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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空氣動力馬達具有低慣量、無電磁干擾、高功率體積與無汙染等多
種優勢，近年來已逐漸被廣泛應用於各式場合如精密定位平台、大
型機具、節能車與機器人等，顯見空氣動力馬達具有相當大之市場
潛力。本計畫成果為發展基於空氣動力馬達之移動載具技術，包括
建立一實驗平台、發展其創新之驅動與速度控制技術，最後再以標
準行車型態進行驗證，以對其效能與續航力進行評估。在此計畫中
，具體之成果項目包括：(1)建立空氣動力馬達實驗平台、(2)進行
空氣動力馬達之特性分析與性能量測、(3)空氣動力馬達整車系統建
模與模擬、(4)空氣動力馬達之系統參數鑑別與驗證、(5)創新演化
式雙自由度比例積分微分速度控制器設計，以細菌覓食演算法對控
制器參數進行即時調整、(6)標準行車型態ECE-40實驗測試驗證。由
模擬與實驗結果可知，所發展之演化式雙自由度比例積分微分速度
控制器，確實可在壓力、溫度與流量不穩定情況下達到精確之行車
速度控制效果，因此基於空氣動力馬達之移動載具確實具有一定之
可行性。

中文關鍵詞： 空氣動力馬達、速度控制、雙自由度比例積分微分控制、細菌覓食
演算法、系統鑑別

英 文 摘 要 ： Air-powered motor has gradually been used in a variety of
applications due to its superior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low inertia, no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high power
density, and no pollution. Therefore, the air-powered motor
is competitive on the market. In this regard, the object of
this project was to develop drive and control technologies
for an air-powered motor control system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a prototype of an air-powered vehicle and
the evaluations of efficiency and endurance. Hence, this
project completed the achievements including: (1)
development of an air motor experimental platform; (2)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and measurements of the air motor;
(3)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 the complete air-powered
vehicle; (4) system identific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the
air motor; (5) innovative evolutionary two degree-of-
freedom (DOF) proportional-integral-differential (PID)
speed controller design, tuned by bacterial foraging
algorithm; (6) practical experimental test on ECE-40
driving cycle. From the experimental and simulation
result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developed two-DOF PID
controller can perform accurate speed control performances
under unstable pressure, temperature and flow conditions.
It indicat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air-powered vehicle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英文關鍵詞： Air motor, speed tracking control, two degree-of-freedom
proportional-integral-differential control, bacterial
foraging algorithm, system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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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空氣動力馬達具有低慣量、無電磁干擾、高功率體積

與無汙染等多種優勢，近年來已逐漸被廣泛應用於各式場

合如精密定位平台、大型機具、節能車與機器人等，顯見

空氣動力馬達具有相當大之市場潛力。本計畫成果為發展

基於空氣動力馬達之移動載具技術，包括建立一實驗平

台、發展其創新之驅動與速度控制技術，最後再以標準行

車型態進行驗證，以對其效能與續航力進行評估。在此計

畫中，具體之成果項目包括：(1)建立空氣動力馬達實驗平

台、(2)進行空氣動力馬達之特性分析與性能量測、(3)空氣

動力馬達整車系統建模與模擬、(4)空氣動力馬達之系統參

數鑑別與驗證、(5)創新演化式雙自由度比例積分微分速度

控制器設計，以細菌覓食演算法對控制器參數進行即時調

整、(6)標準行車型態 ECE-40 實驗測試驗證。由模擬與實

驗結果可知，所發展之演化式雙自由度比例積分微分速度

控制器，確實可在壓力、溫度與流量不穩定情況下達到精

確之行車速度控制效果，因此基於空氣動力馬達之移動載

具確實具有一定之可行性。 

關鍵詞：空氣動力馬達、速度控制、雙自由度比例積分微

分控制、細菌覓食演算法、系統鑑別 

Abstract 

Air-powered motor has gradually been used in a variety of 

applications due to its superior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low 

inertia, no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high power density, 

and no pollution. Therefore, the air-powered motor is 

competitive on the market. In this regard, the object of this 

project was to develop drive and control technologies for an 

air-powered motor control system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a prototype of an air-powered vehicle and the evaluations of 

efficiency and endurance. Hence, this project completed the 

achievements including: (1) development of an air motor 

experimental platform; (2)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and 

measurements of the air motor; (3)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 

the complete air-powered vehicle; (4) system identific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the air motor; (5) innovative evolutionary two 

degree-of-freedom (DOF) proportional-integral-differential 

(PID) speed controller design, tuned by bacterial foraging 

algorithm; (6) practical experimental test on ECE-40 driving 

cycle. From the experimental and simulation result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developed two-DOF PID controller can perform 

accurate speed control performances under unstable pressure, 

temperature and flow conditions. It indicat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air-powered vehicle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Keywords: Air motor, speed tracking control, two 

degree-of-freedom proportional-integral-differential control, 

bacterial foraging algorithm, system identification. 

I. 計畫背景與目的 

    空氣動力馬達是利用壓縮空氣的壓力與速度能量來產

生連續迴轉之新型綠能馬達，為一零污染之潔淨動力，具

有低慣量、無電磁干擾、無火花、功率密度高、變換方向

容易、耐用與無汙染等多種優勢，近年來已逐漸被廣泛應

用於工業界以及易燃、易爆或高溫的特殊工作環境之中[1], 

[2]，例如精密定位平台、輸送帶、攪拌機、推進機構、機

器人或機械手臂、切割設備、印刷機械與包裝機械等各式

場合如圖 1 所示。此外，近年來產學研各界均積極研究電

動車技術以期能解決石油短缺及全球暖化危機，但因目前

動力電池能量密度仍過低、價格過高及充電設備依然短缺

等問題，間接造成續航力無法滿足使用者需求，且其高昂

價格致使市場接受度不佳。因此，已有許多學者投入研究

尋找其它潔淨動力，而具備優越特性之空氣動力馬達自然

成為理想之選項之一。 

    空氣動力馬達的控制包含位置控制與速度控制，主要

流程為藉由控制策略計算適當之流量閥開度命令，決定進

入空氣動力馬達之流量，以控制空氣動力馬達之轉軸位置

或速度，並透過回授訊號判斷開度之修正方式。由於在實

際的空氣動力馬達控制問題上，控制精度相當容易受到非

預期的系統參數變化、外來干擾與未模式化之非線性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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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確定性因素影響，使比例-積分-微分(Proportional 

Integral Derivative Controller, PID)控制器無法達到良好之控

制性能。因此，如何在各種不確定因素下仍能維持優異控

制性能，已成為空氣動力馬達領域的研究重心[3]-[14]。然

而雖然空氣動力馬達具有特殊優異性能，但其控制複雜度

高，其技術仍有相當多之改善空間。 

    由於世界各國對節能減碳之重視，各國政府均對車輛

生產規定嚴苛之環保法規，加上規定車廠生產節能車輛須

佔一定製造比例，因此發展相關潔淨技能源轉換、低(零)

