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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目標為發展複合電力電動車之電能管理系統，期盼透過複合
式電力之設計以及電力電子與人工智慧等技術，提高綠能車輛之能
源使用效率，進而延長電池壽命與增加續航力，使複合式電動車能
達到接近商品化之程度。本計畫已完成具人工智慧技術之電動機車
電能管理系統，並發展其創新之主動式控制與節能最佳化技術。計
畫並以標準行車型態進行測試，以對其效能與續航力進行評估，具
體之成果項目包括：(1)完成燃料電池/鋰電池複合電力電動機車之
電能管理系統設計與實作、(2)完成雙向直流轉換模組之並聯均流控
制架構設計與實作、(3)完成複合電力電動機車之主動式功率分配控
制、(4)完成複合電力電動機車之最佳化能量管理策略設計、(5)完
成雙向直流轉換模組之並聯均流控制模擬與實作、(6)完成複合電力
電動機車之實驗平台建立與實車測試。由模擬與實驗結果可知，所
發展之基於人工智慧之主動控制與節能最佳化策略，確實可有效提
升複合電動機車之續航力。因此基於人工智慧開發具主動控制與節
能最佳化之電動車電能管理系統確實具有一定之可行性。

中文關鍵詞： 人工智慧、燃料電池、電動機車、電能管理系統、續航力、直流-直
流轉換器

英 文 摘 要 ：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is to develop a power management
system (PMS) for hybrid electric vehicles. It is expected
to improve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green vehicles through
the hybrid power design, power electronic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hereby extending battery life and
increasing endurance. Afterward, electric vehicles can
reach a level of commercialization. The project has
completed the PMS with AI technology and developed its
innovative active control and energy saving optimization
strategy. The developed PMS was tested by standard driving
cycle to evaluate its performance and endurance. The
specific achievements of this project include: (1) Complete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MS for the fuel
cell/lithium battery hybrid electric scooter (HES), (2)
Complete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urrent sharing
control (CSC) architecture for a parallel connected
bidirectional DC-DC converters system, (3) Complete the
active power split control (APSC) of the hybrid electric
scooter, (4) Complete the optimal PSC design for the HES,
(5) Complete the si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SC
for the parallel connected bidirectional DC-DC converters
system, and (6) Establish a platform and a real test
scooter for experimentation. From the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developed AI
-based APSC and energy-saving optimization strateg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ndurance of the HES. In this
regard, the AI based PMS with APSC and energy saving
optimization is effective for the HES.



英文關鍵詞：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uel cell battery, electric
scooter, power management system, endurance, DC-DC
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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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目標為發展複合電力電動車之電能管理系統，

期盼透過複合式電力之設計以及電力電子與人工智慧等技

術，提高綠能車輛之能源使用效率，進而延長電池壽命與

增加續航力，使複合式電動車能達到接近商品化之程度。

本計畫已完成具人工智慧技術之電動機車電能管理系統，

並發展其創新之主動式控制與節能最佳化技術。計畫並以

標準行車型態進行測試，以對其效能與續航力進行評估，

具體之成果項目包括：(1)完成燃料電池/鋰電池複合電力電

動機車之電能管理系統設計與實作、(2)完成雙向直流轉換

模組之並聯均流控制架構設計與實作、(3)完成複合電力電

動機車之主動式功率分配控制、(4)完成複合電力電動機車

之最佳化能量管理策略設計、(5)完成雙向直流轉換模組之

並聯均流控制模擬與實作、(6)完成複合電力電動機車之實

驗平台建立與實車測試。由模擬與實驗結果可知，所發展

之基於人工智慧之主動控制與節能最佳化策略，確實可有

效提升複合電動機車之續航力。因此基於人工智慧開發具

主動控制與節能最佳化之電動車電能管理系統確實具有一

定之可行性。 

關鍵詞：人工智慧、燃料電池、電動機車、電能管理系統、

續航力、直流-直流轉換器 

I. 計畫背景與目的 

    近年來由於大眾綠能環保意識逐漸抬頭與相關廢氣排

放法規漸趨嚴格，國際間各大研究單位與車廠莫不積極開

發各種綠能車輛，例如純電動汽車、燃料電池車、空氣動

力車及油電混合動力車等。然而由於民眾對綠能車輛之續

航力普遍存在里程焦慮（Range Anxiety），故目前市面上之

相關車種仍以油電混合動力車為主例如 Toyota 之 Prius。雖

然純電動汽車如 Tesla Model 系列已在國外上市並受到歡

迎，且續航力超過 260 公里，但受限於現今電池技術之發

展瓶頸，其成本、續航力、壽命、動力特性與相關充電設

施均仍有進步空間，故國外大廠亦積極開發複合式電力

車，例如 Toyota 於 2017 年 10 月東京車展推出 Fine-Comfort 

Ride 概念車，採用次世代氫燃料電池技術，搭載 6 公斤的

氫儲存瓶可提供 1,000 公里遠的續航距離，並擁有 3 分鐘

快速補充氫氣的優勢[1]。 

複合式電動車（Hybrid Electric Vehicle，HEV）能量管

理系統之首要目標為計算不同電力源之輸出分配比，以達

到延距節能之目的。系統包含控制策略軟體與搭配之電子

電路硬體，為提升能源效率之關鍵技術[2], [3]。一般來說，

電力輸出分配之控制策略可分為： (1)規則庫控制

(Rule-based Control)、(2)動態規劃(Dynamic Programming, 

DP) 、 (3) 全 域 搜 尋 與 (4) 最 佳 化 方 法 (Optimization 

Method)[4]，其中規則庫控制策略係藉由工程師經驗並根據

各電力源之性能圖設計出 “If-else-then”策略[5]，此種方法

之優點為設計快速且易於實現，近年來亦有使用模糊(Fuzzy)

規則控制以考量車輛系統之參數變化與外來干擾進而獲得

更適切之電力分配比[6]。然而規則控制須制訂許多條件、

切換時機與門檻值，若控制變數多將使得規則設計不易。

而在動態規劃法中，較具代表性之方法如確定性動態規劃

法(Deterministic DP)[7]與隨機動態規劃(Stochastic DP)[8]。

此類方法可藉由先得知車輛運行環境以及駕駛行為等動力

需求，在離線狀態下規劃出在各種功率需求下之最佳電力

輸出比。缺點為必須事先輸入所有行駛過程之相關參數，

限制了在實際應用上之可行性。第三類方法為以暴力搜尋

之方式離線嘗試各種解之可能性後建表，再於行車過程中

以查表方式求解最佳電力分配比，例如最小等效油耗控制

策 略 (Equivalent Consumption Minimization Strategies, 

ECMS)[9]-[11]。第四種方法主要為利用演化式演算法

(Evolutionary Algorithm, EA)進行電力分配比最佳化如使用

遺傳演算法 (Genetic Algorithm)[12]、粒子群搜尋演算法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13] 與細 菌 覓 食 演 算 法

（Bacterial Foraging Algorithm）[14]，相較於 ECMS，此

類方法可即時運行、計算時間快、並且不需事先得知車體

相關資訊即可求解，更適合於實際應用。 

隨著電力設備的需求日益提高，設計高功率電源轉換

器成為近年相當重要之議題。然而單一高功率電源轉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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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故障則影響甚鉅，故將多部較低功率之電源轉換模組並

聯使用遂成為另一種更具經濟效益之使用方式，不但可降

低設計成本，維修容易，且可提高整個系統的可靠度[15] 

