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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汽車底盤在一部車上扮演著實現駕駛安全性、舒適性和動力學性能的重要角色。最近 20

幾年中，底盤技術發展迅速，特別是在車用電子裝置方面的發展更加快速，車上的電子調節系

統如：主動系統、駕駛輔助系統、車聯網技術等，也能透過底盤的集合成為一個整體。本研究

主要係針對台灣地區汽車底盤技術進行研究與分析，並探討未來汽車底盤技術的應用與發展趨

勢。研究結果顯示這些車輛中，前橋的結構明顯的集中在三種類型上，即多桿式、雙橫臂式和

麥佛遜式車橋。後橋的需求表現與前橋不同，在價格較經濟的自用車上，半整體連接桿式車橋

的應用較為廣泛，縱臂式車橋也小範圍的被應用在 SUV 和 MPV 車型上。在高級車和豪華型轎

車上則更多採用了獨立懸吊多連桿式後橋。至於造價較高的雙橫臂後橋，則大部份匹配在高級

跑車和部份的高級 SUV 車款上。在車輛多元化以及快速的市場發展情況下，新車型開發對底盤

設計的要求也將更具有挑戰性。為迎合未來底盤的發展趨勢，新的底盤必須在基礎的結構上，

具備繼續發展多種變形的衍生結構，且在較短的時間內儘可能減少改變和減少引入新零件的開

發，以降低成本、提升競爭力。 

關鍵詞：汽車底盤，底盤技術，車橋，懸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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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ssis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ensuring the overall driving safety, ride comfort, and dynamics 

of automobiles. In the past 20 years, chassis technology has developed rapidly, particularly in the 

context of automotive electronic devices. Numerous electronic control systems, including active 

systems,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 and car networking technology, have been integrated with the 

chas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ssis technology of automobiles in Taiwan and explores its 

applic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tructure of front axles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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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ly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types: multilink, double-wishbone, and McPherson. The performance 

demand of rear axles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front axles. Regarding the structure of rear axles, 

semi-rigid suspension is widely used in economy cars, and trailing-arm suspension is used in a small 

fraction of SUV and MPV models. In luxury cars or sedans, an independent multilink axle is widely 

used as the rear suspension, whereas the costly double-wishbone rear suspension is exclusively 

applied in luxury supercars and a small fraction of luxury SUVs. The diversified and rapid growth of 

the automobile market will usher in more challenges in chassis design. To meet future trends, various 

derivative structures for new-generation chassis should be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the fundamental 

design. In addition, competitiveness can be enhanced through the reduction and control of the cost 

incurred in changing and developing new automobile parts. 

Key Words: car chassis, chassis technology, axle, suspension 

 

一、 前言 

一輛汽車在傳統上主要由兩大基礎模塊組成：車身模

塊和底盤系統模塊，而底盤是汽車的主要組成部分；組成部

分由車輪、輪轂、車輪軸承、剎車系統、懸吊系統、車橋支

承、彈簧、穩定桿、減振器、驅動橋、轉向機、轉向拉桿、

轉向柱、支承裝置、半軸、減速器和底盤調節系統等組成，

如圖 1所示。  

汽車底盤的任務是多方面的，大致可以列舉如下 [8]： 

1. 汽車的啟動、行駛和停駐。 

2. 車輛行駛過程中軌跡的保持。 

3. 支承汽車的重量、及減振功能。 

4. 減少行駛路面傳來的振動和噪音及平衡外部的干擾。 

5. 將汽車驅動的轉矩傳遞到路面。 

6. 對車輛的支承、控制、轉向與剎車。 

7. 保證駕駛的安全和舒適性。 

一部車的底盤匹配對車輛空間利用、整車重量、空氣

動力學有著根本的影響，特別在底盤輕量化的設計比其他部

位更為重要，因為汽車上所有非簧載部份重量越輕，受車輪

振動的影響即越小，越能保持車輛與路面的接觸，就越容易

減少外來的干擾，並且提升行駛的安全和舒適性。 

總體來說，汽車底盤在一部車上扮演著實現駕駛安全性、

舒適性和動力學性能的角色。所以底盤也成為和發動機、變

速箱一樣，是一輛汽車上最重要和技術要求最高的系統。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與分析目前台灣地區汽車市

