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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在社會上還是很常有駕駛因引擎過熱而下車檢查水箱卻忽略了水箱水熱

車後壓力會大幅上升的常識而誤開水箱蓋被沸水噴到而導致燙傷事件的發生，我

們為了避免此類事故的發生，才有了此專題的初步構思。 

 

我們透過 Arduino 寫程式來控制 K 型熱電偶溫度感測器，在利用藍芽晶片來

傳送判別溫度是否正確，此裝置不但能降低駕駛下車察看的風險又可以讓駕駛方

便知道水箱溫度。利用溫度感測器與藍芽晶片傳送水箱溫度的方式，可以降低駕

駛被水箱燙燒的意外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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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製作動機 

 

對於一位專業的汽修人員都會具備水箱水在熱車後壓力會大幅上升的常識，但有許多沒有

相關常識的車主及民眾因為「沒意識到」打開水箱蓋是個危險的動作而被燙傷(如圖一)，水箱

噴沸水燙傷女司機，女司機就是因為沒意識到水箱水因為熱車而處於沸騰狀態，就被高溫的蒸

氣和水噴到，造成大面積的燙傷，此案例並不局限於女駕駛上(如圖二)，男子開水箱，大面積

燙傷，外國一名男子因為引擎溫度過高而下車檢查水箱，不料他將水箱蓋轉開就被噴出的高溫

沸水燙的體無完膚；由以上兩案例我們知道這雖然是個低級錯誤，但案件卻不斷在發生，更何

況是汽修人員天天都會碰到。 

 

     圖 1-1：水箱噴沸水燙傷女司機                圖 1-2：男子開水箱，大面積燙傷 

資料來源：2020年 09月 07日，取自           資料來源：2020年 09月 07日，取自        

GOOGLE圖片                            GOOGLE 圖片 

貳、 製作目的 

(一)學習用 3D 列印機來製作水箱蓋外殼，並加上微動開關、溫度感測器，來達到提醒駕 

駛不要觸碰水箱蓋的功用。  

(二)學習使用 Arduino 硬軟體來修改本專題的程式，我們的專題可以讓 Arduino 控制溫度 

感測器。 

(三)學習藍芽晶片應用在水箱蓋外殼與車內液晶顯示器上，防止駕駛下車檢查的狀況發 

   生。 

    (四)最後搭配我們的專題，來達到讓駕駛們可以安心上路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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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文獻探討 

   我們要避免危險的狀況發生，首先把材料買齊再將 Arduino Nano 撰寫程

式操作藍芽模組來控制熱電偶溫度計，這樣能減少誤開水箱蓋燙傷意外的發

生。 

一、藍芽模組 

 

    藍牙透傳模組可以讓你原來使用串口的設備擺脫線纜的束縛在 10米範圍內實現

無線串口通信。 使用該模組無需瞭解複雜的藍牙底層協定，只要簡單的幾個步驟即

可享受到無線通訊的便捷。藍牙透傳模組只有 4個 AT指令，分別是測試通訊，改名

稱，改串列傳輸速率，改配對密碼，AT指令必須從 TXD,RXD信號腳設置，不能通過

藍牙通道設置。發送 AT指令的設備可以是各種類型的 MCU（比如 51，avr，pic，msp430，

arm 等），也可以是電腦通過串口（PC串口接 MAX232 以後或者 USB轉串口）發送。 

 

 

圖 2-1：藍芽模組 

資料來源：2020 年 12月 31日，取自 

研究者拍攝 

二、微動開關  

微動開關是具有微小接點間隔和快動機構，在需頻繁換接電路的設備中進行自動

控制及安全保護等，廣泛應用在電子設備、儀器儀表、礦山、電力系統、家用電器、

電器設備，以及航天、航空、艦船、飛彈、坦克等軍事領域，已經廣泛應用於以上領

域，開關雖小，但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小編就來介紹微動開關原理以及如何拆

微動開關。 

 



麥摸!我就燒 

   

3 

 

圖 3-1：微動開關 

資料來源：2020 年 12月 31日，取自 

研究者拍攝 

 

三、水箱  

汽車水箱的作用是給發動機降溫，冷卻作用。因為汽車的冷卻系統是用來為發動

機散熱的，一般常見的發動機過熱問題，都出在水箱身上。水箱作為發動機散熱的一

個液體迴路，能吸收缸體的熱力，防止發電機過熱，因此，建議每年都清洗一次汽車

水箱冷卻系統，這樣能使汽車散熱器的壽命最大化。汽車水箱又稱散熱器，是汽車冷

卻系統中主要機件；功用是散發熱量，冷卻水在水套中吸收熱量，流到散熱器後熱量

散去，再回到水套內循環，達到調溫。是汽車發動機的組成部分。 

圖 3-2：水箱 

 資料來源:2020 年 12 月 31 日，取自 

研究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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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熱電偶溫度計  