排碳動力與綠色儲能等技術，已逐漸成為國際車廠之發展

目標。而常見之車用潔淨能源包含:電能(儲能電池與超級電

容)、氫能(燃料電池進行儲能轉換)與高壓空氣能，其中空

氣能源之產生主要是由於它為除了電動動力之外另一種零

碳排放選擇。空氣動力目前技術主要以高壓空氣鋼瓶之空

氣動力能量，提供空氣引擎或空氣馬達進行氣體壓縮能轉

機械能之動力，進而推動輪軸旋轉。目前成熟技術為法國

MDI 公司技轉空氣引擎相關技術於印度車廠 Tata，在 2013

年開發空氣動力車 OneCat[13]，極速可達 150 公里/小時以

上，時速最高可達 150 公里，而每一個壓縮空氣鋼瓶，續

航力可達 300 公里，且從台北開到新竹 100 公里的路程，

成本只要新台幣 47 元，符合環保經濟效益。此外，澳洲工

學院所設計之 O2-pursuit 為相當成功之空氣動力摩托車款，

該車款以壓縮空氣轉子引擎作為動力源，續航力可達 100

公里，最高時速也可達 140 公里/小時，且壓縮空氣只要 2

分鐘就可以填充完畢再度上路[14]。由上述說明可知，空氣

動力載具具有零汙染特性，且車輛性能已接近一般燃油車

輛，顯見空氣動力具有相當大之市場潛力。 

    未來節能動力系統發展極為重要，本計畫已透過系統

分析、實驗平台建立、控制器開發與移動載具系統雛型實

作，成功建立具實用性之空氣動力馬達控制技術，使空氣

動力移動載具可在壓力、溫度與流量不穩定情況下達到實

用之速度追隨效果。經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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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自動控制、綠能應用與機電整合技術之

跨領域專業人才。 

  

(a) Tata 空氣動力車[13] (b) O2-pursuit 空氣摩托車[14] 

圖1 空氣動力之多元化應用     

 

II. 空氣動力馬達結構與原理分析 

空氣動力馬達是利用壓縮空氣的壓力與速度能量來產

生連續迴轉之新型綠能馬達，一般使用在易燃、易爆等嚴

禁火花之工作場所。近年來，隨著低速高扭矩空氣動力馬

達的問世，在工業界已逐漸被廣泛使用。一般在市面上常

見之空氣馬達可分成葉片式空氣馬達與活塞式空氣馬達。 

A. 葉片式空氣馬達 

葉片式空氣動力馬達之外觀與內部構造如圖 2 所示，

其工作原理為將高壓的氣體傳換成機械能，以達到所需的

能量。葉片式空氣動力馬達轉子與外殼有一偏心量，馬達

中間為轉子，以軸心為中心有四個凹槽分別位於上下左右

側，每一個凹槽可分別讓四個葉片在其內部自由滑動。當

轉子開始轉動，葉片因為離心力會開始向外滑出，定子內

壁會限制其完全滑出凹槽。如圖 2 (b)所示，A 為高壓氣體

的進氣孔(Intake)，B 為排氣孔(Exhaust)，高壓氣體從 A 孔

輸入時，從 B 孔排出。當氣體輸入時，會有兩路徑。第一

個路徑是氣體會經由凹槽進入葉片底部，將葉片推出。此

時葉片因為此氣壓推力和旋轉時的離心力，緊密抵在定子

(Stator)內壁 E 上。而另一路徑則是高壓氣體進入密封的氣

室 F，氣體分別作用於葉片 C 及 D 上。由於葉片 D 伸出較

多使得作用面積較大，葉片 D 的轉矩大於葉片 C 的轉矩，

因此轉子在此轉矩差的情況下做逆時針方向旋轉。若要改

變旋轉方向，則壓縮空氣可改由 B 孔進入，A 孔排出。 

本計畫所使用之 4 葉片空氣動力馬達扭力、轉速與耗

氣量之關係如圖 3 所示，其中圖 3(a)為該 4 葉片空氣動力馬

達轉速與扭矩之關係圖，由圖可知，轉速與扭力呈兩段線

性關係。當輸出壓力越高，空氣動力馬達扭矩越大；在固

定輸出壓力下，約 300 rpm 時可達最大扭矩。圖 3(b)為空氣

馬達轉速與耗氣量關係圖，由圖可知，轉速與耗氣量成完

全線性之關係。當輸出壓力越高，空氣流量越大；在固定

輸出壓力下，空氣流量越大，轉速也越高。此外，馬達輸

入壓力之上限為 100psi，因此必須限定輸入壓力最大值為

100psi，避免進入馬達之壓力過大使馬達葉片損毀。 

 

A B

Stator
Rotor

C

D

Shaft

E

F

 

(a) 葉片式空氣馬達外觀，型

號: AM-ARV-54 

(b) 葉片式空氣動力馬達結構

示意圖 

圖 2 葉片式空氣動力馬達之外觀與內部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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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轉速與扭力關係 (b) 轉速與耗氣量關係 

圖 3 空氣動力馬達之特性曲線[15] 

B. 活塞式空氣引擎 

活塞式空氣引擎為利用高壓空氣衝擊活塞使其轉動。

在此次實驗中選擇使用活塞式空氣馬達，圖 4 為空氣馬達

實體圖，其型號為內部為 5 個活塞利用壓縮空氣使得活塞

向下移動，形成往復運動，並搭配星型連桿使其動力由往

復運動轉為旋轉運動。因受到其物理限制影響其轉速最高

僅能達到 1200 rpm，耗氣量為 400L/min，不過其輸出扭力

可以較葉片式空氣馬達大。其結構如圖 4(b)所示。 

  

(a) 活塞式空氣引擎外觀，型

號: TAM4-030 

(b) 活塞式空氣動力馬達結構

示意圖[16] 

圖 4 活塞式空氣動力馬達之外觀與內部結構 

C. 空氣動力馬達效率分析 

    空氣馬達之輸入及輸出功率可藉由在空氣馬達進氣口

處安裝流量感知器及壓力感知器，透過以下公式求得輸入

功率 Pam,in： 

 
,am in air air

P P Q  (1) 

其中 Pair 為空氣壓力(kg/cm2)，Qair 為空氣流量(L/min)。另

外，在動力輸出端以扭力計及轉速計收集空氣馬達之扭力

與轉速，再透過以下公式計算出輸出功率： 

 
,am out am am

P T  (2) 

其中 ωam 為馬達轉速，Tam 為輸出扭力，則空氣馬達效率為： 

  ,

,

am out

am

am in

P

P
 (3)  

III. 空氣馬達速度控制系統設計 

    本計畫已發展基於雙自由度 PID 控制之空氣動力馬達

速度控制架構，利用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控制閥門開度，

並以演化式方法對 PID 控制器之各項參數進行最佳化調

整，以提升其速度控制之暫態與穩態特性。經由模擬與實

驗證實，所發展之速度控制器確實可在壓力、溫度與流量

不穩定情況下達到精確之速度控制效果，同時具有良好之

抗干擾能力。在此節中將針對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與單自

由度 PID 控制器之設計進行說明與比較。 

A. 單、雙自由度 PID控制器特性分析與比較 

    單自由度與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方塊如圖 5 所示，在

單自由度 PID 控制方塊如圖 5(a)所示中，y 為受控體輸出，

u 為控制力，r 為參考命令，e 為控制誤差，d 為外部干擾，

C(s)與 P(s)分別為控制器與受控體之轉移函數。觀察圖 5(a)

控制方塊圖，可知參考命令 r 對受控體輸出 y 之轉移函數

Gyr1(s)與干擾d對受控體輸出y之轉移函數Gyd1(s)分別如下： 

1

( ) ( )
( )

1 ( ) ( )
yr

p s C s
G S

p s C s



 (4) 

1

( )
( )

1 ( ) ( )
yd

p s
G S

p s C s



 (5) 

由(4)與(5)式可知，由於系統中僅 C(s)可控，故無法單以調

整 C(s)同時對 Gyr1(s)與 Gyd1(s)做最佳化調整，若經由調整(5)

式系統有良好之抗干擾響應，則系統之追隨響應如(4)式則

會被直接決定。 

    在雙自由度 PID 控制方塊如圖 5(b)所示中，可知參考

命令 r 對受控體輸出 y 之轉移函數 Gyr2(s)與外部干擾 d 對受

控體輸出 y 之轉移函數 Gyd2(s)分別如下： 

2 1

( ) ( )
( ) ( )

1 ( ) ( )

f

yr yr

p s C s
G S G S

p s C s
 


 (6) 

