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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 

本計畫將對國內路口號誌控制器的現有問題加以分析，並以改良的分離

式號誌控制系統為基礎，提出改良其可用度的設計方案。 

1.1 集中式號誌控制器 

傳統的路口交通號誌控制器多採集中式架構，一大型號誌控制器中包含

了控制模組、燈號驅動模組、通訊模組及電源模組等，控制模組執行燈號控

制運算邏輯，並以電路連結每一號誌燈之燈號驅動模組，燈號驅動模組針對

每一號誌燈號輸出交流控制電源，與外部電源線連接，外部電源線再以一燈

一線方式連接各號誌燈桿的號誌燈，如圖 1 所示。傳統號誌控制器中的號誌

燈驅動模組需集中配置每一號誌燈號的連接線，並以放射狀佈設電力線方式

連接各路口的號誌燈，因此控制箱內號誌燈驅動線路繁多又密集，常會造成

驅動電路周遭溫度升高，吸引壁虎、昆蟲依附於密集的線路上，導致線路短

路而影響交通號誌的正常運作。以一個典型的十字路口為例，路口有 4 個方

向，每個方向在路口有 2 組號誌燈(近燈及遠燈)，共 8 組燈，每組燈最多含 7

個燈頭(左轉綠燈、直行綠燈、右轉綠燈、黃燈、紅燈、行人綠燈及行人紅燈)，

集中式號誌控制器總共需提供 56 條二心電線輸出交流電源點亮號誌燈號。 

 

 

資料來源：105年度「分離式路口交通號誌控制器研發計畫」工作計畫書 

圖 1 傳統集中式路口號誌設備建置之管線埋設及拉線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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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集中式號誌控制器繁多的號誌燈驅動線路亦需較大體積的控制箱

體以容納端子盤或大電力輸出，導致號誌控制箱體龐大，不但成為路口轉角

行人步行的阻礙，也影響市容景觀。在號誌控制系統佈線方面，因應管線地

下化趨勢，集中式路口交通號誌控制器以其設備本身為中心，需以一燈一線

之放射狀佈線方式連結各個路口燈號，在建置施工、未來維修或需要新增號

誌時(例如 : 增加右轉燈組)，需要重挖路面距離長、施工成本高，在施工期

間也會影響車輛通行。 

1.2 分離式號誌控制器 

改良的路口交通號誌控制系統採用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的網路架構取代

傳統號誌控制系統的集中式架構。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由一主控制器與一組

以上的燈號控制器連結其控制的號誌燈所構成。主控制器透過一通訊線電性

串接設置於各個路口的燈號控制器，燈號控制器一般設置於其控制之號誌燈

燈桿上或在該燈桿附近位置，以減少佈線成本，如圖 2 所示。各燈號控制器

再電性連結其控制的號誌燈，在該通訊線路上傳送控制或狀態訊息，主控制

器與燈號控制器運用網路通訊及編碼/解碼的特性可以確定傳輸訊息的起始

與目的設備位址及訊息內容，大幅減少傳統以一燈一線放射狀佈線方式所需

的龐雜佈線工程。此外，主控制器不需容納端子盤或大電力輸出，控制箱體

體積亦大幅減少，可以直接附掛於號誌燈桿上，在建置施工、未來維修或需

要新增號誌時，不需開挖路面或是需要開挖路面範圍較小，除可降低施工成

本外，在施工期間影響人車通行時間及範圍也可減少。 

 

 

資料來源：105年度「分離式路口交通號誌控制器研發計畫」工作計畫書 

圖 2 分離式路口號誌設備建置之管線埋設及拉線範例 



                                        高可用度分離式路口交通號誌控制系統設計 

3 

 

貳、 問題發掘及解決方案研擬 

以下針對目前號誌控制系統的問題加以評析並研擬解決方案。 

2.1 問題發掘 

交通號誌控制器的可靠性及可用度關係到行車與行人的生命安全，在前

述 [分離式路口交通號誌控制器研發]計畫的重要目標之一是提升號誌控制

器的可靠性，但電子產品在戶外環境受到日夜溫濕度變化大的影響，壽命可

能會縮短而發生硬體故障的情況。當分離式號誌控制器的主控制器或是任一

路口的燈號控制器發生故障，或是主控制器與燈號控制器間的通訊線路或其

他原因造成整體號誌控制系統無法正常運作時，主控制器或燈號控制器必須

以系統異常的處理邏輯控制燈號亮滅狀態，一般是將燈號控制為全部以黃燈

閃爍或是全部熄滅的狀態，確保號誌系統燈號一致且不會有衝突情況發生，

以避免造成綠衝突、燈號顯示錯誤或部分燈號無法顯示的問題，此時號誌控

制系統將無法維持正常運作。 

在此情況下，一般號誌控制系統僅能消極地避免誤動作或是不運作，此

時該路口的行車及行人就處於容易發生危險的情況。為避免這種情形發生，

本計畫對提高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的可用性加以研究並提出設計方案。 

此外，傳統號誌控制系統以僅以交流線路連接每一 LED 號誌燈號，LED

號誌燈經交流轉直流之變壓與整流處理後，無法將 LED 燈號故障狀況回應給

號誌控制系統，導致萬一號誌燈號故障時，若無人主動通報交通管理單位，

交通管理單位就無法得知號誌故障發生，此故障期間易導致路口車禍發生。

將 LED 燈號故障狀況即時回報給號誌控制系統，並自動通報交控中心的資訊

系統，以縮短燈號故障路口的無管控時間，降低路口發生車禍的風險，也是

本研究想解決的問題。 

2.2 解決方案研擬 

本計畫針對分離式的號誌控制系統提出兩種高可用度的架構，主要想法

係針對本系統較易故障的硬體部分，提供備援設備或備援模組，並藉由設計

各控制器間的通訊協定或硬體模組間的信息傳送達到高可用度號誌控制系統

的特性，以便在號誌控制系統之某一或部分設備硬體發生故障、錯誤或設備

間通訊發生異常時，整體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仍可持續維持正常運轉，避免

號誌系統無法正常運作影響行車及行人安全。本計畫將以兩種方式設計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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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度分離式的號誌控制系統，分述如下： 

1. [網路備援設備架構] :  

第一種方式是[網路備援設備架構]，係運用分離式架構的網路特性，設置

一或多組串接於通訊線上的備援控制器(包括備援主控制器或備援燈號

控制器)，以備在預設啟動控制器無法正常運作時，可由相對應的備援控

制器自動接替預設啟動控制器繼續運轉，確保整體號誌控制系統可持續

維持正常運作； 

2. [設備硬體模組備援架構] : 

第二種方式是[設備硬體模組備援架構]，係在主控制器設備與燈號控制器

中針對重要或易故障的硬體模組設置備援硬體模組，以備在該控制器之

預設啟動硬體模組無法正常運作時，可由相對應的備援硬體模組自動接

替預設啟動硬體模組繼續運作，確保該控制器仍可繼續正常運轉，以持

續維持整體號誌控制系統正常運作的目標。 

[網路備援設備架構]設計對控制器內部硬體設計變更較小，主要是在控

制器的韌體設計上運用分離式號制控制器的網路通訊特性設計高可用度控制

系統所需的通訊協定，以達成整體系統可自動偵測作用中設備硬體突然發生

故障及備援設備可自動接手原作用中設備的目標。 

相對於[網路備援設備架構]設計，[設備硬體模組備援架構]對控制器內部

硬體設計變更較大，因為同一設備內有新增的備援硬體模組，在各作用中硬

體模及備援模組間的信息交換、[作用中模組]及[備援模組]的切換機制，以及

不同[作用中模組]的信息交換，是本設計的重點。此設計把備援硬體設計於

各控制器設備中，網路上就不需要配置控制器的備援設備。 

[網路備援設備架構]及[設備硬體模組備援架構]可視實際應用需要選擇

合適的方式，在一分離式號制控制系統綜合採用兩種機制設計，也是一種可

行方案，本計畫也將針對此設計加以探討。 

在 LED 燈號故障狀況回報功能部分，本研究將運用分離式誌控制系統的

網路特性，整合具備 LED 燈粒故障偵測的 LED 燈，當 LED 號誌燈故障發生

時，燈號控制器透過通訊網路將此訊息送到主控制器，以便可再連線通報交

控中心端；燈號控制器透過並可以直流電源驅動 LED 號誌燈，以降低線路複

雜度及減少直流與交流電源轉換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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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計畫目標與實施方法 

以下針對目前本計畫之計畫目標與實施方法加以說明。 

3.1 計畫目標 

本計畫將規劃及設計高可用度之分離式的號誌控制系統，預期目標是對

如何針對高可用度分離式的號誌控制系統進行系統需求分析、系統規劃及系

統軟硬體之高階設計，並針對創新設計部分提出專利申請。本計畫預期完成

的目標如下： 

(1) 完成高可用度分離式的路口交通號誌控制系統之高階設計技術報告 

本計畫擬完成高可用度分離式的路口交通號誌控制系統之高階設計報告，

內容包含： 

 a. 以[網路設備備援架構]為基礎的高可用度分離式的路口交通號誌控

制系統設計； 

 b. 以[設備硬體模組備援架構]為基礎之高可用度分離式的路口交通號      

誌控制系統設計； 

 c. 綜合以上 a、b 兩種設計之系統設計建議。 

 d. 通訊備援設計。 

 e. 完成 LED 燈號故障狀況偵測與自動回報機制設計。 

 f. 分離式號控系統與網路式智能感測設備整合運用架構。 

 (2) 自行撰寫及申請高可用度分離式的路口交通號誌控制系統新型專利    

本計畫擬自行撰寫及申請高可用度分離式的路口交通號誌控制系統之

新型專利： 

a. 以[網路設備備援架構]及以[設備硬體模組備援架構]為基礎的高可用

度分離式的路口交通號誌控制系統設計。 

b. 具備 LED 燈號故障偵測與自動回報機制之分離式的路口交通號誌控

制系統設計。 

3.2 實施方法 

本計畫主要採用兩種不同架構來設計系統達到高可用度的目標，第一種

方式是 [網路設備備援設計]，第二種方式是[設備硬體模組備援設計]。 

第一種 [網路設備備援設計]方式是在網路上的控制器設備設置備援設

備。基本的分離式號誌控制器由一主控制器與設置於各個轉角路口的燈號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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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以串接的網路所構成，主控制器及燈號控制器均可設置其備援的控制器

掛接於網路上，運用控制器間的通訊協定設計，使掛接於網路上的控制器可

以辨識及記錄目前的網路上正在作用中及備援控制器，於正常作業時，作用

中交互通訊協調運作。萬一作用中控制器因故無法正常運作時，對應的備援

控制器可以自動啟動或被動受命接手已無法正常運作的原作用中控制器工作，

號誌控制系統就不致因某一控制器硬體故障而導致整體系統無法正常運作。 

第二種 [設備硬體模組備援設計]方式是在控制器設備中的硬體模組具

有備援模組的架構，針對主控制器及燈號控制器內較重要或易於損壞的硬體

模組可設置對應的備援硬體模組，作用中的硬體模組與備援硬體模組間透過

信息傳送檢核彼此運作狀況與協調切換運作，並與其他模組間的信息傳送完

成號控作業。控制器中由目前作用中的硬體模組構成即時運作的硬體組合，

當作用中的硬體模組損壞無法正常運作時，藉由模組間檢核訊息或號控作業

訊息互動機制，相應的備援硬體模組可以自動啟動或被動受命接手原先已無

法正常運作的硬體模組工作，使該控制器不致因其某一硬體模組故障而導致

整體號誌控制系統無法正常運作。 

 

肆、 相關研究回顧 

過去三年來，國內在路口交通號誌控制器的相關研發計畫說明如下。 

(1) 微型化號誌控制器之道路試營運 

台北市於 100 年起著手開發輕巧型號誌控制器，於 102 年完成全臺北市

第 1 台縮小型交通號誌控制器，在中山區「四平街與一江街口」換裝縮小型

交通號誌控制器(附掛於號誌桿上)，更換後一併移除原控制器基座，明顯改

善行人動線，對市容景觀美化亦甚具成效。路口人行道上的控制器縮小到只

有傳統控制器（不含水泥基礎座）的 49%，且因採附掛號誌桿方式安裝，不

需另在人行道上設置控制器基礎，可完全釋放設備空間，增加行人通行空間，

而且也降低其高度，減少對行車在路口轉角處視線障礙的影響，提升行車安

全。惟此微型化號誌控制器仍是採用集中式佈線架構，仍無法避免因集中配

線繁複所可能導致的設備過熱與短路問題。 

(2) 傳統集中式路扣交通號誌控制器標準規範訂定及雛型機開發實測 

交通部於 103 年執行「交通號誌控制器產業標準制定暨雛型機開發計畫」

[1]、[4]、[5]、[6]，針對國內之號誌控制器設備制定標準規範，其目的在於



                                        高可用度分離式路口交通號誌控制系統設計 

7 

 

提供產業界之技術規格，以作為產品或方法之共通設計，有利於整體產業之

發展。對需求面而言，讓地方政府可依循產業標準擬訂相關系統建置案設備

之規格，以降低交通部門的採購及維運等成本；在供給面上，因模組相容性

高，業者能大量生產且降低製造成本，並形成良性競爭，有助於產業向上提

升。「交通號誌控制器產業標準草案 V0.91009」規範內涵，包括模組化系統

功能架構、環境及電性、通訊介面電氣規範等，以提供號誌控制器之基本功

能服務外，並針對進階需求提供選項功能制訂，以提供交控系統具有功能擴

充的彈性。此集中式控制器雖亦有號誌備援模組硬體規劃，但對於其自動備

援運作機制設計並未說明，在其他重要硬體模組如電源或燈號驅動模組亦無

備援規劃，因此在可用度上仍有不足之處。 

(3) 分離式路口交通號誌控制器的發展現況與未來 

[分離式路口交通號誌控制器]在國內尚屬創新型態控制器[2]、[3]，目前

尚未安裝於道路上實際運作，探討其原因，推論應是此網路型態新架構與傳

統設計方式不同，國內號誌控制器廠商大多規模不大，考慮到投入研發會增

加成本，在不確定地方政府是否有意願採用這種新型號誌控制器的情況下，

大多廠商不願率先投入研發此新型產品，導致多年來，道路上使用的號誌控

制器仍一直維持在傳統的集中式架構。 

現今智慧車路通訊發展日新月異，位居道路關鍵樞紐的路口位置，網路

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分離式路口交通號誌控制器]在架構上已具備將

路口網路化的特性，運用此特性，可以延伸路口網路化到道路各方向的網路

化，或串聯相鄰路口的網路化，符合智慧車路的互聯發展趨勢。除通訊擴增

外，設置於路口各方向號誌燈號旁的燈號控制器，具備通訊與資訊運算處理

能力，也與道路智慧化方向一致。因此，[分離式路口交通號誌控制器]的未

來發展仍具潛力，高可用度的系統需求亦將隨之存在與發展。 

 

伍、 系統設計 

高可用度系統，過去已有相關設計研究[7]、[10]。本計畫分離式交通號

誌控制系統之高可用度設計，採用以下三種方式設計之： 

     a. 以 [網路設備備援架構] 為基礎的設計方案 

     b. 以 [設備硬體模組備援架構] 為基礎的系統設計方案 

     c. 結合上述兩種方式的設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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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之 5.1~5.3 節中針對此三種設計方式，分別說明之。 5.4 節將說明

通訊備援架構設計，以防止萬一通訊網路發生斷線時，主控制器與部分燈號

控制器之間無法通訊而導致號誌控制無法正常作業。 5.5 節說明分離式號控

系統與網路式智能感測設備的整合應用架構，特別著重於運用分離式號控系

統的網路架構，將可偵測道路交通狀況的智慧型感測設備與號誌控制系統整

合運用。5.6 節說明 LED 號誌燈故障偵測與自動通報機制設計，以及燈號控

制器以直流控制及驅動 LED 號誌燈的整合設計。 

5.1 網路設備備援架構設計 

[網路設備備援架構]設計，是運用分離式架構的網路特性，在網路上針

對可能損壞的主控制器或燈號控制器設置備援設備，並運用高可用度通訊協

定以維持號誌系統不因控制器局部硬體損壞而無法正常運作。 

[網路設備備援架構]之硬體設備備援可依備援需要區分為以下兩種： 

  1. 基本型 : 僅主控制器具有備援設備 

  2. 完整型 : 主控制器及燈號控制器均具有備援設備 

基本型[網路設備備援架構]之號誌控制系統示意圖如圖 3 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3 基本型 [網路設備備援架構]之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架構圖 

