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製作主要是利用紅外線感測水位，以達到預期的下潛動作，其控制方位以遙控
發射器來控制動力推進器，浮潛之動作由幫浦排出或吸入海水，來達到我們所要偵查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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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不多，每種控制都有各的優缺點，像無線
電搖控就需要考慮到無線電在水中是否會
被水波阻隔，紅外線搖控的控制距離會不
會很短…等等。所以這是這次研究的首要
重點目標。

本組所要研究的是精密水中探測器
(潛艇)，其動機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我們
所研究的水車探測器能代替人類在水中、
海底的所有工作，避免人類在水中不必要
的危險，保障人類的安全。而水中探測器
卻能幫助我們在海底所做的搜尋、探測。
如偵探石油、考查海底古蹟、搜索沉船或
墜毀的飛機…等等。
我們也藉由此研究來配合本組所學專
長，本組學員皆為機械系的自動化控制組
的學生，我們擁有機電整合的觀念、自動
化控制的整合、還有基本的機械製造理論
和實際操作，藉此也希望由此次的研究來
發展我們的所學，也讓我們在這次研究中
去學習面對問題，去了解問題，且更進一
步的去解決問題，從學習過程使我們的專
業更為專精。

圖 7-1 RF 接收及發射電路圖

二、研究目標
關於這次專題製作主要是利用感測電
路控制（如圖 7-1）
，省略了大量及繁雜的
控制電路，以達到想要完成的浮潛動作，
其中感測電路控制是裝置於重量水櫃的內
部（如圖 7-2）
，主要原理為利用水櫃內部
的浮桿到達定點的位置時，經感測電路切
斷 24v 抽水幫泵之作動，簡易說即藉重量
控制潛艇浮潛，大大改善目前完全採馬達
螺旋槳推動硬式下潛之結構。
在這次的研究中，我們大概分為三個主要
目標來研究，分別如下：

圖 7-2

在搖控方面，我們有考慮到幾種控
制，像是無線電搖控、紅外線搖控、聲波
搖控…等等。但要找到適合水中探測器卻
不多，每種控制都有各的優缺點，像無線
電搖控就需要考慮到無線電在水中是否會
被水波阻隔，紅外線搖控的控制距離會不
會很短…等等。所以這是這次研究的首要
重點目標。

2.1 搖控方面：
在搖控方面，我們有考慮到幾種控
制，像是無線電搖控、紅外線搖控、聲波
搖控…等等。但要找到適合水中探測器卻
1

2.2 閥和 Pump 方面：
在這方面，我們就需研究閥和 pump
該如何接管路使材料能控制在最精簡的狀
況，甚致可以研究如何把閥和 pump 和管
線所配置到最小體積，也能讓水中探測器
能在水中達到上浮和下沈的基本動作外，
且能在水中是操作自如。

殼其規格分別如下(如下圖 7-3)：
艦橋規格：長為 100mm，寬為
240mm，高為 130mm。
推進氣外殼規格：長為 100mm，直徑為
26mm。
水平鰭規格：長為 100mm，寬 80mm，厚
度為 10mm。
前後圓形外殼規格：直徑為 200mm 半圓
球。

3.3 機電整合方面：
由於這次的水中探測器的控制方面是
由搖控所控制，配合上一些基本的電磁
閥、pump 和感測電路所以需要考慮到該
如何在機電整合上下工夫，使這次的水中
探測器能最有效的操作和運用。

三、實驗方法及步驟:
這次的研究專題我們主要把他分為三
大部份，一部份分為設計本體尺寸，另一
部份是內部元件及其安裝配置，及無線搖
控方法這三大主題。
3.1 設計主體尺寸
我們在經過各方討論，我們決定先訂
出探測器的基本尺寸首先探測器本體的長
度為 1000mm，直徑為 200mm，潛艇的排
水量為 31.416kg，其表示為淨重加水重(滿)
必須大於排水量，則其本體才會下沈，本
体的規格如下，長為 10000mm，橫截面的
直徑為 200mm，而其本體上方開了一長為
300mm，寬為 200mm 的長方形，外加一
面薄蓋，以利往後內部配置和修，在外型
上，我們參考了許多潛艇和水中生物的外
型，來製造出最符合流体力學原理，最無
阻力的外型，於是在設計上，設計一個艦
橋，內部放置控制盒，和為了外型符合流
體力學，而在推進馬達上設計圓弧金屬外
殼包覆，及外加兩個水平鰭和前後圓形外