2 1

( )
( ) ( )

1 ( ) ( )
yd yd

p s
G S G S

p s C s
 


 (7) 

其中 Cf(s)為新增之前饋式補償器。由(6)與(7)式可知，在雙

自由度 PID 控制系統中，系統之抗干擾能力可藉由調整原

有的控制器 C(s)達到最佳之響應如(7)式，而系統追隨響應

則可由調整新增之 Cf(s)達到最佳化。由上述說明可知，相

較於酖自由度 PID 控制器，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可藉由分

別調整 C(s)與 Cf(s)，同時對系統之追隨與抗干擾能力達到

最佳化。 

B. 空氣動力馬達單自由度 PID控制架構 

    PID 控制器屬於線性控制器，將誤差的比例、積分、微

分透過線性組合建構成控制量，由於設計方法簡單，且易

於實現，故本計畫首先使用傳統單自由度 PID 控制器實現

空氣動力馬達速度控制，藉以掌握該系統特性，系統架構

如圖 6 所示。首先計算目標速度 r(t)與實際速度 y(t)之誤差

e(t)= r(t)-y(t)，分別經過比例、積分與微分增益 Kp、KI、KD

後求得控制力 u。接著將此控制電壓訊號 u 送至電空轉換器

中，電空轉換器依照此電壓訊號決定輸出之空氣壓力後，

輸出一空氣訊號至流量控制閥中。流量控制閥再依照此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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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訊號之壓力大小作動閥門開啟閥度，以此程度比例決定

儲氣筒可流通之空氣流量後再進入空氣動力馬達之中。藉

由此設計，便可視為由控制電壓訊號 u 直接等比例控制空

氣流量。當馬達速度 y(t)與目標速度 r(t)存在誤差時，便可

藉由即時控制閥門開度，改變進入馬達之空氣流量，進而

改變速度，使 y(t)逼近 r(t)。單自由度 PID 控制器轉移函數

C(s)如(8)式所示。 

1
( ) P I Ds

s
C s K K K   (8) 

+
+

C(s)∑ ∑ P(s)r
e

d

y
_

+

 
(a) 單自由度 PID 控制器 

+ (s)∑ ∑

(s)

r
∑ P(s)

+
++

e

d

u
y_

_

 
(b) 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 

圖 5 PID 控制方塊圖 

Air Motor

C(s)∑

y

r
e

_
+ u

 
圖 6 空氣動力馬達單自由度 PID 控制架構 

C. 空氣動力馬達雙自由度 PID控制架構 

    接著，本計畫以反饋型(Feedback type, FB-type)雙自由

度 PID 控制器改善空氣馬達速度控制系統之速度控制能力

與抗干擾能力。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比單自由度 PID 控制

系統多兩個參數 α、β 如(9)與(10)所示，故可獲得更加良好

之控制效果，圖 7 為空氣馬達雙自由度 PID 控制方塊圖。 

( )( )b P DsC s K K   (9) 

1
(1 ) (1 )( ) P i d

s
C s K K K       (10) 

其中 Cb(s)為反饋補償 PD 控制器、C'(s)為 PID 控制器、α與

β為補償參數。 

+

_

+ u
C’(s)∑ ∑

Cb(s)
_

Air Motor

e

y

r

 
圖 7 空氣動力馬達雙自由度 PID 控制架構 

D. 細菌覓食演算法 

    細菌覓食演算法(Bacterial Foraging Algorithm, BFA)在

2002 年由 Passion 所提出，該演算法為基於觀察人類腸道中

大腸桿菌覓食之行為所設計完成。相較於其它演化式方

法，BFA 中之細菌有更多樣化之搜尋行為，故可獲得更佳

之最佳化效果，但其缺點為演化時間較長。細菌覓食演算

法主要包括三個步驟， (1)趨化 (Chemotactic)、 (2)複製

(Reproduction)、(3)驅散(Elimination-dispersal)。首先設定細

菌數量 NP，趨化步驟次數 NC，游泳次數 NS，繁殖次數 NR，

驅散步驟之門檻值 Pe，各步驟詳細介紹如下: 

(1) 趨化(Chemotaxis)： 

    細菌往較營養的區域移動之覓食行為稱為趨化，趨化

會藉由擺動鞭毛來達到兩種動作游泳與翻滾如(11)與(12)

式，當細菌往任意放向移動單位步長此過程稱為翻滾，當

完成第一次翻滾後，若適應函數有提升，將沿著同一方向

移動設定的單位步伐次數，此過程稱為游泳如圖 8 所示。 

( 1, , ) ( , , ) ( ) ( )j k l j k l C r rr r      (11) 

 
( )

( ) ( )

r
r

T r r

   
(12) 

上列方程式(10)中 ( , , )j k lr ，為 r 個細菌在第 j 次趨化第 k

個繁殖和第 l 個驅散，而 C 為每次移動行為之單位步長，ϕ

為翻滾後的方向，∆為[-1,1]範圍內之隨機步長。當細菌完

成翻滾動作後，細菌接著執行游泳動作，繼續朝相同方向

往最優解之方向移動，如前進方向之適應值較差，細菌則

會再次進行翻滾以尋找新的移動方向。 

游泳

營
養
區
域

翻滾

 

圖 8 細菌趨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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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複製(Reproduction) 

在完成 NC次之趨化與 NS的游泳步驟後，進

行複製步驟。首先，將所有細菌之適應值按照降

序排列由高至低按照順序排序，接著會將排在後

半段適應值較低之細菌自然淘汰再此程式中我們

設定將淘汰一半的細菌，並且將前半段適應值較

高之細菌加以複製，其所產生之個體與原個體具

有相同的位置以及相同的覓食能力。 

(3) 驅散(Elimination-dispersal) 

在細菌個體生活的部分區域中，細菌可能會發生突變

如:溫度突然變化、或是食物源突然的減少，由此可能造成

局部的細菌死亡，因此我們在設計此步驟主要目的為防止

局部最優解之情形發生，在完成
r

N 次之複製步驟後，如果

隨機趨散的機率Pr 高於門檻值，則將細菌消除，並重新分

散至新位置中，跳出局部最佳解，進而達到全局最優解。 

E. BFA為基礎之演化式雙自由度 PID控制架構 

    雖然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可改善單自由度之控制性

能，但因同時有五個參數需進行調整，因此調整不易。此

外，空氣馬達是高度非線性與時變之系統，使用固定增益

之 PID 控制器並無法得到良好之控制響應。有鑑於此，本

計畫使用細菌覓食演算法對五個參數 Kp、KI、KD、α、β進

行線上最佳化，以求得最佳之速度控制效果。演化式最佳

化雙自由度 PID 控制架構如圖 9 所示。 

+

_

+ u
C’(s)∑ ∑

Cb(s)
_

Air Motor

e

y

r

BFA

Algorithm Kp、KI、KD、α、β
 

圖 9 演化式最佳化雙自由度 PID 控制架構 

IV. 空氣動力移動載具之整車建模與模擬 

    為分析空氣動力移動載具之整車性能，本計畫先對空

氣動力移動載具進行整車建模如圖 10 所示，五大模組包

含：行車型態模組、駕駛人模組、空氣馬達模組、變速箱

模組及縱向整車動態模組，茲分別說明如下： 

A. 整車建模 

    整車模型可用以模擬真實車輛於路面行駛情況，對實

際開發與分析空氣動力移動載具有相當大之助益，針對各

模組說明如下： 

駕駛人模組 空氣馬達模組 變速箱模組
縱向整車
動態模組

行車型態模組

 
圖 10 空氣動力移動載具之整車模型 

(1) 行車型態模組 

    依照台灣現行機車測試法規使用歐盟法規 EC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40 行車型態作為車輛性