-[18]。然而由於各電源轉換模組均存在如內阻、線路阻

抗、輸出阻抗與其它電路參數值…等差異，並聯使用的各

單一模組未必能平均分配負載電流，有可能導致其中一個

或數個電源轉換模組承受較大的負載電流，降低系統的效

率，故並聯後的電源轉換模組必須藉由均流技術確保每個

單一模組供應相同的輸出功率[16]-[18]。有鑑於此，目前已

有許多並聯均流技術被相繼提出如電壓下降法 (Voltage 

Droop Method, VDM)[19]與電流均流法( Current-Sharing 

Method, CSM)[20]-[22]兩大類型，其中 VDM 主要是規劃各

個轉換模組之輸出阻抗以達到平均分配負載電流之目的。

雖然 VDM 方法簡單，但由於各模組並未使用其它模組之電

壓與電流資訊，均流效果較差。另一方面，由於 CSM 係在

原有電壓控制迴路外再新增電流迴路，在穩壓前提下控制

輸出電流等於參考電流值，故相較於 VDM，CSM 之電壓與

電流控制效果更佳。 

由以上之背景分析可知，研發複合式電源之能量管理

系統與控制方法、高功率直流電源轉換器之均流與分流技

術對於複合式電力車之發展極為重要。本計畫已透過系統

實作、控制器開發與實驗平台建立與測試，成功研製具實

用性與商品化效益之複合電力電動機車之電能管理系統，

可使電動機車利用複合電力源間之動態切換，達到最節能

之效益，進而延長續航力，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藉由本計

畫之技術發展與執行成果，可提升國內對於綠能車輛載具

之系統設計技術與開發水準。同時，培育電力電子、自動

控制、人工智慧、機電整合與綠能車輛跨領域專業人才。  

II. 複合電力電動機車之電能管理系統設計與實作 

複合電力電動機車指的是使用兩種(含)以上電力源用

以驅動馬達之車輛架構，例如使用鋰電池、超級電容或燃

料電池等電力源。本計畫以燃料電池搭配鋰電池開發燃料

電池電動車(Fuel Cell Electric Vehicle，FCEV)，此複合電力

架構以燃料電池為主要電力源，使用鋰電池做為儲能設

備，其設計理念為：(1)當停車怠速且鋰電池殘電量(State of 

Charge, SOC)低時以燃料電池對鋰電池充電；(2)加速或有瞬

間大功率需求時以鋰電池輔助輸出放電。由於鋰電池具有

響應較快的特性，可滿足電動車瞬間加速之需求；(3)等速

行駛時以最佳化能源分配比決定燃料電池與鋰電池輸出比

例，以節省電能，延長車輛行駛距離。 

A. 鋰電池耗能方程式推導 

  為了建立鋰電池之動態模型，須採用電子負載以 1C 電流

進行放電測試。藉由紀錄電池電壓變化建立鋰電池之 SOC

曲線。SOC 之範圍為 0 至 1 的區間(0-100%)。鋰電池內阻

等效電路如圖 1 所示[23]，Voc 為開迴路電壓，當電池放電

時內部參數電阻 Rbat為放電電阻，電池充電時 Rbat為充電電

阻。當鋰電池在放電模式時，電流路徑由 Voc-Rdischarge-Vbat- 

Voc，其放電轉換效率如(1)所示： 

arg
bat bat bat bat

disch e

oc bat oc bat oc

P V I V

V I V I V



  

 
 (1) 

鋰電池在充電模式時，電流路徑由 Vbat-Rcharge-Voc-Vbat，其充

電轉換效率如(2)所示： 

arg
oc bat oc bat oc

ch e

bat bat bat bat

V I V I V

P V I V


 
  


 (2) 

故鋰電池效率 ηbat可由 Ibat、Vbat求得，如(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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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由實測結果如圖 2 可知，鋰電池效率在 SOC 大於 0.6 時效

率較高，小於 0.6 時效率較不佳。考慮此電池特性，操作時

將盡量使電池維持在 SOC 大於 0.6 以上。 

  

圖 1 鋰電池內阻等效電路 圖 2 鋰電池效率圖 

B. 燃料電池耗能方程式推導 

    考慮燃料電池充滿電至耗盡時之時間 t，Efc為燃料電池

產生之電能量；EH2 為氫所產生的能量；ηfc 為燃料電池效

率；mH2為消耗的氫氣量；氫能的低位發熱量(Lower Heating 

Value，LHV) LHVH2為 120.1 MJ/kg [24]，則燃料電池之平均

效率計算公式如下: 

fc fc fcE V I dt   (4) 

2 2 2H H HE m LHV   (5) 

將燃料電池產生之電能 Efc除以 mH2及 LHVH2後可計算出平

均燃料電池效率 ηfc如(6)所示。藉由選擇適當之工作電壓和

電流，可使燃料電池的輸出功率維持在最高效率點。 

 
2

fc

fc

H

E

E
   (6) 

    參考[25]，描繪出燃料電池之輸出功率特性曲線如圖

3 所示[23]。由圖可知，當燃料電池操作在額定功率 0.4~0.5

倍時效率值較高，額定功率 0.1 倍以下效率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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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燃料電池輸出功率效率曲線 

C. 雙向升降壓直流/直流轉換模組研製 

   本計畫所實作之雙向升降壓直流/直流轉換模組架構如

圖 4 所示，此電路是由 4 個功率開關 Q1~Q4、4 個二極體

D1~D4、1 個電感 L 及 2 個電容器 C1、C2所組成。經由控制

Q1~Q4等開關，可使其操作在升壓或降壓模式，其中 Vin為

輸入電壓、Vo為輸出電壓，其穩態分析如下[16], [26],[27]： 

C1 C2

D2Q2

L

D4Q4D1Q1

D3Q3

Vin Vo

 

圖 4 雙向直流轉換器電路圖 

(1) 升壓模式分析 

    此模式為電路工作在 Vin < Vo狀態，此時在每一個切換

週期 Ts中，控制開關 Q1恆導通，Q2及 Q4恆截止，而開關

Q3導通或截止，以調整升壓電流。當開關 Q3導通時，能量

儲存於電感 L，其等效電路及電流流向如圖 5(a)所示，0 < t 

< DT 時，電感電流 iL為 

       
0

1
0 0

t

L L L L ini t i V t dt i V t
L

     (7) 

在 t = on = DT 時，由式(7)可知 

   
1

0L L ini DT i V DT
L

 
 

(8) 

當開關 Q3截止時如圖 5(b)所示，在此模式下 

     
1 t

L L L
DT

i t i DT V t dt
L

  
 

     
1

L o ini DT V V t DT
L

      
 

(9) 

所以在 t = T 時，則 

       
1

1L L o ini T i DT V V D T
L

      
 

(10) 

最終可得到 Vo 與 Vin之間的關係為 

1

1
o

in on

V T

V D T t
 

 
 (11) 

(2) 降壓模式分析 

    此模式為電路工作在 Vin > Vo狀態，此時在每一個切換

週期 Ts中，控制開關 Q2、Q3及 Q4恆截止及 Q1導通或截止，

調整降壓電感電流。當開關 Q1導通時，功率開關 Q4之寄生

二極體 D4順向偏壓而導通，電感電流 iL增加上升儲存於電

感 L，其等效電路及電流導向如圖 6(a)所示，0 < t < DT 時，

電感電流為 

         
0

1
0 0

t

L L L L in oi t i V t dt i V V t
L

      (12) 

在 t = on = DT 時，由式(12)可知 

     
1

0L L in oi DT i V V DT
L

    (13) 

當開關 Q3截止時如圖 6(b)所示，在此模式下 

     
1 t

L L L
DT

i t i DT V t dt
L

    

   o
L

V
i DT t DT

L
    

(14) 

所以在 t = T 時，則 

     1o
L L

V
i T i DT D T

L


    (15) 

最終可得到 Vo 與 Vin之間的關係為 

o on

in

V t
D

V T
   (16) 

C1 C2

L
Vin

Q1

Q3Q2

Q4

Vo
iL + -vL

vC2
+

-

+

-

 
(a) 時序為 0 <t <DT 

VoC1 C2

L

D4

Vin

Q1

Q3Q2

iL + -vL

vC2

+

-

+

-

vD4

+

-

 
(b) 時序為 DT <t <T 

圖 5 升壓模式之電流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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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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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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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時序為 0 <t <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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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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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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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L

vC2

+

-

+

-

vD4

+

-

vD2

+

-

 
(b) 時序為 DT <t <T 

圖 6 降壓模式之電流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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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11)、(16)式可知，當輸入電壓或是輸出負載有所變

動時，可藉由改變責任週期的導通與截止時間，使輸出電

壓保持定值。由圖 7(a)(b)可知操作於連續導通模式下，進

行升、降壓轉換時，功率開關 Q1~Q4、電感電流與開關導通

週期 Ts的關係。 

t

t

t

t

t

0

0

0

0

0

Q1

Q2

Q3

Q4

iL

DTon
(1-D)Toff

t

t

t

t

t

0

0

0

0

0

Q1

Q2

Q3

Q4

iL

DTon (1-D)Toff

Ts Ts  
(a)升壓模式                 (b)降壓模式 

圖 7 電感電流與開關導通週期訊號圖[26][27] 