 

1821 年德國科學家塞貝克（T.J Seebeck）發現：當連接兩種不同金屬，並 對

兩端的接點施加不同溫度時，金屬之間會產生電壓並有電流通過。這一現象以 發現

者的名字命名為「塞貝克效應」。該迴路中生成電流的電力被稱為熱電動勢 

（Thermoelectromotive force），其極性和大小僅由兩種導體的材質和兩端之間的 

溫度差決定 

 

圖 4-1：熱電偶溫度計 

資料來源：2020 年 12 月 31 日，取自 

研究者拍攝 

五、Arduino Nano 

 

Arduino Nano 是 Arduino USB接口的微型版本，最大的不同是没有电源插座以

及 USB 接口是 Mini-B型插座，Arduino Nano是尺寸非常小的而且可以直接插在面包

板上使用。處理器核心是[[ATmega168]](Nano2.x)和[[ATmega328]] (Nano3.0)，同

時具有 14路数字输入/输出口（其中 6路可作为 PWM输出），8路模擬输入，一個 16MHz

晶體振盪器，一個 mini-B USB口，一個 ICSP header 和一個复位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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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Arduino NANO 

資料來源：2020 年 12月 31日，取自。 

研究者拍攝 

 

    Arduino Nano 上的 MCU 已经预置了[[bootloader]]程序，因此可以通过 Arduino软件直

接下载程序，可以直接通过 Nano上 ICSP header直接下载程序到 MCU，Arduino Nano的最大

尺寸为 0.73 x 1.7 inches，Arduino Nano提供了自动复位设计，可以通过主机复位，这样通

过 Arduino软件下在程序到 Nano中软件可以自动复位，不需要在复位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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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製作方法 

一、製作架構 

 

圖 6-1：製作架構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二、製作材料 

表 6-1 設備及器材 

 

 

 

 

 

 

 

 

名稱 規格 數量 名稱 規格 數量 

藍芽模組 HC-05 

HC-06 

2 個 熱電偶溫

度計 

K型熱電偶 1 個 

水箱 機車 1 個 蜂鳴器 HPE-122 1 個 

Arduino NANO 2 片 液晶螢幕 RIT-253 1 片 

微動開關  無 1 組 LED 燈泡 透明 紅色 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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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程式撰寫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SoftwareSerial BTSerial(3,4); // HC-05 的 TXD,RXD 腳位 

#include <Adafruit_Sensor.h> 

//#include <DHT.h> 

//#include <DHT_U.h> 

//#define dhtPin 2 

//#define dhtType DHT11 

//DHT dht(dhtPin,dhtType); 

//#include <Adafruit_SSD1306.h> 

//#define OLED_RESET 9 

//Adafruit_SSD1306 oled(OLED_RESET); 

//const int sw=8; 

//const int led=13; 

char code; 

byte humi,temp; 

boolean ledStatus=LOW; 

unsigned long time; 

 ///////////////////////////////// 

#include "max6675.h" 

int thermoSO = 10; 

int thermoCS = 11; 

int thermoSCK = 12; 

MAX6675 thermocouple(thermoSCK,thermoCS,thermoSO); 

/////////////////////////////////////////////////////// 

void setup() 

{ 

 // pinMode(sw,INPUT_PULLUP); 

 // digitalWrite(sw,HIGH); 

  //pinMode(led,OUTPUT); 

 // digitalWrite(led,LOW); 

  BTSerial.begin(9600); 

//  dht.begin(); 

 // oled.begin(SSD1306_SWITCHCAPVCC,0x3C);  // initialize with the I2C addr 0x3C (for the 

128x64) 

//  oled.setTextSize(1); 

 // oled.setTextColor(WHITE);   

 // oled.clear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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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led.setCursor(0,0); 

 // oled.print("Waiting..."); 

 // oled.display(); 

// delay(1000); 

//  oled.clearDisplay(); 

  time=millis(); 

} 

void loop() 

{  

      

   

  float h = 2; 

 // float t = dht.readTemperature();        //read temperature as Celsius(default) 

  float  t= thermocouple.readCelsius(); 

  //float t =lm35degree;  

  if((millis()-time)>=1000) 

  { 

    time=millis();   

    if (!isnan(h) && !isnan(t)) 

    {       

     // BTSerial.print('H'); 

     // delay(50); 

    //  BTSerial.write(h); 

     // delay(50); 

      BTSerial.write('T'); 

      delay(50); 

     BTSerial.write(t);    

      delay(50);   

