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 9頁 第- 1 -頁 

智慧控制期末專題報告-隨心鎖欲箱 Delivery Box 無人接收箱 

107072216 經濟系 22 級陳昕晞  

一、 前言-設計發想 

    在製作自走車時便開始構想期末報告的主題，當時共有三個構想。第一個便是電動

滑板，可以以藍芽操控的滑板，預計最高時速 30KM。想要這個的原因是校園公車有座

位限制，總是人太多才想做出自己的交通工具。第二項便是自動喝飲料輔助器，由於看

電影時常常會吃零食，手指上都有碎屑不想弄髒杯子，便想做自動飲料機。利用紅外線

感應的方式去操控飲料口味更換及吸管伸長等，以完全不需要觸碰作為設計主軸。第三

項便是無人外送接收盒，由於我本身有些害怕面對陌生人，所以希望能以不用接觸到外

送員的方式取得外送，就想做出一個可以保管外送餐點的箱子。箱子上面有 LCD 螢幕

顯示訂單資訊，可以讓外送員確定該放進去哪裡。加上箱子蓋上 10 秒後自動上鎖，保

護自己的餐點不會被陌生人拿走。 

1. 選定理由 

    主要選定此項題目的理由有二。在學校訂購外送時，因吃飯時間同時會有許多人叫

外送，因此外送拿錯餐或是訂購餐點被人拿走經常發生。便想製作外送保管箱，箱子上

給出明確訂單資訊與上鎖以確保餐點不會被人拿走。 

    加上目前疫情嚴峻，無論在台灣的何處還是以無接觸外送保險。我家位於疫情熱

區，強制無接觸外送。為了使外送不至於因無人保管而被拿走，便想做出無人接收箱，

使無接觸外送更加安心。 

    接收箱也能讓取餐的時間更自由，餐點送達的時間變動很大，常常沒辦法在預期時

間內到達。有了無人接收箱便能在自己有空時再去取餐，而不必需要配合外送員抵達的

時間，對於經常叫外送的我帶來許多時間上的方便。 

    加上這個箱子的所有功能都能以過去一個學期所學會的模組應用實現，加上以木頭

板材搭建出箱子框架也不會過於困難。基本上可以透過結合我的知識達成目標，讓我用

上所有努力去製作，並不會超出我的能力範圍，綜上因素考量便選定外送接收箱作為題

目。 

2. 主要功能-無人外送箱 

    外送接收箱的主要功能便是保管餐點。當我在外送 App 中訂購物品時，箱子可以

在 LCD上顯示所訂的是哪家外送與我的電話號碼；並在手機藍牙連接外送箱後，將外送

接收箱置於公寓大門口。外送員在放入我訂購的商品後便會蓋上蓋子，運用紅外線感測

器去偵測蓋子開合狀態。當蓋子蓋上 10秒時便會自動上鎖，並同時以藍牙通知手機外

送已抵達。箱子處於上鎖狀態時被不正常開啟時，箱子便會發出警告聲並傳送警告訊息

到手機中，並且警告聲會隨著開啟時間越久變得越尖銳也越急促，提醒箱子使用者東西

可能被偷了，現在下去還來得及搶救。當箱子在上鎖時，必須要使用手機輸入正確密碼

才能解鎖，之後便能享用商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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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硬體原理 

1. 設計示意圖 

   無人接收箱尺寸為長 30CM寬 21CM高 30CM，主要分為三部分。一為箱子主體，

分為上下兩個部分。上蓋功能為容納電子元件，下半部分主要為容納商品之用。。

二為插銷鎖，能在箱子關上後固定上蓋與下半部分。三為電動插銷與齒輪盒驅動馬

達部分，能在箱子被關上後，自動插入插銷鎖中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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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插銷鎖 

為了使鎖的形式與功能符合我的要求，便使用木板手工打造出插銷鎖。分為 AB兩

部分。A部分為附著在上蓋的插銷，兩側具有彈片，在插入鎖孔後能自動固定；B部分

為附著在下蓋的鎖孔，內部具有空間容納插銷與彈片，兩側具有按鈕，只要同時按下按

鈕並上提就能解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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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動插銷 

具有滑軌附著上插銷，上鎖時插入插銷鎖預留孔內，使插銷鎖無法開啟。齒輪箱與

滑軌組成一套由馬達驅動，為了使扭矩增大轉速降低，便設計了減速齒輪組，使馬達推

動原本不可推動的滑軌。經過計算可得 Gear Ratio為 25/9可以提供近三倍的減速效

果。最終 RPM為 145.8 轉，扭矩為 30.5 N.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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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子設備與電路走線圖 

 

i. A:電池盒負責提供電力。 

ii. B:LCD螢幕，可以顯示訂購哪家以及訂購的手機號碼。 

iii. C:麵包版，連接許多元件的中樞，上面還有一片藍牙元件。 

iv. D:馬達控制器，負責控制電動插銷，達到開鎖與解鎖的效果。以及發送送達訊息與

發送警報的功能。 

v. E:紅外線感測器，負責檢測上蓋的開合狀態。 

vi. F:arduno，負責程式控制，上面有一顆無源蜂鳴器發出警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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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軟體設計-程式碼 

