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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助力车之控制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助力车之控制系统，包含

一加速度传感器设置于助力车的车体上并侦测

助力车行驶加速度值，且同时侦测踏板的运转加

速度值；及设置于助力车的一主控制器接收加速

度传感器所侦测助力车的行驶加速度值，及分辨

感应侦测踏板的运转加速度值，而输出调整讯号

于助力马达、电池，藉以控制助力马达与电池的

输出，当踏板的运转加速度值大于助力车的行驶

加速度值则主控制器判断助力车接受路况或风

力的行进阻力增加，并提高助力马达、电池输出，

能有效辅助骑乘者不须要费力地踩踏就可轻松

克服艰难路况所造成的行驶阻力，有以降低骑乘

辛苦与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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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助力车之控制系统，包括：

一助力车，包括有踩踏驱动的踏板、驱动助力车行驶之助力马达、提供助力马达运作所

需之电池；

一加速度传感器设置于助力车的车体上并侦测助力车行驶加速度值，且同时侦测踏板

的运转加速度值；

一主控制器设置于该助力车，且该主控制器接收加速度传感器所侦测助力车的行驶加

速度值，及分辨感应侦测踏板的运转加速度值，而输出调整讯号于助力马达、电池，藉以控

制助力马达与电池的输出，当踏板的运转加速度值大于助力车的行驶加速度值则主控制器

判断助力车接受路况或风力的行进阻力增加，并提高助力马达、电池输出，而当踏板的运转

加速度值小于助力车的行驶加速度值则判断助力车接受路况或风力的行进阻力减少，主控

制器降低助力马达、电池输出；

其特征在于：该加速度传感器所侦测踏板的运转加速度值，能进一步侦测出包含踏板

的踩踏加速度在助力车行驶方向的分量与垂直助力车行驶方向的分量，进而以踏板的踩踏

加速度在助力车行驶方向的分量与垂直助力车行驶方向的分量之比值再与助力车的行驶

加速度值比较，而提供主控制器控制助力马达与电池输出为提高及降低的判别依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助力车之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该助力车包括一速度及

里程侦测器且与主控制器联结，该速度及里程侦测器侦测助力车的行驶速度值及行驶里程

数值，且该主控制器接收行驶速度值及行驶里程数值，并于行驶速度值大于时速32公里时

停止助力马达、电池输出，以避免车速过快。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助力车之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该助力车包括一显示器

且与主控制器联结，该主控制器监控该电池的电量并显示于显示器，该显示器进一步显示

速度及里程侦测器所侦测行驶速度值及行驶里程数值。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助力车之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该显示器与主控制器为

无线传输联结。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助力车之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该主控制器包含一马达

控制接口且电性链接至该助力马达。

6.根据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助力车之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该助力车包

括电性联结主控制器的一头灯及一尾灯，该头灯包含一光传感器，该光传感器侦测环境光

的亮度，且主控制器根据环境光的亮度改变对头灯的电力输出以形成亮度调整。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助力车之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该主控制器包括一蓝牙

传输单元，该蓝牙传输单元无线联结一手机用以记录及管理该助力车的骑乘时间及行驶速

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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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助力车之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助力车控制辅助动力输出的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助力车之控

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骑乘自行车或是机车，已经是一般人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尤其是自行车，更