III. 雙向直流轉換模組之並聯均流控制 

雙向直流轉換模組之並聯均流架構如圖 8 所示，一高

功率直流電源分接 N 部小功率模組，此時各模組應平均分

擔負載電流 IL，故必須採均流技術監控與分配各模組之輸出

電流，理想情況為由 N 部模組平均分擔 IL/N，避免單一模

組輸出過大之電流造成電路溫度過高或燒毀。 

直流轉換模組N 

直流轉換模組2…

直流電源 直流轉換模組1

IL/N

IL
IL/N

IL/N

負載

 

圖 8 多組直流電源並聯示意圖 

A. 單部雙向直流轉換模組之內迴路控制架構 

    本計畫雙向直流轉換器採用內迴路控制架構，即電壓

反饋控制作為外迴路，電流反饋控制為內迴路如圖 9 所示，

使輸出電壓、電流均為可控，此架構具有電流控制響應較

快與輸出電壓較穩定之優點。模組外部為一般穩壓迴路，

將輸出電壓 Vo 與直流鏈設定電壓命令 Vref 比較後由第一個

控制器計算出穩壓控制訊號 uV，再與參考電流命令 Iref疊加

後與實際電流 Io 比較，再由第二個控制器計算出修正後之

電流控制訊號 uI，最後將此訊號與三角波比較獲得功率開關

元件之導通訊號。主要動作原理為將輸出電壓之誤差疊加

在參考電流命令上後獲得一修正後之電流控制訊號，再與

三角波比較，藉以使模組輸出電流與電壓皆能有良好之控

制效果。 

參考電壓

Vref

PWM
+

Z

+

Z

Vo

Io

電流迴路 穩壓迴路

C

單部雙向直流/直流轉換模組

電流控制

訊號uI

_
+

_
_

Ʃ

參考電流

Iref

穩壓控制

訊號uV

+
+

L

IGBT

 
圖 9 單部雙向直流轉換模組內迴路控制架構圖 

B. 多部雙向直流轉換模組之並聯均流控制 

針對如圖 8 所示之單電源多模組並聯架構，各模組應

平均分擔負載電流 IL，而針對 IL/N 之參考電流命令產生方

法本計畫採用自動主僕法如(17)所示： 

1 2( , ,....., )ref L L LnI Max I I I  (17) 

即取出輸出電流 IL1 ~ILn之最大電流訊號，以此做為所有轉

換器之共同參考電流命令 Iref。在本計畫所研製之電能管理

系統中，電動車主電力來源為燃料電池，由於電動車馬達

之功率需求大，故後端以兩部雙向直流轉換模組並聯之型

式分擔負載電流如圖 10 所示。若經功率命令換算求得主要

燃料電池之電流命令為 Io1，則該電流由兩部雙向直流轉換

模組平均分擔使 Io1= Ib1+ Ib2。 

Vref

雙向直流
轉換模組

電流迴路
控制器

燃料電池
Vb

I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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Ʃ
+

Ʃ
+

–
ev1ic1

Ʃ

Iref

+

Id1

+

–

雙向直流
轉換模組

電流迴路
控制器

Ib2

PWM

Vb2

電壓迴路
控制器

Ʃ
+

Ʃ
+

–
ev2ic2

Ʃ

+
Id2

+

–

ei1

ei2

自動主僕法

Io1

Vbus

 

圖 10 基於自動主僕法之並聯均流控制架構 

C. 雙自由度 PID 均流控制架構 

    單自由度比例積分微分(One Degree-of-freedom PID, 

1PID)控制器是目前工業上最常使用的控制方法，藉由適當

調整比例增益(KP)、積分常數(TI)與微分常數(TD)，可決定系

統之暫態與穩態響應規格。1PID 控制架構如圖 11 (a)所示，

其中 P(s)為受控體，C(s)為控制器可表示如下： 

 -1( ) 1 ( ) ( )i Pi Ii DiC s K T s T D s    (18) 

其中 r、e、u、d 與 y 分別表示參考命令、誤差、控制力、

外部干擾與期望輸出；i=1, 2 表示兩部轉換器；D(s)=s/(1+τs)

為一濾波型微分近似器。則 r 至 y 與 d 至 y 之閉迴路轉移函

數可分別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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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 ) ( ) / [1 ( ) ( )]ryiG s P s C s P s C s   (19) 

1 ( ) ( ) / [1 ( ) ( )]dyiG s P s P s C s   (20) 

由(19)與(20)式可知，若設計一轉移函數 C(s)使輸出 y 能接

近命令 r，亦即 Gyr1(s)具良好響應，則此 C(s)亦將間接決定

Gyd1(s)，此時 Gyd1(s)未必能獲得最佳響應。由此可知，由於

傳統單自由度 PID 控制器僅有單一控制迴路，故僅能針對

單一性能進行最佳設計。由於每台轉換器所使用的元件特

性不同、外部干擾及線路雜訊等，導致每台轉換器的輸出

電壓及電流都有差異。有鑑於此，本計畫改採用 2PID 控制

器實現多部雙向直流轉換模組之並聯均流控制。相較於

1PID，2PID 新增一個前饋迴路如圖 11 (b)所示： 

 ( )f pi i i DiC s K T s     (21) 

其中 α與 β分別為前饋比例與微分係數。此時，r 至 y 與 d

至 y 之閉迴路轉移函數如下: 
2 1( ) ( )dyi dyiG s G s  (22) 

2 1( ) ( ) ( ) ( ) / [1 ( ) ( )]ryi ryi fG s G s P s C s P s C s    (23) 

由此可知，藉由設計 C(s)可獲得良好之系統抗外力干擾能力

如(22)式所示，而另外設計 Cf(s)則可控制追蹤響應之性能表

現如(23)式所示。顯然，2PID 控制器可同時改善兩項性能

指標。在此計畫中，以反饋式 2PID 控制器作為並聯雙向直

流轉換模組之控制器，控制架構如圖 12 所示。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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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 ∑

u

1PID Controller

r

d
+

+
P(s)

Plant

 
(a) 1PID 控制器 

+_

ye
∑ C(s) ∑

ur

d

+
+

Cf (s)

∑
+

+

P(s)

Plant
2PID Controller

 
(b) 2PID 控制器 

圖 11 單自由度與二自由度 PID 控制器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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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反饋式 2DOFPID 控制架構圖 

D. 蝙蝠演算法 

    蝙蝠演算法(Bat Algorithm, BA) 是由劍橋大學學者 

Xin-She Yang 在 2010 年透過模擬蝙蝠的捕食行為而提出的

一種最佳化演算法[28]，該演算法模擬包括蝙蝠覓食、尋找

棲地與躲避障礙等行為，最大的特色是仿效蝙蝠的回聲定

位系統，使得蝙蝠能在各種環境下藉由此系統鎖定獵物、

躲避障礙及找到棲地[28]-[35]。根據蝙蝠的生物學機能可得

知，蝙蝠在搜尋獵物時，剛開始發射超音波脈衝的響度較

大及頻率較小，有助於搜尋更廣泛的空間。當蝙蝠發現獵

物，將減小脈衝響度，同時增加脈衝發射次數，此改變有

助於更精確掌握獵物的位置。藉由發展仿效上述覓食能力

之位置更新公式，可有效求得最佳化解，演算法步驟如下： 

(1) 設定初始參數包括初始位置 xj、飛行速度 vj、飛行頻率

fj、超音波脈衝頻率 rj、超音波脈衝響度 Aj及搜索範圍。 

(2) 各個蝙蝠在參數搜尋範圍內更新蝙蝠的位置和速度如

(24)-(26)式，其中 σ  0 , 1 的隨機數，fmin、fmax 為頻

率 f 的變化範圍，xgbest為第 t 時刻的全域最佳解。 

 min max minjf f f f     (24) 

 1t t t

j j gbest j jv v x x f     (25) 

1 1t t t

j j jx x v    (26) 

(3) 一旦確定當前全域最佳解，每隻蝙蝠會根據(27)進行一

次隨機移動，產生一組新的解。其中  1,1   為隨

機值； tA 是所有蝙蝠的響度在 t 時刻的平均值。 

t

new oldx x A   (27) 

