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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全球定位系統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歷程發展(1)

• 無線電導航系統

 羅蘭C︰工作在100KHZ，由三個地面導航台組

成，導航工作區域2000KM，一般精度200-300M。

 Omega（奧米茄）︰工作在十幾千赫。由八個

地面導航台組成，可覆蓋全球。精度幾英里。



 多卜勒系統︰利用多卜勒頻移原理，透過測
量其頻移得到運動物參數（地速和偏流角），
推算出飛行器位置，屬自備式航位推算系統。
誤差隨航程增加而累加。

 缺點︰覆蓋的工作區域小；電波傳播受大
氣影響；定位精度不高。

GPS歷程發展(2)



GPS歷程發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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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星定位系統

 最早的衛星定位系統是美國的子午儀系統
（Transit）。

 該系統衛星數目較小（5-6顆），營運高度較低
（平均1000KM），從地面站觀測到衛星的時間
隔較長（平均1.5h）。

 無法提供連續的實時三維導航，且精度較低。

 為滿足軍事部門和民用部門對連續實時和三維
導航的迫切要求。1973年美國國防部製定了GPS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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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歷程發展(4)
• 發展過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 第一階段為方案論證和初步設計階段。從197     
3年到1979年，共發射了4顆試驗衛星。研製了地
面接收機及建立地面跟蹤網。

• 第二階段為全面研製和試驗階段。從1979年
到1984年，又陸續發射了7顆試驗衛星，研
製了各種用途接收機。據實驗GPS定位精度
遠遠超過設計標準。



GPS歷程發展(5)

—第三階段為實用組網階段。1989年2月4日第
一顆GPS工作衛星發射成功，表明GPS系統進 入
工程建設階段。1993年底實用的GPS網即 （21+3）
GPS星座已經建成，今后將根據計畫 更換失效的
衛星。

• 由美國國防部所主導

• 使用一致的座標系統—WGS84

• 提供定位、導航和定時

• 設計用來取代舊有的導航系統

• 國防軍方優先使用、民間開放應用



 主要原理是利用
人造衛星發射無
線電波至地面接
收器所需時間計
算距離，利用四
顆不同的衛星能
夠計算出地面接
收器的精度、緯
度及高程。

GPS基本原理



GPS系統架構
太空部分

－NAVSTAR：導航
－24顆衛星
－高度：20200Km 

使用者
－接收衛星訊號

地面監控站
－1個主控站
－4個地面天線站
－6個監測站



 24顆衛星組成
-21顆是工作衛星

-4顆是備用衛星

 衛星平均分布於6個軌道面

 軌道與赤道的傾角為55度

 每個軌道各有4顆衛星

 高度約20200km

 平均周期約11小時58分鐘

 平均壽命7.5年

GPS系統架構—太空部份

每個衛星均持續發射載有衛星軌道資料及時間的
無線電波，提供地球上各種接收機來應用。
（Copyright Garmin Corporation，
http://www.garmin.com.tw/support/aboutGPS）



GPS系統架構—地面監控站

 1個主控站、6個監視站及4個地面天線站

 負責追蹤接收衛星的資料及計算軌道、時鐘參數

 負責上載有關衛星的所有資訊

 監控及維持預定軌道的運行



GPS系統架構—使用者

 追蹤、接收GPS衛星訊號之接收器，並即時地計算

出接收機所在位置的座標、移動速度及時間。

 常用接收儀：大地量測型、導航型及定位晶片三類

TOPCON GRS-1手持式衛星接收儀
(森泰儀器 http://www.sokkia.com.tw/ )

STA8088EXG 定位單晶片(EDOM 
Technology http://www.edom.com.tw/)

Trimble SPS852衛星定位儀( Design 
by GTUT獻發企業有限公司 )



定位原理
 GPS主要是利用基本的三角測量原理，而達到定位的

原理。

 GPS定位方法：

1.二度空間定位

2.三度空間定位

3.定位誤差修正

 獲得二度空間定位（經緯座標），至少須同時接收

到三顆衛星的訊號。

 獲得三度空間定位（經緯座標及高度），至少須同時

接收四顆衛星的訊號。



二度空間定位—兩個參考點

 同時額之兩個為星座標及訊號傳送時間（距離），則可以

衛星座標為中心，以訊號傳送時間計算所得距離為半徑得

到兩個圓周。

 兩個圓周的位置關係有三種：相切、相合及相交。

 相交的兩個圓有兩個交點，接收點的位置只可能在兩個圓

的交點之一。



二度空間定位—三個參考點

 得到第三個參考點時，可以其位置及計算所得距離

畫出第三個圓。

 理想狀況下，第三個圓的圓周必然通過前兩個圓

相交的兩個相交點中的一個。

 接收器的位置在三個圓的唯一

交點上。



二度空間定位的誤差(1)

 假使信號傳送過程中，因干擾影響傳送的時間，則

依公式距離＝速度*時間計算的距離必然有誤差成

份。

 圖中虛線是有誤差的測距。

 兩個誤差的圓仍然可以得到兩個交點。



二度空間定位的誤差(2)

 第三個圓周無法在前兩個圓的交點上，得知信號有

誤差，接收器的位置變成無法確定，只知可能在

DEF三點圍成的範圍內。



三度空間定位—一個參考點

 太空中如果知道一個GPS衛星的位置，根據它發送

的信號到達接收端時間，依公式距離＝速度(3 x 108

m)*時間計算得到衛星與接收端的距離。

 以衛星位置為中心，距離為半徑可畫一個圓球形。

 接收端位置可能在球面上任何一點。



三度空間定位—兩個參考點

 如果知道第二個衛星的位置及距離，可畫出第二個

圓球形。

 接收端的位置必需在兩個圓球表面的交接處。

 兩個球形表面交接觸是一個圓環，接收端可能在此

圓環形上的任何一點。



三度空間定位—三個參考點

 如果知道第三個衛星的位置及距離，則可畫出第三

個圓球形。

 接收端的位置必定在這三個圓球面的交接處，三個

球面的交接處是兩個點。

 接收端可能在兩個交點中的任何一個點。



定位誤差修正—第四顆衛星
 接收端以三顆衛星的信號，可以計算本身的位置。如果

三顆衛星信號都有相同的誤差，仍然可得一個位置，是

錯誤的位置。

 接收到第四顆衛星信號後，第四個球面與前三個球

面不可能相合一個位置。

 經過接收端回歸修正後，可消除誤差得真實位置。



第四顆衛星的功能
 即時糾正信號誤差、時間誤差。

– 三顆衛星測量出精準的定位三維空間位置

– 第四顆衛星理論相交於同一點上

 使用端可以使用誤差大但廉價的石英振盪器做時間

參考。

 無須使用價格昂貴的原子鐘。

石英晶體振盪器CXO 
(http://www.topics.com.tw/topics/i
ndex.html)

原子鐘
(http://www.baike.com/wiki/原子
钟)



測距方法(1)

 距離測量是GPS定位的基礎，測距方法分別有：

1.雙向測距量測

聲納系統(http://www.rs-
online.com/designspark/electron
ics/knowledge-item/content-551)

雷達系統
(http://www.evwind.es/2013/11/19/air
-force-looks-to-solve-wind-energy-
radar-interference/38175)

雷射測距儀
(http://www.skcic.com.tw
/measure-s/Leica-D2.html)



測距方法(2)
2.單向測距量測

民國70年，富貴角燈塔增設的電霧號
（http://museum.mof.gov.tw/ct.asp?xIte
m=13850&ctNode=19&mp=1）

 公式：距離（D）＝ 速度（V）* 時間（T）

GPS系統，
（http://bbs.mychat.to/sindex.p
hp?t1022849.html）



測距方法(3)

衛星發射無線電信號至接收器過程：

 衛星傳送信號包含

-偽亂碼(Pseudo random code)幫助我們知 道

衛星訊號是由那一顆衛星所傳輸下來，所以偽 亂

碼即是一顆衛星的身份證(ID code)。

-星曆資料(Ephemeris)含有衛星是否健康或不

健康之資訊、現在日期、時間，這些資料讓接收

機知道現在時間日期及決定目前的位置。



測距方法(4)
- Almanac傳輸軌道資訊告知接收機各衛星所

在天空之位置。

 衛星發送之訊號需經過一萬一千英哩以上路程。
（無線信號，速度幾乎達18萬6千英哩/Sec的光速，時間僅要0.06秒）

 接收機延遲發送時間，以便達到與衛星同步。

 公式：距離(D)＝ 速度(V)*延遲時間(T)



誤差(1)

 對流層誤差

 電離層誤差



誤差(2)
 反射誤差

 衛星天文曆誤差



誤差(3)

 衛星仰角誤差

 人工干擾誤差
– Selective Availability選擇性服務，簡稱SA干擾。

– 政策理念為確保敵方武力或恐部份子集團無法利用GPS的高準確

定偽製造精準的武器。

– 水平定位精度降低至100m(2dRMS)，垂直定位精度為156m(2a)，

時間精度為175ns。

– 民間運用愈發廣泛，精準度要求愈高。

– 2000年5月1日後已取消SA人工干擾誤差。



差分全球定位系統(1)

 Differential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簡稱

DGPS或差分GPS。

 應用於全球定位系統中用以提高民用定位精度的一

種技術。

 應用這種方法的基礎:在同一地區內，影響GPS實

時單點定位精度的因素，如大氣層延遲誤差、衛星星

曆誤差、衛星鐘誤差等



差分全球定位系統(2)
DGSP工作原理：

 透過兩組接收器協調合作，一個是靜態的接收器，

一個是移動的接收器。

 將一個參考接收器放置在一個經過精密測量的位置

 參考接收器與移動接收器接收相同的衛星信號。
– 不同於一般GPS利用計時信號計算出接收器位置。

– 以已知位置反推算出衛星信號在空間中應該進行的時間。

– 比對實際接收到的衛星信號延遲時間，兩者間的時間差就是誤

差修正值。



差分全球定位系統(3)
 參考接收器會將誤差修正值傳送到附近所有能收到修

正信號的移動接收器。

 移動接收器根據誤差修正值逐一修正所接收到的衛星

計時信號。
– GPS的參考接收器本身不會直接發送誤差修正資訊，它會連接到另

一個無線電發射裝置，以無線電廣播的方式發送信號。

– 移動的接收器會收到一套完整誤差修正表，根據接收器所收到的

衛星信號對應適當的修正值。



大地座標系統(1)

 座標系統=大地基準(Datum)+座標格式(format/grid)

 大地基準: TWD67、TWD97、WGS84。

 座標格式: 經緯度、UTM (六度分帶)、TM2            

(二度分帶)、電力座標等。



大地座標系統(2)

 地圖投影：地球是一個球體，球面上的位置，以經緯

度來表示。在球面上計算角度距離十分麻煩 ，

而且地圖是印刷在平面紙張上，要將球面 上

的物體畫到紙張上，就必須展平，這種將 球

面化為平面的過程，稱為「投影」。

 目前國際間普遍採用的一種投影，是Transverse    

Mercator Projection (即橫梅投影、橫麥卡脫 投影)，

屬於正形投影的一種，在小範圍內保持形狀 不變，對

於各種應用較為方便。



大地座標系統(3)

將一個圓柱體橫躺，套在地球外面，再將地表投影到這

個圓柱上，然後將圓柱體展開成平面。圓柱與地球沿南

北經線方向相切，我們將這條切線稱為「中央經線」。



大地座標系統(4)

 為了保持投影精度在可接受範圍內，每次取中央經線

兩側附近地區來用，因此必須切割為許多投影帶。

 目前世界各國軍用地圖系採用UTM座標系統
(Universal Transverse Mercator Projection System)

– 係將地球沿子午線方向，每隔6度切割為一帶，全球共切割為60個

投影帶。



大地座標系統(5)

考量精度與涵蓋範
圍大小之取捨，使
得切割的帶狀寬度
不同。切割越細，
則越接近平面，其
變形也就越小，但
其拼接也會越麻煩，
可謂魚與熊掌，不
可得兼。



大地座標系統(6)

電力座標：生活環境裡，被視為破壞景觀與障礙
的電線桿與配電箱上，大都印有編號數字，其數
字藏著該電線桿的二度分帶TM座標，即稱之為
「電力座標」。



大地座標系統(7)

WGS(World Geodetic System)

 美國國防部訂定的世界測地系統，採用地心座標系統

 早期製圖的地理參數是各國政府各自為政，區域性的

 1960美國為了全球戰略需要，發展出全球範圍的測

地基準參數。

 第一代世界測地系統為WGS60

 後續：WGS66、WGS72、WGS84（後兩位數為發表年份）

 現在大家使用GPS衛星定位系統採用WGS84作為定 位

座標的標準參數。



 WGS84坐標系統之原點位在

地球質量中心。

 Z軸與國際時間局（Bureau Inter   

national de l＇Heure, BIH）所定 義

之慣用地形北極（Conventional    Terr 

estrial Pole, CTP）方向相 平行。

 X軸係與BIH所定義之零子午

圈平面相平行之參考子午面在

CTP赤道平面之交線方向。

 Y軸則係與X軸垂直而在赤道

面上所形成之右旋地球固定直

角坐標系統。

大地座標系統(8)



大地座標系統(9)



TWD(Tai-Wan Datum)

 台灣早期地圖的大地基準採用TWD67

參考橢球體採用1967年國際地球原子：

– 長半徑: a=6378160m

– 短半徑: b=6356774.7192m

– 扁率: f=(a-b)/a=1/298.25

大地基準點以南投埔里之虎子山算起:

– 經度 λ=120∘58'25.975''

– 緯度 φ=23∘58'32.340''

– 對頭拒山之方位角 α=323∘57'23.135''