場上銷售量前 10 款 3.5 噸以下自用車底盤的匹配，由取得

此範圍中的汽車級別，以及其各別驅動方案著手，分析其底

盤的應用與設計，以了解目前台灣地區自用車對於底盤選擇

與設計的需求，進而探討未來底盤技術與發展的方向，並提

供建議以供相關的車輛及另部件產業在新車型的開發過程

中，作為底盤的選擇適配與設計方向之參考，期能提升台灣

之汽車及汽車另部件產業在國際汽車產業上的參與機會。 

 

二、 研究內容與方法 

在探討底盤結構之前，首先要確定研究車輛的級別和其

驅動方案，因為這兩個因素在車輛的底盤設計中扮演著關鍵

性的角色。 

一般而言，車輛的分級是按照其用途和外部尺寸來定義

的，過去的車型分類和級別並不多，只有幾種不同的類型，

如：輕型車、中級和高級轎車；隨著市場以及客戶的需求，

又衍生出旅行車、斜背車、雙門轎車、敞蓬車和跑車......等。 

近年來由於新科技與新技術的不斷提升，同時也加快了

新車型的開發速度，幾乎每年都有新的車型上市，而且還有

所謂的跨級車輛，相應地出現與過去不同的車輛分級方式。

其中，本研究運用一般車輛分級方式，彙整 2010~2016年台

灣地區汽車市場上 3.5噸以下的自用車，將其區分為經濟型

車、舒適型車、中級車、高級車、豪華級車、跑車、MPV、

SUV等級後，進行後續的分析 [1,2]。 

第二個重要的考量因素是車輛的驅動方案，即一輛汽車

引擎排放的位置以及其驅動軸的位置。基本上一輛汽車，其

引擎的匹配有三種排放方式 [9]：前置、中置和後置引擎，

此外，引擎的結構方式基本上也有二種，縱置和橫置；而其

驅動方式又可分為前輪驅動、後輪驅動和全輪驅動等三種方

式。因此根據上述的配置組合，可以產生 18種不同的驅動

方案。但詳細分析現代的車型可以發現，只有如圖 2所示的

六種驅動方案是較為常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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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汽車底盤的組成部分 [5] 

 

 

 

圖 2. 主要的車輛驅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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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種驅動方案之特點說明如下： 

1. 引擎前橫置前輪驅動 

主要用於中級以下車輛，因為它具有較好的經濟性、行

駛穩定性、操縱性，以及冬季行駛性能，並且節約空間。 

2. 引擎前縱置前輪驅動 

主要是用於中級以上車輛，因為它具有好的行駛穩定性 

、操縱性和冬季行駛性能、節約空間，並且可以容納較大的

引擎置放空間。 

3. 引擎前縱置後輪驅動 

主要是用於中高級以上車輛。因為它具有好的行駛安全

性和動力學性能。具前後橋 50：50的載荷分配和驅動轉矩

的傳遞不受轉向影響的特性，並且可以有較大的引擎置放空

間。 

4. 中置及後置的縱置引擎後輪驅動  

此兩款設計安排主要是應用在跑車上，可以提高驅動與

駕駛性能，但因為車型限制，且成本較高，應用上較不普遍。 

前三種安排的全輪驅動方式，在許多車型上有所應用，

特別是在 SUV 車型上，它可以彌補單軸驅動設計上的弱

點。 

即使有許多不同的驅動方案可供選擇，但是現代的汽

車設計主要還是集中在前三驅動方案，這三種方案向來都得

到汽車製造業較大範圍的應用，並且對底盤系統的設計產生

較大的影響。 

本研究為了解台灣地區汽車市場上自用車底盤的匹配

與應用，彙整台灣地區 2010~2016年整體市場 3.5噸以下自

用車，在汽車市場上能夠檢索到的汽車底盤配置方案。首先

確定在此範圍中的汽車級別，包括經濟型車、舒適型車、中

級車、高級車、豪華級車、跑車、MPV、SUV 車輛，之後

從每類中選出十輛代表性的車型來分析它們的底盤元件，再

對其各別的驅動方案做進一步的分析與比較。 

 