能之測試主要依據如圖 11 所示，ECE40 行駛時間為 195秒，

為具備多次車輛起停及加減速之都市行車特性。 

 
(a) 行車型態目標車速 

 
(b) ECE 40 行車型態速度曲線 

圖11 ECE40行車型態 

(2) 空氣馬達模組 

在此利用前端經過駕駛人模組所計算出之需求扭力

值，放入空氣馬達進行模擬。在模塊中將加入空氣馬達性

能之二維查表，透過需求功率及轉速進而算出空氣馬達當

下所輸出之功率。圖 12 為空氣馬達模組。 

(3) 駕駛人模組 

    本計畫駕駛人模組設定採用單自由度控制器與雙自由

度 PID 控制器進行比較，圖 13 與圖 14 分別為所建立之單

自由度 PID 控制模型與雙自由度 PID 控制模型。 

(4) 變速箱模組 

    變速系統中包含最終減速比(Final Ratio, FR)如圖 15 所

示，該比值乃是傳動系統之最終減速比，由減速機構進行

動力最終性能調整之效果，其傳動系統之扭矩與轉速如

下。Tw為車輪扭矩、Nam 為空氣動力馬達驅動下之車輪轉速。 



 6 

 

圖 12 空氣馬達模組 

 
圖 13 單自由度 PID 控制模型 

 

圖 14 雙自由度 PID 控制模型 

 

圖 15 變速箱模組 

(5) 縱向整車動態模組 

縱向整車動態模組為模擬車輛於路面上行駛所會遭

遇之阻力如圖 16 所示，所建立之整車動態模組如圖 17 所

示。此模組透過一階動態計算公式如(13)-(15)式計算行駛

負載包括：(1)爬坡阻力 Fclb、(2)風阻力 Fwind 及(3)滾動阻

力 Froll，由動力源輸出之扭矩 Tw與行駛負載相互運算後所

得之總力 Fdem,tot進行加減速，進而得出當下實際車速，並

且回傳至前端與需求車速相減。 

 cosroll roll vehF m g      (13) 

 sin
clb veh

F m g     (14) 

 21
2wind d veh veh wind

F C A V V    
 (15) 

其中 mveh 為車體重量、ρ為大氣空氣密度、Cd為風阻係數、

μroll為滾動摩擦係數、g 重力加速度及 θ為爬坡角。 

 

 

圖 16 車輛於路面行駛阻力示意圖 

 

 

圖 17 縱向整車動態模組 

 

B. ECE40動態模擬 

    為使空氣動力移動載具具有良好之速度控制效果，本

計畫以雙自由 PID 控制器進行速度控制。雙自由度 PID 控

制器較單自由度控制器多兩個控制參數 α、β，且有額外補

償迴路，可獲得較佳之控制性能。本計畫以 Matlab/Simulink

軟體輸入空氣馬達性能曲線後進行模擬。 

(1) 測試情況一：正常行駛    

    在此測試情況中，設定車輛重量為 160 公斤、風阻面

積為 0.6m2 輪胎直徑為 0.254m、路面滾動阻力為 0.01 及爬

升坡度為 0%比較單自由度及雙自由度 PID控制器速度追蹤

能力。圖 18 為單自由度 PID 與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比較圖，

其中黑線為命令曲線，藍色線及紅色分別為單自由度 PID

控制器及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所輸出之速度曲線。由此可

以看出紅色線無論命令曲線是在加速還是減速都較紅線貼

近命令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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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空氣動力移動載具在單/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下之

ECE40 測試情況一速度追隨結果 

此外在速度誤差方面將 ECE40 所行駛時間記錄，並將

速度誤差數值，繪製於圖 19 中，由圖可以看出藍色線為單

自由度 PID 控制器所產生出之誤差值，紅色線為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產生出之誤差值。藍色線誤差最大值約為時速

0.7 公里，而紅線約為時速 0.47 公里，皆是在約 140 秒時車

輛由急加速後，維持定速時所產生。很明顯的是單自由度

PID 控制器速度追蹤性能較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差。在整體

面而言可以看出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曲線也較單自由度

PID 控制器曲線來的平順且曲折少。因此雙自由度 PID 控制

器較單自由度 PID 控制器能有較好的性能反應。 

另外也針對判斷誤差值三大指標公式進行整理及分析

其三大指標分別為最大值誤差值 eM、平均值 eA 及標準差

eS。其平均值及標準差公式如下: 

1 2

1
( ... )A ne e e e

n
     (16) 

 
21

1

n

Se e ei
in

 


 (17) 

 

圖 19 單/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在測試情況一之速度誤差值 

由表 1 可以看出單自由度 PID 控制器其誤差最大值為

時數 0.710 公里，而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為時速 4.7 公里。

在平均值方面單自由度 PID 控制器為時速 0.060 公里、雙自

由度 PID 控制器則是在時速 0.054 公里。由表 1 可以發現單

自由度 PID 控制器產生誤差值在最大值、平均值及標準差

皆比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值大。 

表 1 單/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在測試情況一之誤差指標比較 

Tracking errors 

(km/hr) 

1DOF PID 

Controller 

2DOF PID 

Controller 

Me  0.710161 0.472338 

Ae  0.060915 0.054321 

Se  0.115558 0.067439 

(2) 測試情況二：加載測試 

測試情況二為將車輛重量增加至 180 公斤，車輛風阻

係數為 0.6，風阻面積 0.4m2，爬升坡度為 0.1%。圖 20 為其

速度追蹤圖。由圖可看出受到車輛重量增加，以及坡度斜

率上升影響，以致於速度追蹤結果不如測試情況一。在車

輛完成急加速後，保持定速時在，因為車輛保有先前的慣

性導致車輛速度無法像目標車速一樣完全吻合。 

在行駛中命令速度與車速誤差如圖 21，可觀察出單自

由度 PID 控制器以及雙自由度控制器速度在行車型態

ECE40 底下所所產生的誤差值。不管是單自由度 PID 控制

器或是雙自由度控制器其產生誤差波形點數量及位置皆為

一致。另外由圖 21 可以發現單自由度 PID 控制器底下所產

生出的誤差值與大於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所產生之值。 

由表 2 中更能比較出其互相差異，由單自由度 PID 控

制器其最大誤差值為時速 0.736 公里，而雙自由度 PID 控制

器其最大誤差值僅有時速 0.426 公里可說差異相當大。在平

均誤差值方面單自由度控制器為時速 0.055 公里，而雙自由

度 PID 控制器為時速 0.029 公里。在標準差方面單自由度

PID 控制器也較雙自由度控制器數值大。由此次試驗更能證

實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其較單自由度 PID 控制器控制有更

好的速度追蹤功能，進而能減少速度誤差值。 

 

圖 20 空氣動力移動載具在單/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下之

ECE40 測試情況二速度追隨結果 

(3) 測試情況三：擾動測試 

    在此節中將會比較單自由度 PID 控制器、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與經過細菌覓食演算法之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其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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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優劣。圖 22 與圖 23 分別為單自由度 PID 控制器與雙自

由度 PID 控制器其速度追蹤圖，由圖可以看出單自由度 PID

控制器在速度追蹤方面，較雙自由 PID 控制器不穩定。由

圖 24 與圖 25 可以看出單自由度與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

速度追蹤所產生之誤差值，單自由度 PID 控制器最大值約

為時速 3.53 公里，雙自由度控制器約為時速 3.12 公里，由

此可以證實雙自由度控制器有較好的速度追蹤性能。 

在另一部分比較加入細菌覓食最佳化演算法後，依照

前一章節所提出之控制參數設定進行演算。在此設定每 0.1

秒進行一次更新，由圖 26 可見大約在 15 次疊代後，即完

成數值的收斂。圖 27 與圖 28 可以看出由細菌覓食演算法

所計算出的雙自由度 PID控制參數，能更能適合追隨ECE40

行車型態，速度誤差也較僅使用單一組參數之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或單一組參數之一自由度 PID 控制器小，由此可以