 

分離式號誌控制器的網路是可採用 Ethernet 或 CAN Bus，本計畫建議採

用 CAN Bus，其原因是 CAN Bus 具備良好抗雜訊能力(具極佳抵抗電磁干擾

能力)、可靠度高（CAN Bus 協定具備完善偵錯與除錯機制，並由硬體運作，

可靠性佳），傳輸速度快(傳送距離 100 米可達 500 Kbit/s)、傳送資料即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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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從送出傳送請求到開始傳送時間短，並具備節點優先權設定機制，訊息送

達時間可以預期)、擴充性佳(可輕易增加節點，不必作硬體修改、重新佈線

或更新傳輸線)、接線簡單且成本低等優點。 

主控制器、備援主控制器與各路口的燈號控制器之間以一 CAN Bus 連線

串接，主控制器藉此網路以串接方式連接每一燈號控制器，每一燈號控制器

再分別連接一號誌燈模組，藉由主控制器在 CAN Bus 上載送編碼後的訊息傳

輸至每一燈號控制器中，每一燈號控制器再分別解碼後還原訊息內容以控制

號誌燈模組各色號誌燈的亮滅時間，燈號控制器再將回饋訊息回傳到作用中

之主控制器。 

若燈號控制器偵測 LED 號誌燈有短路或不正常斷路發生，燈號控制器即

回傳作用中之主控制器有號誌燈故障發生，作用中之主控制器收到此訊息即

送出「號誌閃燈」訊息到各路口燈號控制器，燈號控制器收到該訊息後即下

控制命令將連結的黃色(或紅色)號誌燈改為以閃光方式運作，或統一以燈號

熄滅方式處理，以避免發生路口燈號同綠的綠衝突、部分燈號熄滅或亮滅錯

誤情況發生，因而造成路口交通事故。 

5.1.1 硬體設計 

[網路設備備援架構]的設計方式是在網路上針對可能損壞的主控制器或

燈號控制器設置備援設備，並在設備軟體實作用高可用度通訊協定達到高可

用度特性，其整體系統之高可用度特性，主要係藉由軟體設計達成，就設備

的硬體設計而言，並未針對主控制器或燈號控制器的硬體作特殊設計，因此

在前述的「基本型」架構下，主控制器或燈號控制器設備的硬體設計上，仍

維持原本設計方式；而在「完整型」架構，因燈號控制器與備援燈號控制器

都需連結到同一組號誌燈號，硬體仍需作部分修改，這將在稍後「完整型」

架構之硬體設計時說明。 

    以下說明基本型[網路設備備援架構]設計。 

1. 基本型 : 僅主控制器具有備援設備 

主控制器與之備援主控制器之硬體設計相同，其硬體電路設計模組圖如

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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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4 基本型[網路設備備援架構]之主控制器硬體電路模組圖 

 

主控制器之硬體包含以下幾部分： 

a. 一控制單元電路 :  

包含微處理器及記憶體，微處理器執行號誌系統之控制邏輯，並透過通

訊單元電路與燈號控制器送收控制命令及狀態資訊； 

b. 一通訊單元電路 :  

包含訊號調變/解調電路，可將通信信號調變為載波信號，以及可將載波

信號解調為設備內部通信信號，該電路與控制單元電路以電性連結，並

以通訊線(CAN Bus)傳送載波信號；除以區域通訊的通訊線串接各個控制

器之外，並具備外部通訊線路(本例為 Ethernet)連接 ADSL 通訊設備與外

部交通控制中心的管理系統通訊，以接收交控中心由遠端下達命令及回

報異常狀態資訊； 

c. 一顯示單元電路 :  

為一具螢幕及燈號顯示系統資訊的電路單元； 

d. 一按鍵輸入單元電路 :  

提供操作者以按鍵方式輸入資料或選擇在螢幕上顯示列舉之資料項目；  

e. 一即時時鐘計時單元電路 :  

包含計時功能及一備用充電電池裝置，以提供即時時鐘之備援電力，可

為 GPS 模組或是 RTC 計時電路模組； 

f. 一電源變壓整流單元電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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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突波保護電路及變壓整流電路將外部輸入之 110V 交流電源降壓為

多組較低電壓交流電源，再經整流電路將低壓交流電源轉為 5V~24V 直

流電源以供該主控制器內各單元電路使用。 

基本型中，燈號控制器未具備備援設備，其硬體電路設計模組圖如下圖

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5 基本型[網路設備備援架構]之燈號控制器硬體電路模組圖 

每一燈號控制器包含 : 

a. 一控制單元電路 : 包含微處理器及記憶體，依照作用中主控制器命令執

行號誌燈之控制邏輯，並透過通訊單元電路與作用中主控制器送收控制

命令及狀態資訊； 

b. 一通訊單元電路 : 包含訊號調變/解調電路，可將本設備內部通信信號調

變為載波信號，以及將載波信號解調為本設備內部通信信號，與控制單

元電路以電性連結，並以通訊線(CAN Bus)傳送載波信號； 

c. 一電源變壓整流單元電路 : 電源供應模組將外部供應的交流電轉換為燈

號控制器內其他模組所需的直流電源，除需具備突波保護電路外，還需

變壓，穩壓與整流等電路，以提供依照燈號控制器中其他模組所需電力。

另外，經突波保護電路後，還需輸出交流電源以供燈號驅動單元電路控

制其交流輸出並連結至號誌燈使用； 

d. 一燈號驅動單元電路 : 在控制輸出交流電源給號誌燈部分，採用半導體

控制電路，可瞬間激發大電流之無接點開關，以光耦合器隔離負載輸出

電壓與控制電路工作電壓，以免因反饋電壓而損壞設備內部電路，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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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一線方式控制號誌燈號之亮滅。 

2. 完整型 : 主控制器及燈號控制器均具有備援設備 

完整型網路設備備援架構中，不僅主控制器具有備援，燈號控制器也具

有備援設備。完整型 [網路設備備援架構] 的系統示意圖如圖 6 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6 完整型 [網路設備備援架構]之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架構圖 

完整型與基本型的網路設備備援架構中，主控制器之硬體設計與上節所

述相同，在此不再贅述。 

完整型的燈號控制器與備援燈號控制器與號誌燈組整合的硬體架構圖如

下圖所示。燈號控制器與備援燈號控制器設備的控制輸出部分會共同連接同

一號誌燈組，實際控制該號誌燈組的燈號控制器是作用中的燈號控制器，作

用中的燈號控制器會傳送控制信號到切換預設啟動燈號控制器(以下圖之案

例為作用中燈號控制器)的「切換控制電路單元」，以控制「切換控制電路單

元」將線路切換到作用中的燈號控制器之控制輸出介面連結到號誌燈組之控

制輸入介面為電性連結狀態；此時，備援燈號控制器的控制輸出介面則與號

誌燈組之控制輸入介面是在斷路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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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7 完整型[網路設備備援架構]之燈號控制器硬體電路模組連接圖 

5.1.2 軟體設計 

[網路設備備援架構]的軟體設計分為兩部分說明，第一部分是高可用度

通訊協定的設計，係針對高可用度網路系統所需要的設備狀態偵測、作用中

設備間的互動運作及作用中與備援設備間的運作切換等機制設計，透過設備

間的訊息傳送，使作用中與備援設備間可相互監控與協調運作以達成系統高

可用度特性。第二部分是系統軟體設計，係針對主控制器與燈號控制器之控

制模組主要功能之控制邏輯，加以規劃。以下就此兩部分分別說明之。  

5.1.2.1 高可用度通訊協定設計 

本節所述主控制器備援通訊協定可適用於前述基本型與完整型的[網路

設備備援架構]。 

號誌控制系統開機後，會先進行初始化作業，初始化作業包括將執行中

常用參數或資料由非揮發性記憶體(non-volatile memory，包括唯讀記憶體及

快閃記憶體)中讀到隨機存取記憶體(Random-Access Memory, RAM)，並進行

模組功能自我測試，再進行設備校時作業。若主控制器內部模組已配備 GPS

模組，即以 GPS 進行校時；若未配備 GPS 模組，則主控制器可透過網路與

交控中心系統校時。完成初始化後，預設初始之作用中主控制器與號誌控制

系統即依照參數設定執行號制控制動作，此時，作用中主控制器及燈號控制

器，就是由參數所設定的預設主控制器及預設燈號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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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備援設備作為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之高可用度設計基礎，必須搭配高

可用度通訊協定設計，以達到作用中設備故障時，就可以立即切換由備援設

備接手運作的目標。 

此高可用度設計架構中，具備兩組主控制器且可相互備援，作用中主控

制器與待命的備援主控制器間每隔一時間間隔(如 5~10秒)會互傳控制器設

備本身運作狀態訊息給對方，其作用如同設備本身自我心跳(Heart Beat)狀

態通報，以確認彼此之運作狀態是否正常，當待命中備援主控制器無法收到

先前作用中主控制器的設備運作狀態正常訊息時，就與各路口的燈號控制器

通訊確認其與原作用中主控制器間亦無法協同正常執行號誌控制後，即接替

原作用中主控制器執行與燈號控制器的通訊以完成號誌燈控制作業。 

1. [狀態通知] 與 [通訊測試] 訊息 

 作用中主控制器與備援主控制器間定時交互傳送[狀態通知] (Heart 

Beat) (訊息 1，參考下圖)，收到[狀態通知]訊息後即回覆對方確認

(Ack)訊息，以便兩主控制器間可以隨時掌握對方運作狀況。若作用

中主控制器偵測或發生控制燈號問題，也會在確認(Ack)訊息中的錯

誤狀態欄位中回應，以便備援主控制器可以隨時掌握作用中主控制器

對各路口燈號控制的運作狀況。 

註 : 建議相互備援的主控制器間建議每秒互送一次 [狀態通知]訊 

     息，以降低備援主控制器接手號控的時間。 

 當作用中主控制器或備援主控制器起始時，會傳送[通訊測試] (訊息

2，參考下圖)到各燈號控制器，若燈號控制器運作正常且收到該訊息

後即回覆對方確認(Ack)訊息，以便作用中主控制器可確認與各燈號

控制器間的通訊維持在正常狀態，且若燈號控制器偵測或發生控制燈

號問題，也會在確認(Ack)訊息中的錯誤狀態欄位中回應，以便作用

中的主控制器可以隨時掌握各路口燈號控制的運作狀況。 

 當備援主控制器將接手主控號誌控制前，備援主控制器會先發出[通

訊測試] (訊息 2，參考下圖)到各燈號控制器，確保與各燈號控制器

間的通訊及燈控作業可正常運作時，才會下達命令給各燈號控制器以

取得號誌控制權。若各燈號控制器並未回應[通訊測試]訊息時，備援

主控制器就要以通訊異常方式處理；若是燈號控制器回應與號誌燈號

間的號控作業有錯誤時，備援主控制器就要以燈控異常方式處理。 

注意 : 當作用中主控制器與燈號控制器之間有失聯狀況發生時，燈

號控制器間在“最長未通訊允許時間”尚未收到作用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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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的訊息時，即會將號誌燈號控制為黃燈閃爍(閃黃)狀

態；且當此失聯狀況發生時，作用中主控制器與其中任何一

組燈號控制器間產生失聯狀況時，也同時傳送(閃黃)控制命

令給所有其他的燈號控制器，以確保路口紅綠燈於此時均維

持在一致的閃黃狀態，避免發生綠衝突狀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8 控制器間的狀態通知訊息 

 

2. [詢問號誌控制通訊狀態] 與[取得主控權]訊息  

 當[狀態通知](Heart Beat) (訊息 1，參考下圖)交互傳送失敗時，即

當作用中主控制器未送出該訊息，或是備援主控制器送出[狀態通知]

訊息(訊息 1)給作用中主控制器後未收到作用中主控制器回應確認

(Ack)訊息時，備援主控制器可得知此情形。 

 當[狀態通知](Heart Beat)互傳失敗，為確認原作用中主控制器是否

已無法正常運作，備援主控制器送出[詢問號誌控制通訊狀態] (訊息

3，參考下圖) 之訊息給各號誌控制器，各燈號控制器回應與原作用中

主控制器通訊狀態是否正常。 

 若各燈號控制器回應與原作用中主控制器通訊狀態在不正常狀態，備

援主控制器即送出[取得主控權」(訊息 4，參考下圖)給所有控制器，

收到各燈號控制器回應[確認]訊息後，自始起接手控制各燈號控制器，

並設定為作用中主控制器；但若未收到全部燈號控制器回應[確認]訊

息，備援主控制器則暫時仍維持原備援待命中的狀態，並重複前述[狀

態通知]交互傳送、[詢問號誌控制通訊狀態]及[取得主控權」等訊息

送收步驟；若經數次仍失敗時，即透過對外通訊網路通知交控中心。 

注意 : 當備援主控制器送出[取得主控權」給所有控制器，收到各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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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控制器回應[確認]訊息後，即開始控制路口燈號。為安全起

見，可先控制所有燈號先閃黃 3~5秒，提醒用路人注意路口來

車，再開始依照該時段的時制計畫控制燈號。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9 備援主控制器送出[詢問號誌控制通訊狀態]與[取得主控權]訊息 

3. [號誌控制狀態異常] 與[取得主控權]訊息  

 當燈號控制器超過“最長未通訊允許時間”未收到原作用中主控制器

訊息，或是收到原作用中主控制器發出的異常訊息時，即送出[號誌控

制狀態異常](訊息 6)至備援主控制器，且將號誌燈控制為「閃黃」(或

熄滅)狀態。 

註 : 建議“最長未通訊允許時間”不大於 5秒，以降低備援主控制器

接手號控的時間。 

 備援主控制器送出[取得主控權」(訊息 4)給所有控制器，收到各燈號

控制器回應[確認]訊息後，自始接手控制各燈號控制器。 

注意 : 當原先作用中主控制器若無法與部分燈號控制器通訊時，亦會

對仍可通訊的號誌燈控制為「閃黃」(或熄滅)狀態，以確保號

誌燈號一致性。當備援主控制器接手控制各燈號控制器後，會

先延續控制各號誌燈為「閃黃」(或熄滅)狀態數秒鐘，然後才

開始依時制計畫下命令給燈號控制器控制號誌燈號。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10 燈號控制器之[號誌控制狀態異常]與備援主控制器[取得主控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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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釋放控制權]訊息  

 自主釋放控制權： 

當作用中主控制器運作時或傳送測試訊息(如[通訊測試]訊息(訊息

2 ))時無法與所有燈號控制器正常通訊時，或是偵測到自身系統運作

不正常時，即會自主釋放控制權。當作用中主控制器自主釋放控制權

時，會先傳送(閃黃)控制命令給所有其他可正常通訊的燈號控制器，

讓路口燈號以黃燈閃爍，提醒用路人注意，再送出[釋放控制權] (訊

息 5，參考下圖)給所有控制器，以通知備援主控制器及所有燈號控制

器將釋出控制權給備援控制器。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11 主控制器送出[釋放控制權]主動釋出控制權 

 備援控制器接手控制權： 

當備援主控制器收到原作用中主控制器的[釋放控制權] (訊息 4，參考

上圖)時，回應對方確認(Ack)訊息後，會對各燈號控制器發出發出[通

訊測試]到各燈號控制器，若各燈號控制器皆回應正常時，即接手成為

作用中主控制器，自始起接手控制各燈號控制器，並設定為作用中主

控制器。原作用中主控制器則自行設定及被新的作用中主控制器設定

為故障狀態之備援主控制器。此時新的作用中主控制器亦與交控中心

連線，送出該損壞主控制器設備之故障訊息到交控中心管理系統，以

便交控中心可知此情況，儘早派員維修。 

注意 : 新作用中主控制器接手控制各路口的燈號控制器後，應先延續

先前的閃黃控制 3~5秒，並在結束閃黃控制後，再開始依照該

時段的時制計畫控制號誌燈號。若燈號控制器偵測或發生控制

燈號問題，須在確認(Ack)訊息中的錯誤狀態欄位中回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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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作用中的主控制器即會再延續先前的閃黃控制，並與交控中

