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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式煞車來令片警示燈 

摘 要 

 

    現今的馬路上滿滿都是機車，當然潛在的危險也很多，許多人也因

為煞車不及而導致事故發生，而大部份煞車不及的主要原因是在於，煞

車來令片厚度不足，煞車來令片往往是人們經常疏忽的物件。 

   如果是非專業人士，經常會當煞車來令片磨損至見底，煞車失靈後

才發現，而導致事故的發生，所以我們將機車裝載煞車來令片警示器，

當來令片厚度不足時，卡鉗上的感測器會把訊號傳至 Arduino 單晶片，使

儀錶板上的警示燈亮起，以提醒車主該更換煞車來令片，能有效的減少車

禍的發生率，使騎士在騎乘上更為安心，也讓碟盤減少磨損，增加卡鉗

的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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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式煞車來令片警示燈 

壹、 製作動機 

依據公路局統計，台灣目前有 21,670,885 多輛機車。2016年機車事故死亡

人數有 690人以及受傷 244人，肇事件數有 679件。 

在媒體上有許多相關機車肇事的影片以及新聞，一台機車當即將發生事故時，

卻因來令片已磨損殆盡，而造成煞車失靈以發生擦撞導致騎士引發嚴重車禍事故，

這就讓我想到可以在卡鉗內裝設能感測來令片厚度的感知器，能夠讓機車騎士在

煞車來令片即將磨平前，警示騎士該更換煞車來令片，以免發生危險。 

貳、 製作目的 

(一)研究單晶片的指令操作。   

 

(二)學習感知器，感測元件的作用時機與配置。 

 

(三)瞭解來令片安全厚度。 

 

(四)希望能有效減少因煞車失靈而造成的意外事故。 

參、 文獻探討 

依據我們的專題目的，我們必須完成下列主題研究與探討，包含煞車來令片

之厚度、感測器測量數據、單晶片的指令操作、儀錶板之警告燈，結論詳述如下。  

一、 煞車來令片的介紹 

一般人所講的煞車片就是來令片，是強化煞車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從可耐高

溫衰退性及大幅度影響制動能力都有，所以在煞車系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

它是依靠來令片本身直接與碟盤或煞車鼓接觸產生摩擦之阻力，而產生阻力的

同時可使其輪胎停止轉動，使輪胎和地面產生反向作用力以達到煞車效果，使

行進間的車子停止下來。而來令種類繁多從純賽道至一般道路行駛用的都有!!

針對開車特性選擇正確來令片才會使的其來令片發揮最大制動性能，如果沒有

針對開車特性選擇來令片，可能會使煞車效果不如預期的好，所以選擇來令片

時並不要一昧的追求貴就是好的觀念，或是國外的來令片總是比較好，這是一

個非常錯誤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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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令片材質 優點 缺點 

石綿 

(已禁用) 

石棉及配合樹脂混合

而成 

1.碟盤較不易耗損  

 2.成本低 

1.產生高溫時氣體容易致癌。

(禁用原因) 

 2.不易散熱而產生蓄熱現象

而導致熱衰竭  

非石綿 柏油、橡膠、賽路路、

玻璃、礦物纖維等 

1. 原料取得容易 

2.成本低 

1.不耐高溫   

2.不易散熱而產生蓄熱現象而

導致熱衰竭 

半金屬燒結 半金屬、半合成纖維

(NAO)混合而成 

1.比全金屬更能抑制噪音 

2.高溫穩定性較佳 

1耐耗磨比起石棉及非石棉材

質稍差 

2.在低溫潮濕的環境中，來令

較易產生金屬銹蝕 

金屬燒結 金屬粉末(鈦、鋁、銅、

鐵、鎳等鐵質粉末) 

1高溫時不會有熱衰竭現象 

2.制動性能強大 

1.來令未達工作溫度時，制動

的效果比較不好，須達到一定       

的工作溫度後才能產生強大制

動力 

複合材料 為二種或二種不同以

上材質組合而成(陶瓷

等等) 

