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網路系  

 

 

Arduino循跡自走車  

 

指導老師：張士勳   教授 

組  員：徐碩伯、李德祐 

         蔡東庭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號  



II 
 

 

 

 

 

 

 

 

 

 

 

 

 

 

 

 

 

 

 

104
學
年
度 

 
 
  

 

嶺
東
科
技
大
學
資
訊
網
路
系         

專
題
研
究
報
告              A

rd
u
i
n
o

循
跡
自
走
車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零
五
年
五
月 



I 
 

誌  謝 

本次專題能夠完成，首先要先感謝張仕勳老師，雖然平時業務繁

忙，但還是接下了我們的專題老師的位子，替我們操心。 

在第一次口試以及第二次口試時間也非常感謝李怡慧、鄭育欣、

陳碧茵三位教授給予我們相當多建議，讓我們更了解製作的方向是什

麼。 

最後感謝本組的組員，此專題能夠完成也是因為組員們的配合，

與分工，雖然中間有些意外與意見不合，不管是實地操作或是撰寫程

式時，也都處處碰到困難，但最後也合力地完成了這個專題，我們也

更了解了分工合作的重要性。 

 

 

 

 

 

全體組員：徐碩伯、蔡東庭、李德祐 

謹誌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於嶺東科技大學 

 

 

 

 



II 
 

摘 要 

    在本專題中，我們製作一輛具有循跡、避障與遙控等功能的自走

車，此三功能為獨立功能並可由遙控器做切換選擇，自走車的底盤部

份由一圓形壓克力底盤、兩個獨立主動輪與輔助輪組成，兩個主動輪

各自分別由一直流馬達帶動，控制馬達由 L298N馬達驅動板驅動，控

制器部分則採用 Arduino Uno R3控制板，並搭配自製的循跡感測模

組、自製的紅外線障礙物感測模組、超音波模組，最後撰寫程式操控

此自走車達到循跡、避障與遙控等功能。 

 

 

 

 

關鍵字:自走車、Arduino、物聯網 

 

 

 

 

 

 

 

 

 

 

 

 

 

 



III 
 

目  錄 

誌  謝 ...................................................................................................... I 

摘 要 ..................................................................................................... II 

目  錄 .................................................................................................... III 

表目錄 ..................................................................................................... V 

圖目錄 .................................................................................................... VI 

第一章 緒論 ......................................................................................... 1 

1.1  研究目的 ..................................................................................................... 1 

1.2  研究動機 ..................................................................................................... 2 

1.3  研究方法 ..................................................................................................... 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5 

2.1 Arduino 簡介 .................................................................................................... 5 

2.1.1  Arduino 起源 ..................................................................................... 8 

2.1.2  Arduino 特色 ..................................................................................... 9 

2.1.3  Arduino UNO .................................................................................... 10 

2.2 物聯網........................................................................................................... 14 

2.2.1 物聯網的系統說明 ........................................................................... 16 

2.2.2 實體物件端 ....................................................................................... 17 

2.2.3 系統端 ............................................................................................... 18 

2.2.4 物聯網的三個層次 ........................................................................... 19 

2.3 物聯網發展及應用....................................................................................... 29 

第三章研究方法 ................................................................................... 35 

3.1 車體結構簡介............................................................................................... 39 

3.2 直流馬達操控............................................................................................... 40 

3.3 開發環境介紹............................................................................................... 41 

3.4 自走車流程圖............................................................................................... 45 

3.5 紅外線模組................................................................................................... 46 

3.5.1 紅外線模組程式碼............................................................................ 47 

3.6 超音波模組................................................................................................... 48 



IV 
 

第四章 實作與拍攝過程 .................................................................... 49 

第五張  結論與未來展望 .................................................................... 50 

5-1 結論 .............................................................................................................. 50 

5-2 未來展望 ...................................................................................................... 50 

附錄一 參考文獻 ................................................................................. 51 

附錄二 甘特圖 ..................................................................................... 52 

 

 

  



V 
 

表目錄 

表 3-1 超音波功能表 …………………………………………….48 

  



VI 
 

圖目錄 

圖 2-1 Ardunio 程式編輯軟體 ..................................................... 9 

圖 2-2 Arduino uno 板介紹圖 .................................................... 10 

圖 2-3 Arduino UNO 板零件位置圖 ......................................... 13 

圖 3-1 馬達簡易圖 .................................................................... 39 

圖 3-2 馬達電路圖 .................................................................... 40 

圖 3-3 基本介面 ......................................................................... 41 

圖 3-4 檢查錯誤 ......................................................................... 41 

圖 3-5 燒入 ................................................................................. 42 

圖 3-6 開新面板 ......................................................................... 42 

圖 3-7 開啟資料 ......................................................................... 42 

圖 3-8 儲存資料 ......................................................................... 43 

圖 3-9 基本迴圈 ......................................................................... 43 

圖 3-10 基本選擇 ....................................................................... 44 

圖 3-11 偵錯程式........................................................................ 44 

圖 3-12 外線遙控器 ................................................................... 46 

圖 3-13 紅外線模組 .................................................................. 48 

