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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諸多的新聞報導中，我們發現許多有關車內環境不佳導致發生危險的事件，像

是一氧化碳中毒身亡、二氧化碳濃度過高造成駕駛精神不佳而操控不良、以及車內的

溫度過高導致熱衰竭等等案件，為了拯救生命，因此我們實作出解決方案。利用

Arduino 結合感測器製作一個自動化的系統，以智慧聯網的概念，即時感測車內的二氧

化碳濃度、一氧化碳濃度和溫度高低，適時的解決這些隱形殺手的問題，並同步將收

集的資料上傳至資料庫，讓使用者可以透過手機 APP 即時獲知車內環境資訊。 
 
關鍵詞：物聯網、Arduino、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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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導論 
隨著時代的進步，科技使人們更便利的生活，汽車的發明便是一例。其提供人們

方便與快捷抵達目的地的優點，讓民眾都想擁有它，根據交通部公路總局的統計，在

106 年度 12 月底時的汽車登記數為 7,948,783 輛，較 105 年度的汽車登記數 7,842,423
輛增加了 1.34% [1]，由此可見在台的汽車數量有越來越多的趨勢。由於人類科技的持

續進步，也讓汽車越來越舒適，越來越快速，利用汽車作為我們的代步工具，我們可

以去任何地方，不用像騎機車般面臨颳風又淋雨，汽車已經不僅僅是一種代步工具，

更提供了一個舒適的環境，儼然是車主的第二個家。 
 
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建構出物聯網環境，物聯網應用於汽車間形成了「車聯網

」，透過串接車輛資訊與行動網路，運用感測器、無線網路通訊、資料處理等技術，

針對車輛、行人及道路環境將訊息進行有效辨識及傳遞，並將資料透過後端進行彙整

，製作出可視化介面，以提供駕駛者相關資訊。除此之外，車聯網也普遍應用於交通

安全、交通服務、城市管理、物流運輸、智慧收費等[2]。 
 
綜上所述，隨著網際網路的越來越發達，造就了物物相連的物聯網，我們以交通

工具結合物聯網的應用為主要發想，提出了此專案，以下將分別用「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來加以說明。 
 

一、 研究動機 
 
在眾多的新聞報導當中，看到許多有關車內的意外事故，經由各種資料的顯示，

發現了車內環境其實並不安全，隱藏著許多看不見的隱形殺手。 
台灣屬於亞熱帶地區，加上溫室效應，夏日極為炎熱，所以一般都會緊閉窗戶開

啟冷氣。此外駕駛汽車的活動中，由於要減少風切聲及阻隔外部的噪音，車窗往往也

都全程緊閉著，因此乘客吐出的二氧化碳就成為一個有害的因子。而汽車在怠速時，

因為開啟冷氣，引擎轉速較高，排出的一氧化碳也會滲入車內，造成另一個有害的因

子。此外常有迷糊的駕駛，下車後忘了清點乘客(如嬰幼兒或寵物)，將乘客遺忘於車內

，車中的通風不良，又加上炎炎夏日的高溫曝曬下，往往會造成乘客熱衰竭甚至熱中

暑，形成另一種遺憾發生。 
 
根據行政院環境環保署在 2012 年所提出的「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二氧化碳的

管制標準為 1000ppm(8 小時平均值)。二氧化碳是很強的腦血管擴張劑，吸入大量高濃

度的二氧化碳可能造成循環衰竭而昏迷致死[3]，因此二氧化碳的超標不容小覷。汽車

中冷氣的室內循環是我們關注的重點，雖然汽車內不完全屬於密閉空間，但屬於通風

不良的空間。當車窗緊閉又採用冷氣內部循環時，短短的 10 分鐘內，車內的二氧化碳

濃度就可以高達 1000ppm[4]，這不僅僅會對人體造成危害，也可能因為氧氣不足的關

係，導致駕駛者一個不小心就發生了意外事故，為了防範類似事件的發生，本團隊就

針對車內的氣體做更進一步的研究。 
 

二、 研究目的 
 
為了避免隱形殺手危害車內的環境品質，我們利用物聯網的概念在車內安裝感測

器，製作一個全自動化的系統來保護駕駛人與乘客，讓駕駛人能更安心舒適的開車。

此系統可以即時的偵測車內的環境數值，例如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以及溫度。當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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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異常時，將會自動進行解決之道，例如偵測到一氧化碳或二氧化碳濃度過高時，自