是除了代步，还多了运动、健身之功能，但是单纯自行车的机械装置，骑乘者必须以人力克

服现实路况中的所有阻力(例如爬坡重力及空气阻力)，对于体能不佳者相对会比较辛苦。

[0003] 近来，业者纷纷推出具有辅助动力的自行车结构，如中国台湾公告第M52( )( )49

号之“自行车之传动系统”专利案，该专利如其权利要求1所述：“1.一种自行车之传动系统，

其包含：一支撑本体，其可拆卸地悬设于该自行车之一后轮组件；一传动感测模块，其设置

于该自行车之一传动组件，该传动感测模块感测该传动组件之转动，以产生复数个传动转

动讯号；一驱动模块，其包含：一致动单元，其可拆卸地设置于该支撑本体，该致动单元具有

复数个驱动轴件；复数个驱动单元，其分别设置于各该驱动轴件，该复数个驱动单元可转动

地接触于该后轮组件；以及一电源模块，其可拆卸地设置于该支撑本体，并电性连接于该驱

动模块及该传动感测模块；以及一控制模块，其可拆卸地设置于该支撑本体，并电性连接该

传动感测模块、该致动单元及该电源模块，在该控制模块接收该复数个传动转动讯号时，该

控制模块则以一模糊逻辑计算出一驱动讯号，并传送该驱动讯号至该致动单元，以使该致

动单元据以驱使该复数个驱动轴件带动该复数个驱动单元转动，而使该复数个驱动单元施

予该后轮组件之一驱动力。”。

[0004] 然而，因为上揭习知专利的传动感测模块感测该传动组件之转动，仅为单纯车体

内部的传动阻力变化而已，如其说明书所述仅包含扭力讯号与复数个齿盘转速讯号这两个

车体内部参数而已。并无法反应出整个车体完整动量变化，包含不同体重的骑乘者坐上车

以后所面对不同路况阻力的整体性动量变化。

[0005] 再者，上揭习知专利透过“在该控制模块接收该复数个传动转动讯号时，该控制模

块则以一模糊逻辑计算出一驱动讯号，并传送该驱动讯号至该致动单元，以使该致动单元

据以驱使该复数个驱动轴件带动该复数个驱动单元转动，而使该复数个驱动单元施予该后

轮组件之一驱动力。”中，所述以一模糊逻辑计算出一”驱动讯号」的计算参数，如其说明书

所述仅针对扭力讯号与复数个齿盘转速讯号这两个车体内部参数而已，并无法具体地反应

出更无法进一步去反应整个车体完整动量变化中所含盖不同分量变化，包含踩踏施力、马

达助力(即上揭习知专利所述的驱动力)，以及不同路况(上坡、下坡、弯道)所形成的不同惯

性力等的消长变化，亦即该专利的控制模块在施予该后轮组件之驱动力无法及时反应车体

在不同路况中的惯性力变化，也无法依据不同路况对车体所形成的阻力而灵活输出能满足

骑乘者所需要的助力，则会造成以下两个缺点：

[0006] 1、该后轮组件之驱动力无法有效缓解骑乘者的踩踏负荷，面对艰难路况仍必须要

费力踩踏(使踏板运转加速度大于助力车加速度)才能克服，造成骑乘者生理上的辛苦与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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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是为习知专利结构使用上的缺点一。

[0007] 2、当车体因路况变化(下坡)而提升的惯性加速力时，若无法及时反应而降低马达

助力(即上揭习知专利所述的驱动力)，致使车体形成无谓的加速与刹车，又造成电力的虚

耗，是为习知专利结构使用上的缺点二。

[0008] 所以，如何针对上述习知专利结构无法及时反应车体在不同路况中的惯性力变

化，也无法依据不同路况对车体所形成的阻力而灵活输出能满足骑乘者所需要的助力，造

成车体形成无谓的加速与刹车，又造成电力的虚耗，及造成使骑乘者必须要费力踩踏的辛

苦与疲劳等缺点而进行改良创作者，是为本案所欲行解决的困难点所在。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之主要目的，在提供一种助力车之控制系统，藉由设置于该助力车的一主