證明，利用細菌覓食演算法控制之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

因可利用疊代方式進行修正，因此可找到最佳參數解。 

 

圖 21 單/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在測試情況二之速度誤差值 

表 2 單/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在測試情況二之誤差指標 

Tracking errors 

(km/hr) 

1DOF PID 

Controller 

2DOF PID 

Controller 

Me  0.736 0.426 

Ae  0.055047 0.029187 

Se  0.0867 0.069118 

 
圖 22 單自由度 PID 控制器在測試情況三之速度追隨結果 

 
圖 23 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在測試情況三之速度追隨結果 

 
圖 24 單自由度 PID 控制器在測試情況三之速度誤差值 

 
圖 25 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在測試情況三之速度誤差值 

    

 
圖 26 基於細菌覓食演算法之控制參數變化 

 
圖 27 演化式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在測試情況三之速度追

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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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演化式雙自由度 PID 控制在測試情況三之速度誤差 

表 3 單/雙自由度 PID控制器在測試情況三之誤差指標比較 

Tracking 

errors 

(km/hr) 

1DOF PID 

Controller 

2DOF PID 

Controller 

BFA-2DOF 

PID 

Controller 

Me  3.5303 3.1261 1.737 

Ae  0.8387 0.4414 0.6067 

Se  0.6493 0.5954 0.3524 

V. 空氣動力馬達移動載具實驗平台建置     

A. 系統硬體架構設計 

    本計畫所建置之實驗平台如圖 29 所示，各項設備列如

表 4 所示。在此架構中，主要的氣體源是由空氣壓縮機

(UHK-7525, UNOair)供應，因為直接由空氣壓縮機輸出的氣

體壓力不穩定會影響到氣體流量間接影響到馬達的控制，

所以會在氣體出空氣壓縮機後先接一個儲氣槽 (40L, 

100kg/cm2, N.A.)穩定氣壓再接一組比例控制閥組，其中包

括電空轉換器 (Type500-EH, KAO LU)和流量控制閥門

(BPG206STX23, M&M)。電空轉換器是將輸入的電壓訊號

轉換為壓力訊號，再由流量控制閥門將經轉換的壓力訊號

比例的調整其閥門開度，當電控調壓閥輸入的電壓越大，

壓力訊號會隨之變大，流量控制閥的閥門開度會提高，壓

縮空氣進入空氣動力馬達推動內部葉片，氣體流量上升造

成馬達轉速變快，反之亦同。由此可知，電空轉換器及流

量控制閥搭配即為一比例控制閥組，可線性控制空氣流

量，當輸入訊號電壓越高，流量即越大。流量控制閥門和

氣動馬達的管線中間接一流量計(VA420, Burkert)便可觀察

目前氣體流量的變化。電控調壓閥接收的輸入電壓訊號是

由 DSP(F28377D,TI)所決定，由編碼器(HTR-HM-15-500-3-L, 

HONTKO)回傳的訊號分析得到轉速資訊，此資訊再經由

DSP 內部演算法計算出所需的控制力-電壓訊號，再輸出電

壓到電控調壓閥，以達到控制的目的。連軸器將空氣動力

馬達轉軸與扭力計(RT2, AEP)連接，扭力計另一端藉連軸器

與磁粉式煞車離合器(POC-200A, HELISTAR)連接，磁粉式

煞車離合器提供模擬負載，由控制盒調整輸入電流，輸入

電流越大則磁粉激磁磁力越強，模擬負載則越大，可觀察

在不同的負載下演算法對馬達轉速的控制效能。整個實驗

的結果會由 DSP 的 DA 輸出到示波器紀錄。 

溫度感測計

壓力
感測計

L/min

磁粉式
煞車
離合器

流量計

流量控制閥

電空轉換器

儲氣槽

空氣
乾燥機

空壓機

N/m

TMS320F28335 SPI編碼器 DACADC

控制器

氣動
馬達

編碼器扭力計

 
圖 29 空氣動力馬達控制平台架構 

表4 空氣動力馬達實驗平台設備一覽表 

設備 型號 廠牌 

空壓機 UHK-7525 UNOair 

高壓儲氣槽 40L, 100kg/cm2 Setkom 

空氣動力馬達 4AM GAST  

電空轉換器 Type500-EH KAO LU 

流量控制閥 BPG206STX23 M&M 

空氣流量計 VA420 Burkert 

感應式轉速計 MMR-B1-1NYB AXE 

扭力計 RT2 AEP 

編碼器 HTR-HM-15-500-3-L HONTKO 

壓力感測器 CT333 Top sensor 

溫度感測器 MAX6675 MAXIM 

資料擷取器 TRA-20 TOHO 

磁粉式煞車離合器 POC-200A HELISTAR 

數位訊號處理器 TMS320F28377D TI 

電源供應器 SPD-3606 GWINSTEK 

空氣乾燥機 20AS Unoair 

B. 空氣動力控制迴路設計 

    如圖 29 所示之空氣動力馬達控制系統控制平台，空氣

經空壓機壓縮後先經過空氣乾燥機去除掉水分與雜質後再

進到儲氣槽中存放。從儲氣槽輸出的氣體分成兩條迴路，

依流量之不同分成上方之小流量氣體迴路與下方之大流量

氣體迴路。小流量氣體迴路之氣體先流進電空轉換器，此

時電空轉換器將依照所給之不同電壓訊號輸出不同壓力之

氣體至流量控制閥。此時流量控制閥將依照此輸入氣體壓

力之不同決定閥門開度，進而改變大流量氣體迴路可實際

通過流量控制閥之氣體流量，進一步控制流進空氣動力馬

達之氣體流量。由此可知，流經小流量氣體迴路的氣體只

用來控制電空轉換器之輸出氣體壓力，進而改變流量控制

閥之開度，當此氣體經小流量氣體迴路流進流量控制閥之

後，會直接排出，並不會流入空氣動力馬達裡。而為了確

保流入馬達裡的氣體壓力不能超過馬達最高負載氣壓，故

在馬達進氣口處安裝壓力感測器和溫度感測器，用以即時

監控流入馬達之氣體壓力。 

C. 空氣動力馬達實驗平台建置 

    圖 30 為空氣馬達系統平台之設置，其中包括了調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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閥、高壓氣體鋼瓶、電控調壓閥、氣動馬達、磁粉式離合

器和基於 DSP28335 之氣動馬達控制器。氣動馬達控制器之

運算晶片核心為具浮點運算之 TMS320F28335 DSP。此外，

DSP28335 擴充板包含了電壓轉換電路、編碼器介面，可以

將氣動馬達控制器裡計算的訊號執行 14 位元的數位轉類比

(DACs)及 14 位元的類比轉數位(ADCs)。磁粉式離合器可以

模擬氣動馬達系統額外的負載。而調壓閥所設置的最大質

量流率限制在 7 kg/cm2。所提出的控制系統是用 C 語言撰

寫並在 DSP 上實現。所有程式都是在個人電腦的 Windows

環境下開發，並且下載到 DSP 的快閃唯讀記憶體(ROM)。

電控調壓閥接受 DSP 的數位轉類比輸出的閥門開度指令，

比例式地改變質量流率並改變轉速以達到轉速控制。其

中，電控調壓閥的比例式關係為 2-10 伏特的閥門開度指令

對應到 0-100%的閥門開度。 

磁粉式離合器
扭力計空氣動力馬達

轉速計

 
(a) 空氣動力馬達與磁粉式煞車 

調壓閥

高壓儲氣鋼瓶

空氣乾燥機

空氣壓縮機

 
(b) 高壓鋼瓶與空氣幫浦 

電控調壓閥

基於DSP28335之
氣動馬達控制器

 
(c) DSP 控制器與電空轉換器 

圖 30 空氣動力移動載具之動力系統實驗平台 

 