心連線，送出該路口燈號控制器或號誌燈號之故障訊息，以通

知交控中心管理人員。 

5. 系統恢復相關訊息 

 系統恢復：故障的控制器系統修復後，可使用系統復原通訊協定恢復

系統之運作模式。 

 因作用中主控制器與備援主控制器可相互備援，當原先無法正常運作

的作用中主控制器恢復可正常運作時，可以下列兩種方式處理 : 

(a) 若系統設定該復原主控制器之運行優先順序高於目前正在作用

中主控制器，該復原主控制器在做完初始化(包含時間同步)、參

數同步，再傳送[通訊測試]到各燈號控制器並收到燈號控制器回

覆的確認訊息後，可確認與各燈號控制器間的通訊是正常的，即

對其他主控制器及燈號控制器傳送[取得主控權]訊息，以將號誌

控制權取回及恢復為作用中主控制器，並自此時起，由取得控制

權的主控制器與燈號控制器通訊完成號誌控制功能。 

在程序上，為確保備援主控制器可以無縫銜接原作用中主控制器

的號控作業，在二設備切換控制前，應先執行校時作業，使兩設

備時間精確且一致，然後備援主控制器與原先正在作用中的主控

制器再協調切換號誌控制權的時間點，此可透過[取得主控權](參

數中含期望開始控制時間)及對方回應訊息(參數中含可以釋放控

制時間)達成，以使當時作用中的主控制器完成一個完整號控週

期後，才在雙方協調的時間點切換到由復原的主控制器接手繼續

執行號控作業。 

(b) 若系統設定該復原設備(主控制器或燈號控制器)之運行優先順序

與目前正在作用中的設備相同時，則該復原設備直接設定為備援

設備，原作用中之設備仍維持運行以確保整體號誌系統功能正常，

直到未來作用中的設備故障，備援設備才會變更為執行號誌控制

的作用中設備。 

剛復原的主控制器掛上網路開始啟動後，做完初始化，會與燈號

控制器做通訊測試，並開始定時與當時作用中的主控制器互送狀

態通知訊息，並由回應中得知另一主控制器為作用中角色且在正

常狀態，剛復原的系統即會進入備援待命狀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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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作用中設備與備援設備間的時間同步 

(1) 主控制器之校時作業：  

若作用中設備或備援設備自行配備 GPS 模組時，則此二設備可每

日定時作 GPS 校時，以確保時間的精確性。一般在主控制器與備援主

控制器中已內建 GPS 模組，每日可自行定時校時。為使互為備援的主

控制器在控制切換的時間點較精確，校時頻率以較頻繁為佳(例如：每

五分鐘一次)。當互為備援的主控制器都可正常運作時，精確切換號控

時間點較的一種可靠做法是，在備援主控制器接手原作用中主控制器

之號控作業前，都先執行校時作業，完成後，兩設備再協調切換控制

時間點(如:某一控制週期結束時)，備援主控制器就可在精確時間無縫

接續控制作業。 

當主控制器在自我測試時檢查到 GPS 模組無法正常運作時，可發

送[釋放控制權]訊息將控制權交給備援控制器，由備援主控制器透過

GPS 進行校時作業，並連線交控中心回報原主控制器 GPS 校時失敗，

以便中心段可安排人員維修。萬一備援主控制器以 GPS 校時也發生失

敗時，備援主控制器可連線交控中心進行校時作業，並回報故障訊息

到交控中心，以便安排維修。 

若主控制器不具備本機 GPS校時功能時，或是在初始化階段未完

成本機 GPS校時作業時，作用中主控制器即與交控中心連線進行校時

作業。 

完成校時之作用中主控制器，會發出時間同步訊息給其他掛接在

分離式網路的控制器，備援主控制器與其他燈號控制器收到時間同步

訊息後即可更新其系統時間。 

(2) 燈號控制器之校時作業： 

    燈號控制器若沒有配備 GPS 模組時，作用中主控制器每日定時會

傳送時間同步要求訊息給各燈號控制器，以確保各燈號控制器的時間

的精確性。為確保整體系統時間的精確，一般而言，對時頻率每五分

鐘至少一次，對時精確度為正負一秒內。 

(3) 故障之備援設備復原時之校時作業： 

    當短暫無法正常運作、失聯或是故障的備援設備復原為可正常運

作的狀態，並重新聯網時，該復原的備援若自行配備 GPS 模組時，即

會以 GPS 執行校時。 

當未配備 GPS 模組之備援燈號控制器由故障狀態復原時，該備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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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號控制器主動發出校時請求給作用中主控制器，作用中主控制器收

到該校時請求後即對該燈號控制器回應時間同步訊息以便備援燈號控

制器進行校時。 

7. 作用中設備與備援設備間的資料同步 

(1) 作用中設備與備援設備均正常時的資料同步 

本網路形態之分離式路口交通號誌控制系統，具多組主控制器且

可相互備援，其中之主控制器與備援主控制器的系統運作參數必須具

備有保持一致性的控制機制，以確保二者有相同的號誌控制邏輯；系

統運作參數包括控制策略參數、日期時間、時相排列、步階參數、時

制計畫、時段型態、週內日、特殊日、連鎖控制、觸動控制、調撥車

道、系統參數、通訊參數、號誌控制參數等。 

系統運作參數同步作業可以自動或手動操作方式完成，執行系統

運作參數同步作業的時間點包括：新增或更換一主控制器連到通訊網

路時，或是運作中主控制器的系統運作參數有更新時，包括以人為操

作或由遠端系統透過網路更新，或依系統控制邏輯自動更新時，即執

行系統運作參數同步作業。 

主控制器與備援主控制器的系統運作參數保持一致性係透過系統

運作參數同步作業達成，其程序為作用中或人工選定之主控制器將其

記憶體中儲存的系統運作參數內容讀出，透過通訊線傳送到待命中的

備援主控制器或人工選定之其他主控制器，備援主控制器或人工選定

之其他主控制器再將收到的系統運作參數內容儲存到其快閃記憶體中，

以便作為系統運作參用依據。為確認快閃記憶體硬體在正常狀態及儲

存資料的正確性，每次在儲存資料前，會計算出該記憶體區塊中所儲

存資料內容的校驗值(Checksum)，並比對記錄在本系統的記憶體管理

區所儲存的該記憶體區塊校驗值，驗證其數值一致，以確認該快閃記

憶體區塊中所儲存資料的正確性。檢核正確後，將資料寫入記憶體後，

再重新計算該快閃記憶體區塊儲存資料的校驗值，並再紀錄到記憶體

管理區中，以備下次校驗記憶體內容正確性之使用。 

為確保整個號誌控制系統所儲存的重要系統運作參數資料不會因

為單一控制器的快閃記憶體損壞而影響到資料的正確性，因此會把資

料重複儲存在運作中控制器及備援控制器的快閃記憶體中，互為資料

備援。 

當備援設備在故障狀態時，以人工操作方式或系統軟體自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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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作系統運作參數變更時，僅能更新到作用中的控制器資料，無法

同步更新在故障狀態下的備援控制器中的資料，此時系統須將此異常

狀態紀錄於系統異常紀錄中，若是以人工操作時，在主控制器的人機

介面也會同時警示操作人員目前備援設備在故障狀態無法執行資料同

步，以便讓操作人員可儘速安排修復故障的備援設備；當作用中主控

制器在與交控中心連線時，主控制器須將備援設備在故障訊息透過網

路送到交通管理中心系統，以通知交管中心人員可儘速安排修復故障

的備援設備。 

一般控制器的自我偵測與相互備援設備間參數同步檢查及更新作

業，越頻繁越能及早發現系統問題，但應以低優先序的行程(process)

執行以避免影響號控作業效能，建議每小時執行一次，以確保相互備

援設備間系統參數的一致性。 

(2) 故障之備援設備由不正常狀態復原後的資料自動同步機制 

當短暫無法正常運作、失聯或是故障的備援設備復原為可正常運

作的狀態，並重新聯網時，該復原的備援設備會先執行系統初始化作

業以及設備校時作業。然後，作用中主控制器與該復原的備援主控制

器間會恢復每隔一時間間隔互傳控制器設備本身運作狀態(即 Heart 

Beat)訊息給對方，以確認彼此在正常運作狀態。 

當作用中主控制器確認備援主控制器恢復聯網正常運作之後，會

啟動資料同步作業，將備援主控制器中快閃記憶體中儲存的系統運作

參數更新為與作用中主控制器之快閃記憶體中所儲存的最新資料內容，

以便讓重新加入號誌控制系統運作的備援主控制器在重新啟用前，可

先建立及儲存設備運行所需的系統運作參數資料。一旦作用中主控制

器確認備援主控制器間的系統運作參數資料同步作業完成，備援主控

制器即可進入待命狀態，隨時可在作用中主控制器發生故障時，接手

控制燈號控制器，以確保整體系統可持續正常運作。 

為避免作用中主控制器與備援主控制器萬一發生短暫輪番故障，

造成兩組主控制器在此期間均有儲存部分最新設定的系統運作參數的

情況發生時，在確認每組主控制器的計時功能仍維持正確的前提下，

每次對作用中主控制器重設系統運作參數時，除主控制器除了或儲存

設定的系統運作參數外，也同步儲存自主更新此系統運作參數的時間

點與版本。當後續短暫故障或失聯之主控制器恢復聯網正常運作後，

作用中主控制器與備援主控制器間進行資料同步時，可以比對該項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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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資料在此二主控制器所記錄的自主更新時間點，以較晚更新時間者

為最後更新的參數值去同步另一台主控制器的該參數數值與版本，以

確保同步作業完成後，主控制器與備援主控制器所存放的系統運作參

數均是最新的設定值。 

5.1.2.2 系統軟體設計 

本章節說明主控制器與燈號控制器之運行控制邏輯。主控制器與燈號控

制器的系統運行由設備中的控制模組所執行的軟體程式決定，以下分別針對

作用中主控制器、備援主控制器及燈號控制器說明。 

A. 作用中主控制器 

作用中主控制器在新啟用開機或由異常復原時，系統會先執行初始化作

業。系統初始化作業包括以下幾項工作： 

1. 硬體初始化及自我測試：主控制器上電或復位後，會先由選定之微處理

器單元開始執行的程式位址開始執行 Bootloader 程式，Bootloader 就是

微處理器單元會執行的第一個程式。Bootloader 執行在載入作業系統之

前必要處理工作，主要進行以下幾項工作： 

a. 初始化硬體設置：包括輸入/輸出、記憶體(ROM、RAM、Flash)、

週邊裝置(如 RS232，RS485 與網路介面)、微處理器單元速度設定、

記憶體映射(Memory Mapping)及堆疊指標(Stack Pointer)…等。 

b. 開機後自我測試：對系統中的基本硬體元件作測試，測試重要硬體

功能，其中包括鍵盤、中央處理單元內的暫存器、硬體中斷處理控

制器、記憶體(ROM、RAM、Flash)等。 

註 : 基本的設備硬體自我偵測頻率高些可以及早發現系統問題，但應

以低優先序的行程(process)執行以避免影響號控作業效能，在不影

響系統正常運作的必要測試項目，建議每小時執行一次。 

2. 載入作業系統：Bootloader 由ROM或 Flash載入作業系統的 kernel image

及檔案系統。載入 image 時，可進行檢查，以確認是否 image 已被修

改。 

3. 啟動主控制器主程式：作業系統啟動後，系統會自動啟動主控制器主程

式，開始執行主控制器的程式邏輯。 

    主控制器(含作用中主控制器或備援主控制器)之主控模組軟體控制邏輯

的系統起始部分如圖 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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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控制器的程式啟動後，先執行控制器軟體及系統參數初始化，將系統

預設值及系統參數由 Flash 中讀出存放到軟體變數(在 RAM 中)。之後，再進

行 GPS 校時作業，透過 GPS 模組取得 GPS 訊號時間資訊，以用於更新時

間和日期設定。若主控制器在未完成本機 GPS 校時作業時，作用中主控制器

會與交控中心連線進行校時作業。關於系統校時，可參考上一章節「作用中

設備與備援設備間的時間同步」的說明。 

    完成時間校正後，主控制器須進行系統參數同步作業以取得最新號誌控

制系統設定的系統參數內容，將主控制器與備援主控制器最新設定的系統參

數，同步更新到一致的內容。作用中主控制器與備援主控制器間的系統參數

同步作業可選擇下列三種模式進行： 

1. 以作用中主控制器的系統參數為準去同步備援主控制器的系統參數； 

2. 以備援主控制器的系統參數為準去同步作用中主控制器的系統參數； 

3. 比較備援主控制器系統參數及作用中主控制器的系統參數的最後自主

更新時間，以較晚更新的內容為最後更新值去同步另一個設備的此參數

內容及版本資訊。採用此方式須在更新資料時同時記錄該資料由該設備

自主更新的時間及版本號碼，以便後續在兩主控制器參數內容不同時可

以比較該參數被哪一個設備作最後更新及其更新的時間與版本。 

    一般在系統初始時，會選擇以預設作用中主控制器的系統參數為準去同

步備援主控制器的系統參數；而當系統運行後，可以選擇第 1 種或第 3 種模

式實施系統參數同步作業。關於系統參數同步作業，可參考 5.1.2.1 節中「7. 作

用中設備與備援設備間的資料同步」的說明。 

    完成系統參數同步作業後，主控制器會執行與燈號控制器間的通訊測試，

確認主控制器與燈號控制器間之通訊正常，並由燈號控制器的回應訊息得知

與該燈號控制器與其連結的號誌燈之間的整合運作是否有任何錯誤或問題。 

    作用中主控制器完成與燈號控制器間的通訊測試後，作用中主控制器與

備援主控制器間會開始互傳[狀態通知]的心跳(Heart Beat)訊息，該訊息的目

的是在通知對方目前自身系統角色(作用中或備援)，以及是否在正常運作狀

態，以便讓主控制器可隨時掌握作為其相互備援系統的最新狀態。 

    主控制器之主控模組軟體[作用中]設備的控制邏輯請參考圖 13。若一切

正常，作用中主控制器對所有控制器發出[取得主控權]訊息，燈號控制器收

到此訊息後進入[作用中]的待命狀態，準備接受作用中主控制器開始下達燈

號控制相關的控制命令；備援主控制器收到此訊息後進入[備援中]的待命狀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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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中主控制器依照時制計畫系統參數所設定該時段，依照不同時階的

時相與秒數對各路口的燈號控制器傳送號誌燈控制訊息，燈號控制器即依照

收到的燈號控制訊息控制其連接的號誌燈號與秒數，以達成號誌控制的目的。

作用中主控制器依照時制計畫系統參數傳送號誌燈控制訊息的同時，仍會持

續接收與回應來自網路的訊息，並定時主動送出[狀態通知]的心跳訊息給備

援主控制器。 

    萬一作用中主控制器在與燈號控制器傳送號誌燈控制訊息發生錯誤或偵

測到本身設備有錯誤時(例如無法正常通訊或無法正常執行號控)，作用中主

控制器即對備援主控制器及所有燈號種器送出[釋放控制權]訊息，以將號誌

控制權釋出給備援主控制器，由備援主控制器接手號誌控制作業。 

    除了作用中主控制器在仍可自行運作的情況下，並在偵測到其本身已無

法執行號誌控制作業時，主動釋放號誌控制權之外，另一種情況是作用中主

控制器可能無法偵測到其本身已無法執行號誌控制作業，而無法主動釋放號

誌控制權時，備援控制器必須偵測到此情況，並主動擷取控制權，以接手號

誌控制作業。關於這部分，將在下一段落 [備援主控制器] 的系統軟體控制

邏輯中加以說明。 

    作用中主控制器的軟體處理流程如圖 12，圖 13及圖 14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12 主控制器之主控模組軟體流程-系統起始部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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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13 主控制器之主控模組軟體流程-作用中部分(2/3)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14 主控制器之主控模組軟體流程-備援部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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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備援主控制器 

