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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電動車已成未來無法抵擋的趨勢，為因應新式動力
系統的變化，本文提出一套新式煞車系統的配套設計。
傳統煞車倍力裝置利用引擎進氣歧管處之真空進行煞
車輔助，而車輛動力系統由內燃機引擎過渡至馬達動力
後，將無法為煞車倍力裝置提供輔助真空，在不改變原
煞車倍力裝置的前提下，尋找其他代用之穩定真空源是
目前主要課題。本設計在車輛動力由馬達傳至車輪的路
徑上，併接一組機械式真空泵浦，使藉由車輛移動時多
餘的能量來驅動，如減速時的能量，減少非必要耗能。
真空管路上同時併接一顆輔助電動真空泵浦，確保車輛
在停止或低速時仍能穩定持續提供真空，兩組真空泵浦
透過 ECU 的交互調控來提供車輛煞車時所需要的穩定
真空源，這樣的設計除可減少系統耗能外，雙泵浦更可
提供優異的失效防護。由實驗結果可知，本系統之機械
泵在車速 40kph 以上即可提供足夠真空供煞車使用。

穩定可靠的真空源。
目前市場常見之電動車煞車助力系統主要可分為
真空輔助式及馬達伺服輔助式，真空輔助式架構如圖 2
及圖 3 所示，其中依控制方式又可分為純機械控制及電
子控制兩種方式，目前如工研院及 ARTC 電動車即採用
此型式；而馬達伺服輔助式為類似電子式動力轉向系統
型式之力量輔助系統，目前由 Nissan Leaf 所採用。

關鍵詞: 煞車輔助、煞車倍力器、真空

1. 前言
煞車為車輛重要的保安系統之一，在任何情況下都
不允許發生失效，然而單靠駕駛者踩踏的力量並無法提
供足夠的煞停性能，因此在最初的車輛設計上即設有一
組煞車倍力裝置，透過真空與大氣之間所產生的壓力差
來提供煞車輔助的效果。
煞車倍力裝置採純機械作動，可參考如圖 1 架構，
在煞車踏板未踩踏狀況下膜片的前後室均維持真空狀
態，踩下煞車踏板後大氣閥隨即被推開，後室(P1)灌入
大氣，由於此時前室(P2)仍保持真空，膜片前後即產生
壓力差，此壓力會將膜片往前室推動，煞車倍力器即是
利用此推力來作為額外的輔助力，由於所有的動作均採
純機械作動，真空源亦由引擎端提供，因此系統的成熟
度極高且失效發生率極低。[1][2]
近年由於能源議題、環保要求及二氧化碳排放標準
日益趨嚴的驅勢下，各大車廠已針對電動車輛進行佈
局，因此車輛動力系統由馬達取代內燃機引擎勢必成為
未來無法抵擋的趨勢，然而這樣的變更不僅是換了一個
動力系統而已，車輛上許多依賴引擎動力的附件系統也
須隨之改變，煞車倍力裝置即是其一，由於不再有引擎
提供穩定真空，因此需另尋其他可用之替代真空源，本
文在此提出一套系統設計策略，用以取代引擎提供一套

圖 1 傳統煞車倍力器架構圖

圖 2 真空煞車助力系統 - 純機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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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電子式煞車助力系統架構二
圖 3 真空煞車助力系統 - 電子控制式

2. 電子式煞車助力系統設計
由於煞車為車輛重要保安件，因此失效防護為本設
計最主要考量，本節嘗試提出一套煞車助力系統架構，
以機械真空泵(Mechanical vacuum pump, MVP)搭配電
子式真空泵(Electric vacuum pump, EVP)取代傳統引擎
提供穩定可靠的真空源。