大地座標系統(10)



大地座標系統(11)

高程基準面: 

– 台灣本島以基隆平均海水面起算

– 澎湖以馬公平均海水面起算

地圖投影:

– 採用橫麥卡托投影經差二度分帶

– 台灣本島之中央經線為121∘,座標原點為中央經線

與赤道交點, 且橫座標西移250,000公尺,中央經線

之尺度比率為0.9999



大地座標系統(12)

 空間定位技術日益精進，台灣於1997年訂定新的更

精確的國家座標系統TWD97。

 架構系採用國際地球參考座標（International 

Terrestrial Reference Frame 1994簡稱

ITRF94）。
– ITRF是利用全球測站網之觀測資料推算出地心座標系統。

– 其方位採用國際時間局（Bureau International del` Heure簡稱

BIH）定義在1984年0時之地極方位。



大地座標系統(13)

參考橢球體採用1980年國際大地測量學與地球物理

協會公佈之參考橢球體(GRS80),其橢球參數如下:

– 長半徑: a=6378137m

– 扁率: f=1/298.257222101

高程基準面:

– 於基隆設置水準原點與副點,高程系統以基隆港平均

海水面為高程基準面。



大地座標系統(14)
地圖投影:

– 採用橫麥卡托投影經差二度分帶。

– 台灣本島之中央經線為121∘,座標原點為中央經線

與赤道交點,且橫座標西移250,000公尺,中央經線之

尺度比率為0.9999。

– 澎湖,金門與馬祖等地區之投影方式則採用中央經線

為119∘,投影原點西移250,000公尺,中央經線之尺

度比率為0.9999。



大地座標系統(15)

大地基準點之TWD67與TWD97座標及相關參數



大地座標系統(16)

虎子山二度分帶座標與中央經線121°E距離示意圖

以南投埔里虎子山二

度分帶座標為例：

TWD67 247342mE，

2652336mN，粗體字

代表公里，後三碼代

表公尺。橫座標表示

他位於中央氫線

121°E以西2公里又

658公尺處（即

250000-

247342=2658），縱

座標表示，它距離赤

道2652公里又336公

尺。



大地座標系統(17)

GPS定位座標轉移到台灣地圖

 目前台灣大多採用TWD97作為地圖測量基準面，與W   

GS84的地圖基準面比較類似，因此GPS定位的經緯 度

可以直接描繪在TWD97地圖上，誤差大約只有幾 公分

到幾時公分左右。

 轉移到TWD67地圖上，則經度的位置必須向東移82   6

公尺，緯度位置必須向南移210公尺，這樣修正後 其

誤差範圍會縮減到5公尺以內。



電子地圖(1)

 電子地圖是地圖製作和應用的一個電腦系統，是

數位化了的地圖。

 電子地圖由許多不同圖層構成。使用者可依使用

目的增減某些圖層;亦可選取不同的電子地圖圖

層加以編排，產生不同的展示效果。

 電子地圖是GPS定位導航的基礎，它以經緯度、

道路、地物、地貌、圖示icon等構成。導航時 ，

由GPS接收的經緯度資料可顯示在層，透過覆 蓋其

上的道路資料圖層，可得知車輛位置。



 電子地圖的好處

– 無縫:紙介地圖受紙張幅面大小限制，圖幅總是有一定範圍，一個地區可能需要多張圖

幅才能容納。而電子地圖卻能漫遊和平移，因此地圖範圍沒有任何限制。

– 交互性:電子地圖是使用者在不斷與電腦的對話中動態生成出來，使用者可以指定地圖

顯示範圍、顯示圖層、設定地圖比例尺等要素。

– 共用性:數位化使資訊容易複製、傳播和共用。電子地圖能夠大量無損複製，並且能通

過電腦網路傳播。在Internet上也有了地圖庫，使用者能迅速方便地查找到世 界

上很多地區和各種類型的地圖。

– 無級縮放:一張紙介地圖的比例尺是不變的。而電子地圖則可以任意無級縮放和開窗顯

示，以滿足應用的需求。

– 資訊豐富:由於受到比例尺等限制，紙介地圖能反映的信息量有限，只能採用地圖符號

的結構、色彩和大小來反映地物的屬性。電子地圖能反映的信息量則大得多，它

除了具備各種地圖符號，還能配合外掛資料庫來使用和查詢，地圖內容不會受到

任何限制。

電子地圖(2)



 類型

– 導航圖

電子地圖(3)



– 多媒體地圖

電子地圖(4)

國立海洋生物博物館

（http://www.nmmba.gov.tw/online_View/Multimedia_Tour/videomap）



電子地圖(5)
– 遙感地圖



電子地圖(6)
– 地形圖



電子地圖(7)

Taiwan Map 台灣電子地圖服務網（http://www.map.com.tw/）

– 網路地圖



GPS定位特點

1. 全天候，不受任何天氣影響

2. 全球覆蓋（高達98%）

3. 三維定點、定速、定時、高精準度

4. 快速、省時、高效率

5. 應用廣泛、多功能

6. 可移動定位



GPS基本應用(1)

 地圖測製

 資源探勘

 航太發展

 軍事作戰

 施工測量

 智慧型運輸系統

 船艦定位導航

 GIS外業調查



GPS基本應用(2)

 控制測量

 板塊監控

 災害監測

 土地開發

 科學研究

 GIS圖層重整

 地殼移動監測

 精密大地測量



GPS於車載之應用(1)

 車輛導航



GPS於車載之應用(2)

 車輛定位



GPS於車載之應用(3)
BENZ車導航救援系統基本配備

 衛星電子導航系統
– 液晶螢幕上會出現指示，

聲音提醒何時及何處轉彎

 行動電話語音便是系統
– 下達簡單命令即可選擇及播出輸入的

數字記憶

 緊急救援系統（TELE AID）
– 氣囊感知偵測到撞擊事故的發生立即

透過無限電發射器，發出求救信號包

含車型、事故時間及地點



GPS於車載之應用(4)

 車隊監控

衛星車隊管理系統（http://www.kdcom.com.tw/products_R_01_01.htm）



GPS於車載之應用(5)
 車隊即時監控

衛星車隊管理系統（http://www.kdcom.com.tw/products_R_01_01.htm）



GPS於車載之應用(6)

緊急災變之處理

火災之處理

緊急醫療之處理
醫 院

監
控
中
心

 災害通報救援



GPS於車載之應用(7)
 救護車/消防車定位及導航



GPS於車載之應用(7)

 救護車位置查詢及監控



GPS於車載之應用(1)

 災難地點顯示

救護車導航



GPS於車載之應用(9)

 災難現場衛星定位高空攝影傳送

-在100公尺高空漂浮
-即時定位及影像拍攝
-由地面遙控
-全方位觀測

影像可以透過微波寬頻
網路、衛星通訊…等送
至控制中心



GPS於車載之應用(10)

違規車輛之處理

竊盜之處理

一般巡邏勤務

管
制
中
心

Police

八大行業之管理

理容院

 犯罪密集地點定位建檔



GPS於車載之應用(11)



GPS於車載之應用(12)

 GPS/Palm衛星定位警車導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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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6
車輛定位與導航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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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定位導航系統的作用(1)

智慧交通系統是以道路和車輛定位作為主要研究對象，以
提高道路的通行能力、利用效率與安全性為主要研究目標
的新一代交通運輸系統，其研究重點是公路交通問題。

智慧交通系統的基本組成：

1. 管理和控制中心模組

2. 車輛模組

3. 道路模組

4. 通信模組



車載導航系統圖



車載導航系統框圖

交通信息通訊系統

CD-ROM驅動器電
子地圖數據庫

MPU微處理器地圖
匹配器導航軟件

陀螺傳感 語音電路 車速傳感器 遙控器

ITSCD顯示器

GPS天線

GPS接收機



車輛定位導航系統的作用(2)

• 車輛模組



車載導航系統常見的功能

• GPS定位(動態路徑校正)

• 電子圖資(地址查詢)

• 最短路徑繞徑

• 旅遊資訊:POI

• 行車資訊:停車場、收費站、TMC即時路況

• 其他服務及功能:

• 道路救援、數位電視、多媒體、反雷達測速偵
測、 3D實景立體建築、語音聲控、車輛健康
偵測(無線胎壓、電瓶偵測)



數字地圖資料庫

• 預先定義之儲存格式之數字地圖訊息、其
儲存格，有助於計算機處理與地圖有相關
的訊息。

• 辨識場所、公路等級、交通規則和旅行訊
息。



定位模組

• 融合不同感應器的輸出，自動 確定車輛的
位置。

• 典型的獨立定位技術(也稱自主定位技術)
試航機推算定位，而典型的無線電信號定
位技術是使用全球定位系統(GPS)定位。



地圖匹配模組

• 把測量到的或從定位模組獲取的位置(軌跡)
與地圖資料所提供的基於地圖的位置(路徑)
進行匹配來確定車輛的地圖上的位置的一
種方法。

• 數字地圖資料庫的精度應保持在15m以內。



路徑規劃模組

• 協助司機在行駛前或進行中規畫路線的過
程，通常採用的技術是找到最小行駛路線



路徑引導模組

• 指揮司機沿著由路徑規劃模組計畫出的路
線行程的過程。為了確定車輛當前的位置
和產生及時引導指令，需要借助地圖資料
庫和準確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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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埠模組

傳輸埠允許用戶與定位和導航不同要求通過
這個傳輸交互送到計算機中，然後在透過這
個傳輸阜模組回饋給用戶



無線通訊模組

• 透過一個或多個不同種的通訊網路，使得
車輛和他的使用者或交通管理系統能夠接
收即時的交通訊息和報告，從而促進車載
系統或整個公路網站工作更加安全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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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通訊模組



車輛定位導航系統實現方案

• 功能：提供車輛的位置、速度和航向等訊
息是車輛導航定位系統。

• 基礎：精確、可靠之導航功能



常用車輛定位技術

• 航位推算系統(DRS,Dead Reckoning System)

• 地面無線電定位技術(Terrestrial 
Radiolocation)

• 衛星定位技術(GPS)

• 地圖匹配技術(MM,Map Matching)

• 視覺定位技術(VP,Vision-based Positioning)

• AGPS，Assisted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2017/4/17 16



不同系統對定位精度的要求
不同系統 精度要求(m)

商業車輛管理與調度 100

特殊車輛(如救護車、消防車、警務車管理與調度 10

服務場所(如飯店、商場)之定位 10

數據採集 25

遺失車輛追蹤 10

導航與路線引導 5~20

自動車輛識別 30

公共安全 10

防撞 1

自動語音 25~30

交叉路口的檢測 0.1



地面無線電定位技術

• 設置標準點：沿公路兩側時先精確測定許多標準
點，當車輛經過這些標準點時，汽車接收這些標
準點所發送的定位訊息，從而得到的車輛位置。

• 移動通訊網路的定位技術：

– 以移動台的定位方案-由移動台根據接收到的多個發射
台的信號特徵訊息，確定其與各發射台之間的幾何位
置關係，在對其自身位置進行定位估計。

– 以網路的定位方案-由多個基地同時檢測移動台發射的
訊號，根據訊號的特徵訊息由蜂窩網路對移動台進行
定位。



地面無線電定位技術(圖)



移動通訊網路的定位圖



衛星定位技術

• 美國-GPS

24顆衛星，全天候、全球性、連續性

• 俄羅斯-GLONASS

24顆衛星，全球性

• 中國大陸-北斗BDS

16顆衛星，亞太區

• 歐盟-Galileo
初期部屬階段



衛星定位技術



航位推算系統- DRS(1)

• 慣性導航

• 已知本時刻車輛的位置，測量得到下一個時刻的距
離與相位轉角，從而推算得到下一個時刻的位置。

• 符合5%之行駛距離感誤差

• DRS之航向角感應器:磁羅盤、雙差里程儀、角速率
陀螺。

• DRS之速率感應器：加速度計、里程儀、多普勒雷
達。

• DRS屬於自主定位導航系統，不受外界環境影響，
可透過自身推算得到車輛的位置與速度。



航位推算系統- DRS(2)



地圖匹配技術(1)

• 引入地圖上的訊息，透過將定位導航系統的訊息
與地圖的訊息進行比較融合，從而提高整個系統
的定位精度。



地圖匹配技術(2)

• 影響地圖匹配精度的因素

路況複雜：真實的道路是多變的，要確保車輛在
各種路況上都能夠正確實現定位是比較困難的

底層數據存在的誤差：

• 地圖數據誤差

• 傳感器誤差

• 算法引入誤差

• 車輛行駛中存在特殊情況



視覺定位技術

• 透過對路標景物的識別和跟蹤來確定車輛
的位置

• 優點:精度高

• 缺點:成本大、難度高、算法複雜

• 目前主要用於機器人或特殊要求的車輛上



車輛組合定位導航系統(1)

• 將不同系統的訊息進行融合，選擇適當的
融合算法，得到最佳的定位結果。

• 透過組合的系統克服單一系統的缺點，在
符合成本之下，將組合後的定位系統之可
靠性、精度、完成性提高。



車輛組合定位導航系統(2)

• DRS+MM

• GPS+MM

• GPS+DRS

• GPS+DRS+MM

• GPS+DRS+MM+VP



AGPS

• 利用手機基站的信號

• 輔以連接遠程伺服器的方式下載衛星星曆
(Almanac Data)

• 再配合傳統的GPS衛星接受器，讓定位的速
度更快

• MSA&M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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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S

• eMap

• A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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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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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S(2)

• Animal navigation

• Marine navigation

• Air navigation

• Automotive navigation

• Autonomous navigation in robotics

• Pedestrian dead reckoning

• Directional dead reckoning

• Dead reckoning for networked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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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S基本原理