(4) 當蝙蝠發現獵物時，減弱超音波脈衝響度，並加快發

射頻率，以增加獵捕機會如(28)及(29)表示，φ 及 λ 為

常數，0 <φ< 1，λ> 0。選擇不同之 φ及 λ將可獲得不

同超音波脈衝頻率 rj與響度 Aj之變化情形如圖 13所示

[26]。當 t 時， 0t

jA  , 0t

j jr r 。 

1t t

j jA A   (28) 

 1 0 1t t

j jr r e     (29) 

(5) 終止條件為判斷迭代次數是否達到或是已找到獵物的

最佳解，若符合上面提到兩點之其中一點，此時演算

法就會停止，並且會輸出食物源的最佳解；若未符合，

則會回到步驟 3。圖 14 為蝙蝠演算法之演化流程。 

E. 基於蝙蝠演算法之最佳化雙自由度 PID 均流控制架構 

    雖然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可改善單自由度 PID 控制器

之控制性能，但同時有五個參數需進行調整，因此調整不

易。另一方面，使用固定增益之 PID 控制器並無法得到良

好之控制響應。因此，本計畫使用蝙蝠演算法對五個參數

Kp、KI、KD、α、β 進行最佳化，以求得最佳之控制效果，

控制架構如圖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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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13 超音波脈衝響度Aj與頻率rj之變化情形[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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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蝙蝠演算法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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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基於蝙蝠演算法之最佳化雙自由度 PID 均流控制 

IV. 複合電力電動機車之主動式功率分配控制 

    為實現複合電力電動機車之主動式功率分配控制，本

計畫以亞太燃料科技有限公司之燃料電池電動機車

ZES6.0C 為基礎進行改裝。ZES6.0C 為雙電力架構，其中燃

料電池為主要電力源，搭配鋰電池作為儲電設備。原廠使

用升壓轉換器對燃料電池電壓升壓並穩壓，以提供馬達所

需驅動電壓。本計畫對此架構進行改裝實驗，首先在原廠

控制架構中串接一自行開發之數位訊號處理器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DSP)控制器，DSP 蒐集馬達當下需求功率

Pd、馬達電壓 Vd、馬達電流 Id，燃料電池之電壓 Vfc、電流

Ifc與鋰電池之電壓 Vbat、電流 Ibat等回授訊號，進而計算三

個控制變數:(1)鋰電池殘電量 SOCbat，(2)燃料電池功率 Pfc，

(3)鋰電池功率 Pbat 以控制燃料電池後端之升壓轉換器如圖

16 所示。透過 DSP 將 Pfc轉換為 0~5V 類比訊號下達至原廠

VCU，由 VCU 控制原廠燃料電池後端之升壓轉換器，以決

定燃料電池輸出功率。DSP 亦將在鋰電池 SOC 下降時，適

時調整燃料電池功率分配比，以對鋰電池進行充電。此架

構可驗證所發展之控制策略與 DSP 之控制性能。 

DSP VCU
Motor 

Driver
Motor

Fuel Cell

Lithium 

Cell

Boost 

Converter

機車配置

控制訊號

回傳訊號

電能流向

Pfc

THR油門信號來自於動力計

Ifc

Ibat

Io

VCU
Motor 

Driver
馬達控制器
電壓、電流Id Vd

Ibat Vbat

燃料電池
輸出功率

SOCbat

輸入電池之
電壓、電流

Pd

 

圖 16 複合電力電動機車之控制架構[23]  

V. 複合電力電動機車之最佳化能量管理策略設計 

    在此計畫中，設計三種控制方法以對複合電力電動機

車進行能量管理，茲分別說明如下[23]。 

A. 基本規則庫控制 

    基本規則庫控制(Rule-Based Control)為常見之控制策

略，以經驗法則與系統特性定義出各情況下之能量分配規

則，盡可能的使系統操作於高效率區間，以達到最好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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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結果。本計畫考慮燃料電池與鋰電池之電池效能制定出

二維規則表如表 1 所示，主要可分成(1) Power off mode; (2) 

Fuel cell mode; (3) Fuel cell charge mode; (4) Li-Battery mode; 

(5) Hybird mode。透過此表，當輸入馬達需求功率與鋰電池

殘電量時，即可計算出燃料電池與鋰電池輸出功率之比例。 

表 1 基本規則庫[23] 
Condition Mode Rule Note

No power demand

Power off mode If SOC high and Pd is is lower than 

(100),

Then Pd=Pfc=Pbat=0

High SOC

Fuel cell charge 

mode

If SOC low and Pmd is lower than (100),

Then Pd=Pfc+Pbat (Pfc>0,Pbat<0)

Low SOC

Charging by Pfc

Li-Battery mode If Pfc is 0 and Pd is is lower than (100),

Then Pd=Pbat=0

NO Fuel

Small power demand

Fuel cell mode If SOC high and Pd is lower than(500),

Then Pd=Pfc,Pbat=0

High SOC

Fuel cell charge 

mode

If SOC low and Pd is lower than(500),

Then Pfc=Pd+Pbat (Pbat= -600)

Low SOC

Charging by Pfc

Li-Battery mode If Pfc is 0 and Pd is lower than(500),

Then Pd=Pbat

NO Fuel

High power demand

Hybird mode

If SOC high and Pd is lower than(1500),

Then Pfc=Pd+Pbat (Pbat= -600)

Low SOC

Charging by Pfc

If SOC high and Pd is higher than(1500),

Then Pd=Pfc+Pbat (Pfc=1500)

High SOC

Hybird mode

If SOC low and Pd is lower than(1500),

Then Pd=Pfc+Pbat(Pfc =1500)

Low SOC

Charging by Pfc

If SOC high and Pd is higher than(1500),

Then Pd=Pfc+Pbat (Pfc=1500)

High SOC

Li-Battery mode

If Pfc is 0 and Pd is lower than (1500),

Then Pd=Pbat NO Fuel
If Pfc is 0 and Pd is higher than (1500),

Then Pd=Pbat  

B. 最小等效能耗法 

    最小等效能耗法屬於全域式搜尋方法之一[9]-[11]，可

達到全域最佳化之效果，其搜尋目標為找出最小消耗能量

之雙電力輸出功率組合，此策略建構步驟如下: 

(1) 定義目標函數、for 迴圈如圖 17 所示，進而可供求出

在各個情況下的最小等效能耗所對應之燃料電池輸出

功率及 Pfc分配比 α如(30)所示。 

fc

d

P

P
   (30) 

(2) 針對燃料電池輸出功率、鋰電池輸出功率、需求功率、

鋰電池殘電量及 α 進行全域搜索。在各迴圈下均以

if-then-else 條件式呈現，判斷全部可能的條件再進入

程式運算各參數，計算出不同需求功率與不同功率分

配下之等效能耗。等效能耗計算公式設計如(31)所示。 

1 2 3

fcbat

bat c bat o

bat fc converter

PP
J C W P C W C 

  
   


 (31) 

其中各參數分別為鼓勵充電係數 Wc、鋰電池輸出功率

係數 Wo、燃料電池輸出功率 Pfc、鋰電池輸出功率 Pbat、

鋰電池效率 ηbat、燃料電池效率 ηfc、轉換器效率

ηconverter、物理範圍限制量 ϒ與狀態切換係數 C1~3。 

(3) 最小等效能耗取得:將由程式所計算得出之最小等效

能耗 J 儲存於一個矩陣中，即可建置二維表，將其加

入能量管理系統中對電池效能進行能量優化管理。透

過 ECMS 得到之燃料電池輸出功率代表燃料電池在額

定功率 1.8KW 範圍下輸出功率之情況如圖 18 所示。 

Pd

SOC

Pfc

Pbat

    , , , min , , , ,d fc bat d fc batJ P SOC P P J P SOC P P  

α

 
圖 17 全域搜索多目標最小化示意圖 

C. 布穀鳥搜索演算法 

    布穀鳥搜尋演算法(Cuckoo Search Algorithm, CSA)屬

於群體最佳化(Population-based optimization)方法[36]，透過

模擬自然界中的布穀鳥行為模式所建構而成。適應函數值

被用來衡量布穀鳥下蛋所處位置的優劣，而布穀鳥遵循

Levy-flight 的隨機飛行方式在求解搜索空間中隨機遊走，將

搜尋目標和飛行移動過程比擬為較佳的解以取代較差解的

更新過程，並依據該鳥巢的適應性決定該鳥巢中的蛋是否

會被淘汰，再利用(32)-(33)式求出最佳解。透過布穀鳥搜索

演算法得到之最佳燃料電池輸出功率如圖 19 所示。比較圖

18 與圖 19 可知[23]，利用 CSA 所求得之最佳燃料電池輸出

功率與利用 ECMS 方法所得之結果相當接近，證實 CSA 確

實有能力找到全域最佳解。 

 1t t

i i L yx x év      (32) 

