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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常常有忽然下雨的天氣，就會發現每台車子一定要開啟大燈，原因就是讓前

方及後方的車子能明確辨識，利用燈光來增加行駛的安全性。而雨刷作動必然是

下雨天必須使用的設備，此時雨刷來回的擺動，目的是讓駕駛者不因雨水妨礙視

線，而此卻激起本專題構想，我們利用搖搖棒的視覺暫緩原理，配合後雨刷的擺

動，激起創意的構思，可讓後雨刷作動產生廣告行銷效果，例如：擺動時，晃起

「老王、牛肉麵、好吃」或是「天雨路滑、小心駕駛」…等等，故本專題可作廣

告行銷與駕駛警示的功能。若是作警示效益，亦可讓後車更知道前車的意圖，例

如當踩剎車時，後雨刷擺動出「剎車中」，若要左右轉時，出現「準備左轉」、 

「準備右轉」…等等的警示，讓行車更安全。 

 

                   

關鍵字  後雨刷 視覺暫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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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創意動機及目的 

 一、創意動機 

     在一次的演唱會裡，發現讓歌星台上燈光四射，但是歌迷的地方， 

    卻是昏暗不清，而歌迷為快速的讓歌星知道支持他的方法，常常利用搖 

    搖棒的方式，搖晃出歌星的名子，或是我愛你、LOVE YOU…等等，所以 

    她可呈現數字、符號、國字或是英文字…等等。而搖搖棒的原理很簡單 

    式利用在擺動中利用視覺暫緩原理加上點陣原理。在實習課時，上到實 

    施全車保養，而在做保養項目的雨刷檢查時，須操作雨刷而作擺動雨刷 

    來檢查，此時我們忽然想到用利用後雨刷的擺動再配合搖搖棒原理，來 

    做我們的創意專題，呈現出一種可警示、或是創意行銷的後雨刷。 

 

 二、創意目的 

 

            常常有忽然下雨的天氣，就會發現每台車子一定要開啟大燈，原因 

        就是讓前方及後方的車子能明確辨識，利用燈光來增加行駛的安全性。 

        而雨刷作動必然是下雨天必須使用的設備，此時雨刷來回的擺動，目的 

        是讓駕駛者不因雨水妨礙視線，而此卻激起本專題構想，我們利用搖搖 

        棒的視覺暫緩原理，配合後雨刷的擺動，激起創意的構思，可讓後雨刷 

        作動產生廣告行銷效果，例如：擺動時，晃起「老王、牛肉麵、好吃」 

        或是「天雨路滑、小心駕駛」…等等，故本專題可作廣告行銷與駕駛警 

        示的功能。若是作警示效益，亦可讓後車更知道前車的意圖，例如當踩 

        剎車時，後雨刷擺動出「剎車中」，若要左右轉時，出現「準備左轉」、 

       「準備右轉」…等等的警示，讓行車更安全。 

        
                     圖 1-1 為 本專題構想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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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作品特色與創意特質 

 

          本次專題是運用利用雨刷臂的部分，將搖搖棒 LED燈的裝置於雨刷臂 

      部分，再來利用雨刷搖晃的作用，剛好跟搖搖棒原理相近故互相結合，並 

      配合 8051 單晶片制作成本次專題創意效果。  

 

                                                   

 

    

 

 

 

 

          圖 2-1為 雨刷臂實物圖      圖 2-2為 設計在雨刷臂裝置 LED裝置 

 

         在下雨中，本來天色就比較暗，此專題雨刷可以一邊掃除雨水，且在 

     下雨的陰暗天擺盪亮麗的 LED燈光，也可以讓後方行駛的車輛，可以更加 

     注意到前方車輛，因為在後雨刷上裝上 LED燈的關係，所以在雨中能明顯 

     呈現。                   

 

   圖 2-3為  雨刷擺動視覺暫緩          圖 2-4為  雨刷臂加裝 LED 燈 

 

 

我們運用單晶片在雨刷臂裝置 32 

燈的 LED運用使兩個東西結合在 

一起，我們利用雨刷的搖擺並運 

用搖搖棒的搖擺視覺暫留原理， 

與點陣屏的效應來製作此專題。 

 

                                   圖 2-5為 LED配合雨刷臂製作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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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在製作上，我們將製作流程先設計出來，並且分工合作去執行。 

 

  一、訂定流程 

 

 
                        表 3-1為 製作流程表 

  

 二、研究方法 

 

   當此專題製作時，我們需要一些文獻來達成我們的製作目的，列舉如下： 

   (一)、直流電的運用與探討 

   (二)、LED燈的研究 

   (三)、搖搖棒的視覺暫留原理與點陣圖原理 

   (四)、雨刷馬達的構造與原理 

   (五)、8051的構造與原理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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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主題 