𝜑 =
𝑣cos𝜃

𝑟

𝜆 =
𝑣sin𝜃

𝑟cos𝜃

𝜃 = 𝜔

• 𝜑:緯度 𝜆:經度 𝑟:地球半徑

• 𝑣:速度 𝜃:航向角度 𝜔:角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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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載導航系統在發展中的七大特點

1.娛樂化:

自從車載導航系統被人們接受並熟悉起來後，大衆越
來越關注車載導航在娛樂這方面的功能。上微博，看
視頻，使用各類應用軟件，以及一個良好開放性的搭
載平台，這些標准已經成為評價一款車載系統優劣的
一大重要方面。時時刻刻都能讓客戶享受生活，每一
家都期望自己的産品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2.人性化:

傳統機械式服務，在遇到特殊情況時，就服
務質量上已經無法讓客戶得到滿足。隨著3G
網絡技術進入車載導航系統，諸如複雜路況
一對一人工導航，緊急求助，酒後代駕服務
等等應運而生，更人性化更為客戶利益著想
必然是車載導航系統的發展方向之一。



3.普及化:

更低的安裝門檻，更經濟的後續服務收費。
車載系統也開始脫離一錘子買賣的範疇，通
過豐富的周邊服務，讓客戶得到更好的使用
體驗，並在其中穿插合理的收費。更多的人
用上更好的服務，更好的服務換取更忠實的
消費者用戶，秉持長期均線收費與低門檻加
入的廠商必將獲得更多青睐。



4.多樣化:

簡單的導航服務顯然以無法滿足現代人的需
求，不論是安吉星、G-book和inkaNet這樣的
業界巨頭，還是中低端小廠商，都在想辦法
讓自己的車載導航功能更多，更豐富。如
inkanet，這家致力于創新與革命的公司，就
把對講機、車內電話、微型PC、娛樂設備等
等功能完全集合到車載導航系統中，讓車載
導航更多樣化，更無所不能。



5.智能化:

隨著雲搜索技術的開發完全通過網絡多個伺
服器擴大搜索範圍和性質，，車載導航也更
為精確。更為不同需要的顧客提供不同的選
擇，更為安全，更為快捷的線路。智能化搜
索定位作為新型搜索技術，目前只能算牛刀
小試，今後的未來，通過這項技術的深入研
究，車載導航一定會更為精確，更為智能。



6.原車化:

如今車載導航也肩負起部分汽車基本安全保
障，根據不同車型設計的原裝車載導航無疑
將是今後的必然，嵌載原車、與原車搭配性
更好的導航系統。更精確的倒車控制，更貼
心的安全監察。



7.靈敏化:

對于都市道路頻繁改動的靈敏捕捉，對于最
新道路情況的靈敏預報。3G網絡時代的到來，
讓信息的傳遞更為靈敏~也更為准確。每一台
車載導航就是一個終端，隨時隨地的接受著
來自母端關于道路和行車的最新消息。



車載導航的發展方向:

1.隨著全球定位技術與無線信息技術的發
展,GPS導航系統曾經紅極一時,有車一族以
擁有GPS導航儀而自豪,認為那是時尚與品
位的象徵,而也有很多”路痴”因為有了
GPS導航儀買了自己的第一輛車,變成了不
怕迷路的開車一族.



車載導航的發展方向:

2.然而近幾年來,隨著智能手機的高速發展,
車載GPS導航儀的新市場空間越來越少,很
多人在新買車的時候都不願意再花兩三千
塊錢裝一個車載GPS導航儀,他們認為有了
智能手機GPS導航,就不用再花冤枉錢,其次,
城市交通發展迅速,車載GPS導航儀不能自
動更新地圖,每年需要花錢買新的地圖,那
就太不方便了.



面對著這樣一群挑剔的顧客,車載GPS導航系
統的發展新方向是什麼呢?我們認為有兩點.

1.車載GPS導航儀可以發揮其智能手機不能發
揮的作用,比如防盜.因為車載GPS導航儀可
以一直置放於車內,它就相當於車輛的守護
神,不管它走到哪裡,車載導航儀都能準確
知道車輛的位置,因此在車輛被盜時,可以
通過一定操作將車輛地點信息發送給警方
和失主,大大增加破案的機率.



2.車載GPS導航儀應該注重開發其娛樂功能,
並註重硬件升級換代.現在很多導航儀還在
使用電阻屏,操作起來非常不靈敏,因此用
戶經常需要停下車來輸入目的地,這是可以
改進的地方.其次可以改善導航頁面,製作
3D導航效果,憑藉專業的表現戰勝智能手機,
收復市場.



資料來源:

1.http://big5.chinabgao.com/info/46513.h
tml

2. 
http://www.gpscar.net/news_detail.asp?id
=32

3.車輛定位導航技術簡報20100914

http://www.gpscar.net/news_detail.asp?id=32


Chapter 7
Google地圖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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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地圖(Google Maps)

• 前身是Google Local，是Google公司向全球提供的電子地圖服

務，包含地標、線條、形狀等資訊，提供向量地圖、衛星相片、

地形圖等三種視圖。

• 在2005年2月8日在Google部落格上首次公布，並於2005年6月20

日將覆蓋範圍從原先的美國、英國、加拿大擴大至全球。目前

在全球多國開通了「街景」（Street View）服務，使用者可以

通過由Google甲蟲車在街道上拍到的影像檢視街景。2011年10

月7日，新增了3D鳥瞰功能。

• 於2007年10月11日推出臺灣版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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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 周邊搜尋。

• 規劃路線。

• 分類搜尋。

• 街景服務：於2007年五月開始的新功能，提供水平方向
360°及垂直方向290°的街道全景。

• 相片瀏覽：從2010年6月中開始，Google將來自相片分
享網站Panoramio， 由用戶提供的相片整合到Google地
圖內。

• 我的地圖：使用戶可以在Google地圖上使用記號或者線
進行標記，或者追加注釋、相片或影片，從而作成一份
專屬於自己的地圖。用戶亦可以把作成的「我的地圖」
通過網際網路進行共享，甚至邀請他人來一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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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評價

• 可搜尋，快速尋找到地點。

• 放大與縮小。

• 可安裝在行動裝置執行，行動裝置作為現
代人類最常隨身㩦帶的工具，輕便、可隨
時取得。

• 近年來行動裝置的智慧化，網路速度的提
升，更是讓Google地圖與人們的生活產生
更為緊密的聯繫，因而倍受人們的讚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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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爭議的部分(1)

• 隱私權爭議。
• 街景服務大部分僅能看到地面,即使地下有景點。
• 刻意不顯示，反而洩漏各國的軍事基地的大致
位置。

• 地圖資料資料由Kingway，Mapabc和Europa 
Technologies這三家公司提供，地名或行政區
資訊不能保證完全正確，資訊更新頻率需時較
久，有時甚至需等待超過1個月。

• 路線規劃有簡化和縮短空間。
• GPS有時會出錯（在小路上行駛時卻標示在公路
上，使導航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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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爭議的部分(2)

• 2010年3月，香港版本使用了簡體中文及漢語拼音
而非香港原本的港式譯音（不同於粵語拼音）。

• 2010年4月17日起，Google地圖對全中文用戶，將
全世界地名含街道名均改為簡體中文表示。

• 2010年4月23日起，中國版Google地圖中大量的香
港地名改用音譯，例如佐敦變成約旦、赤鱲角機
場變成「切克拉普科克艾爾波特」。現已修正，
簡體版與繁體版都統一使用香港原本的中文命名
。

• 2010年5月2日，Google地圖將中華民國宜蘭縣屬
地的龜山島歸類為「日本沖繩縣」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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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Google Maps JavaScript 
API(1)

• 設計給熟悉 JavaScript 程式設計與物件
導向程式設計概念的人員所使用的開發工
具，可以使用這個 API 將 Google 地圖安
插在自己的網頁中，並且將自己的資料放
在地圖上面呈現。

• 適用於 Android、iOS、Web 瀏覽器，並可
透過 HTTP Web 服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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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Google Maps JavaScript 
API(2)

• 要使用Google Maps API，須先取得API金鑰進
行驗證。

• API 金鑰類型：適用於 Android 或 iOS 應用
程式、網頁瀏覽器，而且可透過 HTTP Web 服
務使用。

• 每個平台中的 API 都需要特定類型的金鑰。
JavaScript API 將只能搭配瀏覽器金鑰使用。
相同平台中的 API 可以使用相同的金鑰。

• 使用限制：在24小時內地圖被加載25,000次內，
是免費的。(提供有限的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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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 JavaScript API 的金鑰

1.前往 Google API Console。

2.建立或選取專案。

3.按一下 [Continue] 以啟用 API。

4.移至「Credentials」以取得瀏覽器金鑰
(並設定 API 認證)。

5.若要防止配額遭竊，請依照最佳做法來保
護 API 金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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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s JavaScript API 範
例

• 以下顯示以澳洲新南威爾斯省雪梨為中心
的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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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解釋(1)

• 使用 <!DOCTYPE html> 宣告，宣告為
HTML5的網頁應用程式。

• 清除預設格式，使地圖占滿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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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解釋(2)

• margin:框架內容的相對位置;padding:設
置本框架相對於上一個div的位置，兩者為
0，代表內部文字和外部框架不做任何偏移，
目的為了兼容不同的瀏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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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解釋(3)

• 建立一個名為「map」的 div 元素來放置
地圖;在 div 中建立一個 JavasScript 變
數，存放地圖相關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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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解釋(4)

• 建立地圖物件，指定要顯示地圖的<div>與
其相關參數;每個地圖都要有兩個必要選項
：center 和 zoom，以經緯度指定地圖中
心的center和縮放層級的zoom，zoom 數值
越小，顯示範圍越大，當設為0時，會顯示
最大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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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解釋(5)

• 使用script標籤載入Maps API JavaScript
；標籤包含URL是JavaScript檔案的位置，
檔案會載入使用Google Maps API 所需的
所有符號和定義；async屬性讓瀏覽器在
Maps API載入期間轉譯網站上的其餘內容
，當API準備就緒時，呼叫透過callback參
數所指定的函式，key參數包含應用程式的
API金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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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解釋(6)

• 在引入Google Maps API時，可以在URL中
使用libraries參數加入一些額外的功能。

• 將裡面YOUR_API_KEY替換成自己的
JavaScript API 的金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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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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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s API所提供的服務

• 路線規劃

• 海拔

• 地理編碼

• 最大縮放影像

• 街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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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s API之路線規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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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s API之路線規劃範例

• origin:原點，指定路線的起始位置，必須

存在，值可被指定為字串(例如，

"Chicago, IL")也可以輸入經緯度的位置

；destination:指定路線的目標，必須存

在，值可輸入字串或者經緯度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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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s API之路線規劃範例

• waypoints:指定路線中途經過地點的陣列。
可指定為經緯度座標或可進行地理編碼的
地址，stopover:是否需要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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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s API之路線規劃範例

• provideRouteAlternatives:若設定為
true，會在指定路線規劃中提供多條替代
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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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s API之路線規劃範例

• travelMode:指定要使用哪一種運輸系統。
預設會以driving導航來計算。目前支援的
交通模式有下列幾種︰driving (預設) 表
示使用道路網的標準行車導航、walking要
求使用人行道及行人徒步路徑的步行導航
、bicycling要求使用單車道及專用道路 (
目前只適用於美國) 的單車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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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s API之路線規劃範例

• departureTime:指定想要的出發時間。能
以整數值 (秒) 來指定時間或者，可以將
值指定為 now，將出發時間設定為目前的
時間 (最接近的秒)。可以選擇性指定
departureTime 或 arrivalTime。如果未
指定任一時間，departure_time 會預設為
現在，必須設定為目前或未來的某個時間
，不能設定過去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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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s API之路線規劃範例

• trafficModel:計算時間的設定。包含的值
根據歷史平均值預測旅行時間。並只有要
求包括 departure_time 時，才可以針對
開車路線指定 traffic_model 參數。

• 以下分為3種模式:best_guess、
pessimistic、optim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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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s API之路線規劃範例

• best_guess (預設)傳回的
duration_in_traffic考量歷史路況與即時
路況的最佳預估時間。

• pessimistic傳回的duration_in_traffic
比過去大部分實際時間更久，偶有路況特
別壅塞而超過此值。

• optimistic傳回的 duration_in_traffic 
比過去大部分實際時間更短，偶有路況特
別順暢而比此值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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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s API之路線規劃範例

• unitSystem:指定顯示結果時要使用的單位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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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s API之海拔範例

• 有兩種方式可以指定位置資料：一組或多
組 locations、沿著一條path的一系列連
接點。兩種方式都使用緯度/經度座標來識
別位置或路徑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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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s API之海拔範例

• results的陣列包含：計算海拔資料的
location(包含lat和lng)。location元素會包
含路徑沿途的抽樣點。

• elevation，指出該位置的海拔，以公尺為單位
。

• resolution值，以內插計算高度的兩個資料點
之間的最大距離 (以公尺為單位)。如果解析度
為未知，則不會有此屬性。若傳入多個點，海
拔資料會變得粗糙 (resolution 值越大)。如
要讓某個點獲得最正確的海拔值，應獨立查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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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s API之地理編碼

• 地理編碼是將地址 (例如 "1600 
Amphitheatre Parkway, Mountain View, 
CA") 轉換為地理座標 (例如，緯度
37.423021 與經度 -122.083739) 的程序，可
用來在地圖上放置標記或定位地圖。

• 反向地理編碼是將地理座標轉換成人類看得懂
之地址的程序。Google Maps Geocoding API 
的反向地理編碼服務可以找到指定地點ID的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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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s API之地理編碼範例