2.1 系統架構
本架構在車輛動力由馬達傳至車輪的路徑上，併接
一 組 機 械 式 真 空 泵 浦 ， 經 電 子 控 制 單 元 (Electronic
control unit， ECU)控制，使其藉由車輛移動時多餘的
能量來驅動，例如運用減速時的能量，以減少非必要耗
能，同時為確保車輛在停止或低速時仍能穩定持續提供
真空，在機械真空泵浦(MVP)至真空倍力輔助裝置的管
路間再併接一顆輔助用電動真空泵浦(EVP)，提供車輛
停止或低速時煞車輔助使用，兩組真空泵浦透過 ECU
的交互調控來提供車輛煞車時所需要的穩定真空源，除
可減少系統耗能外，雙泵浦設計更可提供優異的失效防
護。
本文提出兩種不同的 Layout 設計，圖 4 為第一種設
計架構，其將機械真空泵浦(MVP)與減速機做整合設
計，在車輛減速時利用車輪旋轉之動能來帶動泵浦產生
真空並儲存於煞車倍力器內，同時管路上也併接一組輔
助用真空泵浦(EVP)以供車輛低速或靜止時使用，而圖
5 為第二種架構，除泵浦整合位置改為驅動馬達後端之
外，運作原理與架構一相同。

2.2 操作情境設定
確定系統硬體架構後，接下來將針對不同行駛條
件設定所需之操作情境。綜整日常煞車的操作時機，依
照高低速等不同的操作狀態、系統正常與否來列出平常
煞車的操作條件，其結果如下表 1:

系統
正常

靜止&
極低速
中/高速

系統失效

表 1 操作情境
靜止或極低速情形下停車、斜坡
停車、啟動車輛
中/高速執行煞車
真空度建立完成
系統之機械式真空泵失效

2.3 系統邏輯設計
接著依據上節所設定之操作情境，建立系統對應
的邏輯控制，茲整理如下:
z

靜止或極低速情形下停車、斜坡停車、啟動車輛:
由於車輛靜止不動或是極低速時，機械式真空泵
(MVP)「不作動」或「緩慢作動」，無法提供煞車倍力
器所需的真空源。因此在靜止停車、低速停車、斜坡停
車或發動車子時，無法透過機械式泵浦提供正常煞車所
需之真空。因此 ECU 會透過電子式真空感測器，監控
煞車倍力器之真空源是否足夠，若感知真空度不足則
ECU 將驅動電動真空泵浦(EVP)，以維持足夠之真空
源，運作情形如圖 6 所示。

圖 6 低速操作狀態
圖 4 電子式煞車助力系統架構一

z

中/高速煞車:
利用車輛移動之多餘動能帶動機械式真動泵轉
動，如利用放掉油門踏板滑行時或減速時的轉動能量，
提供足夠之真空源給煞車倍力器使用，如當下煞車踏板
未採下則真空將儲存至煞車倍力器內，以供下次煞車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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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時 ECU 也會持續監控煞車倍力器內之真空值，
除真空度不足時 ECU 會驅動電動泵彌補不足之真空
外，其餘時間電動真空泵會維持無作動，運作情形如圖
7 所示。

圖 9 機械泵(MVP)失效狀態

3. 系統試驗

圖 7 中高速操作狀態
z

真空度建立完成
真空值尚未達設定門檻時，ECU 會將電磁閥 1 打
開並關閉電磁閥 2，持續將煞車倍力器氣體抽至外部，
待真空值達設定門檻後，則 ECU 會將電磁閥 2 打開並
關閉電磁閥 1，此時機械式真空泵將大氣抽至大氣，形
成 Bypass 通路，將系統耗能降至最低，詳如圖 8 所示。

圖 8 By pass 維持真空值

本設計主要概念為利用回收車輛移動的能量來建
立真空，意即車輛移動的同時就可提供真空供煞車輔助
使用，減少無謂耗能，而考慮到煞車所需的低速行車及
失效備援情境，所以增設一組電動泵作為輔助使用，以
確保系統在任何情況下均可滿足煞車輔助的真空需
求，而這樣的設計意味著若機械泵在低轉速(低車速)下
即能提供穩定真空，則輔助電動泵的作動時機可大幅減
少，因此本節將針對不同真空泵在不同轉速下的建壓性
能作一比較，此結果可做為未來系統建構之參考。