 1t t t t

i i j kx x r x x      (33) 

    
圖 18 ECMS 之燃料電池輸出功率  

 
圖 19 CSA 之燃料電池輸出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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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雙向直流轉換模組之並聯均流控制模擬與實作   

A. 雙向直流轉換模組並聯之 PSIM 軟體建模 

    本計畫首先以 PSIM 電路模擬軟體模擬雙向直流轉換

模組之並聯均流控制效果包括內迴路控制架構與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如圖 20-圖 22 所示，藉由撰寫 C 程式語言至 C 

Block 模塊以實現基本規則庫、最小等效能耗法與布穀鳥搜

索演算法所建立之二維查表。 

 

圖 20 雙向直流轉換模組之並聯架構建模 

電流反饋迴路 電壓反饋迴路

 

圖 21 內迴路控制架構建模 

KD

KI

KP

α

β

 

圖 22 雙自由度 PID 均流架構建模 

B. 雙向直流轉換模組之並聯模擬 

    本計畫首先模擬三台轉換器並聯，並測試是否能在負

載變動情況下透過穩壓控制將輸出電壓維持在 50V 且供應

負載 30A 之電流值，且三台轉換器需平均分攤輸出電流各

10A。負載變化利用可程式化電子負載設定在 0.4 秒抽取電

流減少為 24A，在 0.6 秒增加為 30A，在 0.8 秒減少為 24A

以模擬負載變動。模擬結果如圖 23 所示，由圖 23 可知系

統在 0.83 秒後收斂且電流皆趨於穩定。   

Vo

 
(a) 雙向直流轉換模組之並聯電壓控制 

eV

 
(b) 雙向直流轉換模組之輸出電壓誤差 

 

(c) 雙向直流轉換模組之均流控制 

eVA3

 

(d) 雙向直流轉換模組之輸出電流誤差 

圖 23 雙向直流轉換模組之並聯控制模擬結果 

C. 雙向直流轉換模組之並聯實作與測試 

    本計畫所完成之三組雙向直流轉換模組並聯電路實作

成果如圖 24 所示。接著，將 PSIM 模擬電路圖使用 PSIM

提供之 SimCoder 軟體轉成 C 語言，並使用 TI 提供的 Code 

Composer Studio 軟體，將模擬程式燒錄至 DSP，以 DSP 控

制雙向直流轉換模組如圖 25 所示[27]。實驗過程中由電子

負載向三台電源抽取電流，負載變動設計如圖 26 所示，輸

入電壓由電源供應器提供電壓，並利用電壓感測電路，電

流感測電路將訊號傳送至 DSP 做計算。為驗證控制器性

能，本計畫比較傳統 PID 控制器、二自由度 PID 控制器及

利用 BAT 最佳化之 BA-2DOFPID 控制器之控制性能。 

    實驗過程中由電子負載向三台電源抽取電流，直流輸

出電壓 Vo為 48V，輸入電壓 VI為 40V。PID 之控制參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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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壓迴路：KP=6.5、TI=0.02 及 TD=0.2；電流迴路：KP=1.5、 

TI=0.01 及 TD=0.1，圖 27 為 PID 控制之實驗結果[27]。二自

由度 PID 控制器之控制參數為電壓迴路：KP=8、TI=0.025、

TD=0.3、α=0.5 及 β=0.2；電流迴路：KP=1.6、TI=0.02、TD=0.1、

α=0.5 及 β=0.2，圖 28 為二自由度 PID 控制之實驗結果[27]。

由實驗結果可知，二自由度 PID 控制器之輸出電壓誤差最

大值、平均值及標準差均比單自由度 PID 控制器要好。電

感電流均流誤差率最大值、平均值及標準差亦比單自由度 

PID 控制器要好。圖 29 為蝙蝠演算法加入電流內迴路之二

自由度 PID 控制系統之實驗結果[27]，在控制過程中，蝙蝠

演算法將二自由度 PID 控制器之控制參數作為初始點開始

進行最佳化，更新控制參數設定為每秒一次。其中 0 到 200

次迭代之間間隔 1 毫秒。由實驗結果可知，蝙蝠演算法調

整出的控制參數之每台電感電流均流誤差率比自調出的控

制參數的誤差值還要小，因此蝙蝠演算法的方式能有效提

升整體的控制效果。 

 

圖 24 三組雙向直流轉換模組並聯電路實作成果 

 
圖 25 雙向直流轉換模組之並聯實作成果與測試平台 

 

圖 26 負載變動順序圖 

 

圖 27 PID 控制之直流轉換模組並聯均流實驗結果 

 

圖 28 2DOFPID 控制之直流轉換模組並聯均流實驗結果 

 

圖 29 BA-2DOFPID 之直流轉換模組並聯均流實驗結果 

VII. 複合電力電動機車之實驗平台建立與實車測試    

    本計畫使用亞太燃料電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產之燃

料電池電動機車 ZES6.0C 作為雙電力電動機車實驗載具如

圖 30 所示，電動機車搭載額定功率 1.8kw 之質子交換膜燃

料電池模組，具有可補充式雙儲氫罐與 20Ah 容量之鋰電池

以輔助燃料電池，其規格如表 2 所示。 

 

圖 30 ZES6.0C 燃料電池電動機車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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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ZES6.0C 燃料電池電動機車規格 

項目 規格 

最大車速 超過 45km/hr 

0~100km/h 加速時間 12 秒 

爬坡能力(θ) 20 km/hr 

續航力範圍 50km(市區)~86km(一般模式) 

車重 25kg 

燃料電池型號 PEM 

額定電壓 24V 

額定功率 1800 W 

操作電壓 22-32V 

操作溫度 5-55℃ 

冷卻方式 水冷系統 

燃料 氫氣 

純氫度 99.99% 

二次電池的類型 Lithium Battery 

A. 複合電力電動機車之實車測試平台建立 

    針對複合電力電動機車之主動式功率分配控制，本計

畫將待測電動機車固定於動力計上，使用電腦下油門命令

於電動機車，當機車啟動時，後輪會帶動動力計之滾輪轉

動使電動機車於原地測試。另一方面，將電動機車各種回

授訊號如電源、燃料電池之電壓及電流、鋰電池之電壓及

電流、馬達前端之電壓及電流回授 DSP 後，利用所提出之

三種控制方法包括基本規則庫控制、最小等效能耗法與布

穀鳥搜尋演算法計算最佳功率分配比 α，以決定燃料電池輸

出功率與鋰電池輸出功率，其中鋰電池輸出功率可為正值

放電或負值充電。而燃料電池與鋰電池之功率值皆為透過

本計畫所發展之雙向直流轉換模組，搭配內迴路控制法與

雙自由度 PID 控制實現。考慮實際燃料電池與鋰電池之瞬

間輸出功率，本計畫所設計之硬體架構如圖 16 所示，實際

完成之三組雙向直流轉換模組如圖 31 所示，整體實驗平台

如圖 32 所示。 

 

圖 31 複合電力電動機車之直流轉換模組實體電路 

電源供應器

動力計 DSP

並聯式
DC-DC轉換器

升壓轉換器

電動機車

鋰電池

 
圖 32 複合電力電動機車實驗平台[23]  