動開啟風扇，降低車內環境當中的有害氣體，預防駕駛人會昏昏欲睡導致遺憾發生的

情形。除此之外，使用者也可以透過手機應用程式來觀看當前的環境數值，可以使用

應用程式當中的「風扇開關」來手動控制風扇。 

貳、 回顧與探討 
此章我們分別以汽車數量變化、空氣品質以及車聯網的商機來進行探討，了解車

聯網的未來商務。 
 

一、 汽車數量 
 
根據公路總局的統計，全臺灣的汽車登記數量從民國 97 年到 106 年十年之間從

672 萬多輛增長到 794 萬多輛，增加了將近 122 萬輛(參見表 1)[1]。從車輛增加的數量

顯示上來看，臺灣的汽車有越來越多的趨勢。加上許多和車子相關的意外事件層出不

窮，然而也有許多案例是和車內環境相關的情形，例如車內一氧化碳中毒[5]或小孩獨

留車內造成小孩熱衰竭[6]等案例，因此現在人們越來越注重行車的安全，進而帶動車

內環境感測的商機。 
 

表 1：97-106 的汽車登記數量 
年份 汽車登記數量 較上年增減% 
97 6726916 -0.61% 
98 6769845 0.63% 
99 6876515 1.55% 
100 7053082 2.50% 
101 7206770 2.13% 
102 7367522 2.18% 
103 7554319 2.47% 
104 7739144 2.39% 
105 7842423 1.32% 
106 7948783 1.34% 

 
二、 空氣品質 

 
隨著地球的暖化，以及氣候的變遷，再加上空氣的汙染，現今空氣品質已經是大

眾都在關注的事情了，空氣品質的不佳，導致人們更容易呼吸到髒空氣，即便是免疫

力正常的人，也容易引發呼吸系統疾病，對於免疫力系統較弱且患有呼吸道過敏的病

人可能造成更大傷害。也因此在公共區域都有裝設空氣品質偵測器，例如車站、圖書

館和學校等等地點。在 101 年環境環保署更頒布空氣品質標準法來限制有害氣體的數

量(參見表 2)[7]，而大家越來越重視環境空氣品質的議題，卻遺忘了其實車內也是有害

氣體會出沒的地方，像是 CO2、CO 或是溫度過高都會導致遺憾發生的，新聞報導中也

經常會看到諸如此類的事件，所以維持車內的環境，並降低有害氣體的威脅也是不容

小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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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空氣污染物之空氣品質標準規定 

項目 標準值 單位 
總懸浮微粒

(TSP) 
二十四小時值 250 

μg／m3 
(微克／立方

公尺) 

年幾何平均值 130 

(PM10) 
日平均值或二十四小時值 125 

年平均值 65 

(PM2.5) 
二十四小時值 35 

年平均值 15 

二氧化硫(SO2) 
小時平均值 0.25 

ppm 
(體積濃度百

萬分之一) 