• address_components:進行地理編碼的街道
地址 (採用所關注國家/地區的郵政服務格
式)，以直立線符號 (|) 分隔的元件。

• long_name:地理編碼器所傳回地址元件的
完整文字描述或名稱。

• short_name:地址的縮寫文字名稱 。(例如
，阿拉斯加州的地址元件可能包含
long_name "Alaska"，以及使用 2 個字母
郵政縮寫的 short_name "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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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s API之地理編碼範例

• types:是地址元件之「類型」的陣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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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s API之最大縮放影像
服務範例

• 提供各種縮放層級的地圖方塊。例如，大部分
道路圖影像都提供 0 到 18 的縮放層級。衛星
影像則差異較大，因為這種影像不是繪製出來
，而是拍攝的相片。

• 衛星影像不一定都能為偏僻的地點 (人口稀少
的地區或海洋區域) 提供高縮放層級，所以需
要預先瞭解指定位置影像的最高縮放層級。

• MaxZoomService物件針對Google地圖可提供衛
星影像的指定位置，提供簡單的介面來探索其
最大縮放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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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s API之最大縮放影像
服務範例

• 當getMaxZoomAtLatLng()執行「回呼」函
式時，它會傳遞回來兩個參數：status包
含要求的MaxZoomStatus、zoom包含縮放層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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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s API之最大縮放影像
服務範例

• status碼會傳回下列其中一個值，OK:指出
服務找到衛星影像的最大縮放層。ERROR:
指出無法處理MaxZoom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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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s API之街景服務

• 提供指定道路涵蓋整個區域的360度全景檢
視。

• StreetViewPanorama:物件可支援「街景服
務」影像，每個地圖都包含一個預設的「
街景服務」全景，透過「街景服務」控制
項的streetViewControl選項設定成true將
它新增到地圖時，便會自動使小黃人控制
項連接到這個預設的「街景服務」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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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s API之街景服務

• Google Maps API之街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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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s API之街景服務範例

• StreetViewPov:定義兩個屬性。
• heading(預設為 0)使用從正北方算起的相對角
度來定義相機焦點的旋轉角度，方向是以順時
針方向計算(90度為正東方)。

• pitch(預設為0)定義從相機的初始預設傾斜「
往上」或「往下」的角度變化，通常是平面水
平。(例如，在山丘上拍到的影像可能會展示不
是水平視角的預設傾斜。)傾斜角度的測量是往
上仰視為正值 (與預設傾斜呈垂直向上的 +90
度)，往下俯視為負值(與預設傾斜呈垂直向下
的-9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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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Google Maps API

•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maps/do
cumentation/javascript/tu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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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8
車載感測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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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車載資訊系統

• 包含一個跨領域的電信，車輛技術，道路交通，道路安

全，電氣工程（傳感器，儀器儀表，無線通訊等），以

及計算機科學（多媒體，互聯網等）。

• 車載資訊系統是21世紀後普遍出現的車輛電腦化、e化

裝置，是一種車載的小型電腦，連結車輛上許多部分，

達成智能化要求。

• 車載資訊系統通常安裝在駕駛台的前方中央傳統收音機

的位置，取代收音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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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裝置具有以下功能方可視為
車載資訊系統：

• 有多用途顯示器(通常是小型LCD)

• 收音機功能

• 播放光碟或DVD功能

• 顯示車輛資訊

• 控制部分車輛機械(包含車身外部攝影機)

• GPS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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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的分類

• 感測器種類繁多，分類方法也很多，但目
前一般採用兩種分類方法；一種是按感測
器的工作原理分類，另一種是按被測參數
分類。

• 車用感測器以測量的位置、壓力、溫度和
其他類別來分類，其他類別以偵測空氣流
量、震動或化學變化等複雜參數所構成分
類。

2017/6/2 4



車載感測器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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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汽車的電子控制，感測器廣泛應用在引擎、底盤和
車身的各個系統中。汽車感測器在這些系統中擔任著資
訊蒐集和傳輸的功用，資訊由ECU(發動機控制器)進行
處理後，向執行器發出指令，進行電子控制。各個系統
的控制過程正是依靠感測器及時識別外界的變化和系統
本身的變化，再根據變化的資訊去控制系統本身的工作
。

• ECU：發動機控制器，一種控制內燃機各個部分運作的
電子裝置。最簡單的ECU只控制每個引擎周期的注油量
。在現代汽車上配備的更高級的發動機控制器還控制點
火時間、可變閥門時間（VVT）、渦輪增壓器維持的推
進級別（配備渦輪增壓的汽車）和其他外圍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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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輸入訊號的比較
• 除了測量的物理
量不同外，感測
器輸出到ECU的
電壓訊號也會隨
著不同的運用原
理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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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eatontseng.pixnet.net/blog/post/102731098-
%E7%AC%AC%E5%8D%81%E4%B8%89%E7%AB%A0%EF%B
C%9A%E8%BB%8A%E7%94%A8%E6%84%9F%E6%B8%AC%
E5%99%A8%E4%BB%8B%E7%B4%B9



位置感測器-曲軸位置感測器
• 位置感測器分為曲軸位置感

測器及節氣門位置傳感器。

• 曲軸位置感測器：

是ECU控制點火系統中最重要的
測量器。作用是檢測活塞上死
點、曲軸角度和引擎轉速，以
供給ECU做點火時和噴油正時的
決策依據，因此其精度要求非
常高。曲軸位置感測器一般安
裝於曲軸皮帶輪或鏈輪側面，
有的安裝於凸輪軸前端，如右
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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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eatontseng.pixnet.net/blog/post/102731098-
%E7%AC%AC%E5%8D%81%E4%B8%89%E7%AB%A0%EF%BC%9A%E8%BB%8A%E7%94%A8%E6%84%9F
%E6%B8%AC%E5%99%A8%E4%BB%8B%E7%B4%B9



位置感測器-曲軸磁電式感測器
• 曲軸位置感測器因運用原理

不同，其控制方式和控制精
度也不同，其又分類為:磁
電式、霍爾效應式、光學式、
威根效應式。

• 磁電式曲軸感測器：

利用冷次定律與電磁感應原理，
使磁力線切割感應線圈而感應
出電壓訊號。 因為鐵的導磁
性比空氣大很多，所以當磁芯
與磁鐵的空氣間隙變小時磁場
就變大，反之磁場就變小。而
磁場的變化會使磁線圈產生感
應電壓，如右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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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eatontseng.pixnet.net/blog/post/102731098-
%E7%AC%AC%E5%8D%81%E4%B8%89%E7%AB%A0%EF%BC%9A%E8%BB
%8A%E7%94%A8%E6%84%9F%E6%B8%AC%E5%99%A8%E4%BB%8B%E7%
B4%B9



位置感測器-曲軸磁電式感測器

• 當引擎轉速越快時，鋼輪轉速跟著增快而
電壓增加；而引擎靜止時則沒有輸出訊號，
此特性使得引擎在啟動時的訊號設計上增
加困難。

• 因轉子是在旋轉狀態，因此磁通量是逐漸
變大或變小；當凸齒接近磁極時，磁通量
逐漸增強。而ECU接收電壓訊號後，通過計
算單位時間內脈衝電壓的數目，來確定引
擎的轉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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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感測器-霍爾式曲軸感測器

• 霍爾效應：

將通電流之固體導體置於磁場下，其內帶電粒子受到勞侖
茲力影響朝向導體兩側集中，而這些集中起來的正負電荷
彼此間會產生電場和電位差，我們稱此電壓為”霍爾電
壓”。

• 勞侖茲力 F = qE + qv * B

• F：電荷所受的力

• q：粒子所帶電荷

• E：電場

• v：粒子速度

• B：磁場
2017/6/2 11

圖片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C%8D%E7%88%BE%E6%95%88%E6%87%89



位置感測器-霍爾式曲軸感測器

• 原理：

當磁力線從與電流方向呈垂直的方向進入晶
體，則電子流動會被扭曲，於晶體的頂端與
底端間產生一個微弱的電壓，此電壓的大小
會與電流量及磁通量密度成正比。ECU藉由其
電壓大小或頻率高低，即可測知活塞位置及
引擎轉速，其缺點則是不能耐高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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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感測器-光電式曲軸角感測器

• 原理：

亦稱為光學式，由發光源、光子轉換器及放大器
組成。利用光線遮擋板將發光二極體照射至光敏
電阻的光線作規則性的切斷與導通，此時光敏電
阻的電阻值亦會作規律性的改變，進而從感測電
路中得到頻率性的電壓訊號。

在引擎靜止時也有信號產生，且輸出信號波型振
幅一定，不會因引擎轉速變化而改變。缺點是容
易因油污而干擾光線的投射與接收且不耐高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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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感測器-光電式曲軸角感測器
• 如右圖，細縫有360
個，因此光線遮檔
板轉一圈會有360個
脈衝訊號,而每一個
脈衝可以反映出曲
軸的1度位置訊號。
其中四個寬槽中特
寬的那一個代表第
一缸上死點前70度
的位置，剩下的三
個寬槽代表其它三
缸的上死點前70度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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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式曲軸角感測器

圖片來源：http://eatontseng.pixnet.net/blog/post/102731098-
%E7%AC%AC%E5%8D%81%E4%B8%89%E7%AB%A0%EF%BC%9A%E8%BB%8A%E7%94%A8%
E6%84%9F%E6%B8%AC%E5%99%A8%E4%BB%8B%E7%B4%B9



位置感測器-節氣門位置傳感器

• 可將節氣門開啟的角度轉換成電壓信號傳
到ECU，以便在節氣門不同開度狀態控制噴
油量。

• 可分類如下:開關式節氣門感測器、可變電
阻式節氣門感測器、電子式節氣門感測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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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感測器-開關式節氣門感測器

• 此種線性的節氣門位置感測器裝於節氣門
轉軸上，有一個可移動的接點隨著同一個
轉軸滑動，其中一個接點是感測節氣門開
啟時(強力接點)的角度，另外一個接點則
是感測節氣門關閉時(惰速)的角度，其結
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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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eatontseng.pixnet.net/blog/post/102731098-
%E7%AC%AC%E5%8D%81%E4%B8%89%E7%AB%A0%EF%BC%9A%
E8%BB%8A%E7%94%A8%E6%84%9F%E6%B8%AC%E5%99%A8%E
4%BB%8B%E7%B4%B9



位置感測器-開關式節氣門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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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關式節氣門感測器電壓訊號

圖片來源：
http://eatontseng.pixnet.net/blog/post/102731098-
%E7%AC%AC%E5%8D%81%E4%B8%89%E7%AB%A0%EF%
BC%9A%E8%BB%8A%E7%94%A8%E6%84%9F%E6%B8%AC
%E5%99%A8%E4%BB%8B%E7%B4%B9



位置感測器-可變電阻式節氣門感
測器

• TPS：節氣門位置傳感器
。

• 各類位置感測器隨著可
變電阻轉軸的變化會提
供不同的直流類比電壓
給電腦，而TPS就是一個
固定在節氣門轉軸上的
可變電阻，它所送回的
直流電壓被當做電腦的
一個輸入訊號，再經A/D
轉換器進入ECU進行判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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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氣門位置感知器度

圖片來源：http://eatontseng.pixnet.net/blog/post/102731098-
%E7%AC%AC%E5%8D%81%E4%B8%89%E7%AB%A0%EF%BC%9A%E8%
BB%8A%E7%94%A8%E6%84%9F%E6%B8%AC%E5%99%A8%E4%BB%8
B%E7%B4%B9



位置感測器-可變電阻式節氣門感
測器

• TPS輸出電壓特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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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eatontseng.pixnet.net/blog/post/10
2731098-
%E7%AC%AC%E5%8D%81%E4%B8%89%E7
%AB%A0%EF%BC%9A%E8%BB%8A%E7%94
%A8%E6%84%9F%E6%B8%AC%E5%99%A8
%E4%BB%8B%E7%B4%B9



位置感測器-電子式節氣門感測器

• 駕駛踩下加速踏板，加速踏板位置感測器將資

訊以電信號的形式傳遞給電控單元，ECU再根據

得到的其它資訊，解析駕駛人的想法，計算出

相應的最佳節氣門位置，發出控制信號給節氣

門執行器，將節氣門開到最佳位置。

• 此節氣門的實際開度並不完全與駕駛員的操作

想法一致。電子節氣門控制系統的最大優點是

可以實現引擎在行駛過程中全範圍的最佳扭矩

的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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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感測器-壓力感測器

• 原理：

輔助設定點火、
噴油和爆震偵測的
重要感測器，以量
測方法來區分可分
為絕對壓力及相對
壓力檢測兩種，如
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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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壓力量測

圖片來源：
http://eatontseng.pixnet.net/blog/post/102731098
-
%E7%AC%AC%E5%8D%81%E4%B8%89%E7%AB%A0
%EF%BC%9A%E8%BB%8A%E7%94%A8%E6%84%9F
%E6%B8%AC%E5%99%A8%E4%BB%8B%E7%B4%B9



壓力感測器

• 以工作原理來區分則可分為電容式、壓阻
式和壓電式三種。其中量測進氣歧管壓力
可影響點火與噴油，通常採用電容式與壓
阻式壓力感測器；而汽缸內壓力須採用高
壓、抗環境變化的壓電式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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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感測器-電容式壓力感測器

• 原理：

將待測壓力經通道導入施加於一個可動膜片
上，膜片受壓時與固定電擊板間產生相對位
置變化，如下圖所示，使固定電極板內電容
量隨之改變，因此可藉由量測電容量變化而
得到壓力值，較適用於低壓力及真空測量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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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eatontseng.pixnet.net/blog/post/10
2731098-
%E7%AC%AC%E5%8D%81%E4%B8%89%E7
%AB%A0%EF%BC%9A%E8%BB%8A%E7%9
4%A8%E6%84%9F%E6%B8%AC%E5%99%A
8%E4%BB%8B%E7%B4%B9