 //////////////////////////    

 /*   if(digitalRead(sw)==LOW) 

  { 

    delay(20); 

    while(digitalRead(sw)==LOW); 

    ledStatus=!ledStatus; 

    digitalWrite(led,ledStatus); 

    if(ledStatus==HIGH) 

      BTSerial.write('Y');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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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Serial.write('N'); 

  } 

  */ 

 }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SoftwareSerial BTSerial(3,4); // HC-05 的 TXD,RXD 腳位 

#include <Adafruit_Sensor.h> 

//#include <DHT.h> 

//#include <DHT_U.h> 

//#define dhtPin 2 

//#define dhtType DHT11 

//DHT dht(dhtPin,dhtType); 

#include <Adafruit_SSD1306.h> 

#define OLED_RESET 9 

Adafruit_SSD1306 oled(OLED_RESET); 

//const int sw=8; 

//const int led=13; 

char code; 

byte humi,temp; 

boolean ledStatus=LOW; 

unsigned long time; 

 ///////////////////////////////// 

//#include "max6675.h" 

//int thermoSO = 10; 

//int thermoCS = 11; 

//int thermoSCK = 12; 

//MAX6675 thermocouple(thermoSCK,thermoCS,thermoSO); 

/////////////////////////////////////////////////////// 

int val=150;//音量 

 

void setup() 

{ 

  pinMode(10,OUTPUT);//輸出腳位 

  pinMode(8,OUTPUT); 

  digitalWrite(8,LOW); 

  //pinMode(sw,INPUT); 

  //digitalWrite(sw,HIGH); 

  pinMode(5,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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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gitalWrite(5,LOW); 

  pinMode(6,OUTPUT); 

  digitalWrite(6,LOW); 

 // pinMode(led,OUTPUT); 

 // digitalWrite(led,LOW); 

  BTSerial.begin(9600); 

  //dht.begin(); 

  oled.begin(SSD1306_SWITCHCAPVCC,0x3C);  // initialize with the I2C addr 0x3C (for the 

128x64) 

  oled.setTextSize(1); 

  oled.setTextColor(WHITE);   

  oled.clearDisplay(); 

  oled.setCursor(0,0); 

  oled.print("Waiting..."); 

  oled.display(); 

  delay(1000); 

  oled.clearDisplay(); 

  time=millis(); 

} 

void loop() 

{  

      

   

 // float h = 2; 

 // float t = dht.readTemperature();        //read temperature as Celsius(default) 

//  float  t= thermocouple.readCelsius(); 

  //float t =lm35degree;  

 // if((millis()-time)>=1000) 

 // { 

 //   time=millis();   

   // if (!isnan(h) && !isnan(t)) 

  //  {       

  //    BTSerial.print('H'); 

  //    delay(50); 

   //   BTSerial.write(h); 

    //  delay(50); 

    //  BTSerial.write('T'); 

    //  delay(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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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TSerial.write(t);    

   //   delay(50);   

   // } 

 // } 

  if(BTSerial.available()) 

  { 

    delay(50); 

    oled.print("Temp:"); 

    code=BTSerial.read(); 

    if(code=='H') 

    { 

       delay(50); 

       humi=BTSerial.read(); 

    }     

    if(code=='T') 

    { 

       delay(50); 

       temp=BTSerial.read();      

    }    

   /* 

    if(code=='Y') 

    { 

       ledStatus=HIGH; 

       digitalWrite(led,HIGH); 

    } 

    if(code=='N') 

    { 

       ledStatus=LOW; 

       digitalWrite(led,LOW); 

    }*/ 

    oled.setTextSize(2); 

    oled.clearDisplay(); 

    //oled.setCursor(0,0);     

    //oled.print("Humi:");           

    //oled.print(humi); 

    //oled.print(' '); 

    //oled.println('%'); 

    oled.setCursor(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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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Arduino 程式撰寫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oled.print("Temp:"); 

    oled.print(temp); 

    oled.print(' '); 

    oled.println('C');  

    oled.display();                

  if(temp>44) 

    { 

      digitalWrite(6,1); 

      analogWrite(10, val);//音量大小 

      delay(50); //延遲 0.1 秒 

      analogWrite(10,0);//無聲 

      delay(100); //延遲 1 秒                 

       } 

  else 

  { 

       digitalWrite(6,0); 

    } 

  }    

/* 

  if(digitalRead(sw)==LOW) 

  { 

    delay(20); 

    while(digitalRead(sw)==LOW); 

    ledStatus=!ledStatus; 

    digitalWrite(led,ledStatus); 

    if(ledStatus==HIGH) 

      BTSerial.write('Y'); 

    else   

      BTSerial.write('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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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製作過程  