三、 結果與討論 

一輛汽車的級別和驅動方案這兩個因素，是底盤的設

計及匹配的關鍵要素，因此本研究先針對被納入研究的車輛

之級別進行確定和區分，進而對其底盤的設計與應用做進一

步之分析與探討。茲將研究的結果詳述如下： 

本研究係針對台灣地區汽車市場上自用車底盤的匹配

與應用做分析，研究步驟首先收集台灣地區 2010~2016年汽

車總體市場上 3.5噸以下之進口及國產自用車資料，之後對

其進行車輛的級別和車型進行分析。本次研究的車輛超過

220 款，按照經濟型、舒適型、中級車、高級車、豪華型、

跑車、MPV及 SUV不同的級別加以分類，並且將汽車市場

上較具代表性的車型羅列於表 1。 

 

表 1. 本次研究車輛的級別及車型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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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驅動方案之選用 

本研究結果顯示，現代的汽車設計即使有許多不同的驅

動方案可提供選擇，但是汽車製造廠還是聚焦於主要的三種

驅動方案，且較被廣泛的推廣與運用。 

1. 引擎前橫置前輪驅動 

主要用於小型車和價格較低的中級車上，因為它具有成

本較低的優勢，緊湊輕質結構，並且節約空間；幾乎所有的

經濟型車都選擇了此種匹配，而中級車及舒適型車也有 80%

選擇了如此的匹配。各級車輛級別之驅動方案佔比請參見表

2。 

2. 引擎前縱置後輪驅動 

主要用於行駛穩定性和舒適性要求較高且價格較高的

豪華車型（佔 60%）；對操控性和動力學性能要求較高的跑

車則佔 40%。此一種驅動方案具有前後橋 50：50重量分配

和驅動轉矩傳遞不受轉向影響的特性，而且通過轉向與驅動

的分離，使車輛在轉向時可以有更好的性能。此外，在車輛

設計上可以有較大的引擎和變速箱置放空間，但基於成本上

的考量，中低階的車型較少選擇此一驅動方案。 

3. 引擎前置全輪驅動 

主要用於中級以上車輛，本次研究的車型中有 40%的

SUV 採用了此一驅動方案，而豪華型中也占了 30%。全輪

驅動的車輛不僅在一般路面有較好的驅動效果，對於濕滑的

路面或冰雪覆蓋的路面也能夠有很好的驅動特性。特別對配

備高功率引擎的車輛，更能展現出它的優勢 [6]。全輪驅動

的車輛，擁有前後軸驅動的共同優點，但無可避免的，它的

生產製造成本偏高，且車重較大，因而油耗也較高。 

但是科技與技術日新月異，隨著新車型朝著車身輕量化

設計和高效率低油耗引擎的發展趨勢，全輪驅動設計在驅動

和行駛方面的優勢將越來越受重視，不僅運用在 SUV車型

上，將在更多的車型上被應用及匹配。因為它具有好的行駛

穩定性、操縱性和全路面行駛性能（特別在 SUV車型上），

它彌補了單軸驅動的弱點，且獲得越來越廣泛的應用。  

（二）前橋設計 

表 3所示為本研究中各種車輛採用之前橋設計類型所

佔比例。研究結果發現在這些車輛中，所有的車型在前橋的

設計上都選擇了獨立懸架，根據作者近年來在汽車產業工作

的觀察所得，在新的乘用車設計中，獨立懸架的佔比逐年上

升，因其在獨立懸架的設計有以下的優點 [3]： 

1.有限的非簧載質量。 

2.當兩側車輪的載荷變化時，不會互相影響。 

3.相較於非獨立懸架車橋，有較大的運動學和彈性運動學的

設計自由度。 

4.較易隔離路面傳來的振動和噪音。

 

表 2. 車輛級別及驅動類型在研究車輛中所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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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前橋懸架設計結構在研究車輛中所佔比例 

