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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提出自走車探勘系統是以紅外線及超音波為基礎，由紅外線及超音波避開障礙物。同時，架設於

車上的網路攝影機回傳影像畫面，並可使用智慧型手機控制自走車以避開紅外線及超音波無法避障的地

形，此探勘系統是將控制中心、自走車和智慧型手機透過無線網路通訊系統連結並將影像畫面傳回控制

中心紀錄存檔以提供後續救援行動之參考依據，本論文提出若干實驗結果以驗證此系統之實用性與性能。

關鍵詞：自走車；手機控制；紅外線；網路攝影機；無線網路通訊；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self-propelled vehicle mining system is based on infrared and ultrasound, the infrared and 

ultrasound avoiding obstacles. At the same time, set up to return the car webcam video screen, and use smart 

phones to control self-propelled vehicle was unable to avoid the infrared and ultrasound obstacle avoidance 

terrain, this mining system is a control center, self-propelled vehicle and Quick smart phones and video images 

via wireless network communication system back to the control center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archive 

records of the follow-up rescue operations,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esults of several experiments to verify the 

usability and performance of thi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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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年來，由於天災人禍不斷發生，國內國外頻傳氣

爆、地震等災害，2014 年更發生高雄瓦斯氣爆事

件，現場有許多地下涵管、瓦礫等不利於救難人員

救援的障礙物，降地救援效率。傳統的探測車具備

有紅外線的方式[1][2]或是利用超音波偵測[3][4]，

來完成偵測探勘的功能。本團隊欲設計一台探勘自

走車，藉此提高探勘的速度及救援的效率，車子上

架設紅外線、超音波、觸鬚以進行自動避障，使其

能在狹窄的地下通道行走，由網路攝影機(IPCam)

回傳RTSP即時影像畫面至控制中心及智慧型手機

(Android)藉以控制探勘車輛的行進[5]，目前最常

見的模式便為利用無線通訊模組配合智慧型手機

來完成上述功能[6][7]，除此之外，亦可記錄車輛

行進之軌跡[8]，或是直接使用行動通訊網路來取

代無線網路[9]。本研究可在黑暗的環境中，網路

攝影機備有照明燈功能，並在車上裝置WiFi模組，

藉此來接收手機控制的指令後，將指令回傳到控制

中心並偵測目前自走車的位置予以記錄，無線網路

通訊可採用手機行動 3G 網路或 WLAN 之

Infrastructure 模式來完成，當災難現場有線網路被

破壞時 WLAN 亦無法正常工作，因此將 3G 手機

網路當做基地台取代 WLAN，本研究將這些功能

整合後希望能完成一部具有無線傳輸能力且多功

能的避障探勘自走車[10]，本論文最後提出兩項實

驗結果驗證此探勘自走車的功能。 

2. 系統結構 

2.1 自走車車體裝置 

本實驗自走車不僅有紅外線、超音波和觸鬚來判斷

前進的路徑，且能使用手機透過無線網路模組傳送

控制信號給車子，並使用 IPCam 將即時影像畫面

回傳於控制中心及手機。以下為本論文自走車本體

搭載的裝置如下圖 1 所示: 

圖一 

本實驗是透過 3G 手機網路基地台連結控制中心、

手機、自走車上的 WiFi 模組與 IPCam，採用

3G 標準 W-CDMA。避免災難現場過多其他裝

置連結手機基地台，本實驗將連結裝置設定為

可信任連結的裝置，如此一來就不會造成網路

擁擠，影響整體網路效率。整體系統示意圖如

下圖 2 所示: 

 
圖二 

3.  實驗結果 

3.1 紅外線、超音波和觸鬚結合影像實作 

本實驗是將紅外線及超音波裝上測試，測試後

發現許多小地方會偵測不到，經過討論後決定再加

入上下雙觸鬚，配合紅外線及超音波偵測進而避障，

進入黑暗環境，照明燈會自動開啟。3.1 實作如下

圖 3、4、5 所示: 

圖三 本實驗製作的場景 

圖四紅外線、超音波和觸鬚結合影像實作 
 

圖 5 為燈光功能，目前是使用 IPCam內建的照明

燈，未來會在車體上加裝 LED燈。 

圖五燈光功能 

3.2 位置模擬和手機控制 

  手機控制是使用 Android 系統將 Socket 訊息

紅外線模組 

觸鬚模組 
WiFI:RN131C IPCam:TN50W 

 



透過 3G網路傳送至自走車上的 WiFi module 以前

進、後退、左轉和右轉的指令操控自走車行進方向。

另外，避免救難人員裝備過多，沒有多餘的手來輸

入指令，增加了三軸加速器，只要將手機搖擺也能

驅使自走車行進。位置模擬功能是輸入指令後，app

程式就會透過 3G 網路將指令回傳到控制中心，以

VS 程式顯示出自走車目前的所在位置，配合

IPCam 回傳的受困者畫面，控制中心就能迅速掌握

情勢，提高整體救援效率 

 
圖六 位置模擬與手機控制

 
圖七 位置模擬與手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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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論 

本論文以紅外線、超音波和觸鬚，結合即時影像及 

手機控制系統已初步完成，撰寫 basic stamp 程式 

即可讓自走車本身利用前三種裝置達到自動避障的 

效果，考慮到現 場災難環境多變化，本團隊開發出 

可以讓使用者透過手機操控自走車的 App程式，使用 

者可任意操控自走車，攝影機本身有照明燈的功能， 

在黑暗的環境行駛均無問題。總而言之，本論文希望 

開發出災難現場所使用的小型探勘車，除了本身的避 

障功能外，位於車子上的 IPCam更能清楚的將即時影 

像傳回控制中心及手機，萬一遇到無法判斷的地形， 

使用者可以切換手控模式，迅速的探勘地形，完整個 

系統功能，相信本論文能幫助使用者提高效率。由圖 4  

及圖 6就能證明出本實驗的實用性，當然，發生災害後 

的現場環境遠不如實驗場景簡單，未來會持續規劃與改 

進本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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