圖 3-14 超音波模組程式碼 ...................................................... 48 



1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目的  

    在國內的機器人發展中技術日新月異，除了改變了生活的便利，

應用在教學上也可以改變了玩具的性質，達到育教娛樂的效果，本專

題運用 Arduino來撰寫程式，透過紅外線遙控和手機控制自走車，而

控制指令由操作者透過本專題的物件，讓喜歡玩車子的除了傳統的無

線遙控車，也有其它新鮮、有教育意義的自走車使用，達到育教娛樂

的目的。  

智能小車 Arduino是一款單晶片學習應用開發系統，以 UNO R3 

核心，完成尋線，避障，紅外線遙控和 PS2搖桿控制的功能，並可擴

充模組增加小車的使用功能，讓使用者在學習 Arduino時能脫離枯

燥的理論知識，在玩樂中獲取單晶片系統開發的能力。 

本專題製作主要達到以下幾項功能：  

（一）製作一台無線遙控的車子。  

（二）使用紅外線遙控和 PS2搖桿控制。  

（三）使用 Arduino做為感測器操作的硬體基礎。 

（四）分別設計不同的轉向、直走，自走車透過紅外線遙控和 PS2搖

桿控制接收到指令時，能依據指令來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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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動機  

    在當今工商業發達的這個時代，道路上不分日夜、不分假日與工

作天，隨處都可以見到各式各樣的車子在路上行走，也出現可以不需

依靠雙腳就能移動的機器，慢慢的生活周遭開始出現，且大眾都能使

用，使我們生活更省力輕鬆的機器，但大家是否想過，這些如此方便

的機器，它們到底是怎麼出現在我們身邊的嗎？這些機器，都是每一

位傑出的研究人員經過長期思考與實驗，才能換來的成果，要不斷的

創新，不斷的嘗試，才能得到一個偉大的成果，這是所有研究人員的

精神，由此可知，它們所開發的物品，都在驅使著我們進步，最令我

好奇，一堆人也很難推動的大型物體，輕輕踩個油門就能往前進，還

有最近的汽車廠牌，都開始研發出自動循跡、防滑甚至連自動倒車都

已經是現在所有車種必備的功能，因為這些原因所以才促使我們去更

深入研究自走車這一方面的專題。 

由於我們平日在學校上的課程都和程式碼相關，因此在專題製作

方面，我們所選擇的題目也與程式碼跟程式設計有關，我們這一次的

專題製作採用 Arduino，在國外程式碼 Arduino 的蹤跡時常可見到，

大至工廠自動化平台車，小至路邊的動態廣告燈都可以看到 Arduino

的使用。雖然台灣 Arduino還沒有很盛行，不過我相信總有一天台

灣會了解到 Arduino的方便性和實用性，進而取代單晶片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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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現在科技愈來愈進步，自動化設備愈來愈普遍，汽車現階

段的發展也開始趨向於自動化駕駛，當高科技自動化時代來臨，自走

車不僅可以為我們日常的生活增加不少便利，更可以替我們完成許多

高度危險或是達到節省人力的目的。基於這樣的興趣與原因，所以我

們才去探索自走車的原理，於是我們在思考，從自走車開始做研究，

自走車如何啟動行走？自走車可以有什麼功能？自走車可以用什麼

方法去控制？ 

於是我們決定認真研討這個問題，並且創造出屬於自己、獨一無

二的自走車，我們的專題便朝智慧型自走車方向製作，至於如何進行？

組員都沒有概念，幸好學校與老師都有給我們實質的建議，在專題製

作有老師的多方面指導，我們才有實現自走車製造的機會，跟一般外

面遙控車比較的話，自走車是以寫程式的方式去控制它，並且使其做

出我們理想中動作的一種東西，我們希望製作出一輛多功能自走車，

可以尋跡、避障、遙控，而這些功能可以由遙控器來做切換，另外，

由於目前智慧型手機愈來愈普遍，因此我們亦嘗試使用智慧型手機來

作為遙控器，我們也嘗試以電動遊戲搖桿，讓自走車的操控能夠得心

應手，不局限在大部分所認知的一般操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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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 

    我們從最一開始的構思與討論，慢慢的去準備材料，也努力的去

更改任何錯誤，經由老師和我們組員的努力把成品完成。 

 

  



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Arduino 簡介 

     Arduino是一款便捷靈活、方便上手的開源電子原型平台，包含

硬件（各種型號的 arduino板）和軟件（arduino IDE)適用於藝術家、

設計師、愛好者和對於“互動”有興趣的朋友們。Arduino能通過各

種各樣的傳感器來感知環境，通過控制燈光、馬達和 其他的裝置來

反饋、影響環境。板子上的微控制器可以通過 Arduino的編程語言來

編寫程序，編譯成二進製文件，燒錄進微控制器對 Arduino 的編程

是利用 Arduino 編程語言(基於 Wiring)和 Arduino 開發環境來實現

的。 

    基於 Arduino的項目，可以只包含 Arduino，也可以和其他一些

在 PC 上運行的軟件，之間進行通信來實現。使用者可以在 Arduino

板子上接上各種電子裝置，例如 LED 燈、喇叭、馬達、開關、溫濕

度感測器、紅外線發射與接收器、LCD 顯示裝置，以及 WiFi、Bluetooth 

、 RFID、GPS等各種通訊模組。 

    若再配合撰寫一些自動控制的程式，就能利用 Arduino做出各式

各樣的自動控制應用，例如利用溫度感測器控制風扇的運轉、使用可

變電阻控制 燈光的明暗、控制馬達的轉速、利用紅外線遙控家電／

利用伺服機(Servo) 控制機械手臂或機器人，以及製作自走車、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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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等等。 

