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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我們在車禍發生時，我們會打開警示燈然後會在車的左後方

放置三角架，所以我們要選擇三腳架呢?因為外面賣的三腳架是需

要有光罩才會反射，所以我們為了提高它的安全性能不能用日常

中最隨手可得的行動電源，所以我們找了很多的資料，卻讓我們

找到了 3.7 V 燈條，為什麼我們要選擇紅色呢?因為紅色代表危險

的警示效果，當車輛發生故障時，我們的三腳架的燈條可以不需

要車燈的照明就可以提高效率，後方來車就可以立即閃避能提高

車禍再度發生危險。 

 

關鍵字:三腳架.行動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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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車子如果在路上拋錨或者是故障了，應盡快將車子移動到路邊，之後還要再

確認你是否有按下警示燈，接著趕緊再從工具箱裡拿出這個會反光的三角警示架放在安

全距離的位置。所謂的安全距離是將三角警示架放在車子的後方約五十到一百公尺的距

離，好讓後方來車在遠處的距離就能注意到前方的路況。除了傳統的反光警示三角架，

現在還有這種會亮的 LED的警示三角架，將它放置在安全的距離，好讓後方來車看得到，

同時在把車上會閃會亮的東西拿出來，像是這個 LED燈條還有這個備用電源，將它放置

在車子左後方好讓後方來車都能看到前方的故障車輛。 

 

二、研究目的 

    製作這會發光的三角架可以用 LED燈和三角架的結合也是對於晚上車子拋錨或故障

更能夠發揮安全與保障，好使這份專題能夠更具有製作的意義與動機，更能夠發揮它的

功效。 

 

三、製作架構 

            

                            （表 1）製作流程圖 

四、製作預期成效 

     一、太陽能原理學習 

     二、電子原理學習 

     三、電子電路接線學習  



貮、理論探討 

改造後的警示三角架系統有:電流、電壓、LED燈條、發電機等零件組裝所組裝而成的。 

 

  一、汽車警示三角架 

(一) 一般的汽車警示三角架在夜晚完全沒有路燈的情況之下，要有燈光才能反射。 

(二) 由LED登在完全沒有路燈的情況之下，在沒有燈光的照明之下，LED燈自然就會發

揮出它的功效。 

(三) 如果尚未放置三角警示架標示將會導致後車發生追撞...接著會罰款1500-3000m

元。 

 

 

（圖 1-1）一般三角架與 LED三角架：自行拍攝 

 

  二、LED燈條 

     LED 三角警示三角架其有各種顏色，包括紅色,白色,綠色或全彩色

等等的都有複製在需警示位置,這樣才可以裝上閃爍器來控制閃爍與顏色的變

化,才是最方便與最佳的警示照明。 

 

 (一) 規格如下 

1、使用 3.5-5 VDC電壓驅動，不用其它電源，可直接使用 3.7V鋰電池點亮使用，更

為方便，更加安全。 

2、軟燈條的顏色有：白、暖白、紅、橙、黃、藍、綠、紫、紅。 

3、防水工藝：不防水、表面滴膠防水、空心全套管防水、實心套管灌膠防水。 

4、軟燈條採用高亮度，為發光元件，非常柔軟的高導電性散熱係數高的為基板，板寬

有：5mm、8mm、10mm等可以讓您選擇。 

有裝置 LED 燈 一般 



(二) 本專體取用規格 

        3.7V電壓驅動，軟燈條的顏色紅有防水工藝，軟燈條採用高亮度，為發光元件，

非常柔軟的高導電性散熱係數高的為基板，板寬：5mm。 

 

 

       （圖 1-2） 3.7V LED燈條 

   

三、發光二極體 

發光是一個具有二極體的電子特性而會發亮的半導體元件，它雖然擁有整流二極體

的功用，但是它的作用是注重在發光的特性而非整流特性，它其實是一種由半導體的技

術所做成的能源。很多的發光二極體被叫做 III-V族或是化合物的半導體，所以它是由

III族化學因素為：鋁(Al)、鎵 (Ga)、銦(In)，V族化學因素：為氮(N)、磷(P)、砷(AS) 

組合而成的。磷(P)、砷(AS) 組合而成的。 

    

 

（圖 1-3）  發光二極體簡圖 

 



四、太陽能板 

維持植物生長的能量就是太陽光，植物行光合作用，把太陽光的能量，轉換成生

物所需的化學能，就是最好的例子了，面對全球暖化.氣候變遷，聰明的人類利用類似

的原理，創造出了大量的人工葉片，而這些深色的葉片.就是太陽能板，當兩種半導體

結合時，帶負電的 N型半導體，與帶正電的 P 型半導體之間，則會產生電場，在太陽光

的照射下，N型半導體，則會被激發出來.產生電子，P型半導體則會產生電動，透 

過電極，將兩極接通，便可以產生電流，將光能轉變成電能輸出，而當我們在夜晚看見

閃亮的霓紅燈時，其實就是利用太陽光的另一種形式，在淡水河兩岸，建置共有 1200

片的光電板，每年可以發出 20 萬度的電，提供人們遊憩時使用，好讓太陽能板能夠更

讓人感到相當的具有實用性。 

 
（圖 1-4）  太陽能板 

     所以說太陽能板是一個能夠兼具環保又能夠讓空氣保持清晰的一種完好的東西，

相當的了不起，太陽能板除了能夠將太陽光轉變成一種電能，更能夠將太陽能轉變成一

種相當有用的能源，例如:太陽能車.太陽 能發電等等都是太陽能板可以有效利用的一

種方式。 

 

