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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計畫的主要目的在建立一個電動機車的性能模擬程式，來模擬其續航力、極

速、加速性、以及爬坡性能。除此之外，本研究也建立了一個殘餘續航力的預測

模組。最後，本研究提出推導最佳行駛速度，來得到最長續航力的理論，並建立

控制器來控制車速，以便在殘餘電量不足的情況下，能夠幫助騎乘者達到最佳的

地點。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develop a model to simulate the travelbility, 
maximum speed, acceleration, and slope-driving capability of an electrical motorcycle.  
Beside this project develop a model to predict the residual travelbility of a motor 
cycle driving on the road.  Finally, this project also proposes an algorithm to derive 
the optimal driving speed of an electrical motorcycle to obtain the maximum traveling 
distance.  An speed controller is also designed using PID control algorithm to 
maintain the optimal speed. 
An vehicle dynamics measuring system was developed and the relative data were 
taken.  The developed model is validat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residual 
travelbility prediction model has satisfied results if the driving is not exaggerated.  
Finally, the PID controller works fine to maintain the vehicle speed. 
Keywords: travelbility, electrical motorcycle, dynamics model 
 
二、緣由與目的 
有鑒於國內空氣污染的日益嚴重以及為了推動使用能源的分散，行政院各部會積

極推動電動車輛的研發與推廣；這包含經濟部能源委員會委託工研院投入電動機

車關鍵技術的研究發展[蔣維理 1 等，1993]、環保署所研擬的獎勵措施以及推廣

計劃[陳欣得 2，1999]、以及國科會所積極推動的電動機車相關研究。可惜的是，

雖然電動機車在噪音、排氣污染等方面優於傳統機車，卻在續航力、極速、爬坡

性能、以及價格上無法與傳統機車比擬。另外，電池壽命太短、充電時間太長、

殘電指示準確性不佳等問題，更使得政府在電動機車的推廣上產生困難。因此，

積極的改善電動機車的性能實是當務之急([鄭銘洲 3 等，1997]，[胡明輝 4，



1997])。而改善的重點則包含新式電池的開發、能量管理系統的建立、電動機車

動力系統以及新式充電系統的開發。本計畫的主要目標，就是在提出一套合適的

電動機車能量管理策略來使能量獲得最佳的利用，以達到最佳的續航力。 
 
因此，本計劃的目標，在建立一個能夠模擬電動機車續航力、極速、爬坡性能、

以及加速性能等的動態模型。同時，也要利用所建立的動態模型來評估電機系統

限電流策略對於電動機車續航力、極速、爬坡性能、以及加速性能的影響。最後，

我們將結合殘電量預測以及所建立的動態模型，來建立一個最佳的限電模式，以

便使得駕駛者在殘電量低於某標準值以下之時，能夠安全的抵達特定的定點。同

時，亦將建立一個殘餘續航力的預測模測，以便使用者能夠隨時了解機車的狀態。 
  
三、研究方法 
3.1 電動機車性能模型的建立 
在性能模型的建立上，本研究利用鍵圖法(Bond-Graph Method)來完成這個工作。

對一個電動機車系統而言，其鍵圖模型如圖 3.1 所示。 此一模型清楚顯示出能

量的流動方向。 
在圖 1 的模型當中，我們假設車架、騎士、前輪、以及馬達等為一個合成(lumped)
個體。由於在穩態時，傳動系統之減速比與馬達的轉速以及馬達的輸出扭力相

關，故減速比表示成馬達轉速以及馬達輸出扭力的函數。函數中的相關參數，則

可以利用實驗來求得。同樣的，機車質量、輪胎慣性矩、輪胎半徑、軸承阻尼係

數、馬達係數、馬達中電阻係數皆可由量測而得到([陳義男等 5，1999])。而機車

行進時，所受到的風阻(Fa)、輪胎轉動阻抗(Tr)等，則可以下列式子來求得； 
                             (1) 
                      (2) 
                         (3) 
 
其中的風阻係數以及輪胎的轉動阻抗係數亦可透過實驗來量得到[劉英標 6，1998]
或參考標準值來預估[機械工業研究所 7，1991]。 
最後，我們可以利用圖 3.1 之鍵圖模型來推導出系統動態方程式，如下所示； 
 