    Arduino自走車的研究領域除了國外，國內也有許多單位著手研

究更新型或是功能更強 大的自走車，自走車越來越多學者的投入研

究演變成有許多無人自走車的競賽，比賽項目有使用紅外線、超音波、

觸碰…等的感測器。 

    一般大眾都認為自走車是用來作競賽的小遊戲，但是經過學者慢

慢的研究與改變，而現在用在許多的地方，例如；送貨機器，掃地機

器…等，更是有學者把無人自走車的 原理應用在現代汽機車身上，

或許在不久未來就有只需上車和電腦說要到哪裡，車子就會安穩且自

動駕駛開到目的地 但我們想嘗試用類似的方式去感測障礙物，所以

我們想從紅外線感測這方面著手，將其功能裝載至自走車上，並利用

紅外線判斷黑白地面，再利用手機藍芽功能，可做手動或自動的切換，

使其功能發展為更強大的無人自走車。 

    Arduino 是一塊基於開放原始碼發展出來的 I/O介面控制板，並

且具有使用類似 java,C 語言的開發環境，讓使用者可以快速使用

Arduino 語言與 Flash 或 Processing...等軟體，作出互動作品。

Arduino 是在 2005 年 1 月由米蘭互動設計學院的教授 David 

Cuartielles和 Massimo Banzi 所設計出來了，原始構想是希望讓設

計師及藝術家們，透過 Arduino 很快的學習電子和感測器的基本知



7 
 

識，快速的設計、製作作品的原型，很容易與目前設計系所學的 FLA 

SH, MAX/MSP， Virtool 等軟體整合，使得虛擬與現實的互動更加容

易。互動的 內容設計才是設計師的主要訴求，至於怎麼拼湊一個單

晶片開發板，或是當中 涉及如何構築電路之類的知識，就並非設計

師需要了解的，因此非常適合不具 電子背景的人使用，以設計出各

種不同的互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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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Arduino 起源 

    Massimo Banzi 之前是義大利一家高科技設計學校的老師，他的

學生們經常抱怨找不到便宜好用的微處理機控制器。西元 2005 年， 

Massimo Banzi 跟 David Cuartielles 討論了這個問題，David 

Cuartielles 是一個西班牙籍晶片工程師，當時是這所學校的訪問學

者。兩人討論之後，決定自己設計電路板，並引入了 Banzi 的學生 

David Mellis 為電路板設計開發用的語言。兩天以後，David Mellis 

就寫出了程式碼。又過了幾天，電路板就完工了。於是他們將這塊電

路板命名為『Arduino』。當初 Arduino 設計的觀點，就是希望針對

『不懂電腦語言的族群』，也能用 Arduino 做出很酷的東西，例如：

對感測器作出回應、閃爍燈光、控制馬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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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Arduino 特色 

不僅軟體是開放源碼，連硬體也是一樣開放的，以及電路設

計圖也是可以從網路上面下載下來。由於 Arduino 的開放，很多

人都樂於分享他們的作品。在購買的價格上面也是很便宜，有興

趣的人都可以花一筆小錢買到，如圖 2-1。 

 

 

 圖 2-1 Ardunio 程式編輯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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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Arduino UNO 

    Arduino-UNO板子相比並沒有很大的變動，基本上都一樣。可使

用 ICSP(In circuit serial programming)燒入器，將啟動程式燒入

IC晶片，UNO能簡單與各式各樣的電子元件連接，例如 LED燈、喇叭、

馬達、開關、溫濕度感測器、紅外線發射與接收器、LCD 顯示裝置，

以及 Ethernet、WiFi、XBee、Bluetooth…等各種通訊模組。再配合

撰寫一些自動控制的程式，能利用 Arduino做出各式各樣的自動控制

應用，例如利用溫度感測器控制風扇的運轉、使用可變電阻控制燈光

的明暗、控制馬達的轉速，以及製作自走車、飛行器…等。 

 

圖 2-2 Arduino uno 板介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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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MCU: 

UNO 的心臟，等同電腦的 CPU，主要功能是利用寫在 MCU(Micro 

Controller Unit)內的軟體，去控制週邊 IO 動作。 

(二) USB (Data+PWR): 

支援 USB 接頭傳輸資料，還可以提供 5V 給電源使用。 

(三) USB to UART converter: 

電腦訊息透過 USB 訊號轉成 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 (TX/RX) 再送給 MCU。主要使用

upload code 到 MCU 

(四) Digital I/O: 

數位的輸入輸出埠，MCU 藉由這 14 支數位腳去讀數位值。

TX->1 = 電腦訊息傳遞到 UNO。RX<-0 = UNO訊息傳遞到電腦。 

(五) Analog input: 