    備援主控制器在新啟用開機或由異常復原時，和作用中主控制器一樣，

都會先執行初始化作業，在此不再贅述。在初始化作業的最後階段，載入作

業系統到隨機存取記憶體並啟動執行後，會依系統設定自動啟動備援控制器

主程式，開始執行其程式邏輯。 

    備援主控制器的程式啟動後，先執行控制器軟體及系統參數初始化，再

進行 GPS 校時作業。若備援主控制器未配置 GPS 模組時，可由作用中主控

制器發起對備援主控制器及燈號控制器進行校時，或由備援主控制器發出時

間同步請求訊息透過網路送到作用中主控制器進行時間校正。 

完成時間校正後，備援主控制器須進行系統參數同步作業以取得最新號

誌控制系統設定的系統參數內容。備援主控制器發出系統參數同步請求訊息

透過網路送到作用中主控制器，作用中主控制器收到請求後即與備援主控制

器互動通訊傳送系統參數以完成系統參數同步作業，備援主控制器除將所取

得最新系統參數更新其對應軟體變數外，並將該數值更新到 Flash 記憶體存

放的對應系統參數值。備援主控制器與作用中主控制器的系統參數同步作業

可參考上一段落 [作用中主控制器] 中的相關說明。 

完成系統參數同步作業後，備援主控制器會執行與燈號控制器間的通訊

測試，確認主控制器與燈號控制器間之通訊及號控作業正常；備援主控制器

與作用中主控制器間也會開始定時持續互傳[狀態通知]的心跳訊息，並進入

到 [備援待命] 的狀態，此時，備援主控制器會保持在隨時可接收網路訊息

的狀態下。 

主控制器之主控模組軟體的備援控制邏輯請參考圖 14。當備援主控制器

在 [備援待命] 狀態下，若收到作用中主控制器傳送的 [釋放控制權] 訊息時，

代表作用中主控制器已偵測到其本身已無法正常執行號誌控制作業時而主動

釋放號誌控制權。此時，備援主控制器為確保後續接手號誌控制主控權時可

正確執行號控作業，會先送 [通訊測試] 訊息給各路口之燈號控制器，並由

每個燈號控制器的回應中確認燈號控制作業可以正常運作。當收到所有燈號

控制器可正常運作的回應後，備援主控制器發出[取得主控權] 訊息給另一主

控制器及其他燈號控制器，設定自身為 [作用中] 狀態，並開始進行主控號

誌控制作業。自此時起，新 [作用中] 的主控制器即依照該時段之時制計畫

發出號誌燈控制訊息給各個路口的燈號控制器，接收其回應與新備援主控制

器的[狀態通知]等訊息，並定時發送本機之[狀態資訊]給新備援主控制器。 

備援主控制器在[備援待命]狀態時，會與作用中主控制器間定時持續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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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狀態通知]的心跳訊息，當備援主控制器未如預期時間週期收到作用中主

控制器傳送的[狀態通知]訊息時，可能是通訊線路或作用中主控制器已發生

問題。此時，備援主控制器即傳送[詢問號誌控制通訊狀態]訊息給各路口的

燈號控制器，詢問原作用中主控制器與燈號控制器間的號控作業是否已發生

異常。若燈號控制器亦皆已超過“最長未通訊允許時間”未與原作用中主控

制器通訊或與原作用中主控制器間有其他錯誤發生時，即會以[通訊異常]或

其他錯誤訊息回應備援主控制器之[詢問號誌控制通訊狀態]訊息。備援主控

制器確認原作用中主控制器以發生異常後，再與燈號控制器間的通訊測試獲

得正常回應後，就會發出[取得主控權]訊息給另一主控制器及其他燈號控制

器，設定自身為 [作用中] 狀態，並開始進行主控號誌控制作業。自此時起，

由此新作用中的主控制器執行號誌控制作業；原先作用中主控制器若仍可收

到另一主控器所發出的[取得主控權]訊息時，即回應主控制器[確認]訊息，設

定自身為備援角色，並進入 [備援待命] 狀態。 

另一種自動偵測作用中主控制器發生問題並通報備援主控制器以接手號

控作業的設計機制是由燈號控制器發起。當燈號控制器皆已超過“最長未通

訊允許時間”未收到原作用中主控制器訊息，或是收到原作用中主控制器發

出的異常訊息時，即以[號誌控制狀態異常]訊息(包含異常症狀，如通訊中斷

或主控制器異常…等)通報備援主控制器，當備援主控制器收到各個燈號控制

器傳送的號控異常訊息，即發出[取得主控權]訊息給另一主控制器及其他燈

號控制器，在收到各燈號控制器的[確認]回應後，即設定自身為 [作用中] 狀

態，並開始進行主控號誌控制作業；原先作用中主控制器若仍可收到另一主

控器所發出的[取得主控權]訊息時，即回應主控制器[確認]訊息，設定自身為

備援角色，並進入 [備援待命] 狀態。 

註 :  

備援主控制器(例如：剛復原作業的主控制器)可以無縫銜接原作用中

主控制器的號控作業，前提是二主控制器設備的時間同步與系統參數同步。

當備援主控制器與原作用中主控制器都可以正常運作時，若需作號誌控制

切換時，比較可靠的做法是，在二主控制器設備換手控制前，均先執行校

時與參數同步二作業；或在確認二主控制器之系統參數一致的情況下，僅

執行校時作業，以減少執行時間。完成同步作業後，兩設備就可協調切換

控制時間點(如：一控制週期結束時)，備援系統可無縫接續控制作業。 

在實作上，備援主控制器與作用中的主控制器協調切換控制權的時間

點的方法，可以透過傳送[取得主控權](參數中含期望開始控制時間)及接收

對方回應訊息(參數中含可以釋放控制時間)達成，以使作用中的主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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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一個完整號控週期後，才在精確時間點切換到由備援主控制器接手繼

續執行號控作業。 

但當原作用中主控制器故障是被其他設備或自身偵測到時，號制燈號

會被控制在「閃黃」(或熄滅)，備援主控制器不需與原作用中主控制器協

調切換控制時間點，可直接取得控制權後依時制計畫執行號控。 

備援和作用中主控制器亦可在每日離峰時間(例如半夜 0 點)切換運作，

以保持在經常可運行狀態。 

C. 燈號控制器 

a. 基本型燈號控制器 

基本型架構下的燈號控制器並未提供備援設備，本節以基本型架

構說明燈號控制器之軟體處理流程，如下圖所示。燈號控制器在新啟

用開機或由異常復原時，系統亦會先執行初始化作業，與前述段落 A

及 B之主控制器的初始化作業類似，亦包含硬體初始化、自我測試及

將作業系統載入隨機存取記憶體等程序，在此不再贅述。 

啟動燈號控制器主程式：作業系統啟動後，系統會自動啟動燈號

控制器主程式，執行燈號控制器的程式邏輯。完成初始化後，燈號控

制器主程式完成軟體初始化作業後，就會進入持續監聽與接收網路訊

息，依照作用中主控制器所送出的命令執行對應的動作，並將執行結

果回覆作用中主控制器。 

當燈號控制器收到一主控制器送出的[通訊測試]訊息時，會檢核

收到測試訊息內容是否正確，若完全正確時，會再檢測自身設備與號

誌燈號間的連結與號控作業狀態，若都完全正常時，即回覆發送端通

訊正確的回應訊息，反之，若有異常狀況，則回覆發送端測試錯誤(包

含異常症狀，如通訊中斷或控制器異常…等)的回應訊息。 

當燈號控制器收到一主控制器送出的[詢問號誌控制通訊狀態]訊

息時，一般是備援主控制器在未收到作用中主控制器[狀態通知]的心

跳訊息時，對各路口燈號控制器發出詢問與原作用中主控制器的通訊

或號控狀態是否仍維持在正常狀態，燈號控制器若與原作用中主控制

器的通訊或號控已發生失聯或異常狀況，即可回應發送端已發生系統

異常等狀況。發送此詢問的備援主控制器收到燈號控制器回應與原作

用中主控制器的通訊或號控作業發生異常時，即可進行接手號誌控制

的作業程序，此程序請參考前述備援主控制器章節之說明。當燈號控

制器收到一主控制器送出的取得控制權訊息時，即回應該發送端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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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確認訊息，並設定該訊息來源之主控制器為新的作用中主控制

器，自此時起接受該新作用中控制器之命令執行對應的號誌燈控制，

及對該控制器回報號誌燈異常狀態。若是收到原作用中的主控制器主

動發送的[釋放控制權]訊息時，即回應該發送端之主控制器確認訊息，

並設定該訊息來源之主控制器為釋出控制權狀態，不再接受該主控制

器之號誌控制命令。 

當燈號控制器收到作用中主控制器送出的號誌燈號變換或控制訊

息時，即對號誌燈執行對應的燈號控制動作，並回應發送之主控制器

該命令執行結果訊息。若 LED 號誌燈具備 LED 燈故障或不良率狀況

偵測功能，可在執行點燈時同時將 LED 燈故障狀態或不良率偵測數值

回應給燈號控制器，燈號控制器得到此結果可將附帶於在該命令執行

結果訊息中，回覆給作用中主控制器。作用中主控制器由回覆訊息中

可得知 LED 號誌燈粒的不良率是否超標或已發生故障狀況，即可透過

對外網路傳送號誌燈故障通知到交控中心，以便交控中心儘快派員維

修。 

當燈號控制器超過“最長未通訊允許時間”未收到原作用中主控

制器訊息，或是收到原作用中主控制器發出的異常訊息時，即以[號誌

控制狀態異常]訊息(包含異常症狀，如通訊中斷或主控制器異常訊

息…等)通報備援主控制器，當備援主控制器收到各個燈號控制器傳送

的號控異常訊息，即發出[取得主控權]訊息給另一主控制器及其他燈

號控制器，設定自身為 [作用中] 狀態，並開始進行主控號誌控制作

業，此程序請參考前述備援主控制器章節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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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15 基本型:燈號控制器軟體流程 

b. 完整型燈號控制器 

完整型架構下的燈號控制器提供備援設備，本節以完整型架構說

明燈號控制器之軟體處理流程，以下先說明燈號控制器備援通訊協定，

再說明系統軟體流程。 

(1)  燈號控制器備援通訊協定 

本節所述燈號控制器備援通訊協定適用於前述完整型的[網路設

備備援架構]。在完整型架構下，作用中主控制器與備援主控制器間的

相互備援協定、時間同步協定與系統參數資料同步協定等與上一節所

述相同，在此不再贅述。本節中，將針對新增備援燈號控制器設備部

分的高可用度通訊協定，加以說明。 

完整型的[網路設備備援架構]中，主控制器與燈號控制器均具備

備援設備，如前所述，作用中主控制器與備援主控制器定時交互傳送

[狀態訊息](訊息 1，參考下圖)；作用中主控制器在啟動時、開始接手

控制前、定時或在達到“最長未通訊允許時間”仍無通訊發生時，會

對各燈號控制器在傳送[通訊測試]訊息(訊息 2，參考下圖)，並由各燈

號控制器的回應訊息確認通訊及號控在正常狀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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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16 作用中主控制器切換使用之燈號控制器的相關訊息 

 

萬一作用中主控制器在原作用中燈號控制器硬體損壞時，切換使

用備援燈號控制器的程序說明如下：     

1. 當作用中主控制器無法與某一組作用中的燈號控制器通訊，但仍可

與其他燈號控制器以[號誌控制訊息] (訊息 3，參考下圖)通訊或可

收到[通訊測試]訊息(訊息 2)之正確回應時，代表與目前該組作用中

的燈號控制器間的燈控發生異常，但與其他作用中的燈號控制器間

的燈控仍是在正常狀態。 

2. 此時，作用中主控制器即送出 [切換及作用] (訊息 4，參考下圖)

給該異常燈號控制器之備援設備，該備援燈號控制器收到此訊息後，

對號誌燈的切換控制電路單元進行連線切換控制，將號誌燈的輸入

由原作用中燈號控制器之輸出切換為該備援燈號控制器之輸出，並

將切換控制結果回應作用中主控制器。 

3. 作用中主控制器收到切換成功之回應後，即更新設定該備援燈號控

制器為作用中燈號控制器，及更新設定原作用中燈號控制器為備援

燈號控制器。自此以後，作用中主控制器就與新的作用中燈號控制

器通訊互動，進行號誌控制相關作業； 

4. 同時，作用中主控制器也將已有燈號控制器發生故障的訊息，透過

對外網路傳送號誌燈故障通知到交控中心，以便交控中心儘快派員

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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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17 主控制器與燈號控制器間通訊測試訊息 

(2) 燈號控制器系統軟體流程 

本節所述適用於前述完整型的[網路設備備援架構]的燈號控制器

系統軟體流程。 

在完整型架構時，燈號控制器具有備援硬體設備，作用中的燈號

控制器與備援燈號控制器各自具備不同的網路位址。主控制器的系統

參數中，會預設系統初始時選擇連線的燈號控制器，即為預設作用中

燈號控制器，當主控制器與作用中燈號控制器完成通訊測試後，即對

該燈號控制器下達[切換及作用]的命令，該預設作用中燈控設備收到 

[切換及作用] 命令時，先將切換控制電路單元切換為本設備連接號誌

燈號，若切換成功，即將本設備設定為作用中設備，並回覆主控制器

切換成功訊息；另一組燈號控制器依切換控制電路單元回應切換狀態

變化得知號誌燈已被切換由另一組燈號控制器主控，即將自身設備設

定為備援角色。自此時起，主控制器與燈號控制器連線通訊時即是與

作用中燈號控制器搭配完成號誌燈號控制作業。 

萬一作用中燈號控制器發生故障時，作用中燈號控制器可能因無

法與主控制器正常通訊而未回應主控制器之命令，或是作用中燈號控

制器雖可與主控制器通訊，但該燈號控制器偵測到設備本身不正常時，

主動通知主控制器或回應主控制器本身設備發生錯誤，此時主控制器

即會對備援燈控設備下達[切換及作用]的命令，將新作用中的燈號控

制器切換為該備援設備。原備援燈號控制器收到主控制器切換命令後，

即先控制切換控制電路單元切換為本身設備連接號誌燈號，若切換成

功，再將本設備設定為作用中設備，原先作用中設備通訊則降為備援

設備。 

燈號控制器的系統軟體處理流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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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18 燈號控制器(作用中或備援)軟體流程 

 

5.2 設備硬體模組備援架構設計 

[設備硬體模組備援架構]設計，是在主控制器或燈號控制器設備的硬

體設計上，針對重要的硬體模組，設計備援模組，當作用中的硬體模組損

壞時，可由備援模組接續運作，以維持整體號誌控制系統運作正常。當無

通訊備援時，以硬體模組備援方式所設計的設備，因其備援機制內含於控

制器設備硬、軟體之中，因此在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的設備網路架構上，

與原先不具硬體備援的的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並無不同。以設備硬體模組

備援所設計的高可用度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之網路架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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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19 以設備硬體模組備援的高可用度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網路架構 

 

[設備硬體模組備援架構]之硬體模組備援可依需要區分為以下兩種 : 

   1. 基本型 : 僅主控制器的重要模組具有備援模組 

  2. 完整型 : 主控制器及燈號控制器的重要模組均具有備援模組 

   基本型[網路設備備援架構]之號誌控制系統示意圖如圖 19 所示。 

5.2.1 硬體設計 

以下說明基本型及完整型[設備硬體模組備援架構]的硬體設計。 

1. 基本型 : 僅主控制器具有備援設備 

    主控制器的重要硬體模組具有備援的硬體架構如下圖所示，其硬體包含

以下幾部分： 

a. 一作用中控制單元電路 :  

包含微處理器及記憶體，包括快閃記憶體(Flash)用以儲存程式及

資料外，以及隨機存取記憶體(RAM)用以儲存執行中之程式與變

數資料；微處理器執行號誌系統之控制邏輯，並透過通訊單元

電路與燈號控制器送收控制命令及狀態資訊； 

b. 一作用中即時時鐘計時單元電路 : 

一作用中即時時鐘計時單元電路 : 包含計時功能及一備用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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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裝置，以提供即時時鐘之備援電力，可為 GPS 模組或是 RTC

計時電路模組； 

c. 一作用中通訊單元電路 :  