1. 流程圖 

 

2. 程式碼 

#include <LiquidCrystal_I2C.h>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SoftwareSerial Ciri(9,10); 

LiquidCrystal_I2C LCD(0x27,16,2); 

int Swpin = 4;int motor1 = 5;int motor2 =6;int IRpin =8;int buzz =12; 

int IRstate;int IRstatein;char BT_pass;int Swstate; 

int i;int j;int k; 

int lockstate =0; //0=unlock,1=locked 

char val; 

void setup() { 

  pinMode(motor1,OUTPUT); 

蓋子打開 

上蓋開

合狀態 

YES 

等待十秒後

鎖上 

NO 

是否被藍

牙解鎖 

YES 

電動插銷收回，

箱子可以被開啟 

NO 

箱子發出警報

聲，並藍牙通知

手機 

 

上蓋被

開啟 

YES 

NO 

上蓋被

開啟 

YES 

NO 

享用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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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Mode(motor1,OUTPUT); 

  pinMode(IRpin,INPUT); 

  pinMode(Swpin,INPUT); 

  Serial.begin(9600); 

  Ciri.begin(9600); 

  Serial.print("BT is ready!"); 

  LCD.init(); 

  LCD.backlight(); 

  Swstate = digitalRead(Swpin);//開關切換訂購的業者 

  if(Swstate == 0){ 

    LCD.setCursor(0,0);LCD.print("Foodpanda Phone"); 

    LCD.setCursor(0,1);LCD.print("number0903123456");}//範例手機號碼 

  else 

  LCD.setCursor(1,0);LCD.print("Uber Eat Phone"); 

  LCD.setCursor(0,1);LCD.print("number0903123456");} 

void loop() {   

 // open 0,close 1 紅外線感測 

 IRstate = digitalRead(IRpin); 

if(IRstate == 1 and lockstate ==0){  // lock part 

  for(i=1;i<50;i++){ 

    IRstatein = digitalRead(IRpin); 

    if(IRstatein != 1){i = 1;break;} 

    delay(1000); 

    Serial.println(i); 

    if(i==10 and lockstate ==0){ 

      digitalWrite(motor1,HIGH);delay(500);// locked 順便通知手機已送達 

      digitalWrite(motor2,LOW); 

      digitalWrite(motor1,LOW); 

      Ciri.write("Yoour order is arrived!"); 

lockstate = 1;i=1;break;}}} 

IRstate = digitalRead(IRpin); 

if(IRstate == 0 and lockstate == 1){ // 警告 

  for(j=0;j<4;j++){Ciri.write("Your food is being stolen");} 

  for(k=0;k<1000;k++){ 

  if(k < 11){ 

  tone(buzz,392,300);delay(390);  //非正常打開越久警報越急促也越高 

  tone(buzz,494,300);delay(390);} 

  else if(k > 10 and k < 21){ 

  tone(buzz,734,200);delay(260); 

  tone(buzz,988,200);delay(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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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if(k > 20){ 

  tone(buzz,1568,150);delay(195); 

  tone(buzz,1975,150);delay(195);} 

  IRstatein = digitalRead(IRpin); 

  if(IRstatein == 1){k=0;lockstate= 1;break;}}} 

IRstate = digitalRead(IRpin); 

if(lockstate == 1 and IRstate == 1){ //藍芽解鎖 

if(Ciri.available()){ 

  BT_pass=Ciri.read();} 

  delay(100); 

  if(BT_pass == '3'){ 

  BT_pass=Ciri.read(); 

  delay(10); 

    if(BT_pass == '4'){ 

    BT_pass=Ciri.read(); 

    delay(10); 

     if(BT_pass == '1'){ 

     BT_pass=Ciri.read(); 

     delay(10); 

      if(BT_pass == '2'){ 

         Ciri.write("Pass"); 

         lockstate = 0; 

         digitalWrite(motor2,HIGH);delay(350);// unlocked 

         digitalWrite(motor1,LOW); 

         digitalWrite(motor2,LOW);}}}}}} 

四、 製作中遇到的困難 

    決定好題目開始製作的第一項問題，是對於採購所需材料沒有頭緒。必須決定箱子

要以什麼材質製作，驅動的電機應如何選擇，許多功能應採購什麼才能實現。因此我花

了許多時間去搜尋需要的材料與零件。由於家中沒有工具，還需要購買弓鋸與鑽孔機

等。從採購過程中發現，該如何做出正確的選擇是一項難題，例如螺絲的尺寸照資料來

看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實際應用時卻發現無法使用，還好在最後出現的問題都有成功解

