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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簡介 

 

本隊機器人依比賽規則設計為能過五關關卡，首先以

最難過關的凱旋鐵道為優先突破的對象。機器人行走的方

式是利用時規皮帶驅動，使得機器人在爬過鐵道障礙物時

不會卡住中間的鐵柱。因大會規定重量不得超過 25 公斤，

加上馬達及電瓶重量，整體的重量會超出規定，所以車體

架構是利用鋁材來建構。我們機器人的夾具是把車體改成

ㄇ字型車子在行走的時候可以直接把三輪車關在裡面，之

後二邊在使用類似步進馬達的物品就能使車體固定。也不

會超過高度。在遙控方面我們利用無線遙控器，先要搭配

繼電器在使用無線控制發射器來加以配合才能發動。經過

一番的努力，克服了各種困難，已達到主辦單位所設的規

則，可以順利走完每個關卡，已完成這次的比賽。 

 

設計概念： 

 

    依照比賽的規則，我們機器人設計概念主要分為，車

架、驅動、夾置三輪車以及遙控這四大類。 

首先車架為裝置各部機構的基本設計，必須要承載其

他裝置的重量，各機構的裝置方式也要考慮，所以要兼顧

剛性、穩定性及其搭載性，為求較佳的車架剛性使用不銹

鋼與鋁合金材料，在多處裝置配合軸承增加穩定性，四方

形與兩層的車架使裝置便利。 

驅動方式是用時規皮帶方式來行走，如同戰場上的戰

車，而馬達帶動輪子驅動時規皮帶，讓車子在過凱旋鐵道

時不會卡在中間的鐵柱。因凱旋鐵道是最難的關卡，首先

以最難過關的凱旋鐵道為優先突破的目標。 

 

夾具方式是利用機器人前進的動力去刺進車輪上面的

縫隙，然後將車子往內拉進車體，再將它提高一些防止撞

到鐵軌導致三掄車掉落在地上。 

搖控也是本隊的主要特色之一，裝置繼電器與遙控模組配

合。 

 

機構設計：  

  下圖 1示我們初次的設計草圖，我們是先想以把三輪車

拉入車體然後再行走，以方便過關。 

 

圗 1 機器人設計草圖 

下圖 2是之前我們初次完成實做的車子，因為總重超過 25

公斤，長度也超過標準加上輪胎也不穩時常脫落，經過所

有組員的討論後，決定重新設計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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圗 2 初次完成實的機器人 

    修改過後本隊是以骨架方式來當車體，以減少車身過

重。首先定好骨架尺寸，再每個要固定的地方鑽孔，然後

用釘槍固定成下面所表示的圖形，如圖 3所示。 

    然後將角落打孔讓培林（軸承）可以順利裝置上去。 

 
圖 3 固定孔位 

車輪架構我們的輪胎是採用時規皮帶成大約 45度角

地斜角爬坡，因此這樣應該會更有效率的爬行，因為裡面

最難的關卡因屬凱旋鐵道最難所以過了凱旋鐵道應該就可

以順利過關。以下是輪子的照片，圖 4 為車架底盤。 

底盤： 

 

    圖 4 車架底盤 

 

    因為本隊車架是採用鋁材骨架，所以馬達跟繼電器可

以放置車體後方，因為底盤體積很小，所以省了我們不少

的重量。 

馬達擺設位置： 

我們是以 DC-24V 的馬達來前進後退，採後輪驅動，如

要轉彎只要一邊的馬達轉動，另一邊馬達不轉動，即可順

利讓機器人轉彎，如圖 5所示。 

 

 
圖 5馬達擺設位置 

 

夾三輪車機構： 

     我們是利用兩顆馬達放置前方，再利用兩根不秀鋼條

鎖在馬達上，如同推高機的形式往前走，然後車體骨架化，

使車體有空間能放置三輪車，機器人之雙臂可以 180度往

復回轉，夾具可以伸入三輪車之輪中縫隙，將三輪車舉起

放置車體內，。 

     優點是機器人運動過程中，三輪車不會搖晃，也不會

撞到東西而掉下，這樣讓機器人的行動更為順利，如圖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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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機器人手臂擺設位置 

 

 

機電控制： 

    機器人之機電控配線，如圖 7 所示，圖八為無線遙控

控制器。 

 

圖 7 機器人之機電控配線 

 

圖八 無線遙控控制器 

  機電控制之特性及設定，說明如下： 

（一） 性能：接受器按設定鍵指示燈亮著暗發射器任 

                何鍵亦可指示燈亮山次以設定成功。 

                    