 

 

本研究進一步發現，車輛前橋的獨立懸架設計結構明

顯集中在三種類型上，即麥佛遜車橋、雙橫臂車橋以及多連

桿式車橋。其中，中型車、舒適型和價格較低的經濟型車，

前橋全都採用麥佛遜懸架設計，而在 MPV 和 SUV 車型中

麥佛遜懸架也是主要選擇（分別佔 100% 和 80%）；在中高

級車輛上，20%用了多連桿式前橋，而價格較高的豪華級車

型中有 40%配置了多連桿式前橋；至於雙橫臂式前橋，在全

輪驅動車輛的使用上較少，但在豪華級車型和跑車則各有

50%以及 90%。 

前橋的獨立懸架設計之基本要求是必須可以轉向的，

而且在設計方案的選擇還必須考慮到驅動裝置(引擎/變速

箱)的布置，驅動的類型（驅動/非驅動），引擎室的大小和

車輛的級別等。 

在目前新設計的車型中，被較多汽車製造廠所應用的

前獨立懸架類型，主要是麥佛遜式的獨立懸架，特別在前橋

驅動的車輛中，麥佛遜式前懸架所佔的比例最高，而在非驅

動前橋的獨立懸架中，雙橫臂前懸架所佔的的比例較高。此

外，本研究亦發現非驅動前橋上雙橫臂式設計的應用比例有

增加的趨勢。相對於獨立懸架的設計，整體式車橋屬於較舊

的設計，在新車型的應用上較少見。 

（三）後橋設計 

一輛汽車的底盤設計與匹配，後橋的需求表現與前橋

有所不同。車輛上如果沒有匹配後輪轉向器，基本上後橋是

不需要有轉向的功能。因此相較之下，後橋的設計比前橋簡

單，但它受側傾、俯仰、直線行駛和自轉向性能的影響相對

比前橋大，而且後橋承受負載的變化也比前橋明顯，特別是

後輪驅動的車型在彎道行駛中，剎車或加速時後橋對整車性

能的影響也比前橋更為明顯 [7]。 

在汽車產業界多年服務觀察所得，新開發的自用車上，

獨立懸架的匹配比例逐年上升，主要應用的後橋結構類型有

半整體式車橋、縱臂式車橋、雙橫臂式車橋、麥佛遜車橋及

多連桿式車橋等。 

一般而言，整體式車橋主要還是用於四輪驅動的大型車

和 SUV型車及輕型貨車上，因為它具有較高的承載能力，

但因為其使用的範圍較具局限性，所以並沒有匹配在本研究

的車型中。 

半整體式車橋同時具有整體和獨立懸架的一些特徵。一

方面如同整體式車橋一樣，在車輪彈跳時其前束、車輪外傾

等參數變化很小；另一方面，在兩側車輪不平衡的彈跳中，

有益的車輪傾角、側傾中心高度和明顯的運動學轉向特徵，

都與獨立懸架較為類似 [8]。 

絕大多數的小型車都採用了較節省空間和成本較低的

半整體式車橋，舒適型及中級車也有車廠使用半整體式車橋 

，以連接桿的型式裝備於汽車底盤上。通過這種配置，產生

了一種非常簡單，免於維護，又可節省空間的車橋類型，但

是這種車橋缺點是並不適用於驅動式後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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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後橋懸架設計結構在研究車輛中所佔比例 

 

 