類比的輸入，MCU 可藉由這 6 支數位腳，讀取類比的值並轉

成數位值 (ADC)。 

(六) Reset button: 

可以重置 MCU 的動作。 

(七) PWR on LED: 

當 USB or DC-in 的電壓進來會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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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16MHz X'Tal: 

用於 USB to UART converter 和 MCU 工作用的 Clock。 

(九) Debug LED: 

利用數位腳第 13 支控制這顆 LED 亮或暗，用於寫 code 時

debug 使用。 

(十) TX/RX LED: 

upload code 進到 MCU 時，這兩顆 LED 會同時跟著閃爍。 

(十一) Fuse: 

USB 的+5V 端的保險絲。 

(十二) 7~12V DC-in: 

可以外接電源，輸入電壓必須在 7V~12V。 

(十三) 5V LDO:  

7V~12V 的 DC-in 轉成 5V 供電給板子。 

(十四) 3.3V LDO: 

5V 轉成 3.3V，主要是提供 PWR function 上的 3.3V 提供外部

電路使用。 

(十五) PWR function: 

Vin = 可外接 7V~12V 電源，5V、3.3V = 提供外部電路使用，

GND、GND = 接地接腳，RESET = 短路時會重置 M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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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Compare Circuit: 

  當同時插著 USB 還有 DC-in 的時，電路會自動切斷 USB 的

5V 來源。 

 

 

 

圖 2-3 Arduino UNO 板零件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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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物聯網 

    您可能會好奇什麼是「物聯網」這個名詞，而且如果您是處在資

訊業，那麼最近可能更常聽到旁人提起，那麼到底「物聯網」是什麼

呢？讓我們將時光回溯接近 20年前,最早在 1995年 BillGates所著

的《未來之路》一書中曾經描述過，遺失的相機將會自動發送目前所

在位置訊號給失主的情境，這可能是物聯網概念的起源，我們用最淺

顯的方式來說，最基本的「物聯網」就是指數以百萬計的設備，不需

要人為的介入就能相互連接並延伸至網際網路。 

    近年來隨著網際網路快速的發展，除了在網路上進行單純的人與

人之間的互動之外（Human to Human, H2H），我們也產生了將網際

網路的好處應用在生活周遭物品上的欲望，一旦我們將這些物品連上

網路，這些物品很容易的便能透過我們的電腦、手機來操控，形成一

種人對物的聯網模式（Human to Thing, H2T），例如，即使我們人

不在家中，只要利用手機連上網路，就能操控家中電風扇、瓦斯、冷

氣開關、門窗鎖等等，不用回到家便能在遠處即時的控制家中設備，

實在是相當的方便。 

    但是人的欲望是無限的，每到一定時間總需要記得去操控家中設

備的動作，難然不困難但總讓人厭煩，因而我們會開始思考為什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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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讓設備時間到了就自行去做呢？而且若這些設備能夠在動作之前

亦能夠先與周遭設備確認彼此的狀態就更完美了，例如冷氣要自動打

開前，能否先詢問一下溫控設備目前溫度，太熱才打開；門窗在自動

上鎖前能否先透過監視器偵測屋內的人員動態？冰箱可否隨時依據

目前的食材提供相關的食譜建議？或者當欠缺食材時自動上網訂購？

這類的物體和物體之間自行溝通、運算、執行，且無人為介入的行為，

就是所謂物聯網的運作概念（Thing to Thing, T2T）。 

    因此可以想像，在一棟房子中有一群嘰嘰喳喳、吵吵鬧鬧的物品，

正隨時地透過網際網路發送、接收、檢視訊息，並忙碌的依照指令結

果做事，而別的地方可能也有同樣的一大群物品也在作同樣的事，這

麼多物品同時使用網路的結果，就形成了一種虛擬的網路世界，我們

稱之為物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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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物聯網的系統說明 

 

    物聯網雖已發展多年，但至今仍沒有形成一套共通的標準與模式，

在每一個物聯網的環節，都有不同廠商制定了不同的標準，例如，光

是物與物之間的溝通協定，就有 RFID、NFS、iBeacon、ZigBee、

Hotknot…等等不同的協議在檯面上競逐，而且這此些技術彼此之間

並不相容，但大體上，我們可以將物聯網簡單分成如下圖中所示的各

個區塊，該圖代表了一個單純物聯網的組成，而實際上的物聯網是由

無數個圖中的實體物件端、系統端及控制系統端等三種子系統區塊所

構成的： 

https://chtseng.files.wordpress.com/2014/07/image00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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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實體物件端 

