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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們創意的主要目是為了讓駕駛人隨時都能了解車輛行駛時的主動安全，專

家學者研究，肇事率高的原因主要是機車之車體較小，易陷入大貨車之死角範圍，

且機車與機車間的駕駛距離都普遍不長，尤其以都會區最為明顯，而且騎乘機車

的駕駛者都僅注視前方路況，造成眼睛視界集中於路面中心，對於過於接近的車

輛及橫向較容易有未注意之狀況，故不易掌握大貨車行車安全，而我們的這個專

題則可以改善機車騎士「騎士疏失」或小轎車視線死角主因的問題及「未注意路

況」的狀況。所以我們提出大貨車主動式安全系統裝置可以主動的改善此狀況。

以便公路機關能夠有效進行道路的監控與管理，確保用路人的行車安全。 

 

 

關鍵字：、Arduino 單晶片、視線死角、超音波、蜂鳴器、藍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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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製作動機 

    新聞媒體有許多因貨車死角而發生的意外事件，後來我們在討論時了解到，

貨車因死角多不易發現到行人而釀禍，機車切入貨車視線死角發生危險，就算交

通部在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訂了標準，卻也達不到確實的成效。我們希望能研究設

計出一套大貨車的警示系統，當視野不足時透過本研發的系統發出警示燈號來提

醒車主及貨車周邊的車輛及人，讓駕駛人能得到及時的告知提出主動的警報降低

危險的發生。 

 

     圖 1-1貨車轉彎視線死角           圖 1-2疑視線死角 

         資料來源:民視新聞                資料來源:東森新聞 

 

貳､ 製作目的 

    你(妳)曾經看過新聞報導嗎? ｢三重疏洪西路及光復路二段車流不斷，這個

時候有一名穿著白色衣服，年約55歲的婦人，當時他騎腳踏車要在光復路右轉，

但沒想到，後方一輛大貨車就這樣直接撞上，婦人連人帶車被捲到車底，場面相

當驚悚。｣(民視新聞，2016)如圖1-1所示。｢苗栗後龍一名43歲的羅姓婦人，日

前騎車行經苗8線與苗9線大山路段，和一輛大貨車並排停紅等，起步時要直走，

貨車要右轉，疑似視線死角就被撞上。｣(東森新聞，2016)最近在電視上看到很

多類似的新聞都是有關於大貨車、聯結車、公車擦撞旁邊的汽、機車，都是因為

大貨車與聯結車都有所謂的視線死角與內輪差，而在大貨車上的後照鏡是沒有辦

法看到全部的視野，就沒有注意到旁邊的汽、機車，就發生車禍了。也有許多汽、

機車駕駛沒有注意到旁邊有大車要轉彎，因反應不及而造成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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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製作）目的 

 

(一)學習超音波的作用原理，並了解其結構與晶片的種類，並透過 Arduino

控制。 

(二)將超音波晶片裝置於貨車四周中，讓超音波能夠偵測。 

(三) 運用儀錶板警示燈號讓車主能更輕鬆的了解貨車四周的狀況。 

(四)使用手機藍芽 APP，並了解藍芽的運作模式，讓手機能掌握貨車狀態。 

(五)未來結合物聯網的概念，將貨車四周狀態利用晶片的資訊上傳到雲端，

讓晶片能與其他類似的晶片(e-tag)進行比對，使政府或公司能方便進

行管理。  

  三、研究（製作）架構 

根據改善的內容去搜尋相關文獻與材料 

製作過程與調整 

 

書面資料書寫 

結論與講解報告 

了解 Arduino 單晶片與程式撰寫語法 

 

規劃改善之處與方法 

改善的方法繪製為示意圖 

開始研究製作過程中所需之材料 

繪製警示系統電路圖 

 

主題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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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文獻探討 

一､超音波傳導器 

 (一) 超音波傳導器的結構 

超音波依照波傳送方向的波動方式有分為縱波、橫波、表面波與藍姆波

這四種。其中在料件中之傳送。根據所謂的能量不滅定律，我們的音波在一

種物質中傳送，或由一種物質傳入另一種 物質時，因為受到衰減、反射與

折射的作用，其音波的能量一定會愈來愈弱；但是在材料密度比較大的部分，

音壓卻會增大〈但因 音阻抗亦變大，能量仍是減少〉，反過來在材料密度疏

鬆的部分，其音量變小。 

 

 

圖 2-1 超音波感知器 

(資料來源: 自行拍攝) 

 

(二)、超音波使用方式 

 

1.單一發射型 

 

        只使用超音波發射器產生 20KHz 以上之某一固定音波，可應用於大功

率超音波振動設備或是用在超音波美容的振動儀、超音波驅蚊之類的。 

 

 