決。在此我覺得執行計劃之前的事前準備十分重要，這次因我有做足準備因此在不需要

額外購買材料的情況下完成作品，且發生的誤差都在可以解決的範圍內。 

    第二項難題便是沒有方便的工具，所有木板的切割都需要靠手鋸，不僅累人更是有

誤差。鋸出來的線不是完美筆直，也無法做到十分精確，只能邊做邊修正，讓所有誤差

在可接受範圍內。我學到在有好的設計時也要有能實踐設計的工具，如此一來便可以節

省修正的力氣。 

    第三項問題是程式的問題，由於我本身沒有學過學校的程式課程，所擁有的程式能

力也只局限於老師上課所傳授的內容。因此在如何用程式達成腦內構想還是有些許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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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無法很順暢的直接寫完。在此我知道此項專案程式較先前複雜，便把程式流程圖畫

出，並把不同功能分區塊處理。讓我能一步一步地慢慢實現所想要的功能。並上網找尋

許多的程式碼解釋，並參考老師的課程簡報。 

五、 未來展望 

    這次的作品在功能上已經達到我心中的理想狀態，未來希望的改進有以下幾項。首

先是連線距離的改進，希望能透過更遠距離的藍芽晶片或以 WIFI連上網路，實現接收

箱與手機之間的更遠的連結。讓使用者在更遠的距離使用外送箱，例如社區門口等。第

二項為更簡易的解鎖。希望可以加上 RFID感應功能，解鎖箱子不必再以密碼的形式寫

鎖，刷卡解鎖的方式更加直覺化，可以作為忘記密碼後的多一層保險。第三項便是增加

內部容積並加上隔熱層，並在內部設置杯架與其他固定架。這樣便能使餐點在拿取前都

能保溫，並且固定架能減少餐點因箱子被撞到或移動而翻倒的機率。第四項便是增進防

盜功能，目前的箱子還非常脆弱，因為我的工具只能使用 5mm的木板進行製作。因此我

想增加箱子厚度，並加強開合活頁的強度，使用金屬製成的鎖，加上更難破解的電子上

鎖。並增加加速度感應器，當箱子被整個抱起時便會發出警報，並增加警告聲的音量，

可以吸引到更多人的注意。第五項便是增強警告功能，希望可以加上鏡頭。箱子在不正

常打開時便拍下開啟人的照片，並上傳到連結的手機，讓事後追究可以有更多線索與證

據。 

六、 接收箱的好處與目標使用者 

    接收箱可以幫助使用者保護餐點，不被他人任意拿走，也能防止流浪動物誤食人類

餐點生病。餐點送達時也能由箱子傳送訊息，提醒使用者可以去取餐了，在外送 APP上

外加了一層通知，而不是只能被動地得知送達情況。箱子外可以加上個人的圖案或是文

字，結合箱子上的訂購資訊與手機號碼，可以讓外送員更加容易地知道該把餐點放哪，

降低無接觸外送的餐點錯誤率。更自由的取餐時間可以讓使用者更無壓力，不必擔心外

送提早送達，或是延誤後無法立刻取餐的麻煩。外送員也能放下餐點就走，為外送員與

使用者，兩造雙方都節省了寶貴的時間。 

    無人接收箱的目標使用者是那些時間不能彈性配合取餐的人，例如學生或是只有午

休時間才能取餐的上班族，箱子可以為他們帶來更大的時間彈性。箱子極高的辨識度很

適合用在宿舍或是會有人同時訂購的人群，可以減少外送員給錯餐點的機率。疫情期

間，能減少與他人面對面接觸的機會是對自己及他人的尊重，所有想要減少接觸的人，

這個箱子都適合他。 

七、 結語 

    這項專案非常具有挑戰性，運用了多種能力才完成心中的目標。做木工的部分非常

累人，整整製作了 16 小時才完成所有零件的切割，總共製作了 30件木板零件。設法讓

齒輪與馬達按照我的想法執行也需要花費腦力，更是需要計算扭矩確認馬達是否能夠驅

動機關。由於先前我有自行組裝過電腦，因此走線上還算是整潔，但是每項電子元件的

連接都需要小心。害怕接錯使元件燒壞，花了許多時間去確認正確接腳與接線方式。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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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碼也十分累人，雖然許多功能先前的課程都有介紹過，但是從零開始打程式還是有

種毫無頭緒的感覺。 

    這項專案我用了設計能力，努力在事前設計出可以實現的方案，規劃好要採購的材

料，並再三思考是否有缺漏讓開始製作後遇到的問題減少。第二便是木工與各種工具的

使用，我運用了打磨機、鑽孔、弓鋸，砂紙等。讓一片片木板變成我要的零件，並在有

誤差時用工具解決問題。第三便是對於這學期所學的電子元件掌握程度，靈活運用所學

使接收箱的功能完善，並使各元件間配合良好協同完成任務。第四便是程式設計的能

力，努力用我會的程式碼實現設計的功能，雖然不是最簡潔完美的程式碼，但是運行流

暢沒有 BUG，顯示出我掌握了這學期的課程內容 

八、 介紹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MhsB9rnklu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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