具備區域通訊單元電路，區域通訊線路可為 CAN Bus 或 Ethernet，

包含訊號調變/解調電路，可將本設備內部通信信號調變為載波

信號，以及可將載波信號解調為本設備內部通信信號，該電路

與控制單元電路以電性連結，並以通訊線傳送載波信號； 

除以區域通訊線路串接各個控制器之外，並具備與外部通訊的  

網路通訊模組線路(本例為 Ethernet) ，可連接 ADSL 通訊設備或

4G/3G 無線通訊閘道設備，可與交通控制中心的管理系統通訊，

以接收交控中心由遠端下達的控制命令及回報異常狀態資訊； 

d. 一作用中按鍵輸入及顯示單元電路 : 為一提供操作者輸入資料

或選擇在螢幕上顯示列舉之資料項目之按鍵輸入電路，以及具

螢幕及燈號顯示系統資訊的電路單元； 

e. 一具備援電源機制的變壓整流單元電路 : 包含兩組以上並聯電

源轉換單元的變壓整流電路，以提供備援電源。電源轉換單元

可將外部輸入之交流電源先經突波保護電路防止外部瞬間高壓

或大電流燒毀本設備電子元件，再經變壓器降低電壓後與整流

電路轉為直流電源，並經均流電路後，輸出直流電源以供該主

控制器內各單元電路使用； 

f. 一備援控制單元電路 :  

包含微處理器及記憶體，包括快閃記憶體(Flash)用以儲存程式及

資料外，以及隨機存取記憶體(RAM)用以儲存執行中之程式與變

數資料；微處理器執行號誌系統之控制邏輯，並透過通訊單元

電路與燈號控制器送收控制命令及狀態資訊； 

g. 一備援即時時鐘計時單元電路 :  

包含計時功能及一備用充電電池裝置，以提供即時時鐘之備援

電力，可為 GPS 模組或是 RTC 計時電路模組； 

h. 一備援通訊單元電路 :  

可與作用中通訊單元電路之硬體模組結構相同或不同，具備區

域通訊單元電路，區域通訊線路可為 CAN Bus 或 Ethernet，包

含訊號調變/解調電路，可將本設備內部通信信號調變為載波信

號，以及可將載波信號解調為本設備內部通信信號，該電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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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單元電路以電性連結，並以通訊線或無線通訊傳送載波信

號； 

除以區域通訊線路串接各個控制器之外，並具備與外部通訊的  

網路通訊模組線路(本例為 Ethernet)，可連接 ADSL 通訊設備或

4G/3G 無線通訊閘道設備，可與交通控制中心的管理系統通訊，

以接收交控中心由遠端下達的控制命令及回報異常狀態資訊； 

i. 一備援按鍵輸入及顯示單元電路(選擇配置) :  

為一提供操作者輸入資料或選擇在螢幕上顯示列舉之資料項目

之按鍵輸入電路，以及具螢幕及燈號顯示系統資訊的電路單

元； 

本電路模組之配置具選擇性，若考慮到設備成本，亦可不配置

本電路模組，是否選擇配置本模組的主控制器的硬體架構如圖

20、21 所示； 

j. 分接裝置 :  

為區域通訊線路(CAN Bus 或 Ethernet)的分接裝置(如分接頭或

HUB)，可接受由作用中區域通訊單元電路的輸出或是備援區域

通訊單元電路的輸出； 

k. 切換電路 :  

為按鍵輸入及顯示單元電路的切換控制電路，可接受由作用中

控制單元電路或備援控制單元電路所送出的控制信號以切換作

用中的控制單元電路與作用中的按鍵輸入及顯示單元電路間之

電性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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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20 主控制器硬體模組備援架構(按鍵輸入及顯示單元電路具備援)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21 主控制器硬體模組備援架構(按鍵輸入及顯示單元電路無備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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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整型 : 主控制器及燈號控制器均具有備援設備 

    完整型網路設備備援架構中，不僅主控制器具有備援模組，燈號控制器

也具有備援模組。完整型與基本型的設備模組備援架構中，主控制器的硬體

備援模組設計與上節所述相同，在此不再贅述，本章節將說明燈號控制器的

硬體備援模組架構。 

燈號控制器的重要硬體模組具有備援的硬體架構如下圖所示，其硬體包

含以下幾部分： 

a. 一作用中控制單元電路 :  

包含微處理器及記憶體，包括快閃記憶體(Flash)用以儲存程式及

資料外，以及隨機存取記憶體(RAM)用以儲存執行中之程式與變

數資料；微處理器執行號誌系統之控制邏輯，並透過通訊單元

電路與主控制器送收控制命令及狀態資訊； 

b. 一作用中通訊單元電路 :  

具備區域通訊單元電路，區域通訊線路可為 CAN Bus 或 Ethernet，

包含訊號調變/解調電路，可將串列通信信號調變為載波信號，

以及可將載波信號解調為本設備內部通信信號，該電路與控制

單元電路以電性連結，並以通訊線傳送載波信號； 

c. 一作用中燈號驅動單元電路 : 採用半導體控制電路，可瞬間激

發大電流之無接點開關，以光耦合器隔離負載輸出電壓與控制

電路工作電壓，可免因反饋電壓而損壞內部電路，並可加裝突

波器以保護電路，以一燈一線方式控制號誌燈號之亮滅； 

d. 一具備援電源機制的變壓整流單元電路 : 包含兩組以上並聯電

源轉換單元的變壓整流電路，以提供備援電源。電源轉換單元

可將外部輸入之交流電源先經突波保護電路防止外部瞬間高壓

或大電流燒毀本設備電子元件，再經變壓器降低電壓後與整流

電路轉為直流電源，並經均流電路後，輸出直流電源以供該主

控制器內各單元電路使用；另外，經突波保護電路後，還需輸

出交流電源以供燈號驅動單元電路控制其交流輸出並連結至號

誌燈使用； 

e. 一備援控制單元電路 :  

包含微處理器及記憶體，包括快閃記憶體(Flash)用以儲存程式及

資料外，以及隨機存取記憶體(RAM)用以儲存執行中之程式與變

數資料；微處理器執行號誌系統之控制邏輯，並透過通訊單元

電路與燈號控制器送收控制命令及狀態資訊； 

f. 一備援通訊單元電路 :  

具備區域通訊單元電路，區域通訊線路可為 CAN Bus 或 Ethernet，



                                        高可用度分離式路口交通號誌控制系統設計 

39 

 

可與作用中通訊單元電路之硬體模組結構相同或不同，包含訊

號調變/解調電路，可將本設備內部通信信號調變為載波信號，

以及可將載波信號解調為本設備內部通信信號，該電路與控制

單元電路以電性連結，並以通訊線或無線通訊傳送載波信號； 

g. 一備援燈號驅動單元電路 : 採用半導體控制電路，可瞬間激發

大電流之無接點開關，以光耦合器隔離負載輸出電壓與控制電

路工作電壓，可免因反饋電壓而損壞內部電路，並可加裝突波

器以保護電路，以一燈一線方式裝設控制號誌燈號之亮滅； 

h. 切換控制電路單元 :  

為燈號驅動單元電路的切換控制電路，可接受由作用中控制單

元電路或備援控制單元電路所送出的控制信號以切換輸出為作

用中燈號驅動單元電路的輸出或是備援燈號驅動單元電路的輸

出與外部的號誌燈號電性連結。 

完整型的燈號控制器與號誌燈組整合的硬體架構圖如下圖所示。燈號

控制器具備作用中的燈號驅動單元電路與備援燈號驅動單元電路，該二模

組的的輸出電源為切換控制電路單元的輸入，切換控制電路單元受作用中

的控制單元電路與備援控制單元電路所控制，可在作用中燈號驅動單元電

路無法輸出正確控制號誌燈號電源輸出時，切換為備援燈號驅動單元電路

輸出正確控制號誌燈號電源，再透過切換控制電路單元輸出。切換控制電

路單元的輸出電性連接號誌燈組，實際控制該號誌燈組的燈號控制器是作

用中的控制單元電路與燈號驅動單元電路；此時，備援控制單元電路與備

援燈號驅動單元電路輸出介面則與號誌燈組之控制輸入介面是保持斷路狀

態。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22 燈號控制器硬體模組備援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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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 週邊模組整合設計 

控制器的週邊模組包括連鎖輸出入介面模組及週邊設備通訊模組，連

鎖輸出入介面模組提供與觸發設備間連接的通訊介面，週邊設備通訊模組

則提供與週邊設備間連接的通訊介面。一般號誌控器的連鎖輸出入介面包

括 1~2 組連鎖母機輸出，1~2 組連鎖子機輸入，行人觸動輸入，鐵路連鎖

輸入及箱門開關輸入等。 

傳統集中式號誌控器的連鎖輸出入介面模組及週邊設備通訊模組都集

中設置在號誌控制器中，因連鎖輸出入裝置或週邊設備大多分散安裝在路

口不同角落，因此需要由各個連鎖輸出入裝置或週邊設備分別各自拉線與

控制器的連鎖輸出入介面及週邊設備通訊模組之通訊介面連接。 

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中，在路口各方向有配置燈號控制器，在該路口

方向的連鎖輸出入裝置或週邊設備可就近與該路口方向的燈號控制器連接，

此時若燈號控制器採用硬體備援方案，建議選擇[硬體模組備援架構]，以

便連鎖輸出入模組可經由切換電路切換該模組與連鎖輸出入模組輸出入介

面連接，再透過此硬體介面與外部連鎖輸出入裝置連接。當整合的週邊設

備具備與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相同的網路介面時，則可選擇[網路設備備援

架構]或[硬體模組備援架構]，透過網路通訊方式，達到號控統與週邊設備

間訊息及資料傳送的目的。 

本章節將說明號誌控制器之連鎖輸出入介面模組及週邊設備通訊模組

之整合。以下就連鎖輸出入介面模組及週邊設備通訊模組是否提供備援模

組加以說明。 

1. 重要模組備援 : 連鎖輸出入介面模組及週邊設備通訊模組不提供備援 

在此架構下，連鎖輸出入介面模組及週邊設備通訊模組不提供備援模

組。因為號誌控制系統的連鎖輸出入模組及週邊設備通訊模組不正常

時，不至於影響號誌控制系統主要的燈號控制作業，所以若考慮成本

因素，在主控制器與燈號控制器的非主要硬體模組可選擇不配置備援

硬體模組。 

2. 全模組備援 : 連鎖輸出入介面模組及週邊設備通訊模組提供備援 

在此架構下，連鎖輸出入介面模組及週邊設備通訊模組提供備援模組，

以提高連鎖輸出入介面與其他週邊設備通訊的可靠度。 

1. 重要模組備援架構 

    為確保分離式號制控制系統可以在部分硬體損壞時，仍不影響號制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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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主要功能正常運作，控制器重要硬體模組，必須提供備援。5.2.1 節中所

述之硬體設計就是重要模組備援架構。 

(1) 主控制器： 

a. 主控制模組：主控制模組是整個號誌控制系統的大腦，主控整體號控

系統核心邏輯與決策，因此必須具備備援模組。主控制模組包含了控

制單元電路、通訊電路(包含區域及廣域網路通訊介面)；計時單元電

路及按鍵輸入及顯示單元電路依需要選配備援模組。 

b. 電源供應模組：電源供應模組將外部供應的交流電轉換為主控制器內

其他模組所需的直流電源，除需具備突波保護電路外，還需變壓，穩

壓與整流等電路，以提供依照主控制器中其他模組所需電力。此部分

需具備備援模組，以備作用中的電源供應模組發生故障時，主控制器

硬體因無電源而無法運作。 

(2) 燈號控制器： 

a. 燈號控制模組：燈號控制模組是燈號控制器的邏輯運算中樞，可接受

主控制器的點燈命令，並回應自身模組或燈號控制的故障或問題，因

此必須具備備援模組。 

b. 燈號驅動模組：燈號驅動模組採用半導體控制電路，瞬間激發大電流

之無接點開關，可接受燈號控制模組輸出的信號為其控制電路之輸入，

以光耦合器隔離負載輸出電壓與控制電路工作電壓。燈號驅動模組應

具備備援模組，以便作用中燈號驅動模組損壞時，能立即由備援燈號

驅動模組接手繼續接受燈號控制模組控制執行號誌燈點燈作業。 

c. 電源供應模組：電源供應模組將外部供應的交流電轉換為燈號控制器

內其他模組所需的直流電源，除需具備突波保護電路外，還需變壓，

穩壓與整流等電路，以提供依照燈號控制器中其他模組所需直流與交

流電力。此部分需具備備援模組，以備作用中的電源供應模組發生故

障時，燈號控制器中的硬體模組因無電源而無法運作。 

依照上述重要模組備援規劃的主控制器，若需具備連鎖輸出入介面模

組提供觸動控制功能，或是提供週邊設備通訊模組以整合週邊設備時，其

硬體架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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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23 主控制器重要模組備援硬體架構 

 

上圖中之作用中主控模組將主控切換電路之電性連接切換，以使其與

連鎖輸出入介面模組及週邊設備通訊模組電性連接。完成切換控制後，作

用中主控模組就可與該二模組通訊，其通訊介面可為 RS232 或 UART 等序

列傳輸方式送收資料。 

以下說明主控制器中不具硬體備援的模組，以及該模組與其他模組間

的關係。 

(1) 主控制器： 

a. 操作面板/顯示螢幕模組：本模組不提供硬體備援，因此當本模組故

障時，可能使操作人員或維修人員無法對號誌控制系統進行查詢或設

定系統狀態或系統參數。 

為解決此模組萬一故障並無備援的問題，本設備應提供由外接筆

電或電腦對本號誌控制系統進行查詢或設定系統狀態或系統參數的

功能。主控制器具備串列通訊介面(RS232)及網路通訊介面(Ethernet)，

操作人員或維修人員使用筆記型電腦透過前述串列通訊介面或網路

通訊介面與主控制器連接，在通過帳號及密碼認證後，可以登入本設

備，以終端機模式或是 Web 介面查詢或設定系統狀態或系統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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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面板/顯示螢幕模組與哪一組主控制模組連接，可以手動操

作切換電路選擇，或是由作用中的主控制模組控制切換電路選擇操作

面板/顯示螢幕模組與其作連結。 

b. 連鎖輸出入模組：本模組是選項配備模組，不提供硬體備援，因此當

本模組故障時，將無法提供與外部連鎖輸出入設備間連鎖控制與資訊

傳送功能，包括連鎖母機輸出，連鎖子機輸入，行人觸動輸入，鐵路

連鎖輸入或箱門開關輸入等。 

連鎖輸出入模組與哪一組主控制模組連接，係由作用中的主控制

模組自動控制切換電路選擇連鎖輸出入模組與其作連結。完成切換控

制後，作用中主控模組就可與該二模組通訊，其通訊介面可為 RS232

或 UART 等序列傳輸方式送收資料。 

c. 週邊設備通訊模組：本模組是選項配備模組，不提供硬體備援，因此

當本模組之故障時，將無法提供與外部週邊設備通訊，當某一通訊介

面損壞(如 RS232、RS485 或 Ethernet)時，會影響到該介面與外接設

備間的通訊功能，一般 RS232 介面是與外接筆電或與和中心端連線

之通訊設備之連接介面；RS485 介面是與外接車輛偵測器或 CMS 資

訊可變標誌之連接介面；Ethernet 介面是與外接設備、筆電或與和中

心端連線之通訊設備之連接介面。 

週邊設備通訊模組與哪一組主控制模組連接，係由作用中的主控

制模組自動控制切換電路選擇週邊設備通訊模組與其作連結。完成切

換控制後，作用中主控模組就可與該二模組通訊，其通訊介面可為

RS232 或 UART 等序列傳輸方式送收資料。 

(2) 燈號控制器： 

a. 連鎖輸出入模組：本模組是選項配備模組，不提供硬體備援，因此當

本模組故障時，將無法提供與外部連鎖輸出入設備間連鎖控制與資訊

傳送功能。 

連鎖輸出入模組與哪一組主控制模組連接，係由作用中的燈號控

制模組自動控制切換電路選擇連鎖輸出入模組與其作連結。 

b. 週邊設備通訊模組：本模組是選項配備模組，不提供硬體備援，因此

當本模組之故障時，將無法提供與外部週邊設備通訊，當單一或通訊

介面損壞(如 RS232、RS485 或 Ethernet)時，會影響到該損壞介面與

外接設備間的通訊功能。 

週邊設備通訊模組與哪一組燈號控制模組連接，係由作用中的燈

號控制模組自動控制切換電路選擇週邊設備通訊模組與其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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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24 燈號控制器重要模組備援硬體架構 