圖 2-2 單一發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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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射型 

將超音波的發射器和接收器各別放置在不同的地方，若是有物體在兩

者之間阻礙著，那我們的超音波會被擋住，接收器則無法接受發射器的信

號，就能知道在發射器與接收器之間是否有物體侵入。所以對射型的超音

波可以應用在偵測發射距離及接收端有無物體來確定此一區間安全防 

護。 

 

 

圖 2-3 對射型 

 

3.同端分離反射型 

將超音波的發射器和接受器放置在同一端，超音波發射出去直到遇到

了物體或是阻礙物會反射回來，在靜態的過程中可以用來測量超音波與物

體之間的距離，在動態的時候可以隨時隨地測量對物體的遠近關係，所以

分離反射型多用在倒車雷達或者是偵測對移動的物體的距離以策安全。 

 

 

圖 2-4 同端分離反射型 

 

4.整形反射型 

發射和接收都是為同一包裝的超音波感測元件，與同端分離反射型原

理相同，就差在於單顆﹙有包含發射接收端﹚雙顆﹙發射與接收端是為分

開的﹚，當然應用上也大同小異， 只是整形反射端更為精簡。 

 

 

 

圖 2-5整形反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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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視線死角 

1、動態視力 

     我們因為動態視力的關係，在車速越快的時候，視力就會越差，那 

也就是說人類的眼睛的動態視力比靜態視力來的差。動態視力是在指說 

站著看動的東西或是人在移動時的視力。 

 

2、速度與視野的關係 

    我們人類在靜止的狀態下且頭不轉頭，單隻眼睛的視野也是有限制的，大概

就只有 160度，而安全規則上有規定，駕駛者的視野單眼要有 150 度以上，但因

為動態視力的關係，譬如車速已經達到 40公里時，我們的單眼視力就已經剩了

大約 100~110度左右，在飆上去到 10公里時，單眼視力就剩下到了 30~40度左

右。所以在我們高速行駛時，視野會變得更狹窄，所以我們高速行駛時視野焦點

必須要看比較遠的地方，這樣做才會比較安全，但相對地看近的地方會比較模

糊。 

 

3、視線死角的變化圖 

    如圖 2-6所示，在黃色框線裡面的人員，全部都是駕駛者的視覺死角，大      

貨車的前方與後方的 2~3人距間是駕駛者最難以察覺的位置而在駕駛座的左右

兩側也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三角地帶。 

圖 2-6 大貨車視線死角位置 

(圖片來源:蘋果即時新聞 2016年 01月 29日) 

 

三､Arduino控制模組 

1、認識 Arduino  

     Arduino是一塊基於開發原始碼的 I/O介面板，我們以 Arduino 為使用基

礎，使用的是 Arduino UNO 的開發主版，因為 Arduino具有高度開發性、不須具

備聰明的頭腦(正常人都會用)、價格廉誼，所以我們就選擇了 Arduino 作為主要

控制板，也不怕不會原始碼，因為有很多很多的使用者都已經開發了許多原始碼，

也熱心地公開在網路上，讓我們參考，現在大家都有電腦，Arduino 傳輸訊號就

是使用傳輸線來負責上傳訊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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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rduino UNO主板 

 

     選擇 Arduino UNO 如圖 2-7  Arduino UNO R3是因為他有一個微控制器

（MEGA16U2或 MEGA8U2），作為 Arduino與電腦 USB溝通的序列轉換介面。Arduino 

UNO主板他的優勢在於，我們可以自己燒錄我們的 USB 序列轉換控制器的韌體。

最開始的 UNO主板他所採用的是 MEGA8U2晶片，因為它的記憶體容量很小；UNO R3

主版則是換成記憶體比較大的 MEGA16U2晶片，並增加了燒錄韌體的 ICSP的接

腳。 

 

 

 

圖 2-7  Arduino UNO R3 

(資料來源: 自行拍攝) 

 

四､蜂鳴器的介紹 

電磁式蜂鳴器 

 

    電磁式蜂鳴器是由振盪器、電磁線圈、磁鐵、振動膜片及外殼等組成。接通

電源後，振盪器產生的音頻信號電流通過電磁線圈，使電磁線圈產生磁場。振動

膜片在電磁線圈和磁鐵的相互作用下，週期性地振動發聲。



7 
 

 

圖 2-8 電磁式蜂鳴器 

(資料來源: 自行拍攝) 

五､超音波感知器的介紹 

超音波感知器是由投音器向被測物體發射超音波，並且讓收音器來接

收反射波，好讓我們知道被測物體是否存在，以及與被測物體的距離。 如

圖所看到的，這一顆超音波感知器是 HC-SR04，左方標示 T 的部分是發射

器（Transmitter），會發出 40kHz的聲波，這一個聲波超越人類可感受的

20 kHz上限，所以才稱為超音波，右方那一顆被標示 R 的是接收器

（Receiver），可接收超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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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9 HC-SR04超音波感知器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六､藍芽 

