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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研究目的為透過控制系統軟硬體進行規劃，以設計群組型任
務子車之控制系統研製與路徑規劃。利用Raspberry 3、
PlayDuino控制器進行系統設計與路徑規劃；其嘗試控制群組型任務
子車在該隊型編號之位置進行隊形變換。系統包含低功率微型馬達
、透明橡膠輪胎、訊號接頭、藍芽接收器、路由器有線/無線連接、
Raspberry 3及PlayDuino控制器等。其中群組型任務子車初步形態
以小型自走車來模擬，嘗試以相對於C語言較簡易上手之Python 語
言來撰寫內部程式，利用Python語言容易編寫、低錯誤率及可讀性
之特性，在不同的隊形變換中找出最佳化路徑。透過架設微型攝影
機於群組型任務子車的上方，將拍攝子車頂部之色塊來辨識車輛位
置，以藍芽接收器傳送訊號至電腦，進行定位以模擬衛星定位，並
於限定的範圍場域中進行群組型任務子車隊形變換模擬。模擬實驗
顯示，利用微型攝影機模擬衛星定位，以進行限定的範圍場域中
，將能夠以最佳路徑驅使群組型任務子車模擬變換五種隊形。

中文關鍵詞： 子母車、樹梅派3、自走車、Python語言、編列隊形、路徑規劃

英 文 摘 要 ： This study used system control software and hardware to
conduct control system design and path planning for
Mission-based Swarm Main/sub Vehicles. The Raspberry 3 and
PlayDuino controllers were used for system design and path
planning,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ssion-based Swarm Main/sub Vehicles based on each
of the formation number. The system includes low-power
micromotor, rubber tire, signal connector, Bluetooth
receiver, wired/wireless router, Raspbrry 3, and PlayDuino
controller, etc. Miniature automatic guided vehicle were
used to simulate the prototype of the Mission-based Swarm
Main/sub Vehicles. Python, a more accessible programming
language than the C language, was used for writing the
internal coding. Using the easy to write, low error rate,
and reada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ython language, it
was used to find the optimal paths for the formation
transformations. A miniature camera was setup above the
Mission-based Swarm Main/sub Vehicles to identify the
positions based on the color blocks on top of the vehicles.
The signals were transmitted to the computer through
Bluetooth receiver, which simulated satellite positioning
conducted 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vehicles within
the limited area. The simulations demonstrated that within
the limited area, using miniature camera to simulate
satellite positioning, the vehicles were able to transform
into five different formations successfully using optimal
path planning.

英文關鍵詞： Main/sub Vehicle, Raspberry 3, Automatic Guided Vehicle,
Python language, Formation Design, Path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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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

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 實驗失敗 

□ 因故實驗中斷 

□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

證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申請中■無 

技轉：□已技轉□洽談中 

■無 

其他：（以 200 字為限） 

目前已透過本計畫之資源，國內外研討會論文共計 1 篇。近五年主持人透過科

技部計畫之資源發表國際知名 SCI 期刊共計 21 篇(Applied Energy, Energy, 

IEEE/ASME Mechatronics 等各領域前 5%期刊)，近五年發表國內外研討會共

計 31 篇。專利部分，中華民國專利已獲證共計 3 案，申請中 2 案；國外(含美

國、中國大陸)已獲證共計 3 案，申請中 5 案。產學合作已與財團法人車輛研

究測試中心、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等法人單位、威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亞太燃料電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企業合作 5 案，目前透過科技部衍伸技術，

並透過技術入股方式，預計明年成立(威潤/台師大)綠能管理新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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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 

限）。 

學術成就:本研究利用 Raspberry 3、PlayDuino 控制器進行系統撰寫與路徑規劃，

搭配目前技術較為成熟的 WebCam 系統，將所擷取到的影像傳回電腦，利用影

像處理軟體來做影像的辨識，來進行群組型任務子車隊形實體變換，並發展節

能路徑理論。目前已透過本計畫之資源，發表國內外研討會論文共計 1 篇，並

於近五年發表國際知名 SCI 期刊 21 篇。 

 