  由不定數量的感測器加上資料彙集點所構成，例如眾多的 RFID

標籤感測器加上 RFID Reader資料彙集點或者房子內部各個門窗的感

應器及資料搜集主機等等；這些感測器與資料彙集點彼此之間是透過

無線網路的方式來交換及儲存訊息，這些經由感測器與資料彙集點所

構成的網路，我們稱之為 WSN 無線感測網路（Wireless Sensor 

Network），在 WSN 環境中，感測器會將搜集到的資料經由資料彙集

點彙整後，透過網路交由雲端的系統端主機來處理。 

實體物件端的特性： 

 感測器可能就在你我四週，以搜集環境資訊，並回傳到資料彙集

點。 

 感測器之間的通訊模式採用短距離無線通訊方式來交換資料，例

如 ZigBee、Z-Wave、NFS、iBeacon等等。 

 感測器需大量佈建，因此必須有低成本、體積小、耗電低等特性。 

 WSN內部僅限資料搜集及簡單的控制，若需跨物件的控制或複雜

的決策需透過系統端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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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系統端 

    如上圖中所示，WSN偵測實體環境的資訊會傳送給雲端的系統端

進行處理，而系統端會依據資訊進行分析並作出決策，然後再下達指

令回傳到各對應的系統執行，我們由此可知該系統是一結合運算、通

訊、控制的複雜智慧型系統，一般稱之為 Syber Physical Systems

（網宇實體系統）。 

網宇實體系統的特性： 

    Syber Physical Systems 以功能為導向，讓系統依照不同的事

件自動作出決策，需要網路支援才能成功進行資訊接收及命令回傳。

每個 Syber Physical Systems 大多僅針對特定的系統，尚缺乏跨系

統的溝通與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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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物聯網的三個層次 

    要構成如上所述的物聯網環境，必需依賴各項技術和既有網路環

境來達成，我們可將物聯網由下而上分為三個層次： 

感知層：物品對於周邊環境的感測、溝通能力（全面感知）。 

網路層：轉換不同網路間溝通的技術並負責傳送感知層與應用層之間    

的資訊（可靠傳遞）。 

應用層：針對感知層傳送的資訊，依不同的需求目的進行處理及應用

（智慧處理）。 

 

 

https://chtseng.files.wordpress.com/2014/07/image00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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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看看每一層的概念及所需要的技術。 

如圖下

 

感知層是物聯網的最基礎的部份，資訊在此層經過搜集及簡單的處理

後再傳送到網路層，由上圖中，可看出此層應用的技術包含了感知、

辨識、控制與通訊等領域；感知層廣義上所涵蓋的技術包括感知、辨

識、控制與通訊等領域，我們可以把實際使用到的技術歸納成三個部

分： 

 

 

https://chtseng.files.wordpress.com/2014/07/image003.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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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感知層： 

 感測器技術：用來蒐集數據資訊。例如 Webcam影像處理器、溫／

濕度感測器、儲存在無線射頻辨識技術(RFID)的標籤(Tag)或二維

條碼上的資訊。 

 無線傳輸技術：此部份又可分為短距離與長距離兩種。 

 短距離無線傳輸技術：亦指無線感測網路(Wireless Sensor 

Network)已經收集到並被儲存在 Tag 或二維條碼上的資訊，透過

RFID、Zigbee、NFS、iBeacon 或紅外線等短距離無線傳輸技術，

傳送到嵌入式系統。 

 長距離無線傳輸技術：當感知層作業完畢，接著透過物聯網網路

層的長距離無線通訊技術，如 3G/4G 或 Wi-Fi 等，進一步將儲存

在應用平台上的資訊提供給遠端使用者，之後便可以透過網路存

取與分析資料。 

 嵌入式技術：針對每樣物品的應用進而設計出一個專用的嵌入式

系統，而所謂嵌入式系統是綜合了微型電腦（CPU）、感應器

（Sensor）、電路技術及電子應用等多項技術為一體，軟體結合硬

體裝置的複雜系統。 

  實際上在我們生活周遭已經有很多感知層的應用了，例如採用被

動式 RFID 的悠遊卡、寵物晶片、ETC 儲值卡等，還有目前相當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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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維條碼以及 GPS導航等等，此外，一些具有網路孔或無線網路功

能的攝影機，能夠自動將影片資料上傳網路，有的甚至於還能偵測光

線的明喑以及物體的移動而進行相對應的動作，這些都是生活上常見

的感知層例子。 

2.網路層 Connect： 

    物聯網的網路層就是架構在我們所熟知的網路系統上，該網路系

統可能包含了內網（區域網路）或外網（Internet），所以其網路種

類涵蓋了我們平常所接觸的網路系統，如 WIFI、3G、4G、WiMAX等等。

另外，物聯網的網路層中也包含了廠商提供的雲端服務，如下方的服

務虛擬化與運算平台支援等，補充說明的是，有的學者會將此部份另

外歸屬於所謂的「應用支援層」，但本文在此仍將其列於網路層來看

待。 

 

https://chtseng.files.wordpress.com/2014/07/image004.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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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應用層 Application： 

應用層是物聯網與需求端（如不同行業）的接合部份，此層必須針對

各種不同類型的使用需求，將來自於感知層的資料進行分析處理，並

依據結果提供各個不同領域系統的應用。 

 

聯發科 17年來首度於 Computex正式參展，主要參展內容包括了：聯

發科的 4G手機方案、基於聯發科真八核架構的 LTE解決方案以及本

文介紹的 Aster晶片以及 Linkit平台。 

 

 

 

 