VI. 空氣動力馬達特性量測與系統鑑別 

A. 特性量測 

    在開始測量空氣動力馬達控制平台時，須先測試比例

控制閥組閥門開度與電壓的關係，理論上該電空轉換器輸

入電壓訊號為 2-10 V 控制 0-100 %閥門開度變化，但會受其

壓縮空氣輸出壓力大小及閥門本身設計影響其閥門開啟電

壓。因此，可利用 DSP 或電源供應器改變輸入電壓訊號，

並配合流量計量測不同電壓訊號下閥門初開及全開電壓。

在本計畫中，針對空氣馬達在相同壓力底下，不同閥門開

度對應轉速關係，進行實際實驗。在實驗過程中必須設定

進入空氣馬達壓力必須適中，如太大易造成測試壓力不穩

定；太小則無法推動三動力混合動力平台。圖 31 為空氣馬

達在壓力 2.5kg/cm2 至 4 kg/cm2壓力底下空氣閥門開度與轉

速關係圖。以此為空氣動力馬達性能量測閥門開度參數依

據。 

B. 一階系統之系統鑑別 

    本計畫以一階系統對空氣引擎進行系統鑑別，以求得

系統之轉移函數，可供進行模擬驗證。首先利用步階輸入

後判斷系統之暫態與穩態響應，再利用(18)-(20)式求出系統

之參數 a、b 與 k :  

1 1
( )

/ 1 / 1

b b
G S k

s a a s a s a

   
     

     
 (18) 

1
T

a
  (19) 

y output
k

u input
   (20) 

其中 G(s)為系統一階轉移函數，T 為達到穩態值 63.2%所需

之時間，k 為穩態增益，y 為系統輸出值，u 為輸入，a 與 b

分別為黏滯係數與控制增益。在實際之系統鑑別實驗中，

需選擇適中之控制壓力。如設定壓力太大易造成測試壓力

不穩定；太小則無法推動空氣動力馬達。在此設定進入空

氣引擎輸入壓力為 3kg/cm2，節氣門開度 80%使空氣引擎運

作 60 秒並觀察空氣馬達作動情形，圖 32 為空氣引擎步階

響應實際結果，由(18)-(20)式可求出穩態值為 105.5，故 k

值為 26.39，T 值為 11.209，轉移函數為： 

1
( ) 26.39

11.209 1
G S

s

 
  

 
 (21) 

由(21)所模擬之空氣引擎步階響應如圖 32 所示，比較實際

系統響應可知，所鑑別之系統轉移函數與實際系統相當接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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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壓力 2.5kg/cm2 下空氣閥門開度與轉速關係圖 

 
(b) 壓力 3kg/cm2 下空氣閥門開度與轉速關係圖 

 
(c) 壓力 3.5 kg/cm2下空氣閥門開度與轉速關係圖 

 
(d) 壓力 4kg/cm2 下空氣閥門開度與轉速關係圖 

圖 31 空氣馬達不同壓力之閥門開度與轉速關係 

 
圖 32 空氣馬達步階響應實驗與模擬結果 

 

VII. 空氣動力移動載具之實驗測試與驗證 

    在此階段將利用細菌覓食演算法，所求得之雙自由度

PID 參數，將其實際放入空氣馬達系統進測試，其系統包含

空氣馬達、電磁離合器及電子磁粉煞車，一同測試其系統

性能。在此將分為兩大部分測試。第一部分設定命令訊號

為一正弦波訊號，第二部分為輸入 ECE40 行車型態曲線，

觀察空氣馬達速度響應，為了再次證實雙自由度 PID 控制

器較單自由度 PID 控制器有較佳的性能，因此也加入單自

由度 PID 控制器進行控制，並比較其優劣。 

    第一部分利用正弦波為其速度命令，觀察空氣馬馬達

速度追蹤性能，如為其速度追蹤圖 33。由速度追蹤圖可以

發現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在追隨命令曲線時，因空氣管路

須在一開始時建立壓力。於 20 秒後空氣馬達轉速才追上命

令轉速。由圖 34 可以更明顯的看出空氣馬達在 20 秒後快

速減少誤差值。 

 
圖 33 正弦波速度控制實驗結果 

 
圖 34 正弦波速度控制誤差圖 

    第二部分將加入 ECE40 行車型態進行空氣馬達速度命

令的追蹤。如圖 35-圖 38 可以看出由單自由度 PID 控制器

與雙自由度 PID 控制之空氣馬達差異。兩者除了在一開始

加速時，因管路需要建立壓力的延遲及在急加速或急減速

的過程，誤差值也較大外，其他幾乎能與速度命令吻合。

不過由速度追蹤與誤差圖，可以看出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

較單自由度 PID 控制器，有較好的速度追蹤性能。ECE40

速度控制誤差指標值如表 5 所示。由此也證明由細菌覓食

演算法所得出之控制參數確實可以用於實際空氣馬達實驗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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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單自由度 PID 控制器速度實際追蹤圖 

 
圖 36 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速度實際追蹤圖 

 
圖 37 單自由度 PID 控制器速度追蹤實際誤差圖 

 
圖 38 雙自由度 PID 控制器速度追蹤實際誤差圖 

表 5  ECE40 速度控制誤差指標值 

Tracking errors 

(km/hr) 

1DOF PID 

Controller 

BFA-2DOF PID 

Controller 

Me  17.77046 14.7292 

Ae  0.549199 0.409955 

Se  4.747624 3.688856 

VIII. 結論與建議 

    節能動力系統發展極為重要，本計畫透過系統分析、

整車建模、實驗平台建立、控制器開發與移動載具系統雛

型實作，建立具實用性之空氣動力移動載具實驗平台，使

空氣動力移動載具可在壓力、溫度與流量不穩定情況下達

到實用之控制效果，並以數據化之分析方式進行性能分

析。藉由本計畫之技術發展、實車測試、成果展示與效益

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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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應用與機電整合技術之

跨領域專業人才，期盼藉由本計畫之執行與產出能對提升

國內在節能車輛載具之系統設計技術上產生綿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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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會議經過 

    機電整合與自動化工程為智慧製造重要技術之重要技術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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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常見之車用潔淨能源包

含:電能(儲能電池與超級電容)、氫能(燃料電池進行儲能轉換)與高壓空氣能。而空氣

動力目前技術主要以高壓空氣鋼瓶之空氣動力能量，提供空氣引擎或空氣馬達進行氣

體壓縮能轉機械能之動力，進而推動輪軸旋轉，使移動載具運動，屬於零碳排放之高

綠能車輛，值得投入研究。本人近年進行之研究項目之一即為空氣動力移動載具，包

括對其特性分析、建模以及發展速度控制器，以使具高度非線性之空氣動力馬達或空

氣動力引擎能有良好之速度控制效果。 

    2018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hatronics, Electronics and Automation 

Engineering (ICMEAE 2018) 是一年一度由 South Asi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AISE)與亞洲知名大學共同舉辦之國際性學術研討會，歷年舉辦地點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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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中國大陸、泰國、新加坡與日本，今年由日本愛知縣名古屋工業大學承辦，並與 2018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trol and Robotics Engineering (ICCRE 2018)聯合舉行。

此一研討會聚集了國際上在機電整合、電子與自動化工程相關理論、設計與實務應用

領域之專家學者共同進行最新研究成果之研討與交流，除上述主題外，因應目前科技

之發展，機器人、人工智慧與車輛工程領域之相關學者與議題也相當活躍，國內亦有

包括交大、成大、國防、虎尾科大、明志、南台、元智與中原等多所大學參加。而本

人的研究團隊也很榮幸的被大會接受所發表之研究成果“Speed Tracking Control of a 

Pneumatic Scooter in the Presence of External Disturbance For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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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4 月 20 日至 4 月 23 日，地點位於日本愛知縣名古屋