技術創新: 本研究設計兼具卓越性能及創新節能之群組型任務子母車輛。對於

子母車輛之設施，透過一套完整軟硬體設施，如無線通訊元件(藍芽接收器、路

由器有線/無線連接)，編列程式(Python 語言)，硬體設施(WebCam、Raspberry 3)，

來進行群組型任務子車隊形變換及發展節能路徑理論。 

 

社會影響:本研究短期內將可模擬試驗於車輛產業之中，利用實際衛星定位系統

於車輛產業中進行實車驗證測試，希望在於未來可以實際運用於實際交通道路

上、救災、探勘、軍事等市場應用。對於社會甚至國家在綠能科技之面向，應

有極正面助益。 

4.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是，建議提供機關 

經濟部能源局、經濟部技術處、經濟部工業局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是 

說明：(以 150 字為限) 

如 3 中社會影響所述，本研究對於車輛運輸產業、綠能產業及電力電子產業等

需進行最低能耗控管之領域，預期將有顯著之節能功效。透過本研究之具體實

施，將可提升國家在能量管理、先進車輛及潔淨能源上的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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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研究目的為透過控制系統軟硬體進行規劃，以設計群組型任務子車之控制系統研製與路徑

規劃並發展節能路徑理論。利用 Raspberry 3、PlayDuino 控制器進行系統設計與路徑規劃；其嘗試控制

群組型任務子車在該隊型編號之位置進行隊形變換。系統包含低功率微型馬達、透明橡膠輪胎、訊號

接頭、藍芽接收器、路由器有線/無線連接、Raspberry 3 及 PlayDuino 控制器等。其中群組型任務子車

初步形態以小型自走車來模擬，嘗試以相對於 C 語言較簡易上手之 Python 語言來撰寫內部程式，利用

Python 語言容易編寫、低錯誤率及可讀性之特性，在不同的隊形變換中找出最佳化路徑，並發展節能

路徑理論。透過架設微型攝影機於群組型任務子車的上方，將拍攝子車頂部之色塊來辨識車輛位置，

以藍芽接收器傳送訊號至電腦，進行定位以模擬衛星定位，並於限定的範圍場域中進行群組型任務子

車隊形變換模擬。模擬實驗顯示，利用微型攝影機模擬衛星定位，以進行限定的範圍場域中，將能夠

以規畫路徑驅使群組型任務子車模擬變換五種隊形。 

 

Abstract 

    This study used system control software and hardware to conduct control system design and path planning 

for mission-based swarm main/sub vehicles. The Raspberry 3 and PlayDuino controllers were used for system 

design and path planning,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ssion-based swarm Main/sub 

vehicles based on each of the formation number. The system includes low-power micromotor, rubber tires, 

signal connector, bluetooth receiver, wired/wireless router, Raspberry 3, and PlayDuino controller, etc. 

Miniature automatic guided vehicles were used to simulate the prototype of the mission-based swarm main/sub 

vehicles. Python, a more accessible programming language than the C language, was used for writing the 

internal coding. Due to easy-to-write, low error rate, and reada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ython language, it 

was used to find the optimal paths for the formation transformations. A miniature camera was setup above the 

vehicles to identify the positions based on the color blocks on top of the vehicles. The signals were transmitted 

to the computer through Bluetooth receiver, which simulated satellite positioning conducted 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vehicles within the limited area. The simulations demonstrated that within the limited area, 

using miniature camera to simulate satellite positioning, the vehicles were able to transform into five different 

formations successfully using path planning. 

 

前言與研究目的 

    本計畫中設計的任務子車將搭配目前技術較為成熟的WebCam系統，將所擷取到的影像傳回電腦，

利用影像處理軟體來做影像的辨識，其控制器程式能使達到執行任務中之編隊之動作，透過 Raspberry 

3 以 Python 語言進行系統撰寫與路徑規劃。以母車為控制中心，根據 WebCam 系統架設微型攝影機於

群組型任務子車的上方來模擬衛星定位，拍攝後之資訊回傳之地理資料及相關數據進行最佳化隊形編

組，利用子車頂部之間色塊來辨識車輛位置，以藍芽訊號傳輸引導其它子車共同編隊。透過各子母車

間蒐集之資訊規劃路徑支援主要任務或快速收隊，以達到智慧型路徑與編隊，並發展節能路徑分析理

論。本研究應具有學術、工業應用之雙重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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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無人載具在近代人力成本高漲與因應全球化等因素產生的戰場或災區探勘的工程中日顯重要，許