控制器，藉以控制助力马达与电池输出的辅助动力，于踏板运转加速度值大于助力车电动

力加速度值则判断助力车的推、阻力的增减，主控制器提高助力马达、电池输出的辅助动

力，能有效辅助骑乘者不须要过度费力地踩踏，或是马达过度补助动力而消耗过多电量，就

可克服艰难路况所造成的行驶阻力，而达到轻松骑乘及降低辛苦与疲劳之使用进步性。

[0010] 本发明之次一目的，在提供一种助力车之控制系统，能有效及时反应车体因路况

变化(下坡)而提升的惯性加速力，而及时降低马达助力，避免车体形成无谓的加速与刹车，

有效降低电力与刹车结构的虚耗，兼具增加整体续航力之多重。

[0011] 为了达成上述之目的与功效，本发明一种助力车之控制系统，包括：一助力车，包

括有踩踏驱动的踏板、驱动助力车行驶之助力马达、提供助力马达运作所需之电池。

[0012] 一加速度传感器设置于助力车并侦测助力车行驶加速度值，且同时侦测踏板的运

转加速度值。

[0013] 一主控制器设置于该助力车，且该主控制器接收加速度传感器所侦测助力车的行

驶加速度值，及分辨感应侦测踏板的运转加速度值，而输出调整讯号于助力马达、电池，藉

以控制助力马达与电池的输出，当踏板的运转加速度值大于助力车的行驶加速度值则主控

制器判断助力车接受路况或风力的行进阻力增加，并提高助力马达、电池输出，而当踏板的

运转加速度值小于助力车的行驶加速度值则判断助力车接受路况或风力的行进阻力减少，

主控制器降低助力马达、电池输出。

[0014] 本发明进一步的技术特征在于，该加速度传感器所侦测踏板的运转加速度值，能

进一步侦测出包含踏板的踩踏加速度在助力车行驶方向的分量与垂直助力车行驶方向的

分量，进而以踏板的踩踏加速度在助力车行驶方向的分量与垂直助力车行驶方向的分量之

比值再与助力车的行驶加速度值比较，而提供主控制器控制助力马达与电池输出为提高及

降低的判别依据。

[0015] 本发明进一步的技术特征在于，该助力车包括一速度及里程侦测器且与主控制器

联结，该速度及里程侦测器侦测助力车的行驶速度值及行驶里程(距离)数值，且该主控制

器接收行驶速度值及行驶里程(距离)数值，并于行驶速度值大于时速32公里时停止助力马

达、电池输出，以避免车速过快。

[0016] 本发明进一步的技术特征在于，该助力车包括一显示器且与主控制器联结，该主

控制器监控该电池的电量并显示于显示器，该显示器进一步显示速度及里程侦测器所侦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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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速度值及行驶里程(距离)数值。

[0017] 本发明进一步的技术特征在于，该显示器与主控制器为无线传输联结。

[0018] 本发明进一步的技术特征在于，该主控制器包含一马达控制接口且电性链接至该

助力马达。

[0019] 本发明进一步的技术特征在于，该助力车包括电性联结主控制器的一头灯及一尾

灯，该头灯包含一光传感器，该光传感器侦测环境光的亮度，且主控制器根据环境光的亮度

改变对头灯的电力输出以形成亮度调整。

[0020] 本发明进一步的技术特征在于，该主控制器包括一蓝牙传输单元，该蓝牙传输单

元无线联结一手机用以记录及管理该助力车的骑乘时间及行驶速度值。

[0021] 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但本发明的一种助力车之控

制系统不局限于实施例。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助力车无线联结一手机之平面示意图。

[0023] 图2是本发明系统方块图。

[0024] 图3是本发明踏板的踩踏加速度在助力车行驶方向的分量与垂直助力车行驶方向

的分量示意图。

[0025] 图4是本发明控制助力马达的助力输出曲线图。

[0026] 图5是本发明的光传感器感应环境光，而透过主控制器控制头灯亮度调整示意图

一。

[0027] 图6是本发明的光传感器感应环境光，而透过主控制器控制头灯亮度调整示意图

二。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实施例，参见图1至图6所示，本发明的一种助力车之控制系统，包括：一助力车1，

包括有踩踏驱动的踏板11、驱动助力车行驶之助力马达12、提供助力马达运作所需之电池

13：

[0029] 一加速度传感器15设置于助力车1的车体上并侦测助力车1行驶加速度值，且同时

侦测踩踏驱动的踏板11运转加速度值。

[0030] 一主控制器2设置于该助力车1，且该主控制器2接收加速度传感器15所侦测助力

车1的行驶加速度值，及感应侦测踏板11的运转加速度值，而输出调整讯号于助力马达12、

电池13，藉以控制助力马达12与电池13的输出，于踏板11的运转加速度值大于助力车1的行

驶加速度值，则主控制器2判断助力车1接受路况或风力的行进阻力增加，并提高助力马达

12、电池13输出，于踏板11的运转加速度值小于助力车1的行驶加速度值，则主控制器2判断

助力车1接受路况或风力的行进阻力减少，并降低助力马达12、电池13输出。

[0031] 于下进一步细述本发明的各组件之特征，在上述图1-3中，该加速度传感器15所侦

测踏板11的运转加速度值，能进一步侦测出包含踏板11的踩踏加速度在助力车1行驶方向

的分量与垂直助力车1行驶方向的分量，进而以踏板11的踩踏加速度在助力车1行驶方向的

分量与垂直助力车1行驶方向的分量之比值再与助力车1的行驶加速度值比较，而提供主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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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2控制助力马达12与电池13输出为提高及降低的判别依据。其次，该助力车1包括一速