日平均值 0.1 
年平均值 0.03 

二氧化氮(NO2) 
小時平均值 0.25 
年平均值 0.05 

一氧化碳(CO) 
小時平均值 35 

八小時平均值 9 

臭氧(O3) 
小時平均值 0.12 

八小時平均值 0.06 
 

三、 車聯網 
 
隨著科技的進步，加上物聯網的盛行，帶動了車聯網的發展，根據台灣區電機電

子工業同業公會發現全球聯網車輛系統市場規模將出現快速增長，至 2015 年，整體市

場規模將接近 3500 億美元，年增長率達到 25%。按照這個速度，到 2022 年，物聯網

技術將推動全球企業的利潤總和增長 21%[8]，發現車聯網市場規模越來越大，以及政

府的推動，而道路安全的事件層出不窮，根據交通部道路交通事故統計發現從 90 年到

105 年，肇事件數由 64264 件增加到 305556 件(參見表 3)[9]，讓政府更加重視這方面

的議題，並積極的做出改善，也讓人民更加重視行車的安全，也因此發展出許多和車

子相關的裝置來避免意外發生，這也是它得以蓬勃興起並逐步發展的重要原因，隨著

消費者的需求增加，再加上市場上的需求越來越大，以及政府不斷推動車聯網的發展

，在 106 年時肇事事件由 105 年的 305,556 件減至 285,376 件(參見表 3)[9]，發現肇事

案件有明顯的減少，由此可知車聯網對改善人們的生活有著重要的意義，也因此車聯

網將會造就非常龐大的商機。 
 

表 3：90-106 肇事數量 
年份 肇事件數(件) 
90 年 64,264 
91 年 86,259 
92 年 120,223 
93 年 137,221 
94 年 155,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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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年 160,897 
96 年 163,971 
97 年 170,127 
98 年 184,749 
99 年 219,651 
100 年 235,776 
101 年 249,465 
102 年 278,388 
103 年 307,842 
104 年 305,413 
105 年 305,556 
106 年 285,376 

 

參、 氣定神閒系統 
一、 系統架構及設計 

 
本系統架構分為「感測端」、「伺服器端」與「用戶端」(參見圖 1)。「感測端」

應用 Arduino 當成平台掛載多種感測器，將收集到的資料，經由 Wi-Fi 模組傳送至「伺

服器端」的資料庫當中進行紀錄，為了提高效率，我們在 Arduino 的程式就針對氣體

和溫度數值做即時的判斷，來決定是否進行處置行為，如啟動車上的裝置，此專案我

們採用開啟排風扇來當例子。「用戶端」則是利用手機 APP 提供車上的即時資料或歷

史資料的顯示，此外亦提供讓使用者手動控制車上設備的功能。 
 

 
 

當感測器偵測到氣體/溫度資料後，利用 Arduino 搭配 Wi-Fi 模組連上使用者的行

動網路作為資料收發的媒介，傳送感測資料至伺服器，伺服器將感測資料儲存在

圖 1：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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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 資料庫中。使用者經由手機 APP 從伺服器取得資料庫中的資料並繪製成圖表

，提供給使用者決定是否要開啟排風扇(參考圖 2)，當系統偵測到數值超標時，將會自

動開啟排風扇，降低車內有害氣體，保障使用者不受車內隱形殺手的危害。針對車內

會對人體造成危害的氣體[10]，我們利用檢測一氧化碳氣體的 MQ-7、二氧化碳的 MQ-
135 和溫度的 MG811 來進行偵測，參考表 4 所列出的危害數值，依據車內環境來進行

適當的處置。 

 
 

表 4：對人體有害氣體/溫度致命值 

有害氣體/溫度 最低致命值 

一氧化碳 9ppm 

二氧化碳 1000ppm 

溫度 40°C 
 

當 Arduino 收集到感測器偵測的資料後，自動透過 Wi-Fi 模組 ESP8266，傳送資料

到後台的 Apache 伺服器，並儲存在 MySQL 資料庫系統內，使用者能透過手機 APP 連

線至伺服器的資料庫獲取資料，查詢目前或過往的偵測紀錄(參見圖 3)。使用者透過

APP 看到圖表，對於目前車內氣體/溫度狀況覺得需要改善時，亦可透過 APP 中的控制

功能開啟風扇來調整車內環境。 
 

圖 2：即時顯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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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運作模式 

 
在感應端的部分，我們使用 Arduino Uno 開發板來做為控制感測器以及收發資料

的核心，並且我們加裝了 Wi-Fi 模組將資料傳送到伺服器端的資料庫。伺服器端則透

過 SQL 指令將資料庫中的資料進行前置運算，以便加快後續讀取歷史紀錄的速度。用

戶端透過手機應用程式作為媒介，對伺服器端發送要求來取得資料，並觀看想要的資

訊，並且可以透過網路對裝置進行控制(參見圖 4)。 
 

 

