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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隨著科技的發展，車輛工業技術發展也不斷進步，不斷的在汽車上加入新科技將許

多元件人性化。本論文以汽車所必要之原件煞車系統作為探討，煞車主要為控制汽車的

制動，以控制汽車的速度及慣性。 

本論文主要以一般的手煞車系統及煞車系統作比較.過去手煞車及煞車分離分別控

制行駛時的制動及控制駐車時的制動,經由許多事件的發生,本小組蒐集到許多手煞車

未拉的事故及傷亡事件,最後決定將兩者融合使煞車擁有駐車效果。 

並保存原始機械式的手煞車系統，避免因長久未更換煞車油導致煞車系統完全失

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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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製作動機 

 自從汽車發明以來，跟汽車有關的意外事故便不斷發生，當車輛在停止時，

如果是停在斜坡，而又沒有拉起手煞車，導致車輛開始下滑，雖然移動的慢，但

車輛因為本身的重量，沿著斜坡下滑時，動量是非常可觀的，因此一不小心便會

造成意外事故。近幾個月在新聞媒體上常可見到車主因為未拉手煞車造成車輛下

滑夾傷或撞死人的相關報導。所以引起了我們對於手煞車的重視，因此我們決定

用在校的所學發揮在這手煞車的發明上。 

二、 製作目的 

利用車上現有的設備加已改造，使駕駛人在斜坡有防止忘記拉手剎車的困

擾，在平地則有防盜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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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作架構 

a  

   

表1 製作步驟架構圖 

訂定目標及研討有關煞車系統之相

關主題 

研究系統 資料收集 討論主題 

資料彙整 

製作論文 

論文雛形 

論文彙整 

實際操作 

試驗成品 

成品及論文整理 

製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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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預期成效 

(一) :在上，下坡時只需踩下煞車，即有駐車效果。各項電子元件認識與學習 

(二) :在上，下坡沒有拉手煞車也不需要擔心車輛滑落。           

(三) :使駐車的安全增加。 

(四) :使用高職二年級學習到的剎車系統，來改造車輛，使車輛更佳安全及便

利。 

(五) :讓我們的寫作及報告能力提升，對未來大學、職場上的幫助很大。 

(六) :學習簡報製作及上台報告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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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理論探討 

  一、剎車系統原理 

煞車是交通工具中不可免去的一部份，煞車是指一種令交通工具從前進中停止下來

的制動系統，透過使車輛車輪的轉動減慢來停車。 

二、碟式煞車簡述 

這種煞車系統會在輪胎外側另外加裝煞車碟盤，以及在前叉旁加裝固定的煞車卡鉗

用來夾住煞車碟。卡鉗的移動是利用煞車拉桿旁邊的煞車油來推動，藉由煞車油壓的方

式，可以使卡鉗夾住碟盤的力量遠遠超過手能提供的力道。煞車力道絕對是碟式煞車的

優點之一，不但如此，由於煞車碟盤外露的關係，煞車的散熱也比較沒有問題，更有些

碟盤上頭有打洞或是畫線，這些不但可以幫助散熱，也可以幫助排除累積在碟盤上面的

砂石或是煞車來令片產生的碎削。碟煞當然也不是萬無一失，當油壓系統失效的時候，

還是會發生致命的意外的。所以碟煞系統務必要特別注意煞車油的補充，並且檢查油壓

管是否有任何破損或是滴露的狀況。油壓系統的問題絕對是行車前絕對要檢查的。碟煞

和鼓煞一樣都要根據來令片的消耗來更新。鼓煞大多會在其機制的上面標示三角符號，

當調整鬆緊的螺絲已經轉過三角符號時，便要更換來令片。碟煞則需要利用手電筒檢查

來令片，若是來另片中間的溝槽已經磨消失了，便是該更換的時候了

      

圖1 碟式煞車分泵及碟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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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鼓式剎車簡述 

(一). 鼓式制動器由制動鼓和制動蹄片組成。制動鼓的外形像臉盆，由散熱性

能好的金屬製成，隨同車輪一同旋轉。制動蹄片安裝在固定不動的剎車底板上，兩

片弧形的制動蹄片組成一個直徑略小於制動鼓的圓，伸進制動鼓之中。踩剎車時，

驅動機構將圓形的制動蹄片張開，具有高摩擦性能的制動蹄片與制動鼓的內表面發

生劇烈摩擦，迫使旋轉中的制動鼓逐漸減速直至停止旋轉。相互摩擦的過程中，剎

車鼓的動能被轉化成熱能，使車輛減速至停止。於近距離非接觸開關。 

四、煞車倍力器原理 

 

圖2 煞車總泵及真空被力氣圖示 

      裝在煞車踏板與煞車總泵之間，作用是加強從踏板往總泵去的力道，  讓駕駛

踩煞車時較省力，作用方式是利用引擎運轉時，進氣岐管產生真空吸力，用一條真

空管，連接歧管和倍力器，使倍力器中產生負壓，再由倍力器裡的真空閥與大氣閥

之開關動作來做控制，簡單的說就是當踩下煞車時，有駕駛的腳力和倍力器的吸力

兩種力道，一同施向煞車總泵，讓煞車更輕鬆靈活，制動力也更強；倍力器壞掉時，

就會發生踩下去很硬，就像不發車時踩煞車一樣，（車子沒發動，倍力器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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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煞車總泵原理 

 油剎車是由剎車總泵和剎車油儲罐組成的。他們一頭連著剎車踏板，一頭連著

剎車油管。剎車總泵內儲有剎車油，並有出油口和進油口。當踩剎車時，出油口打

開，進油口關閉。在泵體活塞的壓力下，剎車油被擠出油管向各剎車分泵流去作制

動功能。當鬆開剎車板時。剎車總泵裡的出油口會關閉，進油口打開，使剎車油從

各剎車分泵回流到剎車總泵內，回到原始狀態。 

此模組能分辨出我們設定的指令如:發動引擎、開大燈等等，在他偵測到事先輸入的

指令時能給予電腦信號使電腦做出適當的動作應用方向:用於車身各項控制的聲控

以提供更便利的操作性  

 