壓力感測器-電容式壓力感測器

• 以材質區分則可分為陶瓷及矽質電容兩種
。

• 陶瓷電容感測器以氧化鋁薄膜片與基板間
採用密封玻璃接合，其間兩導電層即構成
電容，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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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eatontseng.pixnet.net/blog/post/10
2731098-
%E7%AC%AC%E5%8D%81%E4%B8%89%E7
%AB%A0%EF%BC%9A%E8%BB%8A%E7%9
4%A8%E6%84%9F%E6%B8%AC%E5%99%A
8%E4%BB%8B%E7%B4%B9



壓力感測器-電容式壓力感測器

• 矽質電容感測器則以蝕刻膜片與一玻璃或
矽基板靜電接合，其間導電層亦為電容電
極，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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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eatontseng.pixnet.net/blog/post/10
2731098-
%E7%AC%AC%E5%8D%81%E4%B8%89%E7
%AB%A0%EF%BC%9A%E8%BB%8A%E7%9
4%A8%E6%84%9F%E6%B8%AC%E5%99%A
8%E4%BB%8B%E7%B4%B9



壓力感測器-壓阻式壓力感測器

• 原理：

利用惠斯登電橋的平衡與否產生壓差。

感測器圓形膜片上有四個電阻，當正反面兩端
發生壓差即會使膜片變形，造成中央區的R1、
R3拉長；且邊緣帶的R2、R4壓縮(電阻值減)，
因此電橋不平衡，得到電壓線性輸出Vout。而
基版內開通的孔隙，若接大氣，則可測相對壓
力；反之，密封並抽真空，即得絕對壓力感測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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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感測器-壓阻式壓力感測器

2017/6/2 27

壓阻式工作原理

圖片來源：
http://eatontseng.pixnet.net/blog/post/102731098-
%E7%AC%AC%E5%8D%81%E4%B8%89%E7%AB%A0%EF%BC%9
A%E8%BB%8A%E7%94%A8%E6%84%9F%E6%B8%AC%E5%99%
A8%E4%BB%8B%E7%B4%B9



壓力感測器-壓阻式壓力感測器

• 壓阻式陶瓷壓力感測器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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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eatontseng.pixnet.net/blog/post/102731098-
%E7%AC%AC%E5%8D%81%E4%B8%89%E7%AB%A0%EF%BC%9A%E
8%BB%8A%E7%94%A8%E6%84%9F%E6%B8%AC%E5%99%A8%E4%
BB%8B%E7%B4%B9



壓力感測器-壓阻式壓力感測器

• 1880年居里兄弟發現某些晶體介質，當沿
著一定方向受到機械力作用發生變形時，
就產生了帶電荷；當機械力撤掉之後，又
會重新回到不帶電的狀態。科學家根據這
個效應研製出了壓力感測器。其中石英是
極適合的壓電材料，並具有抗高壓高溫的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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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感測器-壓阻式壓力感測器

• 壓電式壓力感測器即利用此效應來輸出電
壓訊號給ECU，並且依照安裝的方法不同可
分為直接接觸式和墊片式兩種，如下圖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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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eatontseng.pixnet.net/blog/post/10
2731098-
%E7%AC%AC%E5%8D%81%E4%B8%89%E7
%AB%A0%EF%BC%9A%E8%BB%8A%E7%9
4%A8%E6%84%9F%E6%B8%AC%E5%99%A
8%E4%BB%8B%E7%B4%B9



壓力感測器-壓阻式壓力感測器

• 感測器運作原理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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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eatontseng.pixnet.net/blog/post/102731098-
%E7%AC%AC%E5%8D%81%E4%B8%89%E7%AB%A0%EF%BC%9
A%E8%BB%8A%E7%94%A8%E6%84%9F%E6%B8%AC%E5%99%
A8%E4%BB%8B%E7%B4%B9



壓力感測器-直接接觸式石英壓電
感測器

• 此種感測器通常要額外
加工以安裝在汽缸上，
結構圖如右圖所示。儀
器的外殼以密閉熔接方
式使石英元件固定殼內
，而緊密焊接於外殼上
的膜片則使外界環境壓
力傳達至石英體，該元
件即生出一正比立關係
的電壓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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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eatontseng.pixnet.net/blog/post/102731098-
%E7%AC%AC%E5%8D%81%E4%B8%89%E7%AB%A0%EF%BC%9
A%E8%BB%8A%E7%94%A8%E6%84%9F%E6%B8%AC%E5%99%
A8%E4%BB%8B%E7%B4%B9



壓力感測器-墊片式壓電感測器

• 其中壓電材料則多以PZT材料(成份為鉛、
氧化鋯以及鈦等)為主，並使用銅質電極環
與抗高溫、腐蝕效果甚佳的矽封膠當絕緣
材料。當汽缸內點火、爆炸、燃燒導致壓
力上升時，會推動火星塞本體，使壓電元
件產生一與汽缸壓力成正比之電壓訊號輸
出到E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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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感測器-墊片式壓電感測器

• 墊片式壓力感測器結構及其彈性元件，如
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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墊片式壓力感測器結構

墊片式壓力感測器其彈性元件

圖片來源：http://eatontseng.pixnet.net/blog/post/102731098-
%E7%AC%AC%E5%8D%81%E4%B8%89%E7%AB%A0%EF%BC%9A
%E8%BB%8A%E7%94%A8%E6%84%9F%E6%B8%AC%E5%99%A8%
E4%BB%8B%E7%B4%B9



溫度感測器

• 現代汽車引擎、自動變速器和空調等系統
均使用溫度感測器，它們用於測量引擎的
冷卻液溫度、進氣溫度、自動變速器油溫
度、空調系統環境溫度等。

• 老式溫度感測器所表現的非線性、低輸出
電壓及易受高溫影響等不穩定因素，已逐
漸獲得改善，而現代的車用溫度感測器可
分為：電阻型溫度感測器、熱偶型溫度感
測器、保險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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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感測器-熱阻器式溫度感測器

• 熱阻器亦稱為熱敏電阻式，為依溫度而改變電
阻之裝置，只需少量的溫度變化，就會有大幅
度的電阻變化，其敏感度非常高，常常與橋式
電路或分壓器電路組合來提供輸出電壓訊號給
ECU。熱阻器又可分兩種，即負溫度係數型
(NTC)與正溫度係數型(PTC)，NTC型電阻的變
化與溫度成反比，而PTC型電阻的變化與溫度
成正比。

• 可依熱敏電阻的溫度/電阻變化的線性範圍的
不同，廣泛地應用於引擎冷卻水溫度、進氣溫
度和排氣溫度的量測中。2017/6/2 36



溫度感測器-熱阻器式溫度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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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阻器式溫度感測電路 熱阻器式溫度感測的外型及構造

圖片來源：http://eatontseng.pixnet.net/blog/post/102731098-
%E7%AC%AC%E5%8D%81%E4%B8%89%E7%AB%A0%EF%BC%9A%
E8%BB%8A%E7%94%A8%E6%84%9F%E6%B8%AC%E5%99%A8%E4
%BB%8B%E7%B4%B9



溫度感測器-水溫感測器

• 冷卻水溫度感測器安裝在引擎缸體或缸蓋
的水套上，與冷卻水接觸，用來檢測發動
機的冷卻水溫度，其電路圖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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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eatontseng.pixnet.net/blog/post/10
2731098-
%E7%AC%AC%E5%8D%81%E4%B8%89%E7
%AB%A0%EF%BC%9A%E8%BB%8A%E7%9
4%A8%E6%84%9F%E6%B8%AC%E5%99%A
8%E4%BB%8B%E7%B4%B9



溫度感測器-水溫感測器

• 感測器的兩根導線都和電控單元相連接。
其中一根為地線，另一根的對地電壓隨熱
敏電阻阻值的變化而變化。電控單元根據
這一電壓的變化測得發動機冷卻水的溫度
，和其他感測器產生的信號一起，用來確
定噴油脈衝寬度、點火時刻和EGR流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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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感測器-進氣溫度感測器

• 採用負溫度係數的電阻，可藉由感測引擎
進氣的溫度，將溫度訊號傳給ECU微調空燃
比。當空氣溫度高時，應減少噴油量，反
之則增加噴油量。

• 通常裝置在空氣流量計或空氣濾清器上與
空氣接觸，當空氣溫高時電阻值變小，反
之電阻值變大，所以經由橋式電路，ECU就
可以從電阻值的改變得到電壓值的變化，
進而推算當時的引擎工作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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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感測器-進氣溫度感測器

• 進氣溫度感測器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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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eatontseng.pixnet.net/blog/post/102731098-
%E7%AC%AC%E5%8D%81%E4%B8%89%E7%AB%A0%EF%BC%9A%E
8%BB%8A%E7%94%A8%E6%84%9F%E6%B8%AC%E5%99%A8%E4%
BB%8B%E7%B4%B9



溫度感測器-進氣溫度感測器

• 進氣溫度感測器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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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氣溫度感測器元件

圖片來源：http://eatontseng.pixnet.net/blog/post/102731098-
%E7%AC%AC%E5%8D%81%E4%B8%89%E7%AB%A0%EF%BC%9A%E8
%BB%8A%E7%94%A8%E6%84%9F%E6%B8%AC%E5%99%A8%E4%BB
%8B%E7%B4%B9



其他感測器-爆震感測器

• 何謂爆震?

• 引擎的爆震是指汽缸內的可燃混合氣在點
火的火焰尚未到達之前，因壓力增加而產
生自燃現象所導致的缸體震動。

• 產生爆震的原因則可能是由點火角過於提
前、引擎溫度過高和氣缸內積碳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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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感測器-爆震感測器

• 爆震現象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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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eatontseng.pixne
t.net/blog/post/102731
098-
%E7%AC%AC%E5%8D%
81%E4%B8%89%E7%AB
%A0%EF%BC%9A%E8%
BB%8A%E7%94%A8%E6
%84%9F%E6%B8%AC%
E5%99%A8%E4%BB%8B
%E7%B4%B9



其他感測器-爆震感測器
• 原理：
利用爆震時所產生的
振動來轉換成電壓訊
號傳送給ECU進行判斷
。當有爆震時減小ECU
會減少其點火提前角
，而無爆震時則會增
大點火提前角來達到
最佳的扭力輸出值。
爆震感測器通常安裝
在燃燒室中或是火星
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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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震控制系統，
示意圖：

圖片來源：http://eatontseng.pixnet.net/blog/post/102731098-
%E7%AC%AC%E5%8D%81%E4%B8%89%E7%AB%A0%EF%BC%9A%E8%BB%8A%E7
%94%A8%E6%84%9F%E6%B8%AC%E5%99%A8%E4%BB%8B%E7%B4%B9



其他感測器-電感式爆震感測器

• 其結構圖如圖所示，當引擎振動時，會使
磁心振動偏移，線圈內產生感應電動勢，
輸出電壓信號，其大小與振動頻率有關，
爆震時發生諧振，輸出最大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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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eatontseng.pixnet.net/blog/post/102731098-
%E7%AC%AC%E5%8D%81%E4%B8%89%E7%AB%A0%EF%BC%9A%E
8%BB%8A%E7%94%A8%E6%84%9F%E6%B8%AC%E5%99%A8%E4%
BB%8B%E7%B4%B9



其他感測器-電感式爆震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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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eatontseng.pixnet.net/blog/post/102731098-
%E7%AC%AC%E5%8D%81%E4%B8%89%E7%AB%A0%EF%BC%9A%E8%BB%8A%E7%94%A8%E6%84%
9F%E6%B8%AC%E5%99%A8%E4%BB%8B%E7%B4%B9



其他感測器-壓電式爆震感測器

• 原理如同壓電式壓力感測器當發生爆燃時
，振子與引擎共振，壓電元件輸出的信號
電壓也有明顯增大、易於測量，如下圖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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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eatontseng.pixnet.net/blog/post/10
2731098-
%E7%AC%AC%E5%8D%81%E4%B8%89%E7
%AB%A0%EF%BC%9A%E8%BB%8A%E7%9
4%A8%E6%84%9F%E6%B8%AC%E5%99%A
8%E4%BB%8B%E7%B4%B9



其他感測器-空氣流量感測器

• 用來直接或間接檢測進入發動機氣缸空氣量大
小，並將檢測結果轉變成電信號輸入電子控制
單元ECU。

• 電子控制汽油噴射發動機為了在各種運轉工況
下都能獲得最佳濃度的混合氣，必須正確地測
定每一瞬間吸入發動機的空氣量，以此作為ECU
計算(控制)噴油量的主要依據。

• 電子引擎的空氣流量感測器有多種型式，其分
類有:翼片式空氣流量感測器、熱線式空氣流量
感測器、卡門渦流式空氣流量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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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感測器-翼片式空氣流量計

• 在主進氣道內安裝有一個可繞軸旋轉的翼片；
在引擎工作時，空氣經空氣濾清器後推動翼片
旋轉，使其開啟。

• 翼片開啟角度由進氣量產生的推力大小和安裝
在翼片軸上的彈簧彈力平衡情況決定。

• 當駕駛員操縱加速踏板來改變節氣門開度時，
進氣量增大，進氣氣流對翼片的推力也增大，
這時翼片開啟的角度也增大。在翼片軸上安裝
有一個與翼片同軸旋轉的電位計，這樣在電位
計上滑片的電阻的變化轉變成電壓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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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感測器-翼片式空氣流量計