B. 複合電力電動機車之實車測試結果 

    本計畫將機車放置於動力計上，並將三種控制策略以

DSP實現後進行 ECE40行車型態測試如圖 33。歐洲 ECE-40

所規定之市區行車型態分別從時速 0 至 15、0 至 35、0 至

50，連續操作 1170 秒，以模擬機車行駛於市區之速度與能

耗表現。在本計畫中，為在短時間內觀察出不同控制策略

之控制效能差異，以高速段作為主要測試依據。    

    針對本計畫所設計如圖 16 之硬體架構，採用基本規則

庫控制、最小等效能耗法與布穀鳥搜尋演算法計算最佳功

率分配比 α，以決定燃料電池輸出功率與鋰電池輸出功率之

實驗結果如圖 34 所示[23]。由圖 34 可知，利用三種控制方

法所求得之最佳功率分配比 α 下之燃料電池與鋰電池輸出

功率組合，確實可滿足電動車動力需求，使速度響應符合

ECE-40 行車速度要求。另一方面，如圖 35-圖 37 可看出不

同控制策略之電力分配差異。使用基本規則庫控制方法在

一開始時 SOC 就逐漸下降，至 3000 秒左右開始才對鋰電池

進行較大功率充電[23]。而最佳化能量如最小等效能耗法與

布穀鳥搜尋演算法在一開始就適時對鋰電池分配較大功率

充電，使 SOC 下降較慢，進而使鋰電池保持在效率較高之

操作點。值得注意的是，若燃料電池耗盡僅剩鋰電池供電

時，會有車速響應追不上的情況發生。 

 

圖 33 ECE-40 行車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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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使用 Rule-based 之總車速響應與局部放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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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使用 ECMS 之總車速響應與局部放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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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 CSA 之總車速響應與局部放大圖 

圖 34 不同控制方法之複合電力電動機車車速響應 

 

    圖 35 為使用 Rule-based 方法於複合電力電動機車上測

試 ECE-40 之功率分配情形。當 SOC 低於 0.65 時使用燃料

電池供應負載需求，且同時對鋰電池充電。由圖 35 可知，

燃料電池在 6400 秒時左右耗盡，鋰電池在 8794 秒時左右

耗盡，總行駛時間為 8794 秒，行駛距離為 58.69 公里。圖

36 為使用 ECMS 方法於複合電力電動機車上測試 ECE-40

之功率分配情形。此方法在 SOC 低於 0.8 時開始使燃料電

池對鋰電池充電，燃料電池在 7000 秒左右時耗盡，鋰電池

最終在 9340 秒時左右耗盡，總行駛時間為 9340 秒，行駛

距離為 62.41 公里。圖 37 為使用 CSA 方法於複合電力電動

機車上測試 ECE-40 之功率分配情形。此方法在 SOC 低於

0.8 時開始使燃料電池對鋰電池充電，燃料電池在 6889 秒

時左右耗盡，鋰電池在 9133 秒左右時耗盡，總行駛時間為

9133 秒，行駛距離為 61.06 公里。 

    此外，比較複合電力電動機車在使用雙電力同時供電

與鋰電池單電力供電如圖 38 可知[23]，當電動機車燃料電

池與鋰電池均有充足電力時，電動機車速度響應佳。由於

控制策略將燃料電池作為主要電力源，故燃料電池會先用

盡，造成僅存之鋰電池無法供應馬達足夠之額定電壓與負

載功率，使得加速度低，故在實驗後期之速度響明顯受到

影響。 

 
(a) Rule-based 總功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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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ule-based 高 SOC 功率分配 

 
(c) Rule-based 低 SOC 功率分配 

圖 35 使用 Rule-based 控制方法之複合電力功率分配情形 

 
(a) ECMS 總功率分配 

 
(b) ECMS 高 SOC 功率分配 

 
(c) ECMS 低 SOC 功率分配 

圖 36 使用 ECMS 控制方法之複合電力功率分配情形 

 
(a) CSA 總功率分配 

 
(b) CSA 高 SOC 功率分配 

 
(c) CSA 低 SOC 功率分配 

圖 37 使用 CSA 控制方法之複合電力功率分配情形 

 
(a) Rule-based 與 ECMS 使用複合電力之車速響應 

 
(b) Rule-based 與 ECMS 僅使用鋰電池之車速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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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ule-based 與 CSA 使用複合電力之車速響應 

 
(d) Rule-based 與 CSA 僅使用鋰電池之車速響應 

圖 38 使用複合電力與單電力之速度響應比較 

C. 實驗結果討論與比較 

    將三種方法所得到之耗能結果整理如表 3 可知，若以

基本規則庫為改善基準，則利用 ECMS 與 CSA 最佳化方

法，其續航力分別可由 58.69km 提升至 62.41km 與

61.06km。相較於規則庫方法，改善率分別為 6.33%、4.03%，

並延長行車時間分別為 546 秒與 339 秒。此外，比較 ECMS

與 CSA 可知，使用 ECMS 之複合電力電動機車之續航力優

於 CSA，此結果顯示 ECMS 可找到全域最佳功率分配比，

但 CSA 會因布穀鳥數目與疊代次數限制解的最佳性。 

表 3 各策略能耗比較[23] 

 Rule-based ECMS CSA 

時間 sec 8794 9340 9133 

平均功率 772.62 716.79 767.96 

馬達能量(J) 6794420 6695846 7013778 

總耗氫量(g) 89 89 89 

燃電效率 0.512 0.535 0.532 

總里程(km) 58.69 62.41 61.06 

改善率 -- 6.33% 4.03% 

VIII. 結論與建議 

    電動車之電能管理系統為整合電力電子、自動控制、

計算智慧與機電整合等技術之高度跨領域系統，利用人工

智慧方法，提高電動車複合式電源之使用效率，進而提升

續航力，延長電池壽命，是效益極高且符合環保趨勢之重

要前瞻技術，除對節能減碳有一定之貢獻外，亦有助於電

動車普及化。雖然目前國內在汽車工業之整體技術仍落後

歐美日等國家，但在國內政府積極鼓勵與相關業者努力投

入下，國內業者在功率轉換器、電控系統、動力電池材料、

充放電電子電路與車載資通訊系統等領域有不可小覷之技

術能量，故應整合上述技術發展具創新與經濟效益之先進

綠能車輛電能管理系統。本計畫透過發展電能轉換器、最

佳化能量管理策略、電動機車機電整合與電能管理控制等

技術，建立具實用性之電動車移動載具實驗平台，使燃料

電池與鋰電池可在不同車速、殘電量、功率需求與電池狀

態下達到最佳化之功率分配效果，並以數據化之分析方式

進行性能分析。由實驗結果可知，本計畫所發展之基於人

工智慧開發具主動控制與節能最佳化之電動車電能管理系

統確實能有效提升電動車續航力達 4.03~6.33%。藉由本計

畫之技術發展、實車測試、效益評估與成果展示，可提升

國內在潔淨能源動力系統之技術能量，另外本計畫亦培育

數名自動控制、電能管理、人工智慧與機電整合技術之跨

領域專業人才，期盼藉由本計畫之執行與產出，能對提升

國內綠能車輛產業技術有綿薄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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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7年 7 月 30日 

                                 

一、參加會議背景與經過 

    電力與電機工程為引領全球工業發展之重要工程技術，而整合潔淨能源發展具備

低汙染之綠能載具更是其中跨領域研究之重要議題。常見之車用潔淨能源如電能(儲能

電池與超級電容)、氫能(燃料電池進行氫氧之電能轉換)與空氣能(以壓縮空氣帶動馬達

葉片)；而其動力技術則多以馬達與引擎之油電混合動力為主。一般而言，電動馬達之

電力源多採用以鋰離子電池組成之電池模組為主，透過鋰電池模組高效能充放電之特

性供給馬達所需電力，進而使移動載具運動，屬於低碳排放之驅動方式。為了發展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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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之高綠能車輛，目前全球汽車大廠均積極朝向純電動化車輛之技術發展。基於

此產業趨勢，本人近年亦投入綠能車輛之電機控制與電能管理研究。研究項目之一即

為發展具人工智慧與主動控制功能之混合電力移動載具，包括發展電池建模、直流-

直流轉換、均流控制與最佳化功率分配等技術，以使綠能移動載具能有良好之能源使

用效率，進而達到延長續航里程與提高電池壽命之綜效。 

    2019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wer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CPEE 

2019)由日本東京理科大學承辦，並與 2019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osite Material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CCMST 2019)聯合舉行。Technical 