五、太陽能行動充電 

    最近出門在外，手機或平板電腦常常會突然失去電力，而導致使用者無法使用與對

外聯繫，想要聯絡別人都沒有辦法，於是我才想到了如何在野外如果手機或MP3.等通訊

軟體沒電要如何充電，那就是利用太陽能行動充等原理來幫自己的手機等通訊軟體來進

行充電，我覺得太陽能行動充電是一種環保又有實用性的一種特性，只要當任何產品的

電源不足時就能馬上進行充電，實在是再好也不過了，就是因為這樣我們才會想說利用

太陽能行動充來做這個專題，以利我們能夠順利的完成這項作品。 

 



 

 

 

（圖1-5） 太陽能行動充電器 

 

    六、專題介紹 

    我們這個專題最主要是以汽車警示三角架、3.7VLED 燈條、太陽能行動充電、汽車

座充等。將之收納時跟一般的三角板無異，所佔的位置 幾乎沒有佔到任何空間。 

 

 

（圖 1-6）  專題呈現：平常收納時 

 

太陽能板 



若是太陽光不充足，只要有了路燈或是極小的燈光，透過台陽能板，就能在進行充

電，即使行動充沒電，還是能夠轉化為 3.7V 微小電源繼續充電，同時我們還可以讓汽

車警示三角架不會因為沒電的關係而影響了它的電力輸出，重點是：若是車主有手機，

接上手機也是能讓此三角板主動式發光。 

 

 

（圖 1-7）專題接上行動電源(亦可接手機) 

 

    如此一來這個 3.7v 的 LED 太陽能警示三角架才會更顯得具有價值意義的存在，好

使這份專題能夠成功的被大眾給看好這個趨勢，才能夠順利的完成這份專題。圖示為接

上行動電源 LED發光更讓我們的三腳架更顯眼更讓其他駕駛者注意。 

 

 

（圖 1-8）本專題呈現(接上行動電源 LED發光面) 

 



參、專題製作 

一、設備及器材 

 

 

 

 

 

 

     

                                         

                           （表 2）設備器材表 

二、製作方法與步驟 

    這是我們一般轎車與貨車都會配置的三腳架都會附送的，所以它需要依靠光才能反

射                                                

 

 

 

 

 

 

                                      

(圖 2-1)一般的三腳架 

 

這張是我們利用三角架的邊緣的長度配合燈條的長度而訂做的燈條。 

 

 

 

 

 

設備及器材名稱 規格 數量 

三腳架 一般 1條 

LED燈條 長 35mm寬 5mm 3個 

電線 長 18尺 1個 

熱升縮套 長 18尺 1個 

熱熔膠槍 一般 1個 

熱熔膠條 一般 4個 

電工膠帶 一般 2個 

太陽能行動充 一般 1個 

傳輸線 2條 一般 2條 

3.7伏的電池 一般 1個 

端子 一般 4個 



(圖 2-2)燈條的配置 

這張是我們線路的配置，利用了電工的配線，讓我們的燈條以並聯的方法。 

 

 

 

 

 

                                            

 

 

 

(圖 2-3)線路的配置 

這是我們利用 3.7V的直流電讓我們的燈條發亮，我們的行動電源可以隨時取得。 

 

 

 

 

 

 

 

 

 

                                                      

                               (圖 2-4)測試通電 

這一張圖是我們的測試結果，我們的右手方式一般的三腳架，我們左前方是我們改良過

的三角架就可以看出差別。 

 

 

 

 

  

 

 

 

 

 

                               (圖 2-5)三角架的差別



肆、製作成果 

我們的成果是預防後車追撞重複發生，我們利用了 LED燈的光芒讓駕駛者能盡快發

現前方有故障車輛而設置 LED三腳架，我們的三腳架與一般的三腳架差在哪裡，一般的

三腳架只能用光源來反射這樣會讓駕駛者不容易反應我們的三腳架立 LED燈讓後方來車

提早反映要變換車道能提高後方追撞。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製作的過程中，我們利用三角架發光的原理，來達到我們所需的汽車故障警示器，

將三角架內側裝上 LED燈條，在夜間更能夠清楚的顯示故障車輛的位置，當車輛在夜間

故障或拋錨時，警示三角架便能在自行發電的狀態下發出明顯的警示燈，提醒車主前方

的路況，警示三角架便能在夜間發揮作用，才能夠確保在夜間行車的安全。 

二、建議 

 

車子在路上行駛到一半拋錨是很難避免的，聽說有不少人因為沒有放置警示三角架

而導致後方車輛追撞過來而發生意外，由此可見事情的嚴重性，為了不要再讓意外一直

持續下去，建議所有駕駛人在上路之前都應該隨時攜帶警示三角架，好利於降低意外的

發生性。 

 

我們利用了 LED和警示三角架來提醒後方車主知道前方的路況，好使你我都能夠覺

得安心，不必再遭到後方來車的追撞，向意外說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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