多過往可透過投入大量人力解決之探勘環境，需透過搭載探勘設備之載具進行相關作業可降低成本也

降低人員受傷的風險。近期無軌式無人載具(Auto Guided Vehicle, AGV)亦有 Honda、 Toyota、GM 等

產品在商業界發展[1]成熟，而搭載智慧型載具（Intelligent Vehicle）又稱作無人載具系統（Unmanned 

Vehicles,UV），是延伸人類智慧之無人工作或探勘平台，由於無人載具可投入許多高危險性的作業場所，

因而發展漸受到各國重視。但投入非固定場域的環境條件中，所需採用的避障與定位技術不盡相同，

過往的研究[2]、[3]運用，可使其在無牆壁可循牆行駛時，利用紅外線光製造出一條隱形的導引線，進

行導航、循牆、避障、定位與導航的實驗，但其僅為單一載具且運行空間受限，因而發展出群組型任務

載具，近代群組型的任務載具逐漸多樣化[4]、[5]且複雜。對特定形式的問題或場域，類似[6]設計之群

組型的任務載具(或機器人)系統，可相較於單一系統更為提升其整體性且較具穩健性，但如[7]提出的多

功能遙控自走子母車之設計，仍有缺欠監測自主判斷之指揮平台的缺陷，因此本計畫預定設計類似[8]

之結構所建立之一套以子母車載具系統的合作平台，於各子車之間可透過母車與其運算系統來實現協

調與溝通，並預定以提出多種運行模式以評估出各個機器人與指派任務間之適合度，透過接收無線感

測器模組之訊號並運算機器人所在的區域。而又因考量此類型載具於執行任務時必然因續航力與能源

搭載致使工作範圍受到限制，因此需透過整合本研究者先前開發之[9]、[10]能源補充站等相關概念提升

性能表現並可透過適當的能 源補充延長任務子車之工作時間。 

 

研究方法 

1. 資料與參數蒐集: 

(1)技術發展: 

    近期任務子母車型載具的概念出現在不少研究中[7]，但綜觀其相關技術，多數任務型型子車的

決策分析與路徑規劃仍缺乏主動式之路徑規劃之設計，相關設計成品如圖 1 所示仍是以人為判斷決

策模式為主，缺乏子車之自主決策能力，且以文獻[8]中之能耗分析方面，缺乏相關之具體研究仍需

採取人工更換電池，在能源充填的概念仍屬單一能量源之設計，缺乏多能源運用之整合，雖然子母

車之功能性尚足，但對於投入無人環境場域之子母車發展，尚有前述能源估測與功率元件替換以及

缺乏執行任務之路徑決策自主性的缺點之尚未完全克服。 

 

(2)現況分析: 

    任務型載具應用場域相當廣泛，如圖 2 所示，以類似智慧型機器人(載具)的用於不適宜人員接

近的場域或高風險場域的研究，經過多年發展，除了產業用載具外，更擴展到服務用載具、探勘載

具等，在人力成本考量下，未來運用之範圍將更為廣泛，但此類智慧型載具在運作過程中，尚有諸

多問題急待克服解決，諸如對於任務執行的指令的認知與反應、或是運作環境之辨識與反應、運轉

時的姿態之感測控制以免傾倒，任務載具之能源是否充足讓其能繼續運作等，才能讓能單獨執行任

務的任務型載具實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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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多功能遙控自走子母車                   圖 2.任務型機器人載具 

 

(3)路徑與編隊: 

    子母車之編隊可依任務型態及任務地形進行編組，參考文獻[5]之規劃，能以母車為控制中

心，根據子車回傳之地理資料及相關數據進行最佳化隊形、已發展路徑理論編組，再命令其中一子

車為主要引導車，利用子車之車間通訊引導其它子車共同編隊。編隊行進可依任務屬性和能耗分析

等參數在子母車間進行最佳化後之智慧型路徑規劃後集體運行。 

 