2. 全模組備援架構 

    若主控制器與燈號控制器的硬體模組均配置備援硬體時，為全模

組備援，可在任何硬體模組損壞時，使用備援模組接手運作，以維持整體

設備正常運行。主控制器全部模組具備援模組的硬體架構如下圖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25 主控制器全模組備援硬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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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控制器： 

主控制器之全模組備援架構，主控制模組、電源供應電路、操作面板

及顯示螢幕、連鎖輸出入與週邊設備通訊等模組均有備援，但在主控制模

組與其他功能模組間所需的切換電路，卻不具備援，因此，除應使切換電

路結構力求簡單及可靠度高之外，也應儘量減少使用切換電路。因此，在

上圖的電路結構中，在主控制模組與連鎖輸出入模組間，以及主控制模組

與週邊設備通訊模組間，採用直接以序列通訊(如 RS232，UART 等)方式送

收資料，因此，主控制模組、連鎖輸出入模組及週邊設備通訊模組需具備

多組序列通訊介面，以提供模組間通訊需要。 

作用中的主控制模組與備援主控模組間也以序列通訊介面傳送自身模

組的[狀態資訊]訊息，作用中的主控制模組主控與其他功能模組(包含連鎖

輸出入模組、週邊設備通訊模組、操作面板及顯示螢幕等)的通訊，並接受

其他作用中功能模組送達的資料。當功能模組收到作用中主控制模組傳送

的[切換及作用]命令時，該功能模組會通知另一與其相互備援的功能模組

自身模組也成為作用中模組，另一與其相互備援的功能模組收到此通知後

會將自身模組設定為備援角色，並進入待命備援狀態。同時，該作用中功

能模組(如週邊通訊模組)會控制切換電路使該功能模組的輸入與輸出與外

接設備(如車輛偵測器)作電性連接。主控制器之各模組將紀錄自身模組為

作用中或備援角色，同時也記錄可能與其通訊模組即時的角色(作用中或是

備援待命中)。設備中實際運作的模組是由各作用中模組間整合運作達成設

備完整功能，其他備援模組則處於備援待命狀態。 

(2) 燈號控制器： 

燈號控制器之全模組備援架構如下圖所示，如上節所述，燈號控制模

組主控燈號控制器運作，其與其他功能模組間通訊，也採用序列通訊(如

RS232，UART 等)方式送收資料，以減少使用無備援的切換電路。在連鎖

輸出入模組與週邊設備通訊等模組與外部設備連接的控制機制，請參考上

節，此不贅述。 

燈號驅動模組及其備援模組可瞬間激發大電流之無接點開關，以光耦

合器隔離負載輸出電壓與控制電路工作電壓，以免因反饋電壓而損壞內部

電路，其輸入交流電源係由電源供應電路提供。作用中燈號控制模組決定

使用哪一組燈號驅動模組為作用中模組後，同步控制與燈號驅動模組間切

換電路，及燈號驅動模組與號誌燈間的切換電路，使作用中燈號驅動模組

向上與作用中燈號控制模組電性連結，向下與號誌燈號系統電性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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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26 燈號控制器全模組備援硬體架構 

 

5.2.1.2 模組間網路通訊架構 

上一章節中的主控制器與燈號控制器的全模組備援架構，在模組間的

訊息或信號傳遞，是經由模組間的串列通訊或直接連線達成，雖然較方便，

但對控制模組而言，與其他模組間序列通訊介面較多，特別是在主控制模

組或燈號控制模組，與幾種不同功能模組以序列通訊介接，序列通訊埠可

能因不足需加以擴充而增加硬體的複雜度，同時模組傳遞信號或是訊息的

方式也可能不一致。若將主控制器中之主控制模組與其他功能模組(如連鎖

輸出入模組、週邊設備通訊模組等)之間的通訊採用網路連線(CAN Bus)或

串列通訊匯流排的方式達成，就可簡化控制模組與其他模組間的連線，並

以統一的方式處理模組間的信號或是訊息傳遞作業。設備內部網路通訊可

採Ethernet 或CAN匯流排等；串列通訊匯流排如 I
2
C（Inter-Integrated Circuit）

或 SPI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Bus)等。 

雖然主控制器與燈號控制器之間的網路也是以 CAN Bus 方式通訊，

但為了確保主控制器內上述其他模組不受到主控制器外之其他設備通訊的

干擾，在主控制器中的 CAN Bus 通訊電路，須選擇具備至少有 2 組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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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AN Bus 控制器與 CAN Bus 通道(Channels)的微控制器或通訊晶片，

以確保主控制設備內的模組間通訊是使用其中一獨立的 CAN Bus 通道，主

控制器對外與燈號控制器間的區域網路通訊，則使用另一獨立的 CAN Bus

通道，將控制器對內與對外的 CAN Bus 通道分開，可確保設備內的模組

間通訊，不受外部其他設備的干擾或影響。主控制器全模組備援並採用網

路通訊為模組間通訊的硬體架構如下圖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27 主控制器之模組網路通訊硬體架構 

燈號控制器也可和主控制器一樣在控制器內部模組採用網路通訊作控

制命令或狀態通知。燈號控制器全模組備援並採用網路通訊為模組間通訊

的硬體架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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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28 燈號控制器之模組網路通訊硬體架構 

5.2.1.3 電源備援設計 

為避免單一電源模組故障造成控制器內部模組失去電源供應而無法運

作，需設計電源備援機制。本電源備援設計採用分離式電源系統，將多組

電源轉換模組並聯，分散供給系統其他模組所需的電流，並可在單一模組

損壞時，仍可由其他模組供應電源。分離式並聯架構還具備易於擴充的優

點，當系統內的硬體模組擴增時，電力負載隨之增加，此時只需增加並聯

的電源轉換模組，就可以增加電力輸出提供新增負載的需要。分離式電源

系統的電路模組架構如下圖所示，在分離式號誌控制器中，主控制器模組、

週邊設備通訊模組及連鎖輸入模組等，都是主控制器電源模組的負載。 

此外，維修故障的電源模組時，常需要中斷系統電源供應，再拆卸換

裝故障的電源模組，致使系統的可用度降低。因此，可以採用熱插拔(Hot 

Swap)設計，讓維修人員在換裝電源模組時，不需中斷電源，讓號控系統可

持續維持正常運轉，以提高系統的可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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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8] 

圖 29 分離式電源系統電路示意圖 

 

以下是一種高功因的直流電源供應器設計[8]。本設計的電源轉換器由

四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突波保護電路，防止外部瞬間高壓或大電流造成

後級電子電路損壞；第二部分是LLC諧振電路架構，具備零電壓切換功能，

減少切換損失，並利用變壓器中的漏感進行諧振，可縮小電源模組面積，

增加功率密度；第三部分是均分電流控制，係利用自動均流技術，實現並

聯均分電流功能；第四部分是熱插拔保護，透過 ORing-MOSFET 保護模組

於供電情況下插拔電源保護器，不損壞電源保護器，且不影響整體系統正

常運作。直流電源供應器系統架構圖如下圖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30 具備援功能的直流電源供應器硬體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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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上述之直流電源供應器設計電路及其原理，請參閱參考文獻[8]及

[9]之說明。 

5.2.2 軟體設計 

[設備硬體模組備援架構]的軟體設計分為兩部分說明，第一部分是高

可用度通訊協定的設計，係針對高可用度網路系統所需要的設備中的運作

模組作狀態偵測、作用中模組間的互動運作及作用中與備援模組間的運作

切換等機制設計，透過設備中控制模組間的訊息傳送，以及設備間的訊息

傳送，使控制器設備中之作用中與備援模組間可相互監控與協調運作以達

成系統高可用度特性。第二部分是系統軟體設計，係針對主控制器與燈號

控制器之控制模組的控制邏輯，加以規劃。以下就此兩部分分別說明之。      

5.2.2.1 高可用度通訊協定設計 

本節所述主控制器備援通訊協定可適用於前述基本型與完整型的[硬

體模組備援架構]。 

與前面章節[網路設備備援架構]類似，[硬體模組備援架構]之號誌控

制系統開機後，主控制器與各路口的燈號控制器會先進行初始化作業，初

始化作業先由微處理器單元的程式起始執行位址執行 Bootloader程式，完

成載入作業系統前必要的前置處理工作，包括初始化硬體設置及執行開機

自我測試，然後再由 ROM 或 Flash 記憶體載入作業系統的 kernel image

及檔案系統。作業系統啟動後，系統會自動啟動控制器的主程式，主程式

則依照系統參數設定執行燈號控制作業。 

主控制器具備啟動時預設運行的作用中控制單元及備援控制單元，二

模組會各自初始化其個別連接的硬體模組，二者共同連接的模組切換電路

單元的初始設定由作用中控制單元執行。 

以備援硬體模組作為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之高可用度設計基礎，也必

須搭配高可用度通訊協定設計，以達到作用中設備故障時，就可立即切換

由備援模組接手運作的目標。 

本高可用度設計架構中，主控制器具備兩組控制單元且可相互備援，

作用中控制單元與待命的備援控制單元間每隔一時間間隔(如 5~10 秒)會

透過序列通訊埠互傳控制單元本身運作狀態訊息給對方，其作用如同該模

組本身自我心跳(Heart Beat)狀態通報，以確認彼此之運作狀態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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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待命中備援控制單元無法收到先前作用中控制單元的設備運作狀態正常

訊息時，就透過通訊單元電路發送訊息與各路口的燈號控制器確認其是否

與原作用中控制單元間亦無法協同正常執行號誌控制，若全部或部分燈號

控制器回應無法與原作用中控制單元正常通訊時，備援控制單元即接替原

作用中主控制器執行與燈號控制器的通訊以完成號誌燈控制作業。 

主控制器的作用中控制單元與待命的備援控制單元間，相互備援的通

訊協定與[網路設備備援架構]類似，惟其以同一主控設備內含兩組控制單

元硬體模組取代區域網路上掛接兩台主控設備，因此，主控設備中作用中

控制單元與待命的備援控制單元間互傳本身運作狀態訊息給對方是透過兩

模組間的序列通訊達成，而不透過網路傳送[狀態通知]訊息達成，是這兩

種架構的主要差異。 

兩控制單元電路模組間透過模組間通訊互傳資料傳送自身或偵測對方

的運行狀態，以便作用中控制單元模組故障時，備援模組可即時接替原作

用中模組繼續完成號誌控制作業，並變更彼此在作用中模組及備援模組的

角色及狀態。 

主控制器的按鍵輸入及顯示單元電路，可視實際需要及成本考量選擇

是否配置備援模組。若配置備援模組時，互為備援的兩控制單元電路模組

及兩按鍵輸入及顯示單元電路模組均會連接到一切換電路模組，該切換電

路模組可交叉切換兩控制單元電路模組及兩按鍵輸入及顯示單元電路模組

間的連結，其線路切換控制機制的設計可以由使用者以手動切換按鍵方式

切換上下模組間連接狀態(類似電腦系統的 KVM 裝置)，或者是由作用中的

控制單元電路模組自動切換其選擇連接的按鍵輸入及顯示單元電路模組。 

作用中的控制單元電路模組如何自動切換其選擇連接的按鍵輸入及顯

示單元電路模組呢 ? 其前提是按鍵輸入及顯示單元電路模組在使用者操

作使用該模組時，可偵測並回傳該模組自身運作是否正常的狀態信號，透

過切換電路模組傳送到作用中的控制單元電路模組。作用中的控制單元電

路模組由作用中的按鍵輸入及顯示單元電路模組回傳的不正常狀態信號，

得知該模組已故障，乃送出切換信號到切換電路模組以控制鍵盤與顯示輸

出入介面切換連結到備援按鍵輸入及顯示單元電路模組。 

若未配置按鍵輸入及顯示單元電路備援模組，為了避免無備援的按鍵

輸入及顯示單元電路備援模組故障時會造成使用者無法對主控制器輸入資

料或從螢幕查看控制器系統狀態的情況，本系統可支援透過序列埠(如 COM 

Port)終端連線方式與外部筆記型電腦通訊，透過筆電端輸入設定系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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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查看控制器系統狀態。      

其餘在[網路設備備援架構]中，高可用度通訊協定之作用中主控制器

與備援主控制器的角色，在本[硬體模組備援架構]中，則以主控制器之作

用中控制單元與待命的備援控制單元二模組取代，與其他路口燈號控制器

間互動的通訊訊息設計亦是相似，詳細內容可參考[網路設備備援架構] 之

5.1.2.1節 [高可用度通訊協定設計] 之說明。 

5.2.2.2 系統軟體設計 

A. 主控制器 

當高可用度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的控制器系統參數設定完成後，當系

統開機後，送電到各控制器，各控制器開機後即進行系統硬體設置及硬體

基本功能測試作業。 

主控制器中具備系統啟動時預設執行控制作業的控制單元電路及預設

待命備援的控制單元電路。預設執行控制作業的控制單元電路(即預設之作

業中控制單元電路)在供電後開始執行硬體初始化作業、自動啟動主控制器

軟體、執行軟體初始化作業、時間校時與同步作業、系統參數同步作業，

以及通訊測試作業後，即開始進行號誌燈控制作業；同樣的，預設待命備

援的控制單元電路在供電後也同樣會開始執行與作業中控制單元電路相同

作業，但完成通訊測試作業後，即會進入到待命備援狀態。 

主控制器的系統校時作業，類似前面[網路設備備援架構]設計之章節

「作用中設備與備援設備間的時間同步」的說明，惟原作用中主控制器設

備與備援主控制器設備的時間同步作業在此硬體模組備援架構中，是以作

用中控制單元電路透過即時時鐘計時單元電路以 GPS 或與交控中心連線

校時方式校正系統時間，備援控制單元電路亦以相同方式完成校時，或若

其無法獨立完成校時作業時，對作用中控制單元電路模組發出[詢問系統時

間]訊息以完成時間同步作業，或由作用中控制單元電路模組主動發起系統

校時作業對備援控制單元進行時間同步作業。 

主控制器完成本機校時之後，會發出時間同步訊息給其他掛接在分離

式網路的燈號控制器，燈號控制器收到時間同步訊息後即可更新其系統時

間。 

完成校時後的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主控制器的作用中控制單元與備

援控制單元間即開始進行系統參數同步作業，將兩模組的系統參數同步更

新到最新的設定值，並儲存到兩模組所使用的快閃記憶體中，以備後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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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取用。資料同步作業與[網路設備備援架構]設計方式類似，可參考 

5.1.2.1 [高可用度通訊協定設計] 之章節 [7.作用中設備與備援設備間的

資料同步] 的說明。主控制器之作用中主控模組的軟體處理流程如下圖所

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31 控制器之主控模組軟體流程-系統起始部分(1/3)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32 主控制器之主控模組軟體流程-作用中部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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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33 主控制器之主控模組軟體流程-備援部分(3/3) 

C. 燈號控制器 

在基本型架構時，燈號控制器不具其他備援設備或在設備中配置備援

硬體模組，其軟體控制邏輯如章節 5.1.2.2 之段落 C(燈號控制器)所述，

在此不再贅述。基本型燈號控制器的系統軟體處理流程如下圖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34 基本型燈號控制器之燈號控制模組軟體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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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整型架構時，燈號控制器中配置了備援硬體模組，作用中的燈控

模組與備援燈控模組各自具備不同的網路位址。主控制器的系統參數中，

會預設系統初始時選擇連線的燈控模組(即預設作用中燈控模組)，當主控

制器與燈號控制器的預設作用中燈控模組完成通訊測試後，即對該燈控模

組下達[切換及作用]的命令，該模組收到此命令時，先將切換控制電路單

元切換為自身模組連接號誌燈號，若切換成功，再將自身模組設定為作用

中模組，並透過模組命令，與另一組互為備援的燈控模組通訊，以將其設

為備援模組；自此時起，主控制器與燈號控制器連線通訊時即是與此新的

作用中燈控模組做通訊。 

萬一燈號控制器的作用中燈控模組發生故障時，作用中燈控模組可能

因無法與主控制器正常通訊而未回應主控制器命令，或是燈控模組雖可與

主控制器通訊，但燈控模組偵測到模組本身不正常時，回應主控制器本身

模組發生錯誤，此時主控制器即會對備援燈控模組下達[切換及作用]的命

令，原備援模組收到主控制器切換命令後，即先將切換控制電路單元切換

為本身模組連接號誌燈號，若切換成功，再將本身模組設定為作用中模組；

原先作用中模組若仍可由切換控制電路單元收到切換狀態變化信號，即將

自身模組設為備援模組。完整型燈號控制器系統軟體處理流程如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35 完整型燈號控制器之燈號控制模組(作用中或備援)軟體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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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結合網路設備備援與設備硬體模組備援的設計 