1.可將不同材質的優點和而為一 1.汙染嚴重(因為不同材質相

互結合) 

2.價錢昂貴。 

表 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圖 1-1  來令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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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LED發光二極體 

發光二極體(Light Emitting Diode，縮寫 LED)(如圖)，在早期只能夠發

出低亮度的紅光之後科技慢慢進步發展出其他顏色的版本，LED其「省電、不

發熱、反應速度極快、壽命長及設計自由度高」，可以應用在許多的地方像:

汽車日行燈、機車方向燈、小燈等等。 

 

LED 有以下的優點： 

(一) 發光效率高 

(二) 使用壽命長，高於水銀燈 10倍 

(三) 環保無傷害 

(四) 可調整光度強弱 

(五) 耗電量少，可節省電力 50-70% 

(六) 不易耗損 

(七) 低壓電電流，安全性高，對人體不造成傷害 

(八) 體積小，可溯性強，可施工在任何造型上 

(九) 造成光害少 

(十) 減少維修費用 

 

 

 

圖 1-2 LED發光二極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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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Arduino單晶片介紹 

(一)Arduino(圖)的電路設計隨手可得，如官方有提供原本的電路設計圖。 

(二)軟體、硬體部分都是採用開放式，可以隨使用者任意變更。 

(三) Arduino可以利用的資源非常的廣泛，包含了一些分享與 DIY 的精神。 

(四)使用者不需要具備一些機電相關科系知識，也可以快速學會如何使用

Arduino。 

(五)一張微小的控制器板子要花的費用較高，相對之下，Arduino 只需要低

成本就可以取得了。 

 

圖 3-1 Arduino 

肆、 製作方法 

一、製作架構 

 

 

 

 

 

 

 

 

 

 

 

 

 

 

 

 

根據改善的內容去搜尋相關文獻與材料 

開始製做成品 

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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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感知器的作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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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過程 

本作品有二大部份，包含機車煞車(拉桿、油管、卡鉗、碟盤、煞車片)電

路模型(使用 LED 呈現來令片範圍、Arduino)  

製作過程如下: 

(一)煞車模型 

1. 安裝煞車拉桿及煞車卡鉗                  

 

              圖 4-1 

2. 安裝碟盤及電路 

  

                 圖 4-2 

(二)製作機車電路電路圖 

1.安裝 Arduino 及麵包板 

  

                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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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裝 LED 警告燈 

  

                   圖 4-4 

(三)模擬測試 

1.模擬煞車來令片到達一定範圍 

 

                   圖 4-5 

2.討論及了解成果 

 

                   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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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備及材料 

表 2-1 設備及器材 

 

伍、 結論 

一、利用學校所學習的知識運用在專題上，並善用老師給的資訊完成專題。 

二、有效的利用 Arduino單晶片結合厚度感測元件，主動偵測來令片厚度，當

偵測到來令片低於 1.6mm時，使 LED燈亮起警示騎士。 

三、有效的利用感知器偵測厚度，以避免煞車失靈造成意外的發生。 

四、本專題電子元件是用來提醒騎士，騎士仍必須養成正確的習慣，在行車前

檢查來令片厚度是否不足，以更換來令片避免碟盤及卡鉗受損。 

名稱 規格 數量 名稱 規格 數量 

Arduino UNO R3 1片 電腦 Windows7 1台 

LED 二極

體 
1N4001 3個 開口板手 10號 1隻 

煞車拉桿 Sym 1隻 尖嘴鉗 JTC   1隻 

總泵 11mm 1顆 螺絲 10mm  

油管 Sym 1片 軸承 58mm 1顆 

卡鉗 Sym 1顆 拱門座 自製 1座 

碟盤 Sym 1片 木板 45*65*3mm 1片 

來令片 Sym 3組 杜邦線 通用型 5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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