 

我們已經將本系統實際操作過，測試作用良好。但在作品呈現上需考量物件參展擺設空

間以及各部分功用呈現，因此製作成果展示板來模擬實際麥摸!我就燒作動，製作過程分述

如下： 

 

(一)設計物品擺設：將物品擺設好。 

1.固定水箱主體  2. 固定 Arduino nano 板 

 

 

 圖 6-3 固定水箱主體  圖 6-4 固定 Arduino nano 板 

3. 調整其他物件位置  4. 繪製線路圖 

 

 

 圖 6-5 調整其他物件位置 

 

 圖 6-6 繪製線路圖 

 
(二) 水箱：如何將物品擺放進去。 

1. 改良水箱構造  2. Arduino Nano 如何放置 

 

   

 
圖 6-7 改良水箱構造 

 

 圖 6-8 Arduino Nano 如何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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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藍芽模組：能夠傳送訊息給駕駛知道。 

 

1. 測試藍芽模組的功效  2. 安裝藍芽模組 

  

 圖 6-11 測試藍芽模組的功效  圖 6-12 安裝藍芽模組 

 

(四) Arduino 控制模組：包含 Arduino nano、液晶顯示器、熱電偶溫度感知器、藍芽模組。 

 

1. Arduino 程式編寫  2. 將杜邦線連接在電路板上 

 

 

 
圖 6-13 Arduino 程式編寫  圖 6-14 杜邦線連接在電路板上 

3. 物品將如何擺放進去  4. 水箱安裝是否確實 

 

 

 

 圖 6-9 物品將如何擺放進去  

 

圖 6-10 水箱安裝是否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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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麥摸!我就燒完成品。 

 

1.將電路固定在電路板上  2. Arduino 與藍芽模組結合成控

制核心 

   

圖 6-15 完成品 1  圖 6-16 完成品 2 

伍、製作成果 

一、成果示意圖 

透過專題實際實驗與文獻探討，Arduino nano 要能迅速達到效果，「熱電偶溫度感測器」

與「藍芽模組」這兩大因素引響最大。本系統主要偵測下列三項條件進行水箱蓋偵測及傳送

控制。(如圖 7-1)。 

 

圖 7-1：藍芽輸送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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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說明 

本專題製作是用 Arduino NANO 當運算、控制核心，利用熱電偶溫度感知器偵測到的水

箱溫度、透過 Arduino 來告知藍芽模組輸送資訊到液晶顯示器告知駕駛水箱溫度過高的功

用，並透過程式編寫來操作蜂鳴器及 LED 燈泡，讓此專題達到提醒的效果。 

 

(一) 熱電偶溫度感測器及藍芽模組的搭配:利用溫度感知器來偵測水箱溫度，透過藍芽模

組輸送資訊到液晶顯示器。 

1.溫度感知器偵測水箱溫度  2. 藍芽模組與液晶顯示器的搭配 

   

圖 7-2 偵測水箱溫度  圖 7-3 液晶顯示器作動 

 

 

(二) 微動開關感測轉動:當微動開關感測到有人觸碰水箱蓋，藍芽模組會傳送給車內

Arduino 來作動蜂鳴器及 LED 燈泡。 

1. 水箱達到一定溫度轉動水箱

蓋，就會啟動微動開關 

 2.微動開關偵測到轉動就會啟動

蜂鳴器及 LED 燈泡來提醒 

   

圖 7-4 測試前  圖 7-5 LED 燈泡作動 

 

(三) 當熱電偶溫度感知器偵測到溫度過高(如圖 5-4)，車內的 LED 燈泡會亮(如圖 5-5)，以上上

述條件同時皆成立時經由 Arduino nano 控制藍芽模組將訊號傳到液晶螢幕顯示器使蜂鳴器作

動來提醒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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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討論 

 (一) Arduino 及藍芽模組放置在引擎室的缺點解決方法 

1.如何解決 Arduino 過熱燒毀的問題：利用壓克力盒裝置起來，再利用隔熱棉等隔熱裝

置包裹。 

2.如何解決藍芽模組燒毀的問題：根據我們操作我們將利用變壓器，把 12 伏特的電流

轉換成 5 伏特，來避免燒毀的問題。 

 

陸、結論 

一、運用在學校學習到的專業技術，並運用網路資源來製作此專題。 

 

二、為了讓駕駛能更安全的行駛在路上，我們加裝了藍芽模組與液晶顯示器。  

 

三、利用微動開關偵測啟動蜂鳴器的方式。 

 

四、降低行駛中下車檢查的不便。 

 

五、增加危險警示的功用。 

 

六、比較便利可以減少意外事故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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