    前面章節已介紹[網路設備備援]及[設備硬體模組備援]兩種架構設計，這

兩種設計方式亦可併用，達到高可用度的效果。 

    以下說明一種將上述兩種架構併用的高可用度號控系統架構。在分離式

號控系統中，主控制器採用[網路設備備援架構]，在路口二個轉角分別設置

一主控制器，互為備援；在路口的四轉角設置燈號控制器，各燈號控制器具

備[設備硬體模組備援架構]，主控制器與燈號控制器之間以網路連結，其整

體系統架構如下圖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36 一種結合[網路設備備援]與[設備硬體模組備援]的高可用度設計  

    此併用兩種設計的架構中，主控制器具有備援設備，二主控制器設置在

路口不同轉角位置，當其中一轉角位置的主控制器損壞或裝設環境遭實體破

壞時，可以自動切換到另一角落的主控制器備援設備繼續運作，不受另一主

控制器或安裝環境遭實體破壞的影響；在燈號控制器則採設備中之硬體模組

備援方式，在設備中切換作用中模組所連結的外部設備，以簡化燈號控制器

與號誌燈號的連接、以及燈號控制器與其他觸發設備或週邊控制設備的整

合。 

5.4 通訊備援架構 

    前面章節說明[網路設備備援架構]或[設備硬體模組備援架構]時，對

於分離式號控系統的通訊網路部分並沒有提供備援，因此若通訊網路斷線時，

因而與主控制器失聯的燈號控制器，將會無法接受到主控制器的燈號控制命

令[註]。為避免通訊網路斷線或通訊裝置損壞導致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中斷

中常運作，本章節說明通訊網路的備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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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部分號誌控制異常時的燈號運作原則： 

      通訊網路斷線時，或是其他原因部分導致燈號控制器與主控制器失聯 

      時，失聯的燈號控制器須將燈號控制為閃黃(或熄滅)；主控制器無法 

      收到這些失聯的燈號控制器的回應時，也會發送閃黃(或熄滅)的命令 

      給其他仍可維持正常通訊的燈號控制器，以確保整體號誌控制系統 

      在路口各方向號誌燈閃黃(或熄滅)是一致的狀態，以避免路口燈號 

      有部分不運作、不正確燈號亮滅或綠衝突情況發生。 

5.4.1 雙網線備援架構 

雙網線備援架構，係在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的網路通訊提供備援的通訊

線路作為網路通訊備援，以便在原作用中的通訊網路斷線時，可以切換到備

援的通訊線路繼續執行燈號控制作業。 

考慮到主控制器或燈號控制器中的控制模組具有備援模組，作用中與備

援的控制模組在任何時候都需能互相備援及切換角色；同樣的，作用中與備

援通訊線路在任何時候都也需能互相備援及切換使用，因此在控制器中使用

一切換電路用來控制作用中及備援的控制模組與作用中通訊線路或是備援通

訊線路間的連結，該切換電路由作用中控制模組控制。 

主控制器之作用中主控制模組控制與切換該控制器所使用的通訊線路，

燈號控制器之作用中燈號控制模組控制與切換該控制器所使用的通訊線路，

為了使主控制器與燈號控制器使用共同的通訊線路，主控器與燈號控制器之

間必須有一相同的切換通訊線路的規則，才能確保號控系統的控制器使用相

同的通訊線路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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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37 分離式號控系統之雙網線備援架構 

 

以下說明其中一種主控器與燈號控制器切換通訊線路的規則。 

1. 系統安裝及起始時 :  

 主控器與燈號控制器均各其中包含主控模組的基本參數設定(包含網

路通訊位址)，並設定該控制器預設的作用中控制器模組及其備援控制

器模組。 

 在主控制器中對於各燈號控制器預設的作用中燈控模組及預設的備援

燈控模組亦有與上述一致的設定； 

同樣的，在燈號控制器中對於主控制器預設的作用中主控模組及預設

的備援主控模組亦有與上述一致的設定。 

 在主控制器與燈號控制器中設定一致的預設的作用中號控通訊線路與

預設的備援號控通訊線路。 

 系統起始開始運作時，各控制器之預設的作用中模組啟動運作，也控

制切換電路連接預設的作用中號控通訊線路作為控制器間的通訊媒

介。 

2. 系統運行中，作用中號控通訊線路發生斷線時： 

 當作用中的主控制器與部分燈號控制器由原本的正常通訊狀態，突然

變成雙方無法正常連線通訊的狀態時，此時，作用中的主控制器需判

別是燈號控制器故障或是網路斷線。 

 當作用中的主控制器與單一或部分燈號控制器發生失聯狀況時，作用



                                        高可用度分離式路口交通號誌控制系統設計 

59 

 

中的主控制器即對所有燈號控制器發出[通訊測試]訊息，由各燈號控

制器的反應狀控及回應結果判斷目前使用的通訊網路是否發生斷線，

例如，是否在某一網路區段以後所連接的號誌控制器均在失聯狀態?

或是僅單一號誌控制器在失聯狀態?作用中的主控制器以系統化的測

試方式可以判斷出與個別或部分燈號控制器間的失聯狀況是否由原先

的通訊網路斷線所引起。 

 當主控制器之作用中的主控模組判斷該失聯狀況是因為通訊網路斷線

引起時，主控模組即進行切換通訊網路作業： 

 主控模組對原先通訊網路仍可正常通訊的燈號控制器下達切換通

訊網路命令為另一種備援通訊網路； 

 主控模組直接控制切換電路切換到與備援號控通訊線路作為控制

器間的通訊媒介，並持續傳送[通訊測試]訊息至所有燈號控制器。 

 當部分燈號控制器突然無法與主控制器之作用中的主控模組通訊時，

經嘗試數次仍失敗後，作用中的燈控模組即直接控制切換電路切換到

與備援號控通訊線路作為控制器間的通訊媒介，並持續監聽及接收來

自通訊線路的訊息。 

 當主控制器與所有燈號控制器均切換到備援通訊線路，並可正常送收

[通訊測試]訊息與回應後，主控制器與燈號控制器自始之後就以該備

援通訊網路作為相互通訊的媒介，以確保號誌控制系統的控制器均使

用一致的通訊線路。 

 主控制器通報交控中心其一組通訊線路已發生故障，以便交控中心知

悉可派員維修。 

 

5.4.2 雙通訊備援架構 

雙通訊備援架構，係在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的網路通訊提供兩種不同

的通訊協定網路相互備援。若採用前一章節所述之雙網線通訊備援架構，

除非二網線分隔鋪設於不同位置，否則，在路口施工時，仍有可能因作業

不慎造成兩條互為備援的通訊網線同時被挖斷，而使網路備援機制失效。

為避免此種情況發生，採用有線及無線通訊的雙通訊備援機制，可以避免

此缺點，並且最好是選用有線網路為主，無線網路為輔的備援架構，因有

線網路的可靠度仍較無線網路高。號控系統在平常運作時，使用有線網路

為主控制器與燈號控制器間的通訊媒介，當有線網路通訊中斷時，號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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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即切換以無線網路作為控制設備間通訊媒介。 

若分離式號控系統採用 Ethernet 為有線網路時，可搭配 WiFi 無線網

路的組合為雙通訊備援架構，其通訊協定在實體層與資料鏈結層雖有差異，

但在其網路層 TCP/IP 及上層通訊協定都相同，具有應用程式不必分別針對

不同通訊網路分別開發的優點。另一種雙通訊備援架構可以採用 CAN Bus

有線網路及短距無線通訊技術 (Dedicated 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s，

DSRC) 的組合，因 CAN Bus 具備高抗雜訊特性，DSRC 具備通訊快速的

優點，也是一種不錯的雙通訊備援組合方案。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38 分離式號控系統之雙通訊備援架構 

 

以下說明其中一種主控器與燈號控制器切換通訊網路的規則。 

1. 系統安裝及起始時 :  

 系統安裝及初始時系統參數設定等，與前一章節所述類似，不再贅述。 

2. 系統運行中，作用中號控通訊網路發生斷線時：:  

 在雙通訊架構下，為了使主控制器易於控制與切換號控系統通訊網路，

主控制器與燈號控制器的主控程式設計必須同時可以監聽與接收由兩

組通訊網路所送出的訊息，以便在原作用中的通訊網路發生斷線時，

可以隨時監聽及收到透過備援通訊網路所傳來的訊息，並使號控系統

的所有控制器可以儘快達成同步切換號控通訊網路。 

 當主控制器與部分燈號控制器由原本的正常通訊狀態，突然變成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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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正常連線通訊的狀態時，此時，作用中的主控制器需判別是燈號

控制器故障或是網路斷線。 

 當作用中的主控制器與單一或部分燈號控制器發生失聯狀況時，作用

中的主控制器即對所有燈號控制器發出[通訊測試]訊息，由各燈號控

制器的反應狀控及回應結果判斷目前使用的通訊網路是否發生斷線，

例如，是否在某一網路區段以後所連接的號誌控制器均在失聯狀態?

或是僅單一號誌控制器在失聯狀態?作用中的主控制器以系統化的測

試方式可以判斷出與個別或部分燈號控制器間的失聯狀況是否由原先

的通訊網路斷線所引起。 

 當作用中的主控制器判斷該失聯狀況是因為通訊網路斷線引起時，主

控制器就會進行切換通訊網路作業： 

 主控制器對原先通訊網路仍可正常通訊的燈號控制器下達切換通

訊網路命令為另一種備援通訊網路； 

 主控制器使用另一種備援通訊網路對失聯的燈號控制器下達切換

通訊網路命令為另一種備援通訊網路； 

 主控模組以備援號控通訊線路作為控制器間的通訊媒介，持續傳

送[通訊測試]訊息至所有燈號控制器。 

 原失聯之燈號控制器由備援通訊網路收到主控制器的切換通訊網路命

令後，自始起就以新切換之備援通訊網路與主控制器通訊，並持續監

聽及接收來自通訊線路的訊息。 

 當主控制器和所有燈號控制器都可透過備援通訊網路相互通訊後，主

控制器自始之後就以該備援通訊網路作為與所有燈號控制器的通訊媒

介，以確保號誌控制系統的控制器均使用一致的通訊網路。 

5.5 分離式號控系統與網路式智能感測設備整合架構 

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具備網路式架構，在路口各方向都配置有以網路

連結的是燈號控制器或主控制器，運用此網路特性，可與智能感測或週邊

設備整合應用。例如，動態號誌控制系統。 

將道路壅塞感測裝置與號誌控制系統整合，道路壅塞感測裝置的控制

模組取得號控系統時相後，於紅燈時相時偵測該方向道路之車輛停等狀態

以計算停等車輛數目、總停等長度及平均停等時間等，於綠燈時相時偵測

該方向道路之車輛經過數目等，以比較不同方向道路的壅塞程度及流量需

求，並提供號誌控制系統可依據道路壅塞狀況即時調整路口號誌燈號秒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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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構成動態號誌控制系統。 

道路壅塞感測裝置若具備與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相同的網路通訊架構，

便可與分離式號控系統共用同一網路，透過此網路與號控系統主控制器通

訊，除可簡化整體系統架構外，亦具備施工簡單及降低成本的優點。其他

智能感測或週邊設備亦可為車輛偵測設備、可變標誌面板(CMS)或其他道

路監控裝置等設備。 

 注意事項： 

    採用分離式號控系統與網路式智能感測設備整合架構時，因智能感測

設備使用分離式號控系統的網路，必須避免傳送過量資料影響號誌控

制系統的號誌控制功能，因此智能感測設備使用網路的資料傳輸量不

宜過多；因此，採用此架構時，應作整體性規劃，瞭解掛接於網路上

的設備使用網路方式，以確保整體系統的正常順暢運作。 

下圖是分離式號控系統與網路式智能感測設備整合架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39 分離式號控系統與網路式智能感測設備整合架構 

5.6 LED 號誌燈故障偵測及直流驅動整合設計 

前面章節已說明了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以[網路備援設備架構]及[設備

硬體模組備援架構]等設計方式達到設備硬體備援機制，也說明了分離式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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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下的網路通訊備援方案，以達到高可用度號誌控制系統的目的。雖然前

述設計在號誌控制器具備了高可用度特性，但在號誌燈號部分，並無備援

機制，當號誌燈號故障時，仍會導致號誌系統運作不順暢或是中斷的情況。

為了減少號誌燈號故障時造成用路人安全威脅及不便，必須在號誌燈號雖

發生局部故障，但尚可維持正常運作時，號控系統就可自動及早通報交控

中心，或是萬一號誌燈號完全故障時，號控系統就能立即通報交控中心，

以便交控中心可儘快派員維修。 

傳統集中式號誌控制系統由大型主控機箱中直接以一燈一線方式佈設

電源線與路口各方向的號誌燈號連接，透過主控制器控制交流電源供電或

斷電來控制號誌燈亮滅的時間，號誌燈運作是否正常無法透過僅有的供電

線路傳回主控制器。近期雖有電力線通訊(Power Line Communication；PLC)

技術的發展，可透過電力線傳送資料，但目前仍較容易受到外部環境雜訊

干擾影響其通訊品質。 

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在路口具備通訊網路，路口號誌燈號的運作狀態

若可由燈號控制器透過網路傳回主控制器，當燈號發生局部故障或完全損

壞時，主控制器可以即時連線交控中心通報燈號故障，以利派員維修。 

目前紅綠燈大多都已經汰換為發光二極體( LED)燈，一個燈號由數十

個 LED 燈粒組成，當少部分 LED 燈粒損壞時(例如，損壞設量少於 1/3)，

在號誌燈號顯示的完整性上雖有缺損，但仍可目視看出該號誌燈號燈亮時

的顏色。為了使分離式號控制系統具備即時故障通報功能，當燈粒故障率

發生變化(如有新增損壞)，或是整個號誌燈發生損壞時，燈號控制器就應

傳送號誌燈號為局部故障或完全損壞的燈號狀態訊息給主控制器，以便主

控制器依據其損壞程度決定是否應即時通報交控中心。實現燈號故障自動

通報功能的基礎在於 LED 燈號具備偵測其組成的 LED 燈粒是否發生故障

的功能，以下說明其中一種設計方式。 

LED 號誌燈號通常由多個 LED 燈粒串列組成，一旦其中一顆 LED 發

生斷路(或開路狀態)，將會使整個 LED 燈粒串列熄滅，導致號誌燈號變暗

或不亮，因此必須增加檢測電路以隨時掌握燈粒運作狀況，並在每個 LED

燈粒旁提供旁路通路以便該 LED 燈粒故障呈現開路狀態時，電流可以流經

旁路通路讓燈串中其他 LED 燈粒維持正常工作，以避免整個 LED 燈粒串

列熄滅而導致燈號變暗或熄滅。 

下圖是使用 LED 故障檢測和旁路保護 IC AAL406 來偵測 LED 燈粒故

障的示意圖[11]。該 IC 具備 2 接點連接每一個 LED 燈粒兩端，並具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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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路電路與該 LED 兩端並聯，該旁路電路具雙引腳單向矽控整流器(SCR)

及一齊納二極體接在其閘極(G)端。當該 LED 正常呈導通狀態時，因 SCR

在閘極觸發電壓約為 1伏特，因此不會導通；當該LED損壞呈開路狀態時，

使並聯之旁路電路的兩端電壓升高到大於旁路電路的齊納二極體(Zener 

diode)的崩潰電壓時會導通，使 SCR 在閘極觸發電壓大於 1 伏特而導通，

確保LED燈串之其他正常LED燈粒仍可在電路導通狀態下維持正常運作。

此外，該故障檢測 IC 可以使用局部供電電路對該 LED 進行是否故障的檢

測；將 LED 燈串上的 LED 都接上該故障檢測 IC，並串接該故障檢測 IC

以一個級聯電流訊號作為故障指示，以判斷該燈串有多少 LED 燈粒發生故

障。透過此 LED 燈粒故障偵測電路，可以將號誌燈號故障狀況指示提供給

燈號控制器，燈號控制器即可透過網路傳送號誌燈號故障狀況給主控制器，

以便於主控制器依燈號故障狀況判斷是否通報交控中心。 

 