市中的名古屋工業大學。本人於會議前一日 4 月 19 日選擇搭乘國泰航空(CX 0530)直達

日本中部國際機場，入境後隨即搭乘地鐵前往下塌飯店。名古屋市是位於日本愛知縣

西部的都市，是愛知縣乃至於整個中部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與交通中樞，人口約

230 萬，在日本各都市中排名第四，僅次於東京都區部、橫濱市及大阪市，也是日本三

大都市圈之一中京圈的主要城市。由於位於東京與京都之間，因此又被稱為「中京」。

從在日本神話中，三神器之一的草薙剣被供奉在熱田神宮，與 16 世紀時，戰國三英傑

中的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都是出生在名古屋，在在顯示名古屋悠久的歷史文化與濃厚

的人文風情。此外，名古屋市地下鐵路相當發達，各種路線四通八達。另外作為中部

大城，透過各種新幹線往來東京、大阪與京都等各大都市均相當便利。名古屋港的貨

物吞吐量自 2002 年以來連續 15 年位居日本第一，加上鄰近的中部國際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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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為名

古屋雙塔車站外觀與周遭便捷之鐵路路網圖。 

  

圖 1 名古屋雙塔車站外觀(因個人攝影角

度限制，故此圖取自東京攻略網站) 

圖 2 名古屋地下鐵路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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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古屋工業大學簡稱名工大，創立於 1949 年，是日本中部地區歷史最為悠久的理

工類大學，亦是日本著名工業大學之一，其工科實力在中部地區能與知名之名古屋大

學齊名。由於名古屋鄰近中部地區工業發達，例如豐田企業、日產、三菱重工等大型

企業總部均設於此，故造就名古屋工業大學非常高之就業率。學校科系以工業為主，

例如電機、材料、化學、環境、機械與生命科學等科系，校園面積並不大，大約由 20

棟建築物組成，學生以男性為主，校園環境清幽與樸實，校園中最具代表性之 2 號館

如圖 3 所示。以全日本排名而言，約落於 11~15 名之間，與國內許多學校亦簽訂有學

術交流與交換學生機制。 

    4 月 20 日大會僅安排報到行程，故本人與隨行學生留待飯店準備報告，並熟悉附

近環境與交通方式。4 月 21 日會議一早本人與隨行學生即準時前往會議地點名古屋工

業大學，於大門拍攝之照片如圖 4 所示。此次報告與臺師大車輛與能源學程洪翊軒主

任、學生張軒墉、陳韋剛等人同行並被安排在下午第二場論文發表議程中(Session V 機

械與車輛工程)，報告過程如圖 5 所示。在報到完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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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演講由韓國

Hanyang University之 Il Hong Suh教授主講如圖 6 所示，講題為 AI and AI robotics: Past, 

Now and Future，由該講題名稱即可充分感受到近年相當重要之科技議題：人工智慧與

機器人。該講題對過去人工智慧僅能做特定之應用，至目前人工智慧之應用已經包羅

萬象做了深入淺出的回顧，同時，結合大數據分析與深度學習在圖像、語音辨識與策

略規劃上之成功，更顯示人工智慧在未來科技扮演舉足輕重之角色。然而，Prof. Suh

教授點出雖然機器人之研製受到高度重視，但目前人工智慧程度普遍不足，尚有許多

技術需要突破，並在此演講中提出相當多獨特論點，尤其在如何利用大數據分析及深

度學習技術使機器人了解人類情緒，進而衍伸娛樂或照護的應用，有相當前瞻性之成

果分享，內容相當精采且具實用參考價值。 

  

圖 3 名古屋工業大學 2 號館 圖 4 名古屋工業大學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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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研討會報到櫃台 圖 6 Prof. Il Hong Suh專題演講 

    中午用完餐後繼續參與下午之 Plenary Speech，本人選擇聆聽中國 Hohai University

之 Juntao Fei 教授所發表之“Adaptive Sliding Mode Control Using Double Loop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for Dynamic Systems”，此議題與本人之研究領域頗為相近，在此議題中，

Prof. Fei 先提出一個雙迴路遞迴式類神經網路(Double Loop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DLRNN)，主要創新之處在於 DLRNN 同時包含隱藏層節點之遞迴式連結與輸出層之遞

迴式連結，可加快網路之學習收斂速度。Prof. Fei將此網路與 Sliding Mode Control (SMC)

結合，用以估測動態系統中的不確定項，使得 SMC 控制律可直接套用在不含不確定項

之動態系統。此研究最後以一定位平台進行可行性之模擬驗證，證實所提出之 DLRNN

比傳統 RNN 與 RBFN 均有更好之估測效果。平心而論，該研究所提出之 DLRNN 創新

性並不高，與 SMC 結合之方式亦未令人耳目一新，且僅有模擬驗證。本人進一步搜尋

其相關研究後，發現該研究亦已發表在頂級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s ( Volume: 29, Issue: 4, April 2018 )中。經深入探討後，本人認為此

研究雖然未有顯著之理論創新度，但在模擬結果之呈現與比較方式，有較高之參考價

值，這或許也是該研究能被此頂級期刊所接受之主要原因之一。 

    聽完 Prof. Fei之演講後，即進入第一場論文發表議程。各時段均有三個 session同

時進行，本人選擇參加 Control System Design and Application 議程。此議程中來自馬來

西亞的 Rizauddin Ramli 提出下肢外骨骼致動系統之建模方式，所提出之簡易模型可使

一般低階控制器發揮良好之控制效果，透過模擬方式所觀察之外骨骼作動情形說明了

該模型之正確性。另外 Mohammad Jafar Sadigh Damghaniza 學者透過觀察人類的站姿

與前庭(Vestibular System)系統，發展了一套可用於人體姿態控制系統的模型如圖 7 所示。

在搭配控制器後，分析在有垂直振動情況下之人體姿態控制穩定度。此項研究對設計

老年人或無法站立者之主動矯正器有很大之幫助，可經由模型分析開發客製化矯正器

以改善下肢的穩定性。整體來說，議程中所發票之各論文均相當注重實用性，並均有

一定水準。會中問題討論踴躍，針對每篇論文均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專家們提出問

題與建議，對個人研究有相當多之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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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下午第一場論文發表議程後，本人與學生利用中間休息時間空檔做最後的報

告討論準備如圖 8 所示，接著即開始進行第二場論文發表議程。本人研究團隊所發表

之論文被安排在 Mechanical and Vehicle Engineer 議程中，該議程論文大多與車輛工程相

關，包括電動車能量管理、循跡控制、速度控制與駕駛行為分析等議題。個人對於大

會如此安排深感贊同，可在同一場議題中了解各國學者在車輛工程中之各項前瞻研究，

此對個人日後研究之改良與創新均有相當大之幫助。例如來自日本名古屋大學的外籍

學生 Kyle Sama，發展交叉路口的自動駕駛輔助技術，資料來源使用 5 個真實駕駛位於

五個路口之行車資料，經訓練後利用分群技術建立路口之駕駛行為模型，以作為無人

駕駛車在路口行駛之控制策略。此技術已經於實車進行試驗，並證實所提出之方法確

實有效。此講題並無使用複雜的工程數學，經由簡單的分群法即可達到駕駛行為建模

之目的，以低成本之方法達到優異之設計效益，相當值得學習與仿效，報告剪影如圖

9 所示。此次本人研究團隊所發表之論文由學生上台報告，本人於台下聆聽，報告內容

主要為利用二自由度比例積分微分控制器對空氣動力機車進行進氣閥開度控制，以達

到速度追蹤最佳化，本人學生張軒傭報告如圖 10 所示。在報告完畢後，主持人 Prof. 