 
           (4) 
而在續航力的模擬部分，本研究主要估測殘餘電量狀態(State of Charge；S.O.C.)
然後利用其來計算續航力。其邏輯如圖 2 所示。 
 
3.2 殘餘續航力的預測 
  本研究所建立之殘餘續航力預測邏輯如圖 3 所示。其中：所預測之未來馬達

端電壓變化函數、：機車之動態模型、：機之行駛速度、：機車之殘餘續航力、：



相對於放電電流的可用電容量、：放電深度、：由殘電量測模組所提供之當下的

電池殘電狀態、：殘電狀態(stat of charge)。 
3.3 電動機車性能模擬與分析 
  在性能的模型建立起來之後，本研究便利用模擬程式來進行性能的模擬與分

析。有關於這一方面，本研究總共進行了四類的性能模擬；1) 續航力、2) 爬坡

性能、3) 極速、以及 4) 加速性。底下，則針對這四種模擬的特性以及目的力以

闡述。 
  在續航力的模擬部份，本研究總共執行了六種不同車速以及三種行車型態的

續航力模擬，這樣子作的原因主要是觀察車速對續航力的影響。同時，本研究亦

探討主要影響續航力的關鍵因素為何；也就是說，在整個行駛的過程當中，消耗

最多能量的阻抗是哪一個。這可作為機車結構設計時或者控制器設計時的重要參

考，儘量減少這個部份的能量損失。另外，行車型態的模擬可以建立起在不同地

區行駛之下的續航力。在上述的模擬當中，本研究亦考慮了電池特性的影響，這

是因為當放電電流不同時可用的電容量將會不同。而這樣子的特性影響到不同車

速之下的續航力。 
  其次，在爬坡性能的模擬部份，本研究是以 CNS3111 為測試爬坡性能的標

準，其主要的重點是機車必須在坡道上持續行駛 20m。而該機車能夠完成這一個

任務的最大坡度即為其爬坡性能。 
  接下來，在極速的模擬上，本研究將以馬達驅動器所能夠提供的最大平均電

壓作為馬達的輸入電壓，來求得機車的極速，而由於所模擬之電動機車驅動器的

控制方法是以 PWM 的方式來進行。馬達驅動器的最大平均電壓輸出即為當 duty 
cycle 達到 100%的時候。 
  最後在加速性能的模擬上，本研究也以最大平均電壓作為馬達的輸入，並計

算其加速度。即為機車的加速性能。 
待機車性能模型確認無誤之後，我們便可進行各種不同限電模式對機車續航力、

極速、加速性、以及爬坡性的影響。並歸納出一個最佳的限電模式。這方面的研

究基本上會以最大扭矩電流為參考標準，增大或減小馬達中的可容許極限電電

流。然後，分析並探討極限電流的值對於電動機車性能的影響。最後，本計劃將

建立起一個能夠預測機車殘餘續航力的模組。這個模組主要結合由[曾全佑 8，

1999]所開發的參電預測模組以及本計劃所建立的動態模型來進行預測的工作。

這個預測模組的主要架構如圖 4 所示。由上面的流程圖可知，在這一個預測模組

當中，我們從機車開始出發以後便開始紀錄其騎乘的速度變化。然後，再根據過

去一段時間的騎乘紀錄來計算其平均速度。然後，我們假設騎士會以這樣子的速

度繼續接續的行程。最後，模組便根據電池的殘餘電量以及由動態模型所計算出

來電池的電流，來判斷殘餘的續航力。 
 
3.4 最佳行車速度的推導與控制 
  這個部份的主要目的在找出相對應於最長續航力的最佳行駛速度。也就是



說，要找出以何種等速度行駛時，可以獲得最長的續航力。因此，在本段的推導

當中，我們假設輸入電壓、電流、以及車子的速度皆維持等值。同時，也忽略了

暫態時的效應。 
由能量的觀點來看，當電動機車停止時，表示所有的電池能量皆消耗在不同的阻

力之上。故吾人可以寫出下列的方程式。 
 
 
   (5) 
 
經過推導，吾人可以得到 
 
 
  (6) 
 
若將(6)式加以整理，可以得到 
 
       (7) 
 
若要求最佳速度，則將(7)式對微分，再求其解便可。 
  當最佳的速度求得之後，系統便可以視需要進行控制器的設計。在控制器的

設計上，有相當多的控制法則可以運用，如模糊控制、強健控制、最佳化控制等，

而最簡單且最常為工業界所使用的就是 PID 控法則。因此，本研究利用 PID 控

制法則來設計速度控制器。 
 
3.5 實車測試 
實車測試的主要目的在驗證電動機車模型的準確性。因此，本研究主要進行定速

測試以及簡諧速度測試。在定速測試部分，本研究進行五種不同速度的測試。測

試時同時紀錄馬達的端電壓、輸入電流、以及機車的速度。這五種速度分別為：

10 km/hr、20 km/hr、30 km/hr、40 km/hr、50 km/hr。而在簡諧速度測試部分，

主要目的在驗證整體模型頻寬的正確性。因此，在進行不同次的實車測試時，試

車手將以不同頻率的簡諧運動來進行把手旋準角度的控制。然後，在紀錄機車速

度的變化。如此一來，我們便可與所推倒出來的模型做一比對，來驗證模型的正

確性。 
在機車速度的感測方面，我們首先利用近接感測器的方式來量測車輪的輪速。而

在訊號擷取方面，我們則利用 LabView 軟體來驅動 NI-DAQCard 1200，以 10 Hz
的頻率來擷取訊號。而在後處理方面，我們則利用 LabView 的功能，進行輪速