• 翼片式流量計的結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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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eatontseng.pixnet.ne
t/blog/post/102731098-
%E7%AC%AC%E5%8D%81%
E4%B8%89%E7%AB%A0%EF
%BC%9A%E8%BB%8A%E7%
94%A8%E6%84%9F%E6%B8
%AC%E5%99%A8%E4%BB%
8B%E7%B4%B9



其他感測器-翼片式空氣流量計

• 當空氣量增大時，其可變電阻值增加，輸
出的信號電壓降低；當進氣量減小時，進
氣氣流對翼片的推力減小，推力克服彈簧
彈力使翼片偏轉的角度也減小，可變電阻
值減小，使輸出的信號電壓升高。

• ECU即通過變化的信號電壓來控制引擎的噴
油和點火時間。翼板式由於容易產生振動
誤差及機械磨損，且電位計使用過久，常
有接觸不良的問題，現今已較少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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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感測器-熱線式空氣流量計

• 熱線式空氣流量計無翼板之振動誤差及機
械磨損，且其體積小，構造簡單，反應速
度快與計量精確，已取代翼板式，成為質
量流量計測法之主流。因係計測空氣質量
，非翼板式的空氣體積，因此不需要進氣
溫度感知器與高度補償用之壓力感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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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感測器-熱線式空氣流量計

• 原理：

是保持吸入空氣溫度(冷線)與細白金線(熱線
)間的溫度差固定。因此當流經熱線的空氣量
少時，為保持溫度差一定，送往熱線的電流
量少；反之，當空氣量多時，流經熱線的電
流量也多。電流之變化，經惠斯登橋式電路
輸出信號給ECM，即可測出吸入的空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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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感測器-熱線式空氣流量計
• RH為屬PTC（正溫度

係數）的「白金熱
線」

• RK為NTC（負溫度係
數）的「溫度補償
電阻」

• R1、R2均是「高阻
抗固定電阻」

• R3則為「固定精密
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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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eatontseng.pixnet.net/blog/post/10
2731098-
%E7%AC%AC%E5%8D%81%E4%B8%89%E7
%AB%A0%EF%BC%9A%E8%BB%8A%E7%9
4%A8%E6%84%9F%E6%B8%AC%E5%99%A
8%E4%BB%8B%E7%B4%B9



其他感測器-卡門旋渦式空氣流量
感測器

• 為生產成本較高的一種流量感測器，其設計原
理是在空氣通道中放置一個物體，當空氣流動
時，則會在物體的後方產生一個或多個的漩渦
，因為漩渦產生率會與進氣量成正比，因此可
以藉由測量漩渦產生的頻率，得知進氣量為何
。

• 因卡門式的進氣阻力較前兩種小，並且可直接
輸出數位信號，無須轉換，因此將會是未來的
發展趨勢。而測量的方式可分為光電式和超音
波式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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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感測器-卡門旋渦式空氣流量
感測器

• 卡門渦流原理

2017/6/2 57

• 卡門渦流原理

圖片來源：http://eatontseng.pixnet.net/blog/post/102731098-
%E7%AC%AC%E5%8D%81%E4%B8%89%E7%AB%A0%EF%BC%9A%E8%BB%8A%E
7%94%A8%E6%84%9F%E6%B8%AC%E5%99%A8%E4%BB%8B%E7%B4%B9



其他感測器-光電式空氣流量感測
器

• 原理：

空氣流經漩渦發生體
，在發生體兩側之壓
力變化，經導壓孔引
導，使薄金屬製的反
射鏡產生振動，由LED
與光電晶體偵測反射
鏡之振動，以其反射
光為信號，檢測漩渦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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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eatontseng.pixnet.net/blog/post/10
2731098-
%E7%AC%AC%E5%8D%81%E4%B8%89%E7
%AB%A0%EF%BC%9A%E8%BB%8A%E7%9
4%A8%E6%84%9F%E6%B8%AC%E5%99%A
8%E4%BB%8B%E7%B4%B9



其他感測器-超音波式空氣流量感
測器

• 原理：

在空氣通道處的信號
發射器，連續發出一
定的超音波，由信號
接收器所接收信號的
密度變化，就是被漩
渦數所擾亂的，因而
檢測出漩渦數，可得
知進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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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eatontseng.pixnet.net/blog/post/102731098-
%E7%AC%AC%E5%8D%81%E4%B8%89%E7%AB%A0%EF%BC%9A%E
8%BB%8A%E7%94%A8%E6%84%9F%E6%B8%AC%E5%99%A8%E4%B
B%8B%E7%B4%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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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9
車輛診斷系統

(On-Board Diagnostics，OBD)

2017/6/2 1



OBD II介紹

2017/6/2 2

• 原始的EPA和CARB的標準
並不一樣.

• CARB 所需:

– 更多的監控

– 限制任何增加的排放水平



OBD II介紹

2017/6/2 3

• OBD II在車上運作所
需:

– OBD II軟體

–使用電纜連接器掃描
工具



OBD II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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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 1   = 任意選擇

Pin 2   = 通訊匯流排 (+)

Pin 3   = 任意選擇

Pin 4   = 底盤接地

Pin 5   = 信號接地

Pin 6   = 任意選擇

Pin 7   = ISO K線

Pin 8   = 任意選擇

Pin 9   = 任意選擇

Pin 10 = 通訊匯流排(-)

Pin 11 = 任意選擇

Pin 12 = 任意選擇

Pin 13 = 任意選擇

Pin 14 = 任意選擇

Pin 15 = ISO L線

Pin 16 = 電池



OBD II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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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車輛的OBD II連
接器都隱藏得很好



OBD II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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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D II 的代碼是很簡
單的，每個人都能了解
他是如何設置的



OBD II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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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D II 比起OBD I可
以得到更多的資訊



OBD II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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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務管理員必須:
– 確保擁有所有監視器的資訊

– 確認所有顯示器都在工作

– 確保測試的順序符合規定



OBD II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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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P和OBD II的驅動週期是被設計來測試在廣泛的工作條件下正常車輛操作
的典型



OBD II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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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狀態下所顯示的信
息:
– 現在的狀態

– 通知有可能造成系統衝突
的資訊



OBD II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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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氧感知器有雙向安裝。

• 電壓訊號從兩個傳感器
被PCM比較以測量效率。



主要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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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PCM偵測到引擎失火，
會知道發生失火的確切
條件。



主要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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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料系統監控和失火監控
憑藉著相同的傳感器輸入，
但當這些輸入發生錯誤時
則無法成功運作。



主要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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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氧感測器不要太常
做轉換動作，否則
PCM將會運作失敗。



主要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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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氧感測器的輸入對於
其他監控是非常關鍵
的。

• 常見的系統檢查：
– 含氧感測器轉換速度

– 含氧感測器加熱測試



主要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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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PCM將電壓給輸出設備
時，電壓信號會被降到
低電位。



主要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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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元件監控是一個連
續測試程序。

• 一旦到達標準，CCM則開
始運行直到偵測到故障。



主要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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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觸媒監控取決於上游與下游的含氧感測器比較，以
測量由觸媒儲存的氧氣量。



主要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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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GR監控非常複雜。

• 如果EGR監控需要有關含
氧感測器和STFT的信息，
則兩者都必須以可接受的
限制運行，以使EGR成功
運行。



主要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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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P監控已經增加開關
和傳感器：

– 測試EVGA的清除動作

– 確認系統沒有任何錯誤



主要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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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監控負責確保氣泵，
其管道和任何控制電磁
閥運行。

• 系統可能會被動或主動
偵測。

•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如
果被動偵測結果正常，
則不會運行主動偵測。



OBD II的掃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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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診斷是OBD II所提
供的一項功能。



OBD II的掃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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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檢視的資料類型將
會顯示在掃描介面上。



OBD II的掃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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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自動診斷技術越來
越進步，這類型的軟
體介面將越來越普遍。



OBD II的掃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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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D II注重的是:
– 含氧感測器轉換速率

– 轉換的時間

– 感測器能夠在可接受的電
壓範圍內工作



OBD II的掃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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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感測器的圖形顯示或
是掃描工具上顯示的值，含
氧感測器都能節省故障排除
時間。



OBD II的掃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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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掃描工具可以顯示
所有有關含氧感測器
的資訊。



OBD II的掃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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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TID和CID顯示為十
六進制，則需要參考製
造商的說明書。

• 實際測試的值在某些工
具上也有可能顯示十六
進制。



OBD II的掃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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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監控掃瞄儀器顯示：

– 哪個控制器回報DTC

– 儲存了多少DTC



DTCs & 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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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個元件的故障可能
造成其他系統的問題



DTCs & 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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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圖表是由OBD II
DTC所提供的電路/感
測器故障訊息



DTCs & 診斷

2017/6/2 32

• 使用掃描工具清除
DTC時，DTC的診斷訊
息也會一併被清除



DTCs & 診斷

2017/6/2 33

• 保存數據並將其附加
至工作指令，可以節
省診斷時間



DTCs & 診斷

2017/6/2 34

• PCM將儲存最新的引
擎失火訊息

• 隨著新的200週期進
入PCM，舊的則會被
丟棄



DTCs & 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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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故障歷史訊息可
以指出所遇到的問題。



DTCs & 診斷

2017/6/2 36

• 圖表顯示PCM請求MIL ON
– A型故障只能將MIL打開

– 在連續開關MIL兩次後，必發
生B型故障

• 注意B型代碼和其他B型
代碼之間的差異



DTCs & 診斷

2017/6/2 37

• 掃描工具顯示各組件
的輸入輸出狀態，可
以做為有關系統的訊
息



DTCs & 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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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描工具將會顯示那
些系統被監控，並顯
示目前狀況



DTCs & 診斷

2017/6/2 39

• 因為TPS發送正確訊
號時，並不代表到達
目的地時仍然正確，
這會導致PCM的衝突



DTCs & 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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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引擎運行在汽油上，
那麼電腦就會依靠電
力來運行

• 如果電池的電壓過低，
請停止行駛並檢查



OBD II故障排除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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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診斷電路前，
我們必須知道
他是如何運作
的



OBD II故障排除提示

2017/6/2 42

• TPS常見組件都會有
類似的測試條件與
標準



OBD II故障排除提示

2017/6/2 43

• 許多ECT電路仍用單分壓器去比較參考電壓與
訊號電壓



OBD II故障排除提示

2017/6/2 44

• 有些系統使用在指定溫度時由PCM切換的雙範
圍分壓器



OBD II故障排除提示

2017/6/2 45

• ECT或IAT電壓
發生的變化是
使用雙範圍感
測電路的正常
現象



OBD II故障排除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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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時器會被任何感測
器用來計算開啟與關
閉時間



OBD II故障排除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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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圖表讓我們準確的
模擬MAP感測器電壓
訊號的實際壓力指數



OBD II故障排除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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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料之間的轉換數量與百分比



OBD II故障排除提示

2017/6/2 49

• 含氧感測器不管氧氣
從哪來，因此有可能
會有不正確的訊息產
生



OBD II故障排除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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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系統來調整燃油
輸送速率以確保所有
輸入都正常工作



OBD II故障排除提示

2017/6/2 51

• 了解精確位置和數量的含
氧感測器將防止誤診掃描
工具數據並將加快故障排
除速度



OBD II故障排除提示

2017/6/2 52

• 簡單的電阻測試可以
識別含氧感測器中的
故障加熱元件



OBD II故障排除提示

2017/6/2 53

• 當PCM發送指令到EVR打
開真空通道到EGR閥時：
– 確認EGR位置感測器實際
移動的位置



OBD II故障排除提示

2017/6/2 54

• 線性EGR結合馬達驅
動軸和位置感測器



OBD II故障排除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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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測量EGR和進氣
歧管之間的排氣溫度，
可以將EGR閥打開



OBD II故障排除提示

2017/6/2 56

• 透過測試壓力與大氣
壓力的比較，可以使
用SlackTubeTester
檢查有無洩漏



OBD II故障排除提示

2017/6/2 57

• EVAP組件對於EVAP
DTC很重要，因為有
關電氣問題



OBD II故障排除提示

2017/6/2 58

• 如果我們在個別數據
之間連接點，則會得
到如左側的圖形



資料來源

2017/6/2 59

• www.lbcc.edu/attc/documents/OBD2%20Powerpoint.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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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與企業

 第1條（公司定義）:
本法所稱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本法組織、登記、成立
之社團法人。
 第2條（公司種類）:
公司分為下列四種：
一、無限公司 二、有限公司 三、兩合公司
四、股份有限公司：指二人以上股東或政府、法人股東一人所
組織，全部資本分為股份；股東就其所認股份，對公司負其責
任之公司。
公司名稱，應標明公司之種類。
 凡公司均為企業，但企業未必都是公司。企業是具有營利性

的經濟組織，公司只是企業的一種組織形態。



股份有限公司組織範例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因應國際重視企業社會責任之趨勢，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 CSR）據世
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之定義為「企業承諾持續遵守道德
規範，為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並且改善員工及其家庭、
當地社區、社會之生活品質。」故上市上櫃公司如能於
從事企業經營同時，將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行動（如環保
節能綠能等觀念）納入營運策略或核心業務發展中，落
實推動公司治理，發展永續環境，維護社會公益及維護
利害關係人權益，除符合股東長期利益外，並可轉化為
企業競爭優勢與績效，促進企業永續發展。