圖 3.編隊構想圖 

 

2. 路徑控制系統控制器軟硬體開發與設計: 

    本計畫子車之控制硬體，由驅動馬達進行控制，如圖 4 所示，市面上有許多相容 Matlab、C-code 

軟體之樹莓派或其他 Arduino 控制板。利用本研究室之研究能量，則使用簡易 Raspberry 3、PlayDuino

控制器進行系統撰寫與路徑規劃，其控制器頇具備無線傳輸介面與基本控制軟體下載功能。當隊形需

求或由母車下達變換隊形時，則控制主導權為母車，子車之控制器需能接收訊號藉以控制輪內馬達。

子車之控制軟體使用 Spyder(Python2.7)程式撰寫。 

       

圖 4.子車上的驅動馬達                 圖 5. Spyder(Python2.7)程式畫面 

 

https://www.bing.com/images/search?view=detailV2&ccid=8mQerigP&id=9EE6624397B84963D5CA50E36F9BA47C4EBA3482&thid=OIP.8mQerigP6LxPSjYDS2lWWQHaHa&mediaurl=https://www.taiwaniot.com.tw/wp-content/uploads/2016/04/s-l1600-2-600x600.jpg&exph=600&expw=600&q=%e5%a4%9a%e5%8a%9f%e8%83%bd%e9%81%99%e6%8e%a7%e8%87%aa%e8%b5%b0%e8%bb%8a&simid=608014041411815793&selectedIndex=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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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子車(任務型載具)之輸入輸出與感測系統建置與匹配設計: 

    此部分定義各子車之多變數輸入與輸出控制變數，如圖 6 所示，輸入母車對子車之轉向與行進速

度(可為雙馬達之電壓)或為隊型編號。子車之感測系統，為(a)影像識別鏡頭，用以模擬 GPS 定位進行

深度學習之判別；(b)電壓與電流感知器:作為子車電池耗電量之評估；(c)藍芽收發器:作為子車定位、

傳輸位置與路徑修正之功用；(d)轉速感知器:作為閉迴路 PID 車速控制之修正，藉以控制輪內馬達之

即時電壓。因此，利用影像識別鏡頭以藍芽接收器傳送訊號至電腦進行定位來模擬衛星定位，並於現

定的範圍場域中進行群組型任務子車隊形變換模擬。 

 

圖 6. 系統設計之建置圖 

 

4. 智慧型路徑與編隊相關技術研析(控制程式撰寫與子母車基本隊形理論動態方程式推導: 

    依參考文獻[5]多機器載具編隊的行為如圖 3 所示，通常有線形、扇形、菱形及十字形。編隊

系統原本設定由一個主要領導機器載具，負責提供編隊的行進方向並決定編隊的主要軌跡。本計畫

中，此路徑可由母車進行編隊的行進方向與隊型模式。本研究中將透過不同的任務屬性及需求開發

適應不同任務之編隊結構。而關於子車之運動動態方程式，參考文獻中的方程式可修改如下: 

                                                       (1) 

其中 i 為第 i 輛編號之子車，𝜃為子車在實際座標與 x 軸之夾角，(𝑥𝑖, 𝑦𝑖)為子車 i 之 GPS 定位座

標，𝜔𝑖為車輛中心之轉角。而由於系統之左右兩輪輪速不同，因此也造成車速不同，轉速、車速間

關係為: 

                             (2) 

其中𝑉𝐿 ,𝑖與𝑉𝑅 ,𝑖為第 i 輛車之左輪與右輪速度，其值會與左右輪之轉速(𝜔𝐿 ,𝑖, 𝜔𝑅 ,𝑖)有一輪胎半徑(𝑟𝜔)