度及里程侦测器14且与主控制器2联结，该速度及里程侦测器14侦测助力车1的行驶速度值

及行驶里程(距离)数值，且该主控制器2接收行驶速度值及行驶里程(距离)数值，并于行驶

速度值大于时速32公里时停止助力马达12、电池13输出，以避免车速过快。再者，该助力车1

包括一显示器18且与主控制器2联结，该主控制器2监控该电池12的电量并显示于显示器

18，该显示器18进一步显示速度及里程侦测器14所侦测行驶速度值及行驶里程(距离)数

值。而且，该显示器18与主控制器1为无线传输联结。又，该主控制器2包含一马达控制接口

21且电性连结至该助力马达12。另外，该助力车1包括电性联结主控制器2的一头灯16及一

尾灯17，该头灯16包含一光传感器161，该光传感器161侦测环境光的亮度，且该主控制器2

根据环境光的亮度改变对头灯16的电力输出以形成亮度调整。最后，该主控制器1包括一蓝

牙传输单元22，该蓝牙传输单元22无线联结一手机3用以记录及管理该助力车1的骑乘时间

及行驶速度值。

[0032] 如上图1-3所示本发明，藉由设置于该助力车1的主控制器2，可接收加速度传感器

15所侦测助力车1的行驶加速度值，及感应侦测踏板11的运转加速度值，而输出调整讯号于

助力马达12、电池13，藉以控制助力马达12与电池13的输出。由于根据动能定律，作用于助

力车1的施力，使其动能产生变化以克服空气阻力、传动阻力以及爬坡重力，则此力所作的

功率P为：P＝F·v，而其中的施力F系包含踩踏施力，惯性力以及马达助力的总和；因此，当

由踩踏施力，惯性力以及马达助力的加总作用于助力车1以产生一行驶速度时，其中的踩踏

施力与马达助力会形成反比的变化关系。所以，而本发明主控制器2控制助力马达12与电池

13输出的判别式为：当于踏板11的运转加速度值大于助力车1的行驶加速度值，则判断助力

车1接受路况的行进阻力例如粗糙路面，上坡，或是逆风等增加，并提高助力马达12、电池13

输出；反之，于踏板11的运转加速度值小于助力车1的行驶加速度值，则主控制器2判断助力

车1接受路况的行进阻力粗糙路面，上坡，或是逆风等减少，并降低助力马达12、电池13输

出。而如图3所示，当骑乘者沿图中箭头方向踩动踏板11而使助力车1沿空心箭头方向(Y轴)

产生一行驶加速度值时；而本发明加速度传感器15所侦测踏板11的运转加速度值，能进一

步侦测出包含踏板11的踩踏加速度在助力车1行驶方向的分量(ZY箭头)与垂直助力车1行

驶方向的分量(ZX箭头)，进而能以踏板11的踩踏加速度在助力车1行驶方向的分量(ZY箭

头)与垂直助力车1行驶方向的分量(ZX箭头)的比值再与助力车1的行驶加速度值比较，而

提供主控制器2控制助力马达12与电池13输出为提高及降低的判别依据。

[0033] 而且，本发明加速度传感器15所侦测助力车1的行驶加速度，能含盖整个车体完整

动量变化，包含不同体重的骑乘者坐上车以后所面对不同路况阻力的整体性动量变化；故

于主控制器2提高助力马达12、电池13输出时能有效缓解骑乘者的踩踏负荷，及辅助骑乘者

不须要费力地踩踏就可轻松克服艰难路况所造成的行驶阻力，有以降低骑乘辛苦与疲劳。

[0034] 而当于踏板11的运转加速度小于助力车1的行驶加速度，则主控制器2判断助力车

1接受路况的阻力减少，并降低助力马达12、电池13输出，藉以平衡整体电力的总输出，使电

池13得以延长对助力车1的电力供应时效。因此，当助力车1的骑乘者在下坡路段中因惯性

速度提升而自然降低踩踏力时，藉该加速度传感器15及时侦测惯性速度提升的变化，而及

时降低马达助力，避免车体形成无谓的加速与刹车，有效降低电力与刹车结构的虚耗，兼具

增加整体续航力之多重使用进步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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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前段所述为本发明控制助力马达12、电池13输出的机制，而本发明藉由主控制器2