的計算關於放電電流的量測方面，在電動機車電池和控制器間之電路上串聯一電

流對電壓轉換器（0－100A 轉換成 0－50mv），可將放電電流轉換成電壓變化訊



號。 
 
四、結果與討論 
 
4.1 模型驗證 
為了驗證上述模型，我們以工研院的實驗結果來作比較[蔣維理等，1993]。我們

根據實車測試時所提供給馬達的平均端電壓來作模擬。並與工研院所建立的模擬

結果作比較。結果顯示於表 1 以及表 2 當中。其結果令人滿意，也證實所提出

利用鍵圖法(Bond-Graph Method)建立電動機車性能模型，來分析電動機車能量流

通的模式，其模擬結果與實際值的誤差在可接受的範圍之內。 
 
4.2 性能模擬與分析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模擬不同端電壓時的、加速度、殘電變化以及續航力的變化。 
為了要觀察除了電池之外的模組對於續航力的影響，本研究首先假設電池的電容

量是不受放電電流影響的。也就是說，在所有的模擬當中，電容量都是固定的。

而結果則如圖 4 與圖 5 所示。其中，馬達端電壓與穩態速度之間的關係如圖 4
所示。而穩態速度與續航力之間的關係則如圖 5 所示。由圖 4 可知，端電壓與穩

態速度呈正比例關係，而穩態速度亦與續航力呈正比例關係。這是因為，雖然端

電壓與穩態電流成正比(相對的可行駛時間也就縮短)。但是，由於風阻的效應並

不大，導致穩態速度的改變對於穩態電流的影響並不太。也就是說，對於行駛時

間的影響並不大。可是，由於馬達端電壓的增加卻大幅增加了穩態速度，也相對

的增加了續航力。從另一方面來看，這意思也就是說，當風阻的效應變大時，增

加穩態速度將會降低續航力。接下來，本研究針對坡度為 20°以及 25°的情況下進

行模擬。結果顯示，坡度愈大滾動阻抗以及風阻的效應就愈小。前者是因為滾動

阻抗的計算公式為，而後者是因為穩態速度變小了。故風阻也就減小。而由結果

顯示，此車的爬坡性能大約在 48°附近。 
最後，本研究將電容量受到放電流的影響加入模擬當中，以觀察實際的續航力。

由電容量相對於放電電流的函數可知，放電電流愈大電容量會變的愈小。這是因

為放電電流大，電池裡面的化學反應不夠快所致。圖 6、圖 7 顯示了模擬結果。

其中，續航力仍然與穩態速度或者馬達端電壓成正比。可是，比較起定電容的模

擬而言，續航力是有明顯的減少。同時，由結果可知，電容量的降低並不會影影

響極速、加速性。這是因為這些性能主要與馬達特性有關。但是，由於電池的輸

出電壓會隨著電容量的減少而降低，當電容量減少時，上述的性能也會減弱。 
 
4.3 殘餘續航力預測 
 在本段的研究當中，我們假設電動機車的殘餘電量可以準確的求得。相關的

殘電量測方法於[曾全佑 8、林秋豐，2001]當中有詳細的討論。而在駕駛型態方

面，則假設未來的行車速度將維持與過去一段時間的平均行車速度相同。因此，



在這個模組的流程當中，假設車速是可以量測得到的。然後，再利用所量測的速

度來推算出馬達端電壓、以及馬達電流。 
圖 8 顯示了固定車速情況下的模擬結果。這兩個圖顯示，在初始的階段會有相當

大的誤差，這樣子的誤差量隨即收斂到相當小的地步。這是因為初始階段為車子

起步的階段，這個時候所量測的車速與穩態速度有相當程度的誤差，也就造成相

當程度的預測誤差。 
圖 9 是另外一個模擬結果。在這兩個模擬當中，車速是以簡諧的方式在作變動。

這兩個模擬結果顯示，續航力的預測與實際的續航力之間存在著誤差。這是因

為，預測模組以每一個時刻所量測的車速作為後續車速的值所致。也就是說，當

車速量取之後，預測模組便假設車速會以該速度維持。雖然如此，圖 9 的結果顯

示誤差量是可以被接受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誤差隨著殘電量的減少而減少。而

對這個模組的功能而言，最關鍵的時候是在殘電量少的時候。  
 
4.4 最佳行駛速度控制 
當電池的殘餘電量小於警示值時，系統若能夠幫助騎乘者，控制其速度，來使得

機車的行駛距離達到最遠，將對其成者有極大的幫助。因為這將幫助其成者盡量

達到目的地。 
在上一章當中，我們提出了一個求得電動機車最佳速度的理論，同時也提出了控

制器的設計方法。圖 10 則為速度控制的模擬結果。其中，模擬目標為一個變動