3.1 實驗架構
本節針對兩種不同形式之真空泵浦進行高低轉速
下真空建壓能力試驗，分別針對離心葉片式(圖 10)[3]
與往復活塞式(圖 11)[4]真空泵進行試驗，有鑒於目前電
動車輛均為單減速比設定，驅動馬達轉速範圍可由
0~12000rpm(對應車速約 0~120kph)，對於一般真空泵浦
來說這樣的轉速範圍仍然偏高，因此在驅動馬達與機械
泵之間將設定一速比 2.5 之減速機構，除可縮小轉速變
化範圍外亦可防止轉速過高對真空泵造成損害。
實驗平台說明及架設如圖 12 及圖 13 所示，利用小
馬達模擬電動車驅動馬達經過 2.5 倍減速後之轉速，然
後帶動機械泵建立真空，分別針對車輛於 120、90、60、
40、20、10kph 的速度條件下測試機械真空泵的建壓性
能。(對應轉速 120kphÆ4800rpm、90kphÆ3600rpm、
60kphÆ2400rpm、40kphÆ1600rpm、20kphÆ800rpm、
10kphÆ400rpm)
本實驗直接利用馬達帶動煞車倍力器進行建壓，依
照預定轉數旋轉，並在真空泵浦運轉 10 秒後切斷電
源，觀察煞車倍力器內真空度之變化，此實驗主要試驗
泵浦在變動速域下的建壓能力，藉此挑選出特性相符的
泵浦型式。

z

系統之機械式真空泵失效
若當系統偵測到車輛在移動狀態下機械式真空泵
(MVP)無法提供真空時，ECU 會先透過電子式真空感測
器監控煞車倍力器之真空源是否足夠，若真空不足時則
ECU 會驅動電動真空泵(EVP)來補足真空度，以維持正
常煞車功能，同時顯示系統異常燈號提醒駕駛，詳如圖
9 所示。

圖 10 離心葉片式真空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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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往復活塞式真空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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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離心葉片式真空泵
由圖 14 結果可知離心葉片式真空泵採變動轉速操
作時對建壓性能影響甚鉅，車速 120kph 狀態下可提供
足夠之真空給煞車系統作為輔助使用(-575mmHg)，當
車速降至 90kph 時提供的真空已不足煞車輔助使用
(-300mmHg)，此時需透過電動真空泵來彌補不足的真
空度，而當車速降至 60kph 則機械泵建壓能力大幅降
低，提供的真空度遠低於煞車輔助需求，此時大部分真
空均需由電動泵來提供。

圖 12 實驗架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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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試驗平台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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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實驗結果
本實驗在時間 5 秒(T=5)時對煞車倍力器進行建
壓，真空泵浦運轉 10 秒後切斷電源(T=15)，同時觀察
煞車倍力器內真空度之變化。兩組真空泵之變動轉速實
驗結果如圖 14 及圖 15 所示。(註: colt plus 煞車輔助真
空值平均約-450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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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往復活塞式真空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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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圖 15 結 果 可 知 往 復 活 塞 式 真 空 泵 在 車 速
120kph 可 達 到 -640mmHg 真 空 度 ， 車 速 90kph 達
-610mmHg，60kph 達-580mmHg，直到車速降至 40kph
仍可提供-490mmHg 左右之真空度(仍高於 colt plus 之
-450mmHg)，若車再往下降至 20kph 其真空度則大幅降
至-250mmHg。由上述結果可知若使用往復活塞式真空
泵，於車速 40kph 以上即可提供足夠之真空度，因此往
復活塞式真空泵搭配合適減速比即可滿足大部分行車
條件下所需之真空源，換言之即車速低於 40kph 方才需
要電動真空泵浦的介入輔助。

4. 結論
本文提出一套電子式煞車助力系統架構，並說明系
統架構、控制策略及系統試驗與結果，其結果綜整如下:
(1) 在不改變原有煞車倍力器架構下，提供電動車輛
所缺乏的穩定真空源作為煞車輔助。
(2) 利用車輛移動時多餘的能量建壓，可回收煞車時
的多餘能量，在一般使用條件下無額外耗能。
(3) 提供輔助之電動真空泵，在低速或系統失效時仍
可保有足夠真空進行煞車輔助。
(4) 真空為儲備式輔助源，反應速度遠優於機械力輔
助式，同時雙動力源設計可提升系統可靠度。
(5) 本設計搭配往復活塞式真空泵浦於車速 40kph 以
上即可提供足夠真空供煞車輔助用，無須額外耗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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