 

 

           凸透鏡是屬於一種能夠把聚集在一起的光線散開後發射出來的設備，

而這正是我們專題所需要用到的器具，使用禿透鏡可以將原本大小不足

的圖形做一個調整，更加的方便了我們的投射顯示功能，如圖 5所示將

雷射擴散開來。 

 
圖 5凸透鏡雷射照射圖 

圖片來源: (Leridant~commonswiki) 

 

   (四)使用 Arduino 控制 

 

1. Arduino 可以使用在各種的電子裝置上，例如 喇叭、馬達、開關、

LED、以及 WIFI等各種通訊用模組。 

 

2. Arduino 的功能就是可以配合程式，做出各式各樣的自動化控制及

應用，像是控制馬達轉速、紅外線遙控家電等。 

 

3. 而我們使用 Arduino就是為了方便控制我們所做的車門警示器的照

射時段，這樣就可以事先寫好程式來方便運作。

http://www.led-shop.com.tw/nax64LD.htm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User:Leridant~commons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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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Arduino Uno 

資料來源: (維基百科) 

 

圖 7 Arduino Duemilanove 

資料來源: (維基百科) 

(五)加裝陰極鎖 

 

1、 陰極鎖是屬於電控鎖的一種，一般常用於門禁系統的通路管制，像一般

的陰極鎖可廣泛應用於各種門窗甚至抽屜之使用。 

 

2、 陰極鎖和一般的電鎖不太一樣的地方在於陰極鎖它是無法單獨拿來使

用的，它必頇搭配機械鎖匣子，才不會因為停電之因素造成門戶大開。 

 

3、 而我們會使用陰極鎖來控制車門的目的在於，平時可以用電控方式進出

通路。另一方陎也可以用鑰匙，直接開啟機械鎖匣，達到「電控」與「手

動」雙用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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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BSI陰極鎖 

資料來源:(http://www.bsi-hardware.com/proshow_tw.asp?num=92) 

 

(六)使用繼電器幫助電路流通 

 

       「繼電器是一種以小電流控制大電流的電路元件」(張志銨，2012)，因

此  

    我們需要以繼電器來配合我們的 Arduino做電路的控制，繼電器這個器具對  

    我們來說並不陌生，在汽、機車就很常看見繼電器的蹤影，而且他是個很多 

    用途的好幫手，構造也想當的簡單，是一種非常好用及簡單的電子控制元件 

    ，也經常出現在日常生活裡。 

 

圖 9繼電器 

資料來源:( http://coopermaa2nd.blogspot.tw/2011/03/blog-post_26.html) 

 
圖 10繼電器電路圖 

資料來源:( http://wenwen.sogou.com/z/q212148545.htm) 

http://wenwen.sogou.com/z/q2121485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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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警示燈電路架構 

 

1、圖 11是車門開啟警示器的電路架構圖，此電路架構可以發現我們的製作

大多是以 Arduino控制整個電路，由於 Arduino算是最簡易的晶片控制

系統，所以很方便使用。 

 

2、我圖 11電路架構分為引擎熄火後立即開啟警示器圖形以及熄火後 3秒才

能順利地開啟車門這兩種裝置，兩者看是簡單卻格外的重要，可以確保

駕駛人安全。 

 

3、當駕駛者急著想離開車子時，引擎熄火就能馬上地開啟警示裝置，並且

限制駕駛的出門時間，以確保駕駛有認真地確認附近的通行車輛，以免

發生危險。 

 

 

 

圖 11 警示器電路架構 

資料來源:(本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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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專題製作 

一、設備及器材 

 

專題製作使用儀器（軟體）設備 

儀器（軟體） 

設 備 名 稱 
應  用  說  明 

筆記型電腦 查詢相關資料及製作報告 

隨身碟 儲存專題相關檔案 

印表機 列印專題之論文 

投影機 報告專題文件之使用 

相機 紀錄專題製作過程 

三用電錶 測量電路是否正常 

 

專題製作使用材料名稱 

材 料 名 稱 規    格 單位 數量 備 註 

磁力鎖  顆 1  

超音波感測器  顆 1  

雷射投射器  個 1 紅色 

Arduino 5V 個 1 UNO 

電線  支 n  

麵包版  個 1  

模型車  台 1  

降壓器  支 1  

電瓶 12V 個 1  

繼電器 5V 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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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製作方法與步驟 

(一) 先用雷射二極體與凸透鏡做出投射器 

(二) 分工合作開始進行線路改良 

(三) 接上準備好的電瓶與鑰匙開關 

(四) 使用三用電錶測量 

(五) 車門旁裝置磁力鎖與配置線路 

(六) Arduino程式抒寫 

三、 專題製作 

(一)先用雷射二極體與凸透鏡做出投射器 

       

               圖 12、13 雷射投射警示器 

 先選用雷射二極體與凸透鏡來做出我們的警示器，上圖是我們的製作警   

 示器的實品。 

(二)分工合作開始進行線路改良 

       
                  圖 14、15 線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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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是我們的線路配置，先在我的模型車上準備電瓶，使用銲槍跟銲錫做連結

線路。 

(三)接上準備好的電瓶與鑰匙開關 

      

         圖 16、17 連接車內電瓶鑰匙開關 

我們將開關做成鑰匙開關，這樣方便操作用起來很順手。 

  (四)使用三用電錶測量 

        

             圖 18、19三用電錶測量線路 

使用三用電表測量一些電路結構，這樣在製作的過程中能夠邊做邊學，

解決問題。 

(五)車門旁裝置磁力鎖與配置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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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0、21 磁力鎖開關  

 

我們先以磁力鎖來代替陰極鎖，原因是因為他們的功效是一樣的，在模型車上

先以磁力鎖來代替較為便利，用來鎖住車門。 

(六)Arduino程式抒寫 

 
圖 22 Arduino 配置 

我們利用 Arduino 寫入程式來始車門熄火時作動陰極鎖。並且啟動紅外線車

門警示器。 

肆、製作成果 

 
     圖 23 警示器作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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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 汽車車門安全警示燈能有效使後方車輛在安全距離範圍內改變車道，

使後方駕駛人能夠迅速地避開前方即將開啟的車門。 

 

二、 汽車車門安全警示器在夜間或日間開啟車門時，都能有效使後方駕駛

人看見車門即將開啟， 使駕駛人可以提早反應並且避開撞擊。 

 

三、 這個車門警示器在平常開啟時，能夠達到美觀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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