何謂ISO？

ISO為國際標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之縮寫，總部設立於瑞士日
內瓦

 ISO國際標準組織於1947年成立

 目前由國際上150餘個會員國共同組
成，如美、加、德、日、英、法、俄

 設立之目的在於推動國際性之標準，
以作為其會員國各項制度推行依據



何謂ISO 9000系列？

ISO 9000系列：為『國際品質管理標準』



ISO 9000系列之組織架構

非契約關係之
品保組織提供
指導綱要

契約關係之
外部品質保

證選用指導綱要
ISO9000

作業細則
指導綱要
ISO9004

三種品保模式
ISO9001
ISO9002
ISO9003

系列名詞定義
IS08402



什麼是ISO 9000？

ISO 9000是指引用的指導綱要標準。

IS0 9000品質標準系列之結構，主要
在闡述，應如何選用ISO 9001、 ISO
9002、 ISO 9003之品保模式。



什麼是ISO 9001？

ISO 9001是設計/發展、生產、安裝
、售後服務之品保模式。
ISO 9001是屬於設計開始到產品送
到客戶手上後整個過程的品質保證。



ISO 9001的目的，即是當賣方(即申請業者
)為能提供買方「所要求的產品或服務之標
準範圍與業務模式」，在其買賣雙方所擬定
接受之產品主要設計規格後，所進行的一連
串設計、開發、生產、安裝與服務的作業程
序，以防制賣方不合格品發生與矯正措施之
作業管理。

例如:電腦軟體業、研究開發顧問、教育訓練、
晶片設計與製造等皆屬此類



什麼是ISO 9002？

•ISO 9002是從進料到出貨及服務各相

關作業配合的品保模式。

結論 : ISO 9002的目的，即是當賣方先行完成產品設
計後所進行之生產、安裝、檢驗等作業管制程序，
以防制不合格品發生與矯正措施之作業管理，並在
這一連串的過程同時滿足買方所需求之偵測與了解。



什麼是ISO 9003？

•ISO 9003是一產品的品保模式，強調

最終檢驗與測試時期的品質管理。

結論:  ISO 9003的目的，即當賣方產品或服務程序，
僅運用檢驗與測試程序來滿足交貨品質符合買方之
要求。



9001(20項要求)

設計、開發

生產、安裝及服務

之品質保證模式
9002(19項要求)

生產、安裝及服務

之品質保證模式9003(16項要求)
最終檢驗與試驗
之品質保證模式

ISO 9001/2/3：1994比較



其他管理系統
QS 9000—汽車業品質管理系統
TL 9000—通信電子業品質管理系統
AS 9000—航太業品質管理系統
ISO 10002—顧客抱怨管理系統
ISO 13485—醫療器材業品質管理系統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
ISO 14064—溫室氣體查證
ISO 15189—醫療實驗室品質管理系統
ISO/TS 16949—汽車業品質管理系統
ISO 17025—實驗室品質管理系統
ISO 27001—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ISO/IEC 20000—IT服務管理系統
BS 25999—營運持續管理系統
OHSAS 18001、TOSHMS—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SA8000—社會責任管理系統
HACCP、GMP、CAS、ISO22000—食品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ISO 9001 第三方認證架構



ISO 9001 認證機構範例



ISO 9001 證書範例



ISO 9001：2008之管理體系



ISO 9001：2008 條文體系

5管理階層責任
5.1管理階層承諾
5.2顧客為重
5.3品質政策
5.4規劃
5.5責任、職權及溝通
5.6管理階層審查

6資源管理
6.1資源提供
6.2人力資源
6.3基礎架構
6.4工作環境

7產品實現
7.1產品實現之規劃
7.2顧客有關之過程
7.3設計與開發
7.4採購
7.5生產與服務供應
7.6監視與量測裝置之管制

8量測、分析及改進
8.1概述
8.2監視與量測
8.3不符合產品之管制
8.4資料分析
8.5改進

4品質管理系統
4.1一般要求
4.2文件化要求



ISO 9001：2008 文件架構

標準書

品質手冊

程序書

記錄表單

一階文件

二階文件

三階文件



品質手冊
針對客戶及全體員工所做的組織品質管理系統整體
性的概要說明
程序書
對於組織各項管理作業的流程及權責加以規範，例
如採購程序、教育訓練程序...等。
標準書
詳述各工作的細節及標準工作，例如作業標準、檢
驗標準...等
紀錄表單
用來印證實際工作是依組織各項規定執行記錄，例
如請購單、驗收單...等



公司既然以營利為目的，必定要開發產品。
以產品設計與開發而言，工程師最常接觸的
就是設計管制程序書（依公司產品性質不同
，文件名稱與內容或有變異，但管理精神是
相同的）。
程序書的目的在於導入系統化的產品開發專
案管理程序，運用於公司的產品開發活動中
以確保產品開發專案執行的品質及速度，產
出的產品能達成專案所設定的目標。



新產品開發



 新產品的開發，起初均源自想法，後來再引

伸為滿足潛在客戶及企業關係人的需求，以

及各種包羅萬象的行銷計畫。

 產品設計與規劃除工程技術部門外，亦涉及

到行銷、採購、製造、售後服務等部門。

 企業進行產品開發工作時，必須針對產品之

特性，包括：製程複雜度、產品功能變化性

、應用環境特性、零組件數目四大部份。



產品開發流程:

 產品企劃

 產品設計

 產品量試

 量產及銷售服務

新產品研發建議

新產品開發設計

多次產品試做

新產品開發計畫

市場
評價

成本
評價

風險
評價

技術
評價

銷售服務

量    產

量試審查

量    試

新產品規格審查

YES

YES

YES

NO

NO

NO

產
品
企
劃

產
品
設
計

產
品
量
試

量產
及
銷售
服務

階段 流程



 產品企劃與市場（客戶）需求

 上市計畫範例

 產品設計通則

 產品驗證與測試 (TBD)

後續主題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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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賣餐飲: 怎麼開始？

5W1H
思考法

人

地

時

物

事



應用在企劃書基本架構上，包括：

 Why－主要目的為何
 What－主體內容為何
 Who－關鍵與配合人物組成，或對象為何
 When－時程規劃與時間調配
 Where－地點規劃與空間規劃
 How－執行步驟與關鍵成功因素
How much－經費預估與收入目標利潤目標，甚

至包括預期效益評估



應用技巧:

可用來檢視計畫的完整性：不論是新商品開
發計劃、行銷活動、活動企劃、甚至小到會議
通知，都能以5W1H來作內容Check。

可用來文章作成的組成依據：若要是在商業
溝通或是內部會議資料上，要精簡說明某項事
件或事務的狀態，在短短的字句中，要能夠正
確而直接地表述，可掌握5W1H原則。



基於事實的決策可行性是最高的

-成功的關鍵

-決定你的生存

-決定你的方向



企劃案常見錯誤：

 先做出產品，再來問顧客在哪裡；走哪一個
通路，賣多少錢。

 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是根基於自己會做什麼，
而不是市場真的有需求

 行銷人員（大多數是中小企業天縱英明的創
辦人）依自己的喜好，而非虛心觀察到顧客
的需求做決策。



以創造顧客價值的角度來看可以讓我
們跳脫從生產製造角度投入的觀點，創
造的價值是提升顧客的價值或是創造顧客願
意付出的價值

企業不能僅僅自行決定要生產什麼產品或
提供什麼服務，也不能只是追求技術的突破
與創新而已，而必須以顧客的觀點去察覺在
整個消費過程中，顧客的感受與需求是什麼
，以避免叫好不叫座的盲點。

顧客的價值



市場定位觀念釐清

Q1 什麼樣的人會來買這個產品？

就是目標消費者，你所銷售

的商品不可能滿足所有客群

，所以在設定目標市場時需

要訂定策略，策略是用來讓

你自己知道限制的範疇。

A



Q2 這些人為什麼要來買這個產品? 

就是突顯產品差異化，同一款

商品在市面上必定有許多不同

品牌的競爭者，除非是創新商

品，否則在面對競爭者時，你

如何突顯產品優勢之處。

A



Q3 目標消費者會以這個產品替代什麼產品? 

就是競爭者是誰？你了解競爭

者狀況嗎？他在市場佔有率是

多少？你計畫如何打入市場？

目標市場佔有率是多少？因此

，你應盡其所能地搜集競爭者

的相關資料。

A



Q4 本產品的位置站在哪裡?特色是什麼? 

就是自己，自己的優缺點與競

爭者的長短處，找出適合自己

的競爭性定位，找到適合產品

與市場切入點，如此才能在消

費者記憶中佔有第一個位置。

A



消費品行銷流程



如何做市場區隔與產品定位？



市場區隔

定義:

是針對不同屬性、需要、特徵或行為群體

的消費者加以區分的市場。



市場區隔 Who 是關鍵

這些消費者關切哪些事項?

這些消費者關切的那些事項優先順序如何?

這些消費者有什麼特殊性 ?

這些消費者需要什麼產品或服務 ?

這些消費者的消費水準為何 ?



市場資料蒐集的方法:

腦力激盪
次級資料分析

行銷研究

觀察



有效區隔市場的要件

可衡量性：可衡量市場大小購買力

足量性：區隔市場有一定規模、獲利高，值得開發

可接近性：能有效接觸到區塊內消費者與所欲服務

的市場，以便有效溝通

可差異性：顧客對產品的需求須具差異

可行動性：區隔方案、成本、與人力足夠執行方案

的程度



市場區隔分析範例



市場區隔還應該考慮:

是否能產生綜效 ﹖

是否能保持公司的持續性競爭優勢 ﹖

針對目標市場發展定位策略



選擇目標市場: (涵蓋策略型態)

定義:

是公司針對有相同需要與特色的特定族

群(潛在的)而做的行銷努力。



考慮內部與外部的條件 (常用工具: SWOT), 選定
幾個小市場區塊為主要目標, 研究其顧客洞見
(customer insight). 

公司評估目標市場有三要素：
 目標市場的規模與成長率
 競爭者
 廠商本身目標與資源



 資源集中，目標明確，增進行銷能量

 因地制宜，行銷資源分配更合理

 符合顧客需要，增進商品力

 減少競爭對手

 增加銷售額

目的:



SWOT分析與策略訂定-How

 SWOT （或稱TOWS ）是優勢(strengths) 、劣
勢(weaknesses) 、機會(opportunities)、威
脅(threats)的縮寫。

 評估組織策略、內部能力（優勢和劣勢）和外
部可能情況（機會和威脅）之間的配適程度。



SWOT的意義

Strengths：讓企業能比同業更具競爭力的
因素，是企業在執行或資源上所具備優於對
手的獨特利益。

Weaknesses：組織相較於競爭者而言，不擅
長或欠缺的能力或資源。

Opportunities：任何組織環境中有利於現
況或未來展望的因素。

Threats：任何組織環境中不利於現況或未
來情勢、可能傷害或威脅其競爭能力的因素。



優勢與長處

 SWOT分析可以廣泛應用。

 SWOT分析具備簡單特性，可以快速列出組
織和外部環境配適的關鍵因素。

 SWOT分析可以既快速又有某種程度效力地
完成。

 SWOT分析可以成為一種有效的團隊建構方
法。

 SWOT分析可以就為什麼某些組織可以成功
地實踐它們的策略提供深入的見解。



策略 說明

整體市場策略
對整個市場只提供一種行銷
方案

多元區隔策略
對一個以上的市場區隔發展
不同行銷方案

單一區隔策略
針對特定市場區隔提供行銷
方案

個人化區隔策略
針對個人提供高滿意的行銷
方案



台灣自行車產業SWOT分析範例



常用工具: 知覺圖

產品定位

定義:
簡單的說，定位是企業在潛在顧客心目中，

企圖塑造屬於品牌本身的獨特的風格或地位。

亦即將品牌獨特的利益與差異化，深植入消

費者的心。



知覺圖

產品定位可利用「知覺圖」來處理。產品知覺圖存在於消費

者的腦海中，是用來表示對各個品牌的不同印象。產品知覺

圖有兩大要素：定位基礎和品牌。

 咖啡口味純正

 氣氛華麗
浪漫

 咖啡口味普通

 氣氛樸實
簡約

C

E

A

B

F

G

H



產品定位基礎權衡因素

以產品的特色或顧客的需求來定位。
以價格與品質來定位。
以產品的用途來定位。
以產品使用者的身分來定位。
以產品群的相對性來定位。
以競爭廠商的相對性來定位。



意義
消費者對於市場區隔內不同品牌(產
品)的印象

元素 定位基礎和品牌(產品)

策略

面對競爭 (市場競爭策略)

避開競爭

打破既有定位基礎 (重新定位)



訴求 優點 成果

原有
顧客

產品新的
特質

配合趨勢變化

配合顧客偏好

避免和新競爭者重疊

提昇銷售成長

增加投資報酬率

新的
顧客

產品的多
樣性

吸引非本品牌的顧客
提昇銷售成長

增加市場規模

新的
用途

探求原有
產品潛在
用途

發掘新的顧客

提昇銷售成長

增加投資報酬率

增加市佔率

開創新產品生命週期

找尋新利基



產品定位分析範例



STP 主體架構:





產業平均之新產品開發失敗率



新產品開發失敗的主
要因素：

不了解顧客需求
市場定位錯誤
產品無差異化





透過創意概念的篩選機制，有效降低新產品開發的失敗率



上市計畫範例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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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不對,跑再快也沒用



新產品失敗原因分析

美國工業協會的統計調查

1.不適當的市場分析-------32%

2.產品瑕疵---------------23% (Q) 

3.成本過高---------------14% (C)

4.行銷策略不當-----------13%

5.時機不對---------------10%

6.競爭者反擊--------------8%

37% 82%



品質不良的後果
退運
DOA, RMA維修
賠償
客戶流失
市場聲譽損失

顯見的成本:



產品成本80%決定於設計階段

費用 材料費 加工費

對象 購入單價及用量 單價,數量及時間

技術
階段

(80%)