 

https://chtseng.files.wordpress.com/2014/07/image005.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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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時代最重要的 3 個商業模式 

1.資料販售與交換 

  特徵：硬體定價很低，甚至 0元，廠商販售或交換使用者的資料盈

利。 

2.產品即服務 

  特徵：廠商售出硬體產品後，利用大數據分析、軟體升級、直接提

供人力、售後服務盈利。 

  (知名案例：中興保全) 

3.產品共享 

  特徵：廠商擁有硬體產品，使用者依硬體使用量付費。 

  (知名案例：YouBike、Zip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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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物聯網的連線」不是指你家的沙發、電視都能直接接上 3G 

或 LTE 等廣域基地台，這樣不但浪費功率、提高設備成本，同時也

沒有必要，因此這「一百公尺」的距離就是靠一些無線短距通訊標準

連結，讓裝置可以間接連上網際網路，比所有裝置都具備網際網路連

線能力還實際，同時也不會浪費更多的資源。   

在這「一百公尺的距離中」，目前主要傾向是以星狀或網狀拓樸

兩種模式彼此連結： 

 

▲ 左邊是星狀拓樸，右邊是網狀拓樸示意圖。 

星狀拓樸是將所有裝置連接到一個中心節點裝置（例如手機或平

板 ），而該中心節點也可以連線到網際網路上；網狀拓樸則是每個

物品都是一個節點，節點之間可以彼此連接到其他節點。 

星狀拓樸比較符合一般人對物聯網的觀念，例如所有裝置都連結

http://img.technews.tw/wp-content/uploads/2014/11/iotwireless03.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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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手機或平板上，使用手機或平板就可以遙控這些裝置，例如用手機

遙控電視、冷氣，甚至是調整沙發傾斜的角度等，都是星狀拓樸的應

用概念。但使用星狀拓樸的缺點，在於中央裝置如果發生問題，很可

能造成所有裝置也無法使用。 

在網狀拓樸中，每個節點都可以跟其他多個節點連接，並彼此協

助連線，即使一個裝置正在忙碌或沒有發生作用，另外一個裝置也可

以補上，但相較之下網狀拓樸設計比較複雜，裝置的應用撰寫較困

難、同時也會提高成本，目前來說，目前物聯網的無線通訊最大挑戰，

是讓不同的廠商設備都能夠彼此連線，為了面對這個問題，許多正在

進行連線標準的組織或聯盟也正在發展新設計，以保證設備彼此之間

的相容性能夠提高，而這也才能真正加速物聯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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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 「一百公尺的距離」 

    那到底一百公尺的連線距離是什麼？為什麼對物聯網這麼重

要？我們可以用下面的圖片簡略說明： 

 

目前網路連線大略可分為四種模式： 

    個人網路、區域網路、鄰近網路以及廣域網路這四種，其中 PAN

與 LAN就是本篇所要探討的，同時也是物聯網中所謂「一百公尺」的

無線通訊範圍。 

 

http://img.technews.tw/wp-content/uploads/2014/11/iotwireless0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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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無線通訊技術必須要滿足下面幾點需求： 

 低成本：因為許多設備的感測器都是低成本的小型設備，才能

夠更快速地普及，同時為了節省體積與成本，也必須要讓無線

通訊晶片與應用程式能同時使用微控制器運算。 

 低功率：你不可能要家裡所有的裝置都插電，因此低功耗也會

是無線通訊技術的基礎，連結耗費的電力低，也才可能讓電力

維持更長久──或是讓某些較低功的能量收集技術成功。 

 進入門檻低：必須要讓裝置輕易連結裝置或網際網路。 

 安全性：萬物連線意味著許多設備也可能受到攻擊，因此相關

的認證與加密也絕對不能缺席。 

 多樣支援性：要能夠有更多的支援性，例如連線到 iOS、

Android、Windows，或是 PC、Mac 甚至 Linux 等系統，更多

樣化的支援，也會讓整個物聯網系統更加方便。 

 能支援各種領域的標準：物聯網技術的標準相當重要，例如三

星跟英特爾公司的 OIC 聯盟；還有 Linux、微軟等公司組成的 

Allseen 聯盟等，都是目前的熱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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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物聯網發展及應用 

    透過各式各樣的通訊技術如網際網路、APP軟體、感測器、RFID、

藍芽、衛星通訊等等，物聯網其實已經被廣泛使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許多層面之中，實現許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物聯網應用，例如：Sentri

智慧時鐘，這個產品是台灣新創團隊 Sentri在著名的群眾募資網站

Kickstarter上的一個提案，它在短短兩天內的募資金額就已經超過

二十萬美元的預定目標。 

 

「早上匆匆忙忙出門上班，走到半路手機突然出現警示訊號，顯示

家中現在的溫度不正常，趕快點開 Sentri的視訊鏡頭一看，原來

是冷氣忘了關！」透過 Sentri智慧時鐘，出門在外也可以隨時知

https://chtseng.files.wordpress.com/2014/07/image009.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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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中溫度、溼度、是否有人闖入，以及空氣品質變化等等，並且