速度。由這個圖形可知，控制器可以成功的達到目標。因此，在求出最佳速度之

後，便可進行速度的控制。而在後續的研究當中，就是要將此控制器運用到實際

系統上。 
 
五、結論 
本研究主要利用鍵圖法建立了一個電動機車的性能模擬程式，用來模擬電動機車

的續航力、加速性、極速以及爬坡性能。此外，本研究亦提出了一套預測電動機

車殘餘續航力的方法，這個功能將可提供騎乘者足夠的資訊來判斷旅程的可行

性。最後本研究則利用能量守恆的觀念，搭配電動機車動態方程式，來推導出能

夠使電動機車達到最長續航力的最佳行駛速度。同時本研究亦提出了一套合理的

控制法則來執行速度控制。這樣子的一個模組在殘電量不足時尤其有用，它能夠

有效的控制所剩的能源來使得騎乘距離拉長。 
  經過與工研院的測試結果作比對，本研究所建立的模型足以精確的來模擬電

動機車的極速、續航力、加速性以及爬坡性能。在殘餘續航力的預測部份，由於

在邏輯當中是假設未來的速度將維持在過去一段時間的平均速度的值。這在速度

作急劇變動時會造成相當程度的誤差。此外，由於為了能在線上計算，本預測模

組利用了系統的穩態值來計算相對應的端電壓、馬達電流以及穩能速度。而由於

風阻對系統動態的影響並不大，且為了計算方便，風阻亦不被考慮。基於上述的

原因，所得到的預測值也產生誤差。因此，在後續的研究當中，我們將著重在未



來速度變化的預測，且增加預測模組的複雜性。來得到更精確的結果。 
  最後在最佳速度控制的部份，控制器的表現尚令人滿意。在後續的研究當

中，我們將會運用此控制器在實際的系統上，以觀察其實際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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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續航力模擬邏輯 
 
圖 3 殘餘續航力的預測邏輯 
 



表 1 定速測試 
平均馬達端電壓 
6.815 
13.34 
19.18 
25.10 
31.06 
37.75 
45.98 
工研院實測定速 km/h 
4.9 
10.0 
14.9 
19.9 
25.0 
30.1 
36.5 
本模型預測定速 km/h 
4.67 
10.12 
15.0 
19.94 
24.92 
30.51 
37.38 
本模型預測誤差% 
4.7 
1.2 
0.1 
0.2 
0.3 
1.4 
2.4 
 
表 2 爬坡測試 
θ(deg) 
0 
0.573 



1.146 
1.718 
2.291 
2.862 
3.434 
4.004 
4.574 
平均馬達端電壓 V 
45.98 
44.91 
43.85 
42.93 
41.38 
40.28 
39.72 
36.95 
34.86 
工研院實測定速 km/h 
36.5 
34.9 
33.9 
32.6 
31.0 
29.2 
28.0 
26.2 
24.0 
本模型預測定速 km/h 
37.94 
36.13 
34.34 
32.65 
30.44 
28.62 
27.23 
24.01 
21.36 
本模型預測誤差% 



3.9 
3.5 
1.3 
0.15 
1.8 
2.0 
2.75 
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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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電壓 vs 速度：電容量固定、爬坡坡度為 0° 
 
圖 5：速度 vs 續航力：電容量固定、爬坡坡度為 0° 
 
圖 6：電壓 vs 速度：電容量為放電電流函數、爬坡坡度為 0° 
 
圖 7：速度 vs 續航力：電容量為放電電流函數、爬坡坡度為 0° 
 
圖 8：實際殘餘續航力 vs 預估殘餘續航力；車速 67.5 Kmh 
 
圖 9：實際殘餘續航力 vs 預估殘餘續航力；車速 kmh 
 
圖 10：速度控制模擬；目標車速 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