探討相關文獻 

作業分配與製作 

專題的撰寫 專題的製作 

文章修改過程與結果 專題實務過程與修整 

整合與發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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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依據理論及原理 

 

   一、直流電 

       直流電源(簡稱為 DC)： 

       直流電是指電流不随時間發生改變的方向也是不變的，但電流大小可能 

       是不固定，而產生波形。電荷在直流電的一個電路中向單一方向流動。 

       其電路稱直流電路，他是由電阻和直流電源構成的閉合導電回路。如圖 

       所示，電源若為乾電池或是電瓶等都是直流電源。當迴路開關接通時， 

       電流是由正極經過導線到負載而回到負極端，此一電路中，電流的方向 

       始終相同，所以將輸出這固定電流方向的電源，稱作「直流電源」。 

 

                   
             圖 4-1 為 直流電線路(資料來源：全華圖書，基本電學) 

 

   二、LED燈光的原理 

            是一種由固態的半導體材料所製成之冷光發光元件，利用二極體內 

        分離的 2 個載子(分別為負電的電子與正電的電洞)相互結合而產光。 

        只要在 LED元件兩端通入極小電流變可發光，利用二極體內電子與電洞 

        相互結合而釋出過剩的能量，當能量轉換為光的形式釋出時便可發光。 

      拾 mV。當電源使用 5VDC，源極電阻使用 47K，經過兩極放大後的 

 

                    圖 4-2為  LED 簡易發光原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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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發光現象非藉加熱發光，屬於冷發光，使用久了也不會像白熾燈泡般 

        地發燙，而且擁有最長達數萬小時～10 萬小時的使用壽命，同時具備 

        不易碎、省電，擁有環保無汞、體積小、可應用在低溫環境、光源具方 

        向性…等優點。LED 會因其使用的材料不同，其內部電子，電洞所站的 

        能接一有所不同，能接的高低差影響結合後光紫的能量而產生不同波長 

        的光，也就是不同顏色的光，如紅、橙、黃、綠、藍光或不可見光等。 

        如圖所示： 

    
   圖 4-3為 LED燈不同燈色顯示             圖 4-4為 LED燈投射圖 

                 

            而發光二極體可分為兩種類型，各為傳統型與高功率型，市場都使 

        用高功率型。高功率發光二極體搭配不同的形狀的透鏡會有不同的發光 

        角度，或稱為可視角(View-Angle)，主要分為四種：聚光型、朗伯型、 

        邊光型、散光型。其發光角度如下圖： 

                        圖 4-5為 發光二極體發光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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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LED搖搖棒 

 

            目前市面上所販售的搖搖棒將之搖晃，就能產生文字或是圖案，最 

        常見的地方就是某歌星辦理演唱會，就會發現它的存在，而搖搖棒的原 

        理，大致分為二項：1.視覺暫留原理；2.點陣屏的顯示原理。 

    

   圖 4-6為 LED搖搖棒搖晃顯圖             圖 4-7為 搖搖棒實體圖 

 

    (一)、視覺暫留原理 

 

            我們能看得見任何物品，皆是由於光的反射，眼睛內虹膜控制瞳孔 

        的放大與縮小，也可說是眼睛接受光的多寡，視網膜細胞將通過瞳孔的 

        光線，由視神經給予大腦視覺中樞精準的刺激，物體的影像會在眼睛的 

        視網膜上存在有一定的滯留性 (約 1/16秒鐘)。這段時間差便讓影像殘 

        暫存一段時間才慢慢消失，而產生視覺暫留現象。例如日光燈、電視機 

        的燈光實際上都是閃動的，但是它閃動的頻率很快，大約 100次／秒上， 

        由於視覺暫緩原理，我們的眼睛並不會去觀察到。利用這個原理電影技 

        術也是的，在電影膠捲上，當一連續的動作以 16圖形／秒以上的速度 

        移動的時候，人們在銀幕上感覺到的是就是連續動作。而現代動畫片製 

        作根據此項原理，把動作分解繪製成單獨的個別動作，再把個別動作連 

        續起來播放，即便成連續的動作的動畫了。 

                     圖 4-8為 簡易的視覺暫緩效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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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LED點陣屏的顯示原理 

 