正比之關係。而若視車輛為一質點，則其車輛質點速度𝑉𝑖為左右輪之平均值。而轉速亦與左右輪之

車速差及車身寬度 L 有關。若假設執行任務或控制子車所需之時間夠長，則車輛加速瞬態不考

慮，則車輛之質量與轉動慣量之影響可忽略。因此一台子車之控制輸入項可為左右輪之 PI 定速控

制電壓(V )，透過左右輪實際轉速與目標轉速決定控制電壓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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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其中下標 a、g、m 為實際值、目標值與馬達；𝐾𝑃、𝐾𝐼、G 各為 PI 回授控制之正比增益值、積分增

益值與總增益值。可透過雙馬達電壓輸入，即時調整車輛速度與轉向。而為了使各子車間均可透過

指定之隊型前進，隊型依設定之變數預想為(a)隊形編號:母車將判斷子車之編號，並依照編號如扇

形編號為 1、十字編號為 2…等告知子車之相對位置。(b)隊形中子車間隔距離與夾角:此指定隊形

各子車間之間距，將取決於任務之執行與偵搜範圍。舉例而言，若為菱形隊形，則隊形之間格距離

可由所需要之幾合大小以子車一之位置(𝑥1, 𝑦1)(視為隊長)為基準找出其他之目標座標。若菱形移動

與 x 軸之夾角為𝜃，且母車定義菱形之橫向對角(子車 2 與子車 4)邊為 A，縱向對角(子車 1 與子車

3)邊為 B，則子車 2、3、4 之座標可由座標幾何形狀定義出。如子車 2 之座標為: 

 

                                           (4) 

透過此座標計算，每一取樣時間之目標座標均可求得。 

                          

       圖 7.文獻內子車之編隊                    圖 8.子車之系統座標與動態情形 

 

      

       圖 9.群體子車之隊形幾何參數                 圖 10.目標函數之參數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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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群組型任務子車之控制系統研製與路徑控制: 

當定義隊形編號與子母車之控制參數，和每一取樣之 各子車之目標座標後，接著便頇定義出具

節能化與精準化之控制策略。其步驟預想如下: 

(a)計算目標座標:此部分由各子車之 GPS 回傳目前定位訊號(𝑥𝑖, 𝑦𝑖)，並由最接近任務地區之子車作

子 車一(隊長)。接著，母車依據所需隊形，決定各幾何隊形之大小、夾角、各子車間距離誤差裕度

等參數。便可由 4.中之計算式得到每一子車應在之目標位置。  

(b)目標函數最佳化:為了使隊形保持一致，需先定義目標函數後，方能進行最佳化與節能路徑控制。

目標函數參考相關文獻並加入自行之設計，可初步定義如下: 

                                                                  (5) 

其中，𝑒𝑖𝑗為各兩兩子車在每一取樣時間下，實際距離與目標距離之誤差總和。而𝑒𝑖𝑖為各子車在每一

取樣時間下，與母車所指定之目標位置之誤差，公式可推導如下: 

                                                  (6) 

                                                          (7) 

其中𝐷𝑖𝑗為 i 與 j 車之目標距離，而下標 t 為目標值。因此，總目標為將 J 最小化，即: 

                                                 (8) 

因此控制變數為控制各子車左右輪的車速(或輪速)，因此透過調整各子車車速，進而趨近目標值，而

維持完整之隊形。若有子車需避障或同時進入一限制地形(窄橋、進門等)，隊形會暫時性破壞，如何

短時間內穿過限制型地形或減少總耗能(減少行駛路程)，則為後續研究重點。 如目標函數可重新定

義為:  

                                                 (9) 

其中，𝑃𝑖為第 i 台子車在一取樣時間內之耗能，為子車電壓與電流之乘積: 

                                                                      (10) 

而α為懲罰值，若(𝑥𝑖, 𝑦𝑖)與(𝑥𝑖,𝑡, 𝑦𝑖,𝑡)之距離(√(𝑥𝑖, 𝑥𝑖,𝑡)2 + (𝑦𝑖, 𝑦𝑖,𝑡)2)在一限制範圍半徑內(𝐶𝑖)，則無懲 

罰值，否則會有一極大懲罰值，則子車控制電壓便不會選取此值: 

                                                  (11) 