    藍芽，它是一種無線傳輸的技術裝置，是用無線的電波且是特別高頻的短波，

來進行通訊的，也就是能在近距離之間做資料的交換，藍芽可以在不同的環境配

合不同的裝置，來做無線的傳輸，就像是電腦和滑鼠的配合，又或者是行動電話

以及耳機的搭配等等，都可以使用藍芽的無線技術，不僅如此，藍芽也能將原始

的有線裝置做無線化，例如：GPS、麥克風、擴音器等，都可以使用藍芽的無線

技術來傳輸。在最近，藍芽裝置已經可以開始支援更厲害的遠距離通信，所有藍

芽裝置都可以為後多方連線，最多八個並且將此裝置向附近的區域範圍作宣告，

以便做連線。 

肆､ 製作方法 

一､製作架構 

（一）主題確認 

（二）尋找相關資料文獻，並研讀資料的可行性。 

（三）選擇與該主題相關之材料 

（四）焊接電子零件，開始製作電路圖。 

（五）撰寫Ａrduino單晶片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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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進行單晶片與各偵測與作動元件連接作用測試。 

（七）進行實車安裝測試。 

（八）撰寫報告，也將成效製作書面報告並做成果報告。 

二､設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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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機 紀錄專題製作過程 

投影機 報告專題文件之使用 

Word 專題報告編輯及撰寫 

PowerPoint 製作及編輯海報 

單槍投影機 專題簡報報告 

投影布幕 專題簡報報告 

 

材 料 名 稱 規    格 單位 數量 備 註 

超音波感知器 HC-SR04 個 5  

行動電源 12V 顆 1  

蜂鳴器 12V 顆 1  

Arduino保護殼  個 2  

Arduino 5V 個 2 U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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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線  條 n  

麵包版  個 1  

模型貨車  台 1  

手機  支 1  

藍芽模組 HC-05 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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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作過程 

   

圖 3-1大貨車主動安全警示系統展示台 

(資料來源: 自行拍攝) 

 

步驟一： 購置模型大貨車一部並在大貨車死角部位安裝超音波傳導器五個 

 
圖 3-2超音波感知器安裝位置圖 

                    (資料來源: 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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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建置 UNO Arduino控制系統 

 
圖 3-3建置 UNO Arduino控制系統 

(資料來源: 自行拍攝) 

 

步驟三：將超音波傳導器安裝在模型大貨車上並安置線路 

 
圖 3-4線路配置圖 

                   (資料來源: 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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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Ａrduino單晶片並進行讀取測試 

 
圖 3-5撰寫Ａrduino程式碼 

(資料來源: 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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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製作成果 

一､成果示意圖 

圖 5-1.超音波感知器安裝示意圖 

 

圖 5-2.測試 Ardunio 作動



15 
 

 

二､成果說明 

我們的作品最主要的功用，是為了讓的辛苦的大貨車駕駛人，隨時都能清

楚的知道大貨車的四周狀態是否是安全的，用蜂鳴器發出警示在儀表板的方式，

達到及時警示的效果，未來希望能利用物聯網的原理，使晶片能與其他的晶片

進行比對，來讓政府或公路機關進行特定的管理。 

三､成果討論 

    製作完本作品後，我們希望有效的去解決交通意外的發生，所以我們想要把

聲音設定成以（別靠近了）、（有危險）等等的語音提醒，另外在更加一步的撰寫

Ardunio 例如、1 公尺、3公尺、5公尺做一次的提醒，當越來越靠近時，蜂鳴

器會一直地作動，配合藍芽我們還要考慮到開車時不能使用手機的原則，所以我

們討論後，想利用像 Line一樣用叮咚的方式去提醒駕駛者的注意。 

陸､結論 

一、結論 

 (一)有效的利用 Arduino單晶片結合完成主動偵測大貨車四周警示裝

置。 

 (二)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利用超音波傳導器，能在車輛儀錶板蜂鳴器警

示大貨車四周狀態，讓車主能更輕鬆的了解的狀況。 

  (三)使用手機藍芽 APP，能讓手機能掌握大貨車四周狀態，方便提醒駕駛

注意安全行駛。 

 

二、建議 

(一)車速越快，電子零件偵測與機器作動需要時間也越短，基本上駕駛需養成

良好駕駛注意安全習慣，才能行車安全。 

 

 (二)未來結合物聯網的概念，將晶片的資訊上傳到雲端，讓晶片能與其他類似                               

的晶片(e-tag)進行比對，使政府或公司能方便進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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