            點陣屏的顯示分為「行掃描」與「列掃描」兩種。列掃描是將字模 

        數組通過點陣屏的行驅動進行輸入，然後通過列對每一行進行掃描，當 

        列為低(高)電平、行為高(低)電平時則表示該點為圖案的一部份，將其 

        讀出、顯示。總結為:行不斷地送數據，每送完設置的信息後，列進行 

        讀取，然後行再次送數據，列再次讀取……依次循環下去，一副完整的 

        圖案就顯示在顯示屏上。 

            LED搖搖棒數據傳輸原理為可把 LED顯示棒看成是 LED點陣屏中的 

        一列。為了使顯示的圖案清晰，使用了 32個 LED管將他們排成一列， 

        整個屏在靜止時也就相當於 32行 X1列。數據傳輸時我們同樣使用行送 

        數據、列掃描。在擺動過程中，應用視覺暫留原理，我們點亮的列不會 

        很快地消失，而是隨著擺動的方向繼續向前移動，只要移動的速度高於 

        視覺暫留的最短時間顯示內容就不會熄滅，於是需要的圖案或是字義就 

        可以這樣被“擺動”顯示出來了。 

 

  四、雨刷馬達與雨刷電路 

 

            雨刷馬達用雙速複聯式的永久磁鐵電磁線圈，共有三只電刷與電樞 

        接觸，分別為高速用電刷、低速用電刷、火線電刷，設計有靜位開關用 

        的接面板及三只接點開關於蝸齒輪面。其工作情形：小型車大部分皆採 

        用永久磁鐵式，其蝸桿與蝸齒輪的減速比約為 90～100：1，而作 90° 

        的方向動力輸出。永久磁鐵式雨刷馬達三電刷，根據馬達轉速，高速用 

        電刷與火線兩電刷差 120°，低速用電刷與火線兩電刷差 180°，則電樞 

        的電流導通導線數較多則電樞的電流導通導線數較少。 

 

 

 

 

 

 

 

 

         

 

                 

                       圖 4-9為  雨刷馬達與雨刷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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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8051單晶片 

 

          8051，由 INTEL 公司所開發。8051單晶片為同步式的順序邏輯系統， 

      系統是依賴內部的時脈信號，來作動各動作週期及同步信號。而在 8051 

      單晶片是一種內建式時脈產生器，使用時利用石英振盪晶體及電容的控制 

      並讓系統產生時脈信號。目前常使用 8051單晶片控制，在高職端的課程 

      皆以此類來當控制，系統的設計包括硬體、軟體程式及電路三方面。8051 

      組合語言程式是由一列一列的敘述(statement)所組成，在程式的執行上 

      則須經譯器編譯後，並燒錄至 8051單晶片中才可以執行。 

 

   六、運用的線路圖： 

          因為車用電源為 12V，所以我們須將電源端裝置一個降壓裝置，我們 

      採用的 4.5V，如圖所示： 

                    圖 4-10為 8051運用於搖搖棒線路圖 

 

伍、作品功用與操作方式 

   一、作品功用 

       本專題的功用可分為二： 

      (一)、可作廣告行銷效果。例如：擺動時，晃起「老王、牛肉麵、好吃」。 

      (二)、可作警示功能。例如當踩剎車時，後雨刷擺動出「剎車中」，若要 

            左右轉時，出現「準備左轉」、「準備右轉」…等等的警示，讓行車 

            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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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操作方式 

        當打開後雨刷開關即可擺動出顯示效果。  

  

 

 

 

 

 

 

    圖 5-1為打開後雨刷開關               圖 5-2為 後雨刷擺動 

 

陸、製作歷程說明 

    

            首先運用 8051控制單元，對照搖搖棒的線路圖與裝置步驟，先行 

        製作成搖搖棒原始雛形，此時在將搖搖棒裁切至可以放置於雨刷臂後方 

        的空間裡面，另外在雨刷臂的前方挖出小孔，以利 LED燈來呈現。如圖 

        所示： 

圖 6-1 搖搖棒原始雛形   圖 6-2 放置於雨刷臂後方   圖 6-3 雨刷臂的前方 

 

        再來製作模擬後擋玻璃的道具，我們採用黑色阿克利來當我們的後擋玻 

        璃，並用鋁條來加固周圍，此時再將我們製作好的後雨刷的專題作品固 

        定，如圖所示： 

圖 6-4 作後擋玻璃        圖 6-5 裝上專題雨刷臂   圖 6-6 專題雨刷臂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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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後車廂的，讓我麼的模型更接近車子作用狀況，我們用黑色阿克利 

        做成黑色車尾，裝上車後燈，並與後擋玻璃結合，作用雨刷臂的 LED燈， 

        順利的製作完成。 

圖 6-7 製作後車廂       圖 6-8 裝上後擋玻璃      圖 6-9 作動專題雨刷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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