經由視訊鏡頭即時了解家中的實況。 

隨著雲端技術的更加成熟、更多元的無線感測網路(WSN)的發

展、以及手持裝置盛行等等因素，這些都提供了物聯網興起的良好條

件，類似 Sentri 智慧時鐘的互聯網創意產品也將如雨後春荀般的出

現，因此我們將會進入一個智慧裝置無所不在的世界。未來無論你願

不願意，我們生活周遭的物品都將逐漸升級為智慧個體，再由智慧個

體發展成智慧家庭直到智慧城市，這些由物件串連而成的物聯網路最

終將形成一個智慧的世界，改變你我的生活作息與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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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kin WeMo: 

    Belkin(貝爾金)的家庭自動化系統 WeMo 可以透過瀏覽器以及

APP來監測和控制 WeMo系列的智慧型牆壁開關、插座、LEF燈泡、移

動偵測器以及各式燈具，而且它們不需要一台集中的控制器，一切都

是透過 Belkin免費的雲端系統來管理。 

    每一個 WeMo 設備都擁有自已的網路通道，您可以藉由各種線上

服務例如 Gmail 來啟動它們的服務；未來 Belkin 還計劃支援小型的

家電設備，例如稱為 Mr. Coffee的智慧型咖啡沖泡機以及 Crock-Pot

燉煮鍋，這些智慧型家電附加了極低的直流電開關或感測器在既有的

WeMo控制器上，讓您可以遠端的控制管理並且監測它們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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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Belkin的 WeMo產品網站中有幾項有趣的 WeMo物聯網產品： 

 

智慧型開關 該開關內建網路晶片，所以可利用家中的 WIFI連上網

路，您可以透過 iOS或 Android的手持裝置來控制它的開關。 

http://www.belkin.com/uk/Products/home-automation/c/wemo-home-automation/
https://chtseng.files.wordpress.com/2014/07/image010.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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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感測+智慧型開關 在智慧型開關上加入了移動感測控制器，因

此除了提供遠端開關的功能之外，還可感測 10英呎範圍之內的物

體移動事件，並自動作出開或關的動作。 

Canary: 

這款產品剛開始是透過群眾募資平台 Indiegogo來籌募資金，由於受

到大家的歡迎很快便募資成功並成立公司開始販售；Canary強調簡

單易用，它的作法不是在家中佈滿了一堆 sensors，而是儘可能的將

所有 sensors放入同一個裝置之中，此外它還擁有自我學習功能，放

到家裡一段時間後，它就會儲存家中的溫度、溼度等變化的資料，要

是有任何異常，比如說火災或者是非法入侵所造成的異常聲響，它就

https://chtseng.files.wordpress.com/2014/07/image01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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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出警告並推播到使用者已經配對好的 Android或者是 iPhone手

機上。 

Canary內建相機有 147度的廣角視野以及 1080P高解析的錄影格式，

並且擁有夜視功能；提供的感測器有： 

 

被動式紅外線移動偵測 

溫度、濕度、空氣狀態（煙霧） 

三軸加速感應器 

環境光線感測器 

電容式觸摸感測器 

https://chtseng.files.wordpress.com/2014/07/image01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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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使用我們希望製作一部小型自走車，其具備(1)尋跡(2)

避障(3)遙控等功能。此三個功能為獨立功能，並可以由遙控器選擇

功能。自走車的控制方法可分為兩大類：接觸式與非接觸式。接觸式

又稱 有軌式，其是在地面鋪設實體，如軌道等，以供自走車順著固

定路線行走；另一種為非接觸式又稱無軌式，如有紅外線導引、雷射

導引及 GPS導航等。本專題則是以非接觸式的控制方法設計自走車。 

利用紅外線感測器來偵測外界的狀況，撰寫一個程式使自走車做出能

應付外界狀況的動作。利用紅外線光感應障礙物的自走車，可以做到

利用自動控制系統中不可少的感測器來流暢的對我們所要求的程式

動作進行回應。 

產品說明: 

    智能小車是一款單晶片學習應用開發系統，以 UNO R3 核心，完

成尋線，避障，紅外線遙控和手機控制的功能，套件包含了大量的趣

味程式，並可擴充模組增加小車的使用功能。旨在讓使用者在學習 

ARDUINO 時能脫離枯燥的理論知識，在玩樂中獲取單晶片系統開發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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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規格: 

1.馬達參數，電壓範圍：1.5~12V，軸長：10mm，6.0V 50、100rpm/min。 

2.控制馬達選用 L298N 驅動模組，與單晶片真正隔離。 

3.三組尋線模組，檢測黑白線，精度更高，也可用在防跌落控制。 

4.紅外遙控模組，組成智能小車遙控系統。 

5.手機控制模組，可以和手機配對控制小車。 

6.可接入外部 7~12V的電壓。並能搭載多款感測器模組，根據您的想

像力實現各種功能。 

 

 

 

 

 

 

 

 



37 
 

套件全景: 

 

所有零件 

1.N20金屬減速馬達 ………………………………………2 個 

2.優質輪胎 …………………………………………………2 個 

3.馬達固定件 ………………………………………………2 個 

4.萬向輪 ……………………………………………………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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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底盤 ………………………………………………………2 片 