Committee 成員來自美國、澳洲、瑞士、新加坡、日本、印度、中國大陸與香港等國

家，本人亦受邀擔任 ICPEE 2019之 Technical Committee Member。此次 ICPEE 2019

聚集了許多國際上對電力、電磁、控制與材料工程之相關理論、設計與實務應用有興

趣之專家學者共同對其最新研究成果進行分享與交流，國內包括清華大學、宜蘭大學

與虎尾科技大學等校亦有教授前往參與盛會。而本人的研究團隊也很榮幸的被大會接

受發表兩篇論文，包括“Optimal Power-Split Control for a Battery-Supercapacitor Hybrid 

Electric Scooter Using Adaptive Cuckoo Search Algorithm”與“Optimal Fractional-Order 

Proportional-Integral-Derivative Control for a VCMs-based X-Y Motion Stage Using 

Adaptive Cuckoo Search Algorithm”，並於此研討會中進行口頭的演講發表。 

    此會議之舉行日期為 108 年 5 月 22 日至 5 月 25 日，地點位於日東京市中的東京

理科大學。本人於會議前一日 5月 21日選擇搭乘長榮航空(BR0192)直達日本羽田國際

機場，入境後隨即搭乘地鐵前往下塌飯店。東京位於日本關東地區，其廣義之東京都

會區人口數約 3700萬，是目前全球規模最大的都會區。此外，東京地下鐵路相當發達，

各種路線四通八達，透過各種新幹線往來名古屋、大阪與京都等各大都市均相當便利。

加上位於都心部南邊的羽田國際機場及東京都以東的成田國際機場，形成一綿密與四

通八達的交通網，作為一國際研討會會議地點相當適合，圖 1 與圖 2 即為東京車站外

觀與周遭便捷之鐵路路網圖。 

--   
圖 1 東京車站外觀 圖 2 東京地下鐵路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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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理科大學簡稱東理，是日本科學與科技領域方面著名的大學之一，也是唯一

有校友獲得諾貝爾獎之私立大學。東京理科大學現有主要科系包括物理、材料、化學、

建築、機械與生命科學等科系，校園位於東京市內，面積並不大，環境清幽而樸實。

此次研討會地點為東京理科大學之森戶紀念館如圖 3 所示，其位置距離主校區有一段

距離。紀念館內展有東京理科大學之校史文物，並備有多間會議室與休息室，可用於

舉辦重要會議與研討會。 

5 月 22 日大會僅安排報到行程，故本人與隨行學生林芮慶、楊孟晨留待飯店準備

報告，並熟悉附近環境與交通方式。5 月 23 日會議一早本人即與隨行學生準時前往會

議地點東京理科大學，並於大門拍照留念如圖 4 與圖 5 所示。本人此次論文被安排在

下午之 Session III與 Session IV，因此在進入會場完成報到如圖 6所示後，本人即在會

場與其他與會者交換名片與彼此之研究心得，隨後與學生一同參與上午之 Keynote 

Speech，該演講由日本 Tokai University之 Masayuki Morimoto 教授主講如圖 7所示，講

題為 Electric Vehicle; the History and the Future。此講題內容與本人之研究相當契合，在

此演講中，Prof. Masayuki Morimoto 對電動載具從過去之發展歷史到目前全世界之重點

發展方向做了深入淺出的介紹，尤其針對無人駕駛車輛、非接觸式充電技術與電動車

電能管理系統，有相當精闢之介紹，內容相當精采且具實用參考價值。 

     
圖 3 東京理科大學-森戶紀念館 圖 4 東京理科大學大門留念 

 
 

圖 5 東京理科大學校園留念 圖 6 研討會報到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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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稍作休息後，即繼續參與下一場 Keynote Speech，該演講由加拿大 University of 

Windsor 之Henry Hu教授主講如圖 8所示，講題為Hybrid Nano Metal Matrix Composites 

for Potential Automotive Applications。在此講題中，Prof. Hu教授從材料的角度探討輕合

金複合材料之技術發展現況，尤其針對鋁、鎂複合材料之開發與其在汽車與航太工業

之應用有極為詳盡之介紹。此議題雖與本人之研究領域並不相同，但從 Prof. Hu教授之

簡報即可看出其作研究實事求是且勤奮不懈之精神，非常值得學習。 

    中午用完餐後即進入第一場論文發表議程。各時段均有二個 session 同時進行，由

於第一場論文發表議程主要探討複合材料結構，與本人研究領域相關性較低，因此本

人與學生利用此空檔時間做最後的報告討論準備。本人研究團隊所發表之二篇論文均

被安排在第二場議程中，該議程論文涵蓋電磁材料、電磁應用、馬達控制與電動車應

用等主題，例如來自泰國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之研究生 Ms. Pronteera Sukhsuwan

介紹不同濃度之 NaCl 對石墨烯/聚電聚合物複合材料產生電容量之影響如圖 9 所示。   

此次本人研究團隊所發表之論文由學生上台報告，並在參與研討會之前即在校內反覆

訓練多次，其目的為使學生於學術成果分享中累積個人膽識與國際視野，而本人則於

台下聆聽。第一篇論文“Optimal Power-Split Control for a Battery-Supercapacitor Hybrid 

Electric Scooter Using Adaptive Cuckoo Search Algorithm”由林芮慶同學報告如圖 10所示，

其研究成果為利用布穀鳥演算法應用於鋰電池-超級電容混合電動載具之功率分配最佳

化，此研究成果包括對鋰電池、超級電容、馬達、機車與駕駛進行全系統建模，並以

二個典型行車型態 ECE40與 FTP72進行電動機車之動態模擬。在控制策略方面，分別

以 Rule Based 方法與布穀鳥演算法對鋰電池與超級電容之輸出功率進行控制，由模擬

結果可看出以布穀鳥演算法進行複合電力之能量管理策略，其所消耗的總能量相較於

Rule Based控制策略可減少 23+%，在節能與延距方面具有顯著效益。在報告完畢後，

主持人 Prof. Joonhyeon Jeon 詢問如何得知布穀鳥演算法所得出的是最佳的解，並建議

可在模擬中加入更多之外部干擾，以驗證系統之強健性，意見相當具有建設性。在報

告結束後，Prof. Joonhyeon 亦持續給予許多寶貴意見如圖 11所示，獲益良多。 

  
圖 7 Prof. Masayuki Morimoto 專題演講 圖 8 Prof. Henry Hu 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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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場的最後一個也是本研究團隊的另一個學生楊孟晨所報告之論文題目為

“Optimal Fractional-Order Proportional-Integral-Derivative Control for a VCMs-based X-Y 

Motion Stage Using Adaptive Cuckoo Search Algorithm”，其成果主要以改良式布穀鳥演

算法對分數階 PID 參數進行線上最佳化，並且實際應用於音圈馬達之精密定位控制。

控制過程中以觀察誤差之大小判斷是否成功找出控制器最佳參數。實驗分別以傳統 PID

控制器、分數階 PID 控制器以及利用自適應改良布穀鳥搜尋演算法找出的最佳化分數

階 PID 控制器進行比較。由實驗結果可知，最佳化分數階 PID 控制器不管在暫態與穩

態之控制行為上均有最佳之定位精度。值得一提的是，學生楊孟晨在經過本人事先完

整的督促與訓練下，可清楚、流暢地以英文說明研究成果，因此非常榮幸地獲得大會

所頒發之Best Oral Presentation Award如圖 12所示，除對於學生有非常大之鼓舞作用外，

對提升國內學術單位在國際上之能見度亦有綿薄之貢獻。 

    在順利完成論文報告後，本人與學生亦持續參加後續論文發表議程，其中來自中

國的哈爾濱工業大學的 Rashid Ali Laghari 學者的發表主題中提到與我們研究相關之人

工智慧應用。一般而言，切削工具上的磨損主要來自於粘合劑和磨料，對於這種現象，

切削速度是影響刀具磨損最重要之因素。為釐清此議題，該研究針對在切削操作過程

中之刀具壽命與附著磨損進行了理論分析與實驗研究，利用類神經網絡分析切削過程

中，切削速度、進給量與切割深度三項參數對刀具磨損之影響程度，報告剪影如圖 13。

在整天會議程結束之後，本人亦前往海報會場觀摩各國學者之最新研究成果圖 14所示，

同時也與各國學者進行交流，並交換聯絡方式，期待未來能有跨國學術合作的機會。 

  
圖 9 Ms. Pronteera Sukhsuwan研究生報告    圖 10本人學生林芮慶論文報告 

  

圖11 本人學生林芮慶與Prof. Joonhyeon

討論 

圖 12 本人學生楊孟晨獲頒 Best Oral 

Presentation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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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Dr.Rashid Ali Laghari學者論文報告 圖 14 研討會海報展示 

    本人在研討會結束後把握難得機會，自行安排前往位於東京台場之 TOYOTA Mega 

Web 汽車展示中心，以進一步了解汽車工業發展歷程。TOYOTA Mega Web 汽車展示中

心以汽車主題公園方式規劃，強調可看、可乘坐、可感受。而依照主題的不同，整個

Mega Web共規劃了「Toyota City Showcase」、「Ride One」與「History Garage」等三

大區域。Toyota City Showcase是一個兩層樓、佔地寬廣的大型汽車展示間，相當壯觀。

在偌大展示間中展示超過 80 輛線上車款，幾乎所有目前 Toyota 與 Leuxs 之販售車型均

陳列於此，且每部車均可自由體驗與試乘如圖 15所示。展示區另一角則展示了 TOYOTA

在各級賽車競賽中之車款與相關技術，並有模擬試駕區供民眾免費體驗如圖 16 所示。

而透過透明電梯前往二樓，則展示了 Toyota目前所研發之最新環境與安全等相關科技，

包括 Hybrid 車、EV 車、小型個人移動裝置 Winglet 與 TSS 先進安全駕駛輔助系統等，

對理解混合動力車、電動車與汽車安全系統有相當多之幫助，對本人後續研究有相當多

之啟發。     

  
圖 15  TOYOTA汽車展示中心一樓一角 圖 16 TOYOTA 汽車展示中心一樓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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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本人試乘 TOYOTA電動車 COMS 圖 18 TOYOTA電動車 COMS技術簡介 

 

    在展示場中，本人亦發現 TOYOTA經典電動車款 COMS。COMS為單人座小型電

動車如圖 17與圖 18所示，擁有 2395×1095×1500mm的基本車身尺碼，迴轉半徑僅 3.2m，

適用於短程通勤、通學、購物、外送、宅配等用途。在動力的配置上，COMS在後輪軸

上搭載 0.59kw同軸式電磁馬達，搭配由 PANASONIC製作之 72V-33Ah層疊式鋰電池，

在以 110V電力進行充電下僅需 6小時，即可行駛 50公里，且最高時速約 60km/hr。本

人目前亦投入輕型電動載具之技術發展，當日除仔細了解 COMS外觀設計、車體架構、

技術規格與應用模式外，亦帶回許多第一手規格資料與型錄，對後續研究有相當之幫助。

整體來說，TOYOTA Mega Web汽車展示中心是國際一流之展館，規模龐大且設備完善，

實體展示非常豐富，相當值得前往參觀。 

    本人於 5月 27日搭乘長榮航空(BR0191)臺灣結束此次會議行程。此次非常感謝科

技部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對個人之研究廣度與國際化視野均有相當大之提升。 

 

二、與會心得 

    本次會議相當成功，除了研討會本身議題受到重視與歡迎外，地點選擇在交通便

捷與文化豐富之日本東京亦是相當重要之成功因素之一，可吸引許多國際人士與會。

整體而言，參加此次會議對提升個人學術涵養及見識有相當大之幫助，個人在參加多

場議程後對後續之研究亦衍生出相當多之具體想法，對個人日後研究之改良與創新均

有相當大之幫助。而前往日本東京市對個人開拓視野與提升研究品質亦有莫大的幫助，

本人非常感謝科技部給予此次出國經費之補助。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請參照此報告之最後兩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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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ICPEE 為新的國際會議，但所發表之論文在質與量均有一定水準，並具有一定之

創新性。有鑑於電力、電氣與控制為重要工業技術，故投入此類技術研發與參與相關

國際學術性會議非常重要。在參與此次會議後，茲有以下建議:  

(1) 國內性質相近之國際研討會可聯合舉行，例如此次為 ICPEE與 ICCMST合辦，加

上東京本身即屬於觀光城市，故吸引許多歐美人士參加，對提高研討會之國際影

響力有相當大之幫助。 

(2) 多鼓勵學者參與重要國際會議，若擔任 Keynote Speaker或議程主席亦可增加補助

費用，提高擔任要務之動機。 

(3) 增設短篇論文或長摘要論文投稿型式，以口頭報告達到交流目的，可提高學者投

稿意願，擴大研討會之影響力與規模。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 ICPEE 2019大會議程資料一份 

(2) 存放論文之隨身碟一只 

(3) 近年相關研討會 DM 

(4) Toyota電動車技術資料一份 

 

六、其他 

    由於科技部之補助，方能使這次國際研討會順利成行，本人在此再次表達對科技

部誠摯感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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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ject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an optimal fractional-order proportional-integral-derivative (OFOPID) 

control strategy for controlling the mover position of a voice coil motor (VCM)-based x-y motion stage. First, the operating 

principle and dynamics of the VCM-based x-y motion stage are described. Then, a design of the fractional-order 

proportional-integral-derivative (FOPID) control is introduced on the basis of the fractional calculus. With the additional 

degree of freedom to the control system parameters, the FOPID control can improve the control responses and robustness of 

the conventional proportional-integral-derivative (PID) control. However, tuning these extra fractional operators increases 

the complexity of the control system design. In this regard, the OFOPID controller is further proposed in which five 

interdependent control parameters including proportional gain, integral gain, derivative gain, fractional operator of integral, 

and fractional operator of derivative are all online optimally determined via an adaptive cuckoo search algorithm (ACSA). In 

the ACSA, the step size and discovery probability are dynamically adjusted to regulate the abilities of global and local 

searches. The summation of integral absolute errors in x and y axes of the VCM-based x-y motion stage during tracking 

process is chosen as a performance index for minimization. Therefore, the proposed OFOPID control system with online 

parameter optimization mechanism is able to enhance the contour tracking performances and disturbance rejection ability in 

the presence of model uncertainties and external disturbance force. Finally, numerical simulations are carried out to 

investigate the contour tracking performance levels of the PID, FOPID, and OFOPID controllers. Simulation results clearly 

showed that the proposed OFOPID controller outperforms conventional PID and FOPID controllers with regard to the 

VCM-based x-y motion stage under nominal, disturbed and payload conditions. Hardware implementation and a real motion 

stage test are in progress. 

 

 

 

Keywords: Cuckoo search algorithm, fractional order, proportional-integral-derivative control, voice coil motor, x-y motion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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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epartment of Vehicle l Engineering,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Yunlin, Taiwan 

chwu@nfu.edu.tw 

 

 

Abstract: This study proposed an online optimal power-split control strategy for a battery–supercapacitor hybrid electric 

scooter (HES) by using a cuckoo search algorithm (CSA). A control-oriented scooter model including a lithium battery, a 

supercapacitor, power converters, transmission and vehicle dynamics, and a driver model was developed on the 

Matlab/Simulink platform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roposed optimal control strategy. To dominate the power distribution 

of the lithium battery and supercapacitor, the CSA-based optimal power-split control strategy was developed with four 

inputs, namely rotational speed, battery state-of-charge (SOC) of, supercapacitor SOC, and demanded torque and one output, 

namely power-split ratio, to search for the optimal power-split ratio. An instantaneous cost function, which consists of the 

total power consumption, is then minimized to obtain the optimal power split between the battery and the supercapacitor. 

Output powers of the dual power sources were administered by assembling two bidirectional dc–dc converters. As a result, 

the output powers of dual power sources and the power flow of whole power system can be optimally determined for HES.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CSA-based power-split control strategy, a rule-based control method with four 

operating modes was developed as the baseline for the comparison. From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s of two standard driving 

cycles, ECE and FTP, the results clearly revealed that the proposed CSA-based control strategy can regulate the power 

distribution more efficiently than the conventional rule-based control does. Therefore, the HES with the proposed power 

control system can obtain eco-friendly efficiency and high feasibility for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Hardware implementation 

and a real vehicle test will be conducted in the near future. 

 

 

Keywords: Cuckoo search algorithm, hybrid electric scooter, power-split control, rule-based control, supercapac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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