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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組 :STME R-one 

 

指導老師：林宗賢 教授 

參賽同學：翁一成 陳立偉 張桐榮  

南台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一.機器人簡介 

我們的機器人設計為 1.跨過障礙 2.快

速的撿球 3.迅速的分球 4.上升手臂 5.伸縮

手臂 6.下球。以上的每個項目都是這次在設

計機器人之前，所設定要排除的一些問題，

再跨過障礙是利用三腳架靠住檔版，利用在

黏有 3M的輪子上，利用扭力，順利的跨越

障礙，利用防火泡棉的柔軟性，藉由馬達將

球捲起。而分球是利用感測器感應前與感測

器感應後，皆各有一支氣壓缸在感測時推動

閘門辨識。使用導螺桿配合四連桿機構，將

球箱升起。在藉由氣壓缸把手臂升到最長，

再利用防止下球機構，把球倒至天秤裡，完

成動作。 

二.設計概念 

首先我們是用直徑 12公分的海綿胎配合

一支輔助支架，也就是說當機器本體衝入球

池外圍之擋板時，會先碰到輔助支架，此時

會將前車輪抬高數公分，再以後輪驅動使整

台車體進入球池中，接著使用一滾筒機構外

層包覆波浪型海綿，將球捲高進入機台內，

再來所有的色球進入機台的選球平台內，我

們以單晶片及感測元件使旋轉氣壓缸作動

來進行自動辨別色球的動作｡接著將不要的

色球打入地面﹔而要的色球則若入後方的

球箱中，然後就以導螺桿配合四連桿機構將

球箱抬起，再以球箱出口的球道昇起，最後

將球滾入天平中｡ 

 

 

 

三.機構設計 

◎整體機構可分為下列幾種機構﹕ 

(1) 取球機構 

利用兩 PVC管傳動一皮帶，然後上面

包覆一層隔音海綿，再用一馬達傳動

作為驅動方式，並在後方放置一直立

斜板，把整體取球機構固定在車體最

前方的位置｡ 

 

 

 

 

(2) 選球平台機構 

再選球平台上我們有設計一防止卡球

機構，利用馬達帶動凸輪與彈簧，將

一支架作往復擺動的動作來將色球撥

開，此裝置固定在色球辨識區之前方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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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球平台(一) 

 

(3) 導螺桿機構 

利用導螺桿並配合連桿支架的作動方

式將球箱升至我們所需要的高度｡ 

 
導螺桿 

(4) 球箱防止卡球機構 

將球箱出口處用一馬達帶動一個雙凸

輪軸，馬達在傳動時兩凸輪軸之最高點

及最低點會在其相反位置，並在兩凸輪

軸上方放置兩片薄板，使機構在作動

時，馬達會驅使兩薄板上下作擺動動

作，將球撥開