而𝜔1與𝜔2為隊形權重與耗能權重。加入能源函數之物理意義為:右式前兩項為純隊形與定位維持，然

最後一項為所有子車功率之總和，因此維持隊形與能耗總和部分，有一權重。因此在維持隊形同時

亦可減少能耗達到節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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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實驗室目前完成具備群組型任務子母車之研究模擬設備，並以上述位置控制、公式、子車系統實驗

車輛，操作出結果。4與5中之最佳節能控制理論，將會發展出最佳節能路徑規劃並在未來實現。本計

畫將可在母車之監控平台進行五種類型之子車隊形變換，如圖11所示，為子母車模擬之實際系統架構。

圖12至圖15系統建置之零件。 

 

       圖11. 子母車模擬之實際系統架構               圖12.路由器零件 

                

         圖12. WebCam之微型攝影機                   圖13.藍芽接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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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4. Raspberry 3 控制板           圖15. PlayDuino控制器安裝至實體車 

 

    本計畫利用跨平台電腦視覺庫(Open Source Computer Vision Library, OpenCV )來進行WebCam系統

辨識，此系統將解決人機互動、物體識別、圖像分割、人臉辨識、動作識別、運動跟蹤等，其將進行核

心運算功能、影像學習、機器學習、高階人機介面等型態進行Python語言程式撰寫，如圖16所示，將影

像感測器所拍到的真實影像，藉由數位化後成為相似矩陣之數位資料，如圖17所示，色彩存放方式也

與一般相反。 

  

圖16.影像識別的轉換示意圖 

 

 

圖17.影像識別的存放方式 

 

    模擬實驗撰寫之程式碼，如圖18所示，基本數量為五台子車，利用五台子車頂之不同色塊進行隊

形編列，如圖19所示，並將隊形分別編列，一共有五種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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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系統內部之未編隊隊形 

 

 

圖19.系統內部已編隊之部分隊形 

 

以下為研究模擬的實際隊形，共有五種隊形進行操作: 

      

               圖20.隊形一 (扇型)                            圖21.隊形二 (十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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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2.隊形三 (橫列)                              圖23.隊形四 (縱列) 

 

 

圖23.隊形四 (ㄇ字型) 

結論 

本研究計畫以建構群組型任務子母車並利用Raspberry 3、PlayDuino控制器進行系統撰寫，採用

Python語言來撰寫內部程式及路徑規劃；WebCam系統將拍攝之畫面利用色塊辨識之方式定位群組型任

務子車之位置，並藉由藍芽傳輸訊號至系統搭配，其進行隊形編列之結果。 

本研究具體結論為以下幾點: 

a. 利用Raspberry 3、PlayDuino控制器進行系統撰寫，其嘗試控制五台群組型任務子車，在五種隊

型編號之位置。 

b. 採用Python語言來撰寫內部程式及節能路徑規劃，利用Python語言容易編寫、低錯誤率及刻可

讀性之特性，在五種隊形變換中找出相關路徑。 

c. 發展節能路徑規劃理論，並預計於未來實際應用於車隊中。 

d. 搭配WebCam系統將拍攝之畫面利用色塊辨識之方式定位群組型任務子車之位置，所擷取到的

影像傳回電腦，利用影像處理軟體來做影像的辨識，其控制器程式能使達到執行任務中之編隊

之動作。 

    本研究群組型任務子母車隊形編列，未來可與電動載具整合模擬，並以實際模擬大型平台測試其

效益，將可實際應用於實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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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Academic Fora 之官方網站 

二、 與會心得 

    這是在會議中聆聽了多項研究議題，包含演算法控制、多能源分配系統、

交通分流控制系統等，對於各項車輛相關控制議題均相當有興趣，個人之心得

可分為以下幾點報告: 

1.學術部份: 本文旨在為整合式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PEMFC）與鋰電池的熱