作者在汽車產業界多年服務觀察所得，新開發的自用

車上，獨立懸架的匹配比例逐年上升，主要的原因在於獨立

懸架有較低的非簧載質量，車輪間互不影響，設計上有較大

的運動學和彈性運動學自由度，且具有行進中路面的振動和

噪音可以較容易的被隔離等優點。 

研究的車型中，縱臂式、雙橫臂式、彈性支柱式及多

連桿獨立懸架是比較常見的獨立懸架系統設計。其中，獨立

懸架的多連桿式後懸架，主要多應用於高級及豪華車型上，

因為它有較大的空間需求以及較高的結構和調適花費。 

分析的結果顯示，在成本較低的經濟型車輛上，半整

體連接桿式車橋以及縱臂式車橋的應用較為廣泛（佔 40%），

中型和舒適型車也有小範圍的應用（佔 10-30%）。至於在高

級車和豪華級車上，則更多採用獨立懸架設計的多連桿式後

懸架（佔 80-90%），請參見表 4。 

在重量較重且價格較昂貴的車輛上，後橋結構的選擇

性相較之下較廣且較多樣性。由於同時要顧及車輛等級的要

求，又要滿足顧客對車輛較高的舒適性和動力性的需求，儘

管車輛的重量和造價會因此增大，但雙橫臂式車橋和多連桿

式車橋卻一直受到高級車以及豪華車型客戶廣泛的接受。 

整體上，近年來斜臂式後橋逐漸減少了；在非驅動後

橋中，雙橫臂式後橋和彈性支柱後橋也有所減少。相對地，

連接桿式的後橋則有所增加，這是因為小型車市場的佔有率

提高了。近幾年由於電子調節系統在汽車底盤上的廣泛應用，

也使得多連桿式後橋所佔的比例增加了許多。 

    新車型對於底盤負載的要求有相似的描述，但不同車輛

的級別和汽車製造廠商的不同，彼此之間仍存在明顯的差異。

研究結果也顯示，後橋和前橋的情況頗為相似，相對於獨立

懸架的設計，整體式車橋在後橋的應用較少，而且絕大多數

僅用於全輪驅動的 SUV和少數的MPV車型。 

 

四、結論 

本研究主要係針對台灣地區汽車總體市場上自用車底

盤的匹配與應用進行分析，並獲得以下結論： 

（一）一般而言，底盤是由各種不同系統的組合所產生，對

於每一個組成系統都有一定數量的安排方案，底盤沒

有自己的方案，而是通過單個系統方案共同組合作用

而形成。一輛汽車的底盤之優劣，取決於是否選擇了

合適的系統組成方案、系統間的調適及定位是否匹配

得當。這同時還須顧及駕駛動力學以及轉向系統的影

響，車身輕量化設計，較低的製造成本，簡易的裝配

工序，容易維修及服務，更要考慮資源回收等要求。 



 

科學與工程技術期刊 第十三卷 第二期 民國一○六年 

                                                        

32 

（二）並非所有的車型都必須開發出全新的底盤，僅需擁有

主要的幾種驅動方式和底盤結構系統，這些底盤系統

可以通過匹配和調試的方式應用於不同的車型變化。

在低端車型上可考慮成本較低且較實惠的方式，例如 

     ：前橋為麥佛遜獨立懸架，後橋為半整體式連接桿的

懸架；在高端車型上選擇技術性較高、設計結構較複

雜，全輪驅動且前後橋均配置空氣彈簧的麥佛遜式獨

立懸架。 

（三）在底盤的開發及設計上，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在所有的

方面都做到最好，重要的是對於每一個底盤特徵來說 

     ，要去了解市場以及客戶的需求重點，客戶是否希望

這一個底盤的功能需達到本級別車輛中最突出的或

僅是平均的水平，甚至較低於水平。進行車輛開發之

前，必須先把這些關鍵的課題了解確定後，並且優先

把研發重點放在特定的技術特徵上，同時將市場上所

有的競爭車型與各汽車製造廠即將研發的車型，按照

這些技術特徵去加以分析、比較和量化這些技術特徵 

      ，且儘可能的確定每一種技術特徵的目標值、動力性、

行駛安全性、噪音與振動......等。 

（四）新車型的研發過程中，在底盤的匹配和設計上，除需

考慮到駕駛特色和差異性外，最重要的是，所有的車

輛在一般的行駛情況下必須能滿足安全穩定的行駛

性能和可操控性，精確的轉向行為且保證舒適和操作

性，可信賴的剎車行為、安全停車；並且能在緊急情

況發生時，通過車輛電子輔助系統來提高安全性能

[4]。 

好的底盤系統匹配，不僅可以滿足安全上的需求，提

供顧客較好的舒適性，更可以提升駕駛的樂趣和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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