（二） 插件設定：（A）兩種全插入與兩種全無插，是 

無段。 

                   （B）插件 1-無插，插件 2-插入是 1    

開 2 關，1鍵-12 建使用同樣動

作開、關。  

                   （C）插件 1-插入，插件 2-無插是 1   

開 1 關，1鍵-12 建使用同樣動

作，開、關。 

 

（三）    產品規格：（A）工作電壓：DC-12V 

                   （B）尺寸：長 65MM 寬 55MM 厚 20MM 

                   （C）輸出電壓：DC-10.5V 

 

我們機電的控制是採用無線控制，爲了能控制不同電

壓的元件，所以要搭配不同電壓之繼電器，再配合無線控

制器的使用，即能順利驅動機器人前進、後退、轉彎及取

放三輪車等各種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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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成品 

 

本隊機器人在未伸展前長度 75 公分，而伸展過後約

125 公分，寬度 65 公分，高度 50 公分，重量約 23.5 公斤

符合大會所規定的要求，利用了 8 顆繼電器以及兩顆馬達

所組成的電路控制，在測試過程中，我們發現本台機器的

車輪時常脫落，在經過所有組員以及指導老師的討論過

後，決定在輪子的兩邊加裝上擋板，以防止時規皮帶的脫

落。圗九為完成品。 

 

 

 

圖九 機器人完成圗 

 

 

參賽感言 

    想要設計出完整且合乎需求的機器人，一開始的構想

就要相當的重要了，要考慮到如何控制重量不要超過 25

公斤，是否要爬過 20 公分高的凱旋鐵道，而高度又不能高

於 100 公分， 等等，都是比較重要的思考重點。我們一開

始也是如此，從設計機器人結構、選用材料、加工、組裝、

測試⋯⋯，一直到上場比賽，這中間有一些是我們一試再

試，不滿意就再重新構想加工，想要盡可能的減輕重量，

讓車子達到最好的狀況。 

我們在製作過程中也是突然都遇到很多問題，我們也

對於有的問題也是盡量想辦法突破，但是有的始終是無法

改善而選擇放棄，例如現在鐵製物品比往常都明顯的貴很

多，而礙於經費有限的情況，所以不能讓我們做太多的實

驗，雖然有的元件性能不錯用，但是真的實在太貴，所以

只好選擇放棄，後來發覺還是有些原件沒有採用實在很可

惜，所以希望下一屆參加的學弟，能夠先拿捏好經費的使

用度，在先規劃要先買什麼物料，這些先決定好之後還要

先了解比賽的場地是怎樣，不能只靠想像的模糊做下去，

我們比賽當天也有很多突如其來的狀況沒辦法適應，可能

就是事先沒有模擬好，以致於狀況連連，然後自慌陣腳。 

     或許我們每一位組員都很想要在這一次的機器人製

作上盡一份心意，所以會有許許多多不一樣的構想和建

議，因此，一開始會有爭吵與老師不合的情況發生，但因

組員的協調以及比賽時間慢慢的逼近，爭吵轉變為討論，

組員各自發揮所長相互分工合作，作出我們所預期的機構

與機件，如果分配工作互相支援，我想這是這一次比賽僅

次於出賽經驗所得到的最大收穫了吧!! 

     在這一次由正修及 TDK所舉辦的『第十一屆大專院

校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中，讓我們學習到做任何事情前

如何規劃其完整性，時間與進度的配合。更重要的是訓練

我們人員管理與溝通、培養耐心與恆心、對於機械和電機

的知識與專業、團體分工合作、遇到突發狀況時的臨機應

變…，會對我們未來無論是進修或就業，都會產生相當大

的影響。 

 

 

 

感謝詞 

    感謝 TDK 文教基金會所舉辦的『創思設計與製作競

賽』，讓我們有機會參加如此有意義的比賽，也感謝學校及

系上老師的支持與鼓勵，同時也藉由這一次的競賽，將我

們在校所學完全的發揮出來。 

從無到有，總是比較困難的。想要設計出完整且合乎

需求的機器人，一開始的構想就要相當的重要了、還有就

是訓練我們人員管理與溝通、培養耐心與恆心、對於機械

和電機的知識與專業團體分工合作、遇到突發狀況時的臨

機應變…，會對我們未來無論是進修或就業，都會產生相

當大的影響。更加感謝平時教導我們的陳金山老師和平時

教導我們的老師，在機器或機構上有缺失和需要補強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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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都會細心的指導豪不吝嗇的加以指導，這對我們思考

與製作上有不錯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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