資料來源：[11] 

圖 40 LED 故障檢測和旁路保護電路 

此外，傳統的路口號誌是由集中式號誌控制器以一燈一線方式以電力

線直接與號誌燈連接，提供數十組交流電力線輸出以便可分別與路口各方

向的號誌燈的每一燈號以交流電之電力線連接，因此需要大電力輸出介面。

在分離式號控系統，號誌控制器的設備工作電源是直流電，亦需瞬間激發

大電流之無接點開關，以光耦合器隔離負載輸出電壓與控制電路工作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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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反饋電壓而損壞內部電路。LED 號誌燈號的輸入與交流電力線介接後，

經變壓與整流電路，再以直流電源驅動 LED 燈點亮。 

在分離式架構下，路口各方向均有設置燈號控制器，該燈號控制器內

部電路以直流電為供電系統，若能以直流方式輸出與可接受直流輸入的

LED 號誌燈連接，就可以簡化燈號控制器的燈號驅動電路，不需以直流小

信號控制大電流交流輸出的驅動電路。將燈號控制器與號誌燈號以直流電

整合，優於傳統以交流電整合的方式，燈號控制器在輸出端不需由直流小

信號激發大電流交流電輸出，號誌燈號也不必再將交流電輸入變壓整流為

直流電源去點亮 LED 燈粒，省去兩設備直流與交流轉換的電路，除可簡化

兩設備的硬體電路，也能節省設備生產成本。 

將燈號控制器與具備 LED 故障檢測的號誌燈以直流電介接，其硬體架

構如下圖所示。透過號誌燈的 LED 故障檢測輸出介面與燈號控制器故障檢

測輸入介面介接，燈號控制器可隨時偵測到 LED 燈故障狀態是否發生變化，

當有變化發生即可發出燈號故障訊息給主控制器，以便主控制器依故障狀

況判斷是否即時通知交控中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41 燈號控制器與具備 LED 故障檢測之號誌燈直流整合示意圖 

下圖是具模組備援之燈號控制器與具備 LED 故障檢測之號誌燈直流

整合示意圖。號誌燈之偵測 LED 故障之電流偵測電路輸出，與各 LED 號

誌之亮滅控制信號輸入與燈號控制器之切換控制電路單元介接，切換控制

電路單元之控制線與作用中燈控模組及備援燈控模組連接，且由作用中燈

控模組控制切換控制電路單元兩端的連線是由作用中的訊號處理單元及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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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模組輸出與號誌燈之電流偵測電路連接。號控系統之作用中主控制器透

過網路通訊方式控制燈號控制器中兩燈控模組之作用或備援角色的切換。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42 模組備援之號控制器與 LED 故障檢測之號誌燈直流整合 

上述燈號控制器與號誌燈採用直流整合時，現行的 LED 號誌燈需要更

新設計，將交流輸入修改為直流輸入，並可增加 LED 燈粒故障偵測功能。 

此外，在 LED 號誌燈重新改良設計時，亦可考慮將燈號控制器直接整

合到號誌燈號的設備內，使號誌燈號成為一具備網路通訊及邏輯運算功能

的智慧型號誌燈號，除了節省成本外，亦便於號控系統的整體裝設。 

 

陸、 結論 

本計畫之結論綜合如下： 

(一) 具備高可用度特性的「分離式路口交通號誌控制系統」，可以在號誌控

制設備之部分硬體故障時，自動切換備援硬體繼續維持號誌系統正常運

作，並可送出硬體故障訊息到交控中心以便可派員維修，對用路人的安

全更有保障。 

(二) 本計畫提出兩種分離式號控系統之高可用度設計方式，分別為[網路備援

設備架構]及[設備硬體模組備援架構]，並提出併用前述兩種設計之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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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 

a. [網路備援設備架構]：控制器具備援設備，將互為備援的設備設置於

不同路口，可避免安裝於一路口的設備遭受損壞時，其備援設備亦同

時受到波及損壞； 

b. [設備硬體模組備援架構]：在一控制器中包含了備援模組，除可減少

控制器設備數量及便於整合號誌燈與外部週邊設備外，還具有成本較

低的優點； 

c. [併用網路備援設備及設備硬體模組備援架構]：在主控制器採備援設

備，裝設於不同位置，以提高可用性；在燈號控制器採硬體模組備援，

以便於整合號誌燈與外部週邊設備，並可降低成本。 

(三) 依照號控系統在功能上的可靠度需要及採購成本間的權衡，可以針對確

保號控系統基本功能正常運作的重要模組提供硬體備援，取代全部模組

備援方式，以降低高可用度號控設備的硬體成本。 

(四) 本號誌控制系統設計可與具備 LED 號誌燈故障偵測功能的號誌燈整合，

以便可主動偵測號誌燈發生故障並即時通知交控中心派員維修，縮短號

誌燈號故障時間，增加用路人的安全。 

(五) 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之燈號控制器與 LED 號誌燈間距離短，燈號控制

器若由交流電源驅動改為直流電源驅動整合號誌燈，除了可以降低硬體

成本外，還能增加系統的可靠度。 

(六) 透過「分離式路口交通號誌控制系統」所提供的網路架構，未來可運用

其網路特性，於路口各號誌桿位置附近所設置的車輛偵測設備、可變標

誌面板(CMS)及其他道路監控等設備，在傳送資料量不大及不影響號誌

控制效能與功能的前提下，可運用該網路傳送交通資料到號誌系統之主

控制器，與號誌控制系統整合運作(如動態號誌控制系統)，或是透過號

誌控制系統與交控中心系統送收資料，具有節省通訊及施工與維護成本

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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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高可用度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量產採購金額預估 

一.  採購成本預估 

a. 採購成本估算依據 

因目前國內廠商尚未販售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產品，因此以下分離式號

誌控制系統設備採購成本估算係參考以下資料及依設備硬體需求綜合評

估後所估算：  

1. 103 年[交通號誌控制器產業標準制定暨雛型機開發計畫]報告書之

[7.2 績效評估] 章節中對於依該標準開發之集中式號誌控制器量產成

本估算： 

標準集中式號誌控制器價格：每台 9.75 萬元 

2. 蘋果日報 2013 年 12 月 13 日 新聞：號誌控制器 瘦身 3/4 

來源網址 :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

1213/35504356/ 

台北市將傳統大型集中式號誌控制器縮小為小型集中式號誌控制器 

   小型集中式號誌控制器價格： 

      造價每個 10萬元，若量產則將逐年降價 (資料來源：北市交工處) 

3. 依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產品硬體估算 

以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產品硬體之組成，推估設備量產成本如下表。 

  b. 採購成本預估表 

1 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 無硬體備援 

設備 數量 單價(元) 複價(元) 說明 

主控制器 1 組 28,000 28,000 無硬體備援 

燈號控制器 4 組 25,000 100,000 4 組(無硬體備援)，交流電驅動號誌燈 

合計 1+4  128,000 1 組主控制器+4 組燈號控制器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1213/35504356/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1213/3550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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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可用度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1 2主控(1運作,1備援)+4燈控(模組備

援) 

設備 數量 單價(元) 複價(元) 說明 

主控制器 2 組 28,000 56,000 網路設備備援 

燈號控制器 4 組 36,000 144,000 4 組(設備模組備援)，交流電驅動號誌

燈 

合計 2+4  200,000 2 組主控制器+4 組燈號控制器 

 

3 高可用度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2 1主控(模組備援)+4燈控(模組備援) 

設備 數量 單價(元) 複價(元) 說明 

主控制器 1 組 40,000 40,000 設備模組備援 

燈號控制器 4 組 36,000 144,000 4 組(設備模組備援)，交流電驅動號誌

燈 

合計 1+4  184,000 1 組主控制器+4 組燈號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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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採購內容及金額估算說明 

1. 分離式號誌控制器 

   a. 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 (無硬體備援) 

 (A) 系統組成 

          (a) 主控制器 :  

 1 組 : 含控制、通訊、顯示/輸入、計時、電源等單元，

具網路介面 

          (b) 燈號控制器 :  

共 4 組，每 1 組 : 含控制、通訊、燈號驅動、電源、連

鎖及週邊控制介面等單元，具網路介面 

          (c) 其他 

 網路 : 無備援 

 

 (B) 量產價格預估 

          (a) 主控制器(設備備援) : 28,000 元/組，共 1 組，計 28,000 元 

          (b) 燈號控制器(模組備援) : 25,000 元/組，4 組共 100,000 元 

      (c) 週邊控制器(選配，支援網路介面，無備援) : 30,000 元/組 

         (不含週邊設備，如 VD，CMS) 

      總計： 1主控 + 4燈控 :  28,000 +100,000 = 12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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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高可用度分離式號誌控制系統 (硬體備援) 

 (1) 設備暨模組備援綜合型  

    (A) 系統組成 

          (a) 主控制器 : 網路備援設備 (各具不同網路節點位址) 

 運作主控設備(含控制、通訊、顯示/輸入、計時、電源等

單元) : 1 組  

 備援主控設備(同上) : 1 組 

          (b) 燈號控制器 : 設備備援模組 

 共 4 組，每 1 組 : 包含 

 燈控控制模組 : 具備援模組(含控制、通訊等單元) : 

具不同網路節點位址 

 燈號驅動模組 : 具備援模組(交流電驅動號誌燈) 

 電源 : 具備援模組 

 連鎖及週邊控制介面 : 1 模組，無備援 

          (c) 其他 

 網路線 : 無備援 

 

(B) 量產價格預估 

          (a) 主控制器(設備備援) : 28,000 元/組，共 2 組，計 56,000 元 

          (b) 燈號控制器(模組備援) : 36,000 元/組，4 組共 144,000 元 

      (c) 週邊控制器(選配，支援網路介面，無備援) : 30,000 元/組 

         (不含週邊設備，如 VD，CMS) 

      總計： 2主控 + 4燈控 :  56,000 + 144,000 =200,000 元  



                                        高可用度分離式路口交通號誌控制系統設計 

73 

 

(2) 設備模組備援型 

  (A) 系統組成 

          (a) 主控制器 : 設備模組備援 

 主控模組: 具備援模組(含控制、通訊、計時等單元)  

 電源: 具備援模組 

 螢幕與按鍵控制電路 : 無備援 

 外部 GUI 整合支援：外部螢幕與軟體按鍵控制 

 筆電 : 透過 COM Port 或 Ethernet 連線查詢與更

新系統參數 

          (b) 燈號控制器 : 設備模組備援 

 共 4 組，每 1 組 : 包含 

 燈控控制模組 : 具備援模組(含控制、通訊等單元)  

 燈號驅動模組 : 具備援模組(交流電驅動號誌燈) 

 電源 : 具備援模組 

 連鎖及週邊控制介面 : 1 模組，無備援 

          (c) 其他 

 網路 : 無備援 

 

  (B) 量產價格預估 

          (a) 主控制器(模組備援) : 40,000 元/組 

          (b) 燈號控制器(模組備援) : 36,000 元/組，4 組共 144,000 元 

      (c) 週邊控制器(選配，支援網路介面，無備援) :30,000 元/組 

         (不含週邊設備，如 VD，CMS) 

      總計： 1主控 + 4燈控 :  40,000 +144,000 = 18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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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計畫期末審查紀錄與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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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期末審查意見與回覆 

審

查

人 

意見 回覆 

卓

奕

志 

1. 建議報告中可回顧

傳統號誌控制器的

備援方式。並加入三

種備援方式的成本

效益分析。 

報告在研究回顧章節加入傳統控制器備援說

明。 

附錄補充成本效益分析。 

2. 此分離式路口號控

系統有其優點，但因

為設備不是集中在

一機盒，是否會使後

續的維護、系統檢測

上較傳統控制器為

困難？ 

分離式系統在維護與檢測功能在系統規劃時

應加以考量，因有別於集中式控制器僅有單

一設備，分離式系統應規劃一系統化檢測流

程以判定是通訊、燈號控制器或是外接設備

(如號誌燈或 VD 問題)，以便於在主控制器端

或遠端進行系統維護與問題檢測作業。 

3. 備援和主控平常是

否一起運作？如此

在主控故障時，備援

系 統 就 可 直 接 接

手。若否，備援接手

時如何同步主控的

運作狀態？ 

備援主控制器可以無縫銜接原作用中主控制

器的號控作業，前提是二設備的時間同步與

參數同步(含時制計畫)。所以比較可靠的做法

是，在接手控制前，先執行時間同步與參數

同步作業，完成後，兩系統就可協調切換控

制時間點(如:在某一控制週期結束時)，備援

系統可無縫接續控制作業。 

但當原作用中主控制器故障被其他設備或自

身偵測到時，燈號會被控制在「閃黃」(或熄

滅)，備援主控不需與原作用中主控協調切換

控制時間點，可直接取得控制權後依時制計

畫執行號控。 

備援和作用中主控制器亦可在每日離峰時間

(例如半夜 0 點)切換運作，以保持經常可運行

狀態。 

黃

友

1. 報告書中圖 3 基本型

網路備援架構，是否

少了主控制器備援

是，謝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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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 設備？ 

2. 設備自我偵測是否

故障之動作，是否只

有 在 初 始 化 時 執

行？若否，則約多久

需執行一次自我偵

測動作？ 

否。 

大部分的偵測動作，應內含於模組間通訊之

執行動作或命令中，亦即在執行命令前或過

程中，做相關的錯誤檢核，若有不符預期的

錯誤發生，就在即時的回覆訊息中回應此錯

誤或警告。 

較完整的自我偵測與相互備援設備間參數同

步檢測與更新，在不影響系統正常運行地前

提下，較頻繁的自我測試能及早發現系統問

題，但應以低優先序的行程(process)執行以避

免影響號控作業效能，建議每小時執行一次。 

3. 當原主控制器短暫

故障又回復，若當時

已交接控制權至備

援主控上，是否會有

兩台主控制器同時

傳送控制訊號給號

誌控制器之狀況？ 

系統復原程序有設計一程序，使剛復原的系

統與原作用中的系統不會發生同時發送號誌

控制訊息到燈號控制器的情況發生。 

一般最簡單方式是剛復原的主控制器掛上網

路開始啟動後，做完初始化，會與燈號控制

器做通訊測試，並開始定時與當時作用中的

主控制器互送狀態通知訊息，並由回應中得

知另一主控制器為作用中角色且在正常狀

態，剛復原的系統即會進入備援待命狀態中。 

另一種系統設定方式是以預設作用中主控制

器為優先控制的設備，當剛復原的主控制器

恰好是預設作用中主控制器時，則在做完初

始化(包含時間同步)、參數同步及與燈號控制

器的通訊測試後，會與當時正在作用中的主

控制器協調切換控制權的時間點(可透過[取

得主控權](參數中含期望開始控制時間)及對

方回應訊息(參數中含可以釋放控制時間)達

成)，以使當時正在作用中的主控制器完成一

個完整號控週期後，才切換到由剛復原的主

控制器接手繼續執行號控作業。 

徐
1. 備援系統多久會和

主控傳遞訊息確認 [狀態通知]建議每秒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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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駿 

運作情形？若系統

發生異常，最差的狀

況下大概多久可以

由備援系統接手恢

復運作？ 

燈號控制器超過“最長未通訊允許時間”未

與作用中主控制器正確通訊，會通知備援主

控接手號控作業。建議“最長未通訊允許時

間”不大於 5 秒。 

估計備援接手最長時間約在 7 秒內。 

2. 網路設備備援架構

和硬體模組備援架

構，二者的成本效益

何者較高？若有一

者完全占優勢，是否

可 直 接 取 代 另 一

者？比如以多個硬

體模組備援，取代硬

體模組搭配網路設

備的備援 

網路設備備援需要一整套設備(含外箱及硬

體部件)的備援，硬體成本較高，但可安裝在

不同位置，萬一該安裝位置與設備破壞時，

另一位置的備援設備可不受影響接替運作。 

硬體模組備援硬體成本較低，但受限於少數

硬體仍無備援，可用性不及網路設備備援方

式。 

超過兩個以上硬體模組備援的設備成本不一

定會少於兩組相互備援的網路設備，成本效

益並不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