肆、 討論與分析 
為了檢視產品在市面上的潛在商業價值，本團隊將目前研發的產品雛型進行了

SWOT 分析(參見表 5)。 
 
優勢部分表列了四項，第一項：製造成本低，產品採用便宜的 Arduino 單晶片處

理器來掛載多種感測器，透過量產零件使得價格降低，藉由創意組合使得利潤增加，

未來甚至可以以量制價，降低更多成本。第二項：多種感測數值，藉由 Arduino 單晶

片處理器可附加多種感測器的特性，使用燒錄在 Arduino 中的程式，將多種數值並行

偵測，提高資訊量。第三項：占用車內空間小，雖然市面上已有偵測的儀器，但都只

是提供偵測單一因子，且儀器體積較大，而本產品則是多方面的環境偵測，體積又相

較於市面上的儀器小。第四項：自動化的系統，透過燒錄在 Arduino 中的程式，系統

可對當時的環境數值進行判斷，當數值達危險值透過排風扇將有害氣體排出，降低危

險氣體的數值。 

圖 4：系統元件間互動示意圖 

圖 3：歷史紀錄查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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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部分表列了兩項，第一項：汽車數量多，呼應前言汽車數量有越來越多的趨

勢，藉此對於產品的需求將會越來越大。第二項，密閉空間皆可使用，產品偵測氣體

的功能在密閉空間皆可以使用，例如：通風不良的浴室、辦公室等。 
 
劣勢部分表列了兩項，第一項：感測器精準度稍差，低價感測器精準度稍差，但

是如果在精準的控制環境中校正後，應可以獲得較精準的數值，或者採用高單價的感

測器，亦可以解決此問題。第二項：電源供應問題，我們產品只是雛型系統，目前採

用外接電源供電，未來可以利用車輛的直流電源降壓來供電，是以此問題在未來一定

可以解決。 
 
威脅表列了一項：產品易有競爭者，物聯網的時代來臨後引領出「車聯網」，目

前許多汽車公司致力於研發專屬自己的物聯網應用程式，我們的構想易於被引用，導

致競爭激烈，不過只要持續精進產品，相信仍有機會克服此威脅。 
 

表 5：氣定神閒 SWOT 分析 
優勢(Strength) 機會(Opportunity) 

1. 製造成本低。 
2. 多種感測數值。 
3. 佔用空間小。 
4. 自動化的系統。 

1. 汽車數量多。 
2. 密閉空間皆可使用。 

劣勢(Weakness) 威脅(Threat) 
1. 感測器精準度稍差。 
2. 電源供應問題。 

1. 產品易有競爭者。 

伍、 結論及未來展望 
總結以上敘述，我們的系統可以有效地減少隱形殺手對人體的危害，拯救人命。

當系統感測到環境數值可能造成危害生命時，將會自動的啟動設備降低危害因子的存

在。除此之外，我們開發了手機 APP，在人手一機的現實社會中，此 APP 能即時的顯示

車內環境危害因子的變化，還可以讓使用者自行控制車上的風扇開關，來降低車內溫

度或移除有害氣體。行車時的自動處理功能，將帶給駕駛人在行車上面的安全。 

 

除了應用於汽車內外，系統也可以應用在各種密閉空間或者通風不良的地方，像

是會議室、辦公室、浴室等，是以我們的產品具有很大的商機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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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any news reports, we found that many car accidents occurred by the poor 
environment of car, such as carbon monoxide poisoning, breathing in excessive carbon 
dioxide resulted in sleepy of driver, and the high temperature inside of the car resulted in the 
heat exhaustion of passengers. In order to save lives, we found a solution by using Arduino 
combined with sensors to build an automated system. With the concept of networking, 
sensing carbon dioxide and carbon monoxide concentrations in vehicles, and return 
temperature levels in real time, we can solve the problem caused by these invisible killers. By 
collecting data into the database synchronously, users can have the real-time information 
inside the vehicle through the APP we developed with the concept of user-friendl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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