6.L298N 馬達驅動板 ……………………………………….1 個 

7.UNO R3 控制板 …………………………………………1 個 

8.感測器擴展板 ……………………………………………1 個 

9.手機控制模組 ……………………………………………1 個 

10.雲台 ……………………………………………………..1 個 

11.伺服馬達(舵機)………………………………………… 1 個 

12.超音波模組 ……………………………………………..1 個 

13.尋線模組 ………………………………………………..3 個 

14.紅外線接收模組 ………………………………………..1 個 

15.紅外線遙控器 …………………………………………..1 個 

16.2000MA 18650 充電電池 ……………………………..2 顆 

17.18650 電池盒 ………………………………………….1 個 

18.18650 充電器 ………………………………………….1 個 

19.杜邦線 ………………………………………………...40 條 

20.銅柱 ………………………………..35MM 4 個、10MM 2 個 

21.3MM 螺絲螺母…………………………………………..若干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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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車體結構簡介 

    車體結構部分我們採用雙主動輪外加輔助輪的模式，這 2 個主

動輪可由控制器獨立操控其正反轉與轉速，因此主動輪分別由 2 個

直流馬達來帶動，車體的左前端與右前端可放置循跡感測器或障礙物

感測器，其中循跡感測器採用 CNY70反射式光感測元件，並靠近地面

約 1～2cm，障礙物感測模組則放置在車體上方 (如圖)，由一個紅外

線發射元件和一個紅外線接收元件組成，這 2 個感測模組我們將自

行製作。此外，在此我們最終所完的車體採用直徑約 12cm 的圓形底

盤， 與一開始的設計(如圖 3-1)有點不同，而車子的前進、後退、

左右轉均由 2個主動輪搭配輔助輪來完成，當 2主動輪 均為正轉時，

車子前進；當 2主動輪均為反轉時，車子後退，當左右輪轉速不一樣

或一正一反時，車子即可達到左右轉的效果。為了達到此一效果，底

下介紹直 流馬達的操控方式。 

 

圖 3-1 馬達簡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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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直流馬達操控 

     為了達到前面所說的前進、後退、轉彎的效果，必須能獨立操

控 2個馬達。在馬達的電路的控制上，要讓主動輪能夠精確的切換正

反轉運轉，一般採用橋式 電路(或稱 H 電橋，見下圖)來配置電路，

此電路達搭配四個開關（如圖 3-2中的 S1~S4處）來控制馬達的正反

轉。 

 

圖 3-2 馬達電路圖 

    當 S1和 S4導通且 S2和 S3斷路時，此時馬達正轉。當 S1和 S4

斷路且 S2和 S3導通時，此時馬達反轉。但 S1和 S2不可同時導通，

S3和 S4亦不可同時導通。此四個開關一般採用電訊號作動，可以使

用電晶體、達靈頓電路、繼電器 或固態繼電器來達到 H電橋之功能。

此外市面上也可買到 IC晶片具有此功能，例如 L293、L298N 等馬達

驅動晶片。在此我們專題採用 L298N之雙路馬達驅動控制模組，其可

以操控 2 個 DC 馬達之正反轉及轉速。我們所使用的 L298N 馬達驅動

控制模組具有 7個端子及 8個針腳。 



41 
 

3.3 開發環境介紹 

    Arduino的軟體開發環境可以免費下載，它所用的程式語言語法

類似於 C/C++，程式主要由 setup() 和 loop() 這兩個函 式組成。

Arduino IDE的軟體介面如下: 

 

圖 3-3 基本介面 

 

圖 3-4 檢查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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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燒入 

 

 

 

圖 3-6 開新面板 

 

圖 3-7 開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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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儲存資料 

 

 

圖 3-9 基本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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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基本選擇 

 

圖 3-11 偵錯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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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自走車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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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紅外線模組 

紅外線發射模組是一種藉由紅外線 LED燈 和編碼 IC及石英震盪器、

電容等零件…組成的 電路，經由編碼 IC發射出不同調變波的紅外光 

發送出紅外線訊號。紅外線接收模組則是利用 紅外線電晶體及電容

等零件和解碼 IC組成，將 接收到的紅外線訊號解碼成對應的編碼。

如圖 3-12 

 

 

 

圖 3-12 外線遙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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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紅外線模組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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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超音波模組 

 

圖 3-13 紅外線模組 

 

表 3-1 超音波功能表 

 

圖 3-14 超音波模組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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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作與拍攝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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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張 結論與未來展望 

5-1 結論 

    搭配超音波感測器，能偵測前方和 左右兩方的方向是否有障礙

物，之後執行閃避障礙物的動作，達到快速安全的行走至終點。在本

專題中我們對馬達模組、超音波模組、電源模組、車體架構及軟、硬

體實務已有相當程度的了解，也提升了我們在系統整合與獨立研究之

能力，對於未來持續研究有相當大的幫助。 

5-2 未來展望 

    本專題之循跡自走車雖已日趨穩定，但還有許多之功能未盡完善，

為了使自走車能夠更多功能，能在既有成果的基礎上，改善缺失，並

增加元件與功能，使整個系統更加完備，以期能應用在更實際的場合

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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