Tagawa 詢問如何設計二自由度比例積分微分控制器之參數，並建議可以在模擬中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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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學生上台以英文

報告，對學生個人之膽識與台風均有很好的訓練效果。此議程結束後，本人與同行之

臺師大車輛能源學程洪翊軒教授、Kyle Sama 學者持續針對自動駕駛之技術進行討論，

並於離開前交換聯絡方式，期待未來能有跨國學術合作的機會。 

  
圖 7 Mohammad Jafar Sadigh Damghaniza 學

者論文報告 

圖 8 研究團隊與報告前進行報告演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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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 Kyle Sama 學者論文報告 圖 10 本人學生張軒傭論文報告 

     4 月 22 日本人與學生持續參加後續之論文發表議程，在上午選擇參加 Power 

Electronics and Drives 議程，其中來自泰國 King Mongku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adkrabang 的 Sirichai Tammaruckwattana 學者提出水力發電系統的完整模型，發電機

採用永磁同步馬達，可模擬在不同水力流量與流速狀態下之發電機輸出轉矩，進而估

算其發電量，此議題與本人研究綠能車輛與再生能源(風力)發電有所關聯，在效率量測

與建模技術方面之講題內容對本人後續研究極有幫助。另外下午本人亦選擇了 Signal 

Processing and System Reliability Analysis 議程，其中來自泰國 Mahidol University 的

Thanapat Wanichanon 學者提出針對四層建築抗震之控制系統如圖 11 所示，首先，四層

建築以一質量、彈簧與阻尼模型描述，接著利用李亞普諾夫函數(Lyapunov function)與

約束運動方程式推導該四層建築模型在有外力震盪下應有之控制力，可使該建築物保

持穩定度。本人過往研究均是將李亞普諾夫穩定度理論套用在電機控制系統上，此研

究使用在建築物之穩定度控制，相當有趣的應用。另外本人另一名學生陳韋剛亦在今

日發表論文如圖 12 所示，總括在今日的議程中，聆聽了包括日本、德國與臺灣等專家

學者之機器人研究，對個人之增廣見聞有相當大之助益。 

  
   圖 11 Thanapat Wanichanon 學者論文報告 圖 12 議程會後大合照(最右方為本人

學生陳韋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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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3 日大會安排名古屋市區參訪行程，本人由於行程之安排並未參與，在研討會

結束後自行安排前往 TOYOTA豐田產業技術記念館與磁浮鐵道館參訪，其中豐田產業

技術記念館如圖 13 所示。豐田產業技術記念館中展示 TOYOTA汽車工業之發展歷程，

以實際之動態車輛零組件展示汽車從方向盤、引擎、變速箱與底盤之運作過程如圖 14

所示，可使普羅大眾快速理解汽車之運作原理，令人印象深刻。館內開闢多條自動化產

線展示車輛製造、組裝與運作過程如圖 15 所示，非常精彩。另外，該館亦展示了豐田

汽車在新能源車輛如複合式電動車之能量管理策略與系統如圖 16 與圖 17 所示，對理解

混合動力車系統有相當多之幫助，對本人後續研究有相當多之啟發。而磁浮鐵道館展示

館提供日本多款新舊新幹線實車、零組件、鐵道、訊號系統與中控中心等展示，其中馬

達與電力驅動系統如圖 18 所示。另外亦提供駕駛體驗，本人非常幸運抽中名額稀少之

體驗名額，在模擬駕駛艙中完成名古屋至東京的新幹線駕駛如圖 19 所示，從中之體驗

與學習非常豐碩。另外，該館亦提供磁浮列車詳盡之原理導覽如圖 20 所示與搭乘體驗，

使人深刻感受到磁浮列車之高速與舒適性，並對磁浮列車之原理有更進一步之認識。豐

田產業技術記念館與磁浮鐵道館參訪兩者均是國際化程度之展館，設備完善，幾乎看不

到任何故障之設備，且展示方式人性化，實體展示非常豐富，相當值得前往參觀。本人

於 4 月 25 日搭乘長榮航空(CX 0531)返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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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3 豐田產業技術記念館大門留影 圖 14 動態車輛零組件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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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汽車自動化產線展示 

 

 
 

圖 16 TOYOTA混合動力車展示 圖 17 混合動力系統實體展示 

 

  
圖 18 新幹線列車永磁同步馬達系統 圖 19 新幹線列車駕駛模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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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磁浮列車原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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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會心得 

   由於世界各國對節能減碳之重視，各國政府均對車輛生產規定嚴苛之環保法規，

加上規定車廠生產節能車輛須佔一定製造比例，因此發展相關潔淨技能源轉換、低(零)

排碳動力與綠色儲能等技術，已逐漸成為國際車廠之發展目標。此次會議之主題為機

電整合與自動化工程，除人工智慧與機器人有相當多論文發表外，智慧車輛之相關技

術如潔能綠色動力、自動駕駛、駕駛輔助系統與駕駛行為分析等議題亦有許多論文發

表，顯見各國亦積極發展新世代智慧車輛技術。經由參與此研討會，能與其他專家學

者進行跨領域之討論交流，對個人研究之深度與廣度均有相當大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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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市亦是相當重要之成功因素之一。整體而言，參加此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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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首次前往日本名古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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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頁。 

 

四、建議 

ICMEAE 為亞洲在機電整合與自動化工程領域中重要的國際會議之一，所發表的

論文在質與量均有一定水準，並具有一定之創新性，所發表之論文具相當具有實務應

用價值。有鑑於機電整合與自動化工程亦為我國重要產業結構之一，故參與此類學術

性會議非常重要，茲有以下建議:  

(1) 性質相近之國際研討會可聯合舉行，例如此次為 ICMEAE 與 ICCRE 合辦，加上

名古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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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研究強調實用性，研究主題之規劃與目標之制定可與業界共同制定，研究產

出應能具體應用，以提升學術研究之產業化效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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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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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 ICMEA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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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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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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d Tracking Control of a Pneumatic Scooter in the Presence 

of External Disturbance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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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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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2Department of Vehicle Engineering,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Taiwan 

3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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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aims at developing a speed tracking control system for a vane-type air motor (VAM) 

driven scooter in the presence of external disturbance force. To achieve this object, dynamics modeling is 

completed for five major subsystems including driving cycle model, driver model, VAM model, transmission 

model, and scooter dynamic model. For the driver model, a conventional one degree-of-freedom (DOF) 

proportional-integral-derivative (1PID) control system is firstly adopted as a virtual driver to control the output 

torque of the VAM for the sake of speed tracking. Because the 1PID control cannot ensure stable control 

performance in the presence of external disturbance force, a two DOF PID (2PID) speed tracking control 

system is further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speed control performance for the pneumatic scooter. Comparing 

with the 1PID, 2PID control structure comprises two additional control components which can improve the 

tracking performance and deal with the external disturbance, respectively. Thus, the dynamics of the pneumatic 

scooter can be refined by tuning the controller gains to achieve high-precision speed tracking performance 

without affecting the disturbance rejection ability. To evaluate the validities of the developed five models and 

performances of the control strategies, the control systems were compared in standard ECE40 driving cycle 

due to nominal and disturbed conditions. The Matlab/Simulink software package is utilized to construct a 

corresponding simulator. From the results, it is noted that, the speed of the scooter can be controlled to track 

the reference speed accurately. Moreover, comparing with the 1PID control system, the 2PID control system 

provides enhanced results for the reference speed tracking and disturbance rejection operation. 

 

Keywords: Speed tracking, two DOF proportional-integral-derivative control, vane-type air motor, and 

disturbance re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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