 

圖3 煞車總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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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煞車油管原理 

 一、剎車油管是連接剎車泵和剎車片頂柱的，當我們踩下剎車的時候，剎車泵會

通過剎車油給剎車片壓力，兩個剎車片擠壓剎車盤，從而達到汽車減速停止的目

的。基本上就這三種油管了。 

二、兩者的差別: 

1.不易爆管突然煞車油管所承受的油壓非同小可金屬油管結構強不易產生爆

管。 

2.排除膨脹效應塑膠油管受壓膨脹會使煞車行程增加，金屬油管煞車行程較短

反應較線性、立即性。 

  

 金屬油管 橡膠軟管 

優點 
較不易爆管、油壓承受力強、車輛

平穩性較低。 

較不容易使車輛急煞、車輛平穩性

較高、煞車溫度較低。 

缺點 
車輛平穩性較低、急煞容易使車輛

失控、急煞溫度高。 

承受油壓量較低、容易爆管、煞車

力較弱。 

表2 煞車油管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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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煞車分泵 

一、煞車分泵原理: 

油剎車是由剎車總泵和剎車油儲罐組成的。他們一頭連著剎車踏板，一頭連著

剎車油管。剎車總泵內儲有剎車油，並有出油口和進油口。當踩剎車時，出油口打

開，進油口關閉。在泵體活塞的壓力下，剎車油被擠出油管向各剎車分泵流去作制

動功能。當鬆開剎車板時。剎車總泵裡的出油口會關閉，進油口打開，使車油從各

剎車分泵回流到剎車總泵內，回到原始狀態。 

 
 

圖4 鼓式煞車分泵 圖5 碟式煞車分泵解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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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專題製作 

一、設備及器材 

表 2 專題製作使用儀器（軟體）設備 

儀器（軟體） 

設 備 名 稱 

應  用  說  明 

三用電表 量測電路及測量工件 

各式手工具 鎖上螺絲及拆卸螺絲 

手提式砂輪機 將和街上的物品打磨及切割工件 

電焊機 焊接工件的架子 

尖嘴鉗 拉拔及裝上插銷 

電鑽 鑽孔 

鑽頭 配合電鑽使用 

切台 切割鐵材 

固定式砂輪機 打磨焊接後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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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專題製作使用材料名稱 

材 料 名 稱 單位 數量 備 註 

煞車踏板 組 2 研究作動及使用製作 

腳踏式手煞車 組 2 研究作動及使用製作 

手拉式手煞車 組 1 研究作動及使用製作 

真空倍力器 組 2 研究作動 

煞車總泵 組 2 研究作動 

鐵材 支 15 製作支架 

焊條 支 5 年接支架 

砂輪片 片 10 切割物品 

螺絲 隻 10 鎖上物品 

螺帽 顆 10 鎖上物品 

中控鎖 顆 2  

噴漆 罐 2  

彈簧 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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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製作方法與步驟 

製作方法及步驟其執行的順序及內容如下： 

（一）。將煞車踏板及真空被力器、煞車總泵拆卸 

（二）。研究煞車踏板之作動 

（三）。研究手煞車作動 

（四）。研究腳踏式手煞車 

（五）。將手煞車及煞車踏板連結 

（六）。將煞車踏板及手煞車踏板連結 

（七）。將煞車踏板及腳踏式手煞車踏板連結後鎖上 

（八）撰寫報告並發表成果。 

 

三、專題製作 

(一)製作過程 

 

圖6 先將固定位置鑽出 圖7 確認是否作動正常(此為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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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確認作動是否正常(此為開啟) 圖9 將踏板彎曲部分截斷 

 

圖10 焊接固定煞車踏板及真空被力

器腳架 

圖11 焊接真空被力器固定支架 



不動明王 
 

17 
 

  

圖12 焊接踏板彎曲截斷部位焊接 圖13 將焊接部位磨平 

 

圖14 將焊接部位磨平後 圖15 將磨平後部位用銼刀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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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將磨平部分拋光完成 圖17 將煞車踏板和真空倍力氣組裝 

 

 

圖18 將踏板固定螺絲鎖緊 圖19 將倍力氣推桿及踏板插銷裝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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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插入插銷後將固定銷插回 圖21 將腳踏式手煞車及煞車踏板固定

並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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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製作成果 

一、專題製作成品

 

圖22 專題成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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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本組針對在斜坡忘記拉手剎車的而發生的事件進行探討及研究,發現

果能利用本組專題，可解決在斜坡忘記拉手煞車的問題。 

(二)   除可利用在斜坡之外,在平地也可以使用，不僅在斜坡有安全性的功

能，在平地還有一種防盜的效果。  

(三)   經此研究令我們對剎車系統有近一步的研究，並有效利用車上現有之

配備來幫助容易遺忘拉手剎車的人，可將三年學習到的知識及技能

發揮及運用。 

(四)   將手煞車知齒板加裝在煞車踏板上,再以一控制頂趕來控制齒板是否

咬住煞車,藉此來達到煞車與手煞車的融合 

二、建議 

（一） 建議固定時間內固定更換煞車油，避免煞車油應太過於髒汙而使煞車

失靈，連帶駐車系統亦同失效 

（二） 定期檢查煞車來令片避免因為檢查而發生煞車鎖死意外。 

（三） 定期檢查煞車分泵作動是否正常 

（四） 定期檢查煞車碟盤是否有異常消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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