選擇便宜的材料

改善材料的用量

採用廠商標準品

設計的標準化

選擇便宜適用的設備

根據IE加以改善

工程設計最小化

作業設計最佳化

製造
階段

(20%
)

低價時購入

降低不良率

購料品質

以量制價

人員的合理調度

提高稼動率

提高生產效率

減少費用



易忽略的成本:
越早進入市場,成功率高30%~50%

新產品晚6個月上市的代價：

---獲利減少1/3

---成本高9%

---RD費用高出50%

Source from:Mckinsey



 研究不斷發現，專案績效低落的重要原因
之一是「重做」

重做約增加整個專案成本的30%

因此，若想加速專案執行、降低隱藏成本
(管理財)，專案品質管理是最重要、但卻常
被忽略的工作

降低成本=不但要做”好”,還要做”對”



新產品開發的流程



組織內部:

行銷主導

符合顧客需求

前瞻性不足為其缺點

研發主導

具有前瞻性

新的技術必然有市場？

產品設計概念來源



組織外部

顧客
顧客需求調查 (例如市場調查、服務回函卡、建
議卡、顧客抱怨電話等方式)

品質機能展開 (客戶已知狀態下之需求訪查)

競爭者
研究競爭者的產品或營運方式獲取產品設計構想

逆向工程：拆開並檢查競爭者的產品，來找出自
己產品應改進之

供應商

國內外產品觀摩



貼心設計 客戶不知的情況下之需求觀察

逆向工程 模仿 + 自己創意

人因工程 實驗及測試



設計最主要的原則:
瞭解客戶需求

最終目的:
讓客戶願意買單



1. 同理心(Empathy)：以使用者為中心，透過各種
不同的方法收集資訊，包含觀察、訪談、問卷、體
驗，強調產品開發者必須以設身處地，置身其中，
感同身受的態度來深入理解使用者所面臨的問題。

2. 定義需求(Define)：透過觀察、連結、詮釋，
洞察事件表象背後所隱藏的真實需求，將使用者所
面臨的問題加以歸納精煉，提出適當的顧客價值主
張。

設計思考流程的五大步驟



3. 創意發想(Ideate)：透過腦力激盪的過程，激發出
眾多不同的創意解決方案，並透過不同的投票機制，選
出最適合使用者需求的解決方案。

4. 製作原型(Prototype)：快速製作出產品原型，強調
「fail earlier, fail cheaper」的實驗精神，快速動
手製作出一個具體的草圖，再持續修正到完美的產品。

5. 測試驗證(Test)：透過情境模擬的方法，讓使用者
實際測試此產品原型是否適用，並觀察使用者的回應，
以確認顧客價值主張的正確性，或做為修正需求定義的
參考依據。



其輸入條件必然是：
市場調查結果
現有客戶的反應或建議
科技的技術成熟度
支援的週邊環境 (e.g.3D,4K)
產品定位與策略
我公司和他公司現況能力

產品規格訂定



市場要求之分析評估，從市場調查了
解〝市場環境〞、〝事業機會〞、〝
技術趨勢〞、〝競爭資訊〞、〝市場
定位〞進而訂定產品各種可量化的目
標，目標尚需進階檢討才定案。



此產品目標含：
 使用者定義
 使用者環境
 產品機能目標
 使用性目標
 時程目標
 維修目標
 品質目標
 可靠度目標
 成本目標
 投入資源目標等。



其過程是需要把客戶要求品質和相關的
品質特性分階段展開及相互配對相關程
度，加上現況能力比較
 從客戶角度就可以建立行銷策略重點
 從品質特性角度就可以建立〝規格特

性比較表〞

最終的輸出即為簡略的骨架規格（另稱
〝工程規範〞），再經整理和補充敘述
，就成為正式的〝產品規格書〞



產品生命週期與設計重點

產品由上市銷售到下市所經歷的過程

時間

導入期

成長期

成熟期

衰退期

銷
售
量



 導入期 成長期 成熟期 衰退期 

銷售量 低 快速上昇 達到巔峰 下降 

每位客戶所

負擔的成本 
高 中等 低 低 

顧客 創新者 早期採用者 中期大眾 遞延買者 

競爭者 少 數目增加 
穩定數目，

逐漸減少 
數目減少 

設計重點 創意 降低成本 增加價值 創意 

 



產品設計基本觀念

考慮完備的設計，需涵蓋下列範圍：

1.產品基本性能，符合使用者的期待
2.產品外形設計，會促進購買慾
3.產品的先天成本低，有成本競爭力
4.符合各國安全法規，擴大銷售族群
5.產品能經久耐用壽命長，服務成本低，形象好
6.量產性佳，減少資源浪費，降低製造成本
7.零件問題少，管理整合力佳



產品設計的內容

 將顧客想要和需要轉換為產品和服務
的需求

 將現有的產品/服務精緻化
 開發新產品/服務
 擬定品質目標
 擬定成本目標
 建構與測試雛形
 規格文件化



產品設計的目標

 儘快使新產品或服務上市
 設計符合顧客需求的產品，增

加顧客滿意度
 提升品質
 降低成本



新產品研發過程

研發
設計

樣機
製作

產品
驗證

小批
試產

正式
量產



傳統的設計方法與現代設計方法比較

傳統的設計方法
研發工程師未經前線生產人員的意見,建立自己的設計原
型樣機（prototype）,功能測試驗證後將之送到生產部門
組裝線,等產線回饋問題後再行修改。

研發
設計

樣機
製作

產品
驗證

小批
試產

正式
量產

串行設計
修改設計

#1
修改設計

#N
生產



DFM設計方法
統一設計部門和生產部門之間的信息，建立有效的溝通機制。
這樣設計人員就能在設計的同時考慮生產過程，使自己的設
計利於生產製造。
一個可製造性團隊的成員包括研發設計人員、製造工程師、
行銷代表、採購、及其他計劃利益相關者（包括客戶、原料
供應商在內）。共同建立公司DFM系列規範文件,也就是從產
品開發設計時起，就考慮到可製造性和可測試性，使設計和
製造之間緊密聯繫，實現從設計到製造一次成功的目的。

並行設
計

修改設
計 #1

生產



可製造性設計DFM是保證設計品質的最
有效的方法。
DFM具有縮短開發週期、降低成本、高
產出、提高產品品質及競爭力等優點。
有利於生產過程的標準化、自動化、提
高生產效率。
有利於技術轉移 ，可製造性設計的通
用性，可以使企業產品實現全球化生產。
適合電子組裝工藝新技術日趨複雜的挑
戰

可製造性設計（DFM）的優點



〝量產性〞特質就是很容易大量生產且不易出錯
例如：
1.螺絲愈少愈好，甚至沒有
2.調整愈少愈好
3.作業時間愈短愈好
4.疏失機會愈少愈好
5.產品特性愈穩定（標準差小）愈好
6.容易測試、偵測愈佳
7.愈方便維修愈佳
8.傻瓜都不會做錯更好
9.少用人工，多用自動化更佳
10.模組化拆裝容易，減少失誤更好。



HP公司DFM統計調查表明:
產品總成本60%取決於產品的最初設計，

75％的製造成本取決於設計說明和設計規
範，70－80％的生產缺陷是由於設計原因
造成的。

不管設計的產品功能再完美、再先進，
但不能順利製造生產或要花費巨額製造成
本來生產，這樣就會造成產品成本上升、
銷售困難，失去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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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幣66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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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大綱-行銷及營業目標

行銷目標:

達到9.8%的市佔率
營業目標:
年銷售量達20萬瓶

幣別：新台幣萬元/單位：瓶

年 份 2017 2018
總 計

季 別 Q3 Q4 小 計 Q1 Q2 Q3 Q4 小 計

數 量 - - - 34,521 48,883 56,011 60,585 200,000 200,000

銷 貨 淨 額 - - - 9,563 13,587 15,567 16,836 55,553 55,553

銷 貨 成 本 - - - 2,762 3,911 4,481 4,847 16,001 16,001

毛 利 - - - 6,802 9,676 11,086 11,991 39,554 39,554

毛利率 (%) - - - 71.12 71.22 71.21 71.22 71.20 71.20

費 用 990 2,028 3,018 6,744 5,367 5,181 2,221 19,513 22,531

費用率 (%) - - - 70.52 39.50 33.28 13.19 35.13 35.13

淨 利 (990) (2,028) (3,018) 57 4,309 5,905 15,503 20,040 17,022

淨利率 (%) - - - 0.60 31.72 37.93 58.03 37.06 3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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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大綱-損益兩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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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兩平分析

累積銷售數量 累積收入 累積支出

損益兩平時間：2018年 5月
累積銷售數量：72,750瓶
累積收入： $201,951,467

累積支出： $198,594,280



執行大綱-風險評估

市場判斷

及產能緊

縮風險

產能擴

充風險

銷售風險
Q3停產

降低生產量

增加產線

04



市場區隔與規模

目標客群量 1,012,122（人）

市場需求量
1,012,122（人）*2 （瓶∕年）

*1 （年）＝2,024,244（瓶）

市 場 規 模
2,024,244（瓶）*NTD3,500

=7.084,854,000（元）

銷 售 目 標
2,024,244（瓶）*9.8%（市
佔率）≒200,000（瓶）

銷售總金額 556,115,600（元）

幣別：新台幣元 / 單位：瓶

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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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分析

主要競爭者:Jo Malone

現有廠商競爭者

★★★

Jo Malone 

百年特莉

Durance   H&W

潛在進入者

★★★★

Chanel    Burberry   GUCCI    
Armani    Chloe   Hermes  

Marc    Jacobs

購買者議價能力

★★

議價能力低

替代品

★

水氧機 香氛蠟燭 室內噴霧

精油線香熊寶貝擴香器

明星花露水

供應商議價能力

★★

原料商議價能力低

原料廠為長期合作夥伴

對原料品質要求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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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示意圖

Blooming

07



市場差異

差 異 性 產 品 Dior Jo Malone

實 際 差 異 性

品 牌 知 名 度
依據柯夢波丹雜誌，從2014-
2016年，品牌形象為第一名
的精品香氛品牌

依據柯夢波丹雜誌，從2014-
2016年，品牌形象為第三名
的精品香氛品牌

重 量 350g 200g 

容 量 165ml 165ml

瓶 身 材 質 玻璃瓶 玻璃瓶

範 圍 3-5公尺 1-2公尺

持 久 度 6個月 3個月

香 味 濃 度 較濃 淡

香 水 顏 色 淺珊瑚紅 透明

價 格 差 異 性 價 格 ( N T $ ) 4,000 3,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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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定位圖

價格低 知名度低

擴香範圍大擴香範圍小

價格高 知名度高

持久度短 持久度長

Jo Malone
英國梨與小蒼蘭

擴香組

百年特莉
牡丹玫瑰
擴香水

Durance
青草園大地

擴香

H&W
葡萄柚綠茶
擴香瓶

歐舒丹
馬鞭草
擴香組

Reed Diffuser
Catching 
Rays擴香組

Dior 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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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固換貨流程

N

N

N

Y

Y

1

至15

秒

換貨

1
5

至20

秒

顧客申訴

產品包裝是
否已拆除?

包裝是否
有破損?

Y

內容物短缺
或瓶身瑕疵?

發票是否在購
買7日(含)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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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劣勢分析

優勢S 劣勢W

1. 擴香範圍大

2. 品牌知名度高

3. 消費者喜好度高

4. 通路多

1. 單一產品

2. 因首次推出,所以產品知名度

不高

機會O SO策略 WO策略

1. 關鍵字“擴香”五年來逐漸

成長

2. 女性可支配所得上升

3. 一線競爭品牌少

4. 生活壓力大, 尋求芳香療法的

人數增加

1. 教育消費者對芳香療法的認

知(S2O4)

2. 增加消費者對精品擴香組的

需求(S1S2S3O1O2)

3. 運用通路，舉辦更多實體活

動，增加產品曝光度

(S2S4O1O3)

1. 提升產品在擴香市場的知名

度（W2O1）

2. 強調產品能舒緩壓力能力較

高（W1O3）

威脅T ST策略 WT策略

1. 潛在競爭者多 (一線品牌)

2. 替代品多

3. 市場擴香品品牌眾多

1. 強調擴香廣度優於他牌和其

他產品（S1S2T2T3）

2. 拉高其他競爭者進入擴香品

的門檻（S2S3T1）

1. 強調產品品牌形象(W1T1T3)

2. 提升品牌忠誠度(W1T2)

3. 強調香氛味道的持續性

(W1T2)

4. 提高產品偏好度

(W1W2T1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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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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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費用 研發費用 管理費用

$199,236,950
88.11%

$ 8,700,000
3.97%

$ 17,377,800
7.92%

費用分配 $219,314,750

費用分配



通路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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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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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別：新台幣萬元/單位：瓶

年 份 2017 2018
總 計

季 別 Q3 Q4 小 計 Q1 Q2 Q3 Q4 小 計

數 量 - - - 34,521 48,883 56,011 60,585 200,000 200,000

銷 貨 淨 額 - - - 9,563 13,587 15,567 16,836 55,553 55,553

銷 貨 成 本 - - - 2,762 3,911 4,481 4,847 16,001 16,001

毛 利 - - - 6,802 9,676 11,086 11,991 39,554 39,554

毛利率 (%) - - - 71.12 71.22 71.21 71.22 71.20 71.20

費 用 990 2,028 3,018 6,744 5,367 5,181 2,221 19,513 22,531

費用率 (%) - - - 70.52 39.50 33.28 13.19 35.13 35.13

淨 利 (990) (2,028) (3,018) 57 4,309 5,905 15,503 20,040 17,022

淨利率 (%) - - - 0.60 31.72 37.93 58.03 37.06 3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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