圖 7-3 潛艇外觀主體

3.2 內部元件及其安裝配置：
在其討論完外部尺寸後，接下來就內
部安裝的事物，在我們瞭解了潛艇的浮、
沉、前進及轉向控制的基本原理後，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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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著手內部安裝配置，在其本体內的感測
器結構，我們利用水的浮力，使水櫃內的
浮球上升至水平時，在啟動紅外線感測
器，來使 pump 立刻停止抽水動作，來達到
下沈動作，且防止因水櫃進水太多而故
障，但主要是感測電路元件的排列和管路
的接合與電路的測試，利用最有限的空
間，來安排排列這些管線，還有推進器方
面，我們根據探測器的現況，採用高壓防
水的精密馬達作為動力來源，放置於探測
器的兩旁，整個推進器的方向控制經由無
線搖控和感測系統的配合可以精準的方向
操(圖 7-4、圖 7-5 所示為內部實際得架
構)。

型用的搖控，此設備容易取得但價格昂
貴，在討論後便決定自行製作，於是採用
了益眾科技公司的 RF 模組，在實驗過程期
間我們嘗試了許多不同頻率的 RF 模組，如
下：
430MHz：作為普通遙控應用。
315MHz：實際用來做馬達抽水應用，但發
現有電磁干擾問題。
27 MHz：遙控距離短，但比較穩定。
但在多次的測試中，發現了干擾的問題一
直存在著，再經過多次討論和老師意見
下，決定在測試過程中較穩的 315 27MHz
RF 模組(圖 7-6)，並將 RF 接收器(圖 7-7)
移至潛艇的外面，問題才解決。

圖 7-4 pump 內部放置情形

圖 7-6 RF 發射器

圖 7-7 RF 接收器

四、結果與討論

圖 7-5 其上方為電磁閥

3.3 無線搖控方法：
在我們跟指導老師研究討論後，決定
利用無線電控制，也就是要市面上搖控模

在這次的製作專題中，我們碰到許多
的問題，在經過許多的測試下，都在截止
時間中完成，在過程的討論如下：
3

順利完成。
4.1 運用之原理
主要運用原理為浮力原理，當全艦重
量大於所須下沉之重量即產生下沉之動
作，根據計算得出如預將潛艇沉入整體所
需重量為 31.416 kg (採 32 kg)內部兩水
櫃容量計 5L(5 kg)，全艦總體淨重 9.81
kg，所須壓艙重量: 32 - 5 - 9.81 = 19.19
(採 20 kg)分別以 4 條各 5 kg 長方型鑄鐵
條做為壓艙重量，即利用兩水櫃 5 kg 的重
量自由增減調整體全艦總重量以達控制浮
沉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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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RF 控制器
在控制器的部分選用的是利用 RF 的
頻率發射以啟動潛艇所需的動作。RF 採類
比轉數位的方式傳送訊號，接收時再把數
位訊號轉為類比訊號，以供給高低電位差
5V，再以 5V 的訊號透過電晶體 NPN9013
的偏壓，啟動繼電器應用於負載所需額外
的配電，在整個潛艇的操作下，全靠 RF
遙控器來操作，在過程中如遇到電波、馬
達頻率的干擾，整個潛艇就無法有如預期
的動作，加上在 RF 頻率的選擇，也許是較
大眾常使用，在日常生活中，也可能會發
生干擾，於是在頻率選擇也是一大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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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錄
附錄 7-1 工作進度
92 年
3 月~4 月

5 月~6 月

蒐集潛艇相關資
製作外型設計並且購
料，熟悉潛艇的基本 買潛艇所需外型材
動作及運動原理，並 料、電子零件及內部電
開始著手潛艇外觀 磁法、管線之器材的相
及內部的改造設計。 關廠商，並開始內部組
裝及測試。

五、計畫成果自評

7 月~9 月

10 月~12 月

進 行 潛 艇 所 有 機 電 再次進行最後測試，及
整合：遙控電路的設 系統調整，使潛艇動作
計、潛艇內部元件組 更加順利流暢，並進行
裝、系統管路接合、 DV 拍攝工作，及專題
電路測試、防水系統 報告的製作。
檢測、實際下水測
試。

在完成此潛艇後，本組在實驗當中學
到了許多的新知與技術，不管在外型的設
計、RF 電路的設計、閥和 PUMP 管線的
安排及動作，和潛艇整個操作過程、動作
原理，都讓我們預期的充實，中途也曾遇
到困難而感到挫折，幸好大家都能同心協
力的一起討論，一起研究，才能突破這些
難關，也很幸運有指導教授王永彭副博士
的幫助，當我們在遇到問題時，能適時的
給我們意見及指導，才能使該專題計畫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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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7-2 水面中前進狀態

附錄 7-4 排水進行中特寫

附錄 7-3 潛艇排水中狀態

附錄 7-5 潛艇注入水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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