联结的速度及里程侦测器14，且该速度及里程侦测器14具有连接的感应线141连结至助力

车1的前轮19，用以侦测助力车1的行驶速度值及行驶里程(距离)数值，且该主控制器2接收

行驶速度值及行驶里程(距离)数值，并于行驶速度值大于时速32公里时停止助力马达12、

电池13输出，以避免车速过快。

[0036] 另外，本发明控制助力马达12、电池13输出的另一控制机制，即本发明该主控制器

2包含一运算单元23内建有助力车1基本运算数据包含有车重数值，该运算单元23计算踏板

11的运转加速度、助力车1的行驶加速度、速度及里程侦测器14侦测的行驶里程(距离)数值

及内建的车重数值，以产生踩踏施力值231。根据动能定律，若骑乘者踩踏施力作用于助力

车1，使其动能由EK0增至EK则此力所作的功为：W＝ΔEK＝EK-EK0＝Fd，而其中对于助力车1均

变速直线运动的情形，系可推导如下式：

[0037] 其中 m

为助力车1质量(车重)，v1与v2分别为助力车1的初速度与末速度，a为助力车1加速度，d为助

力车1行驶距离，而其中的F即为本发明所要求得的踩踏施力值231。透过上式，即可由计算

踏板11的运转加速度、助力车1的行驶加速度、速度及里程侦测器14侦测的行驶里程距离数

值及内建的车重数值，以计算产生一踩踏施力值231，并于该踩踏施力值231大于25牛米Nm

时判断助力车1接受路况的阻力增加，则主控制器2提高助力马达12、电池13输出。而使本发

明控制该助力马达12的助力输出呈现如图4所示，在平路直线的路况下当踩踏施力值231大

于25牛米Nm时，即如图4上侧的助力输出曲线所示，以渐进的幅度提高助力马达12输出，且

使车速维持在时速25至32公里之间；而在上坡路况下当踩踏施力值231大于25牛米Nm时，则

如图4中间的助力输出曲线所示，以分段式提高助力马达12输出，且使车速维持在时速25至

32公里之间；而在下坡路况时，因为助力车1本身重力作用的关系而在不需踩踏情形下就可

使速度行车速度加快，此时该主控制器2于接收行驶速度值及行驶里程(距离)数值大于时

速32公里时，将停止助力马达12、电池13输出以避免速度过快，而使输出曲线呈现接近直线

的牛皮振荡状态，如图4下侧的助力输出曲线所示。

[0038] 如图5、图6为本发明的光传感器感应环境光，而透过主控制器控制头灯亮度调整

示意图，即本发明该助力车1电性联结主控制器2的一头灯16及一尾灯17，配合图2所示，藉

由该头灯16所设一光传感器161，该光传感器161侦测环境光的亮度，且该主控制器2根据环

境光的亮度改变对头灯16的电力输出以形成亮度调整，即当本发明光传感器161感测到环

境光如图中所示的路灯的亮度变小时，则主控制器2会放大头灯16的亮度(如图5所示)，而

当本发明光传感器161感测到环境光有较大亮度的光源路灯时，则主控制器2会缩小头灯16

的亮度(如图6所示)；据以灵活因应各种不同使用环境而控制电力使用输出，降低电池13的

运作功率与负载，并进一步延长电池13对助力车1电力供应的时效与续航力。

[0039] 另外，本发明藉由该主控制器2包括一蓝牙传输单元22，该蓝牙传输单元22无线联

结一手机3用以记录及管理该助力车1的骑乘时间及行驶速度值；而且，可进一步透过手机

下载各种的运动管理软件，进一步输入骑乘者的体重、年纪等生理条件，而达到生理体能上

的管理。

[0040] 如上所述本发明，能确实突破目前在助力车的辅助动力控制技术发展上面临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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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及缺点，而达到以下优点：

[0041] 1、藉由设置于该助力车1的一主控制器2，可接收加速度传感器15所侦测助力车1

的行驶加速度，及感应侦测踏板11的运转加速度，于踏板11的运转加速度大于助力车1的行

驶加速度时，主控制器2提高助力马达12、电池13输出的辅助动力，能有效辅助骑乘者不须

要费力地踩踏克服各种艰难路况所造成的行驶阻力，而达到轻松骑乘及降低辛苦与疲劳之

使用进步性。

[0042] 2、主控制器2能有效及时反应助力车1因路况变化下坡而提升的惯性加速力，而及

时降低马达助力，避免车体形成助力车1无谓的加速与刹车，有效降低电力与刹车结构的虚

耗，兼具增加整体续航力之多重进步性。

[0043] 3、主控制器2进一步于踏板11的运转加速度小于助力车1的行驶加速度时，降低助

力马达12、电池13输出，及降低电池13的运作功率与负载，使电池13得以延长对助力车1的

电力供应时效。

[0044] 上述实施例仅用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一种助力车之控制系统，但本发明并不局

限于实施例，凡是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

修饰，均落入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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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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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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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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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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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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