管理系統建模並進行實時性能分析，雙能源為電動車輛（EV）的電動馬達提供

混合電能，由一套可控的比例閥，一個散熱器和一個冷卻泵組成。比例閥用於

調節兩個加熱源之間的冷卻液流量。散熱器用於控制風扇轉速的強制對流。冷

卻劑泵用於通過輸入電壓控製冷卻劑的總流量。在這項研究中，燃料電池和鋰

電池的溫度最佳運行設定為60°C，40°C。 

2.產業應用部份:本研討會雖以基礎性質之研究為主，但仍有許多製程與工業

應用之延伸題目，未來此系統將將建立實驗性的熱管理系統平台來驗證將來的

模擬。在未來車輛領域還有非常多值得探討與精進的部分，如何在節能與動力

性能方在取得一平衡點，以及讓車輛更安全、更智慧是我們大家未來共通的目

標。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由於論文全文過長，且包含多個圖表，因此僅呈現摘要部份如下: 

Intelligent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for a fuel cell / 

lithium battery / electric motor powertrain and its thermal 

management system 

1* W. G. CHEN, Y. H. HUNG2, Y. F. LUE3, L. L. HSU4 
1,2,3Dept. of Industri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 

Email: 60570046h@gmail.com, hungyh@ntnu.edu.tw, yflue@ntnu.edu.tw, yamapi810406@gmail.com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an intelligent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for a proton exchanged 

membrane fuel cell (PEMFC)/lithium battery hybrid powertrain with its corresponding thermal management 

system (TMS). An evolutionary optimization metho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 was applied for 

the system control unit. The control strategy of the control unit was separated into two segments: (1)the 

energy management among PEMFC/lithium battery of a hybrid-energy electric vehicle (EV), and (2)the 

temperature control of two waste-heat sources from the PEMFC and the lithium battery. Before the 

intelligent control, the EV system dynamics as well as its thermal management system dynamics was 

established. After completing the control-oriented modeling, the control strategy will be integrated to the 

model. For the PSO energy management, the single optimized variable was the power split ratio between two 

energy sources. The fitness function was set as the total power consumption under the demanded power and 

the battery State-Of-Charge (SOC). For the TMS, the target temperatures for the PEMFC and the lithium 

batteries were 60˚C and 40˚C. The fitness function was the summation of absolute values of thre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ctual temperatures and the target temperatures. Simulation results will prove that the PSO 

optimizes th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target temperatures will be reached. 

 

Keywords: System Dynamics, Cooling system, Fuzzy Control, Thermal Management 

四、 建議 

個人覺得此次會議，透過兩個會議場地之空間，可以用低成本之資源，促成數百篇論文

以及數百人參與之大型研討會，相當不容易。因此未來將學習如何透過小額資金，辦理

大型之國際研討會。此外，本研討會對於 category 的分類以及議程的安排也相當清楚，



值得未來若有機會籌辦研討會，可建議學習本研討會之籌辦方式。另非常感謝科技部科

教司的經費挹注，使本人受益匪淺，再此致謝!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本次攜帶回國之資料包含: 

>研討會 Poster 證書 

>研討會手冊（隨身碟）:含本學術研討會之演講者資訊、演講議程、題目與相關資訊。 

>學者聯絡方式:學術單位或研究單位人員之名片與聯絡方式。 

>其他學術或法人單位資料:其他研討會資料與研究機構資料。 

 

六、其他-相關參與照片 

 

圖二、本人(左一)及學生李鎧麟、陳韋綱、張軒墉演練與討論之情況 

此次安排皆由碩班二年級之同學進行口頭報告，其內容一為 Intelligent RealTime Energy 

Management Control for Three-Energy-Source Electric Vehicles by Evolutionary 

Optimization Method 一則為 Intelligent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for a fuel cell / lithium 

battery / electric motor powertrain and its thermal management system。兩項研究皆是目前



本研究室核心技術，亦具備相當傑出之成果，因此藉 由此次機會加以發表，且本次研

討會亦提供與會同學以英語口頭簡報及會話溝 通的良好機會，因此在出發前也反覆的

訓練兩位學生在簡報檔以及在使用英語 表達能夠更加順暢以及流利。 

 

圖三 為本人於名古屋工業大學與研討會海報合影 

    

圖四 為學生李鎧麟報告之情況       圖五 為學生張軒墉報告之情形 



 

圖六 為學生陳韋綱報告之情況 

 

 

圖七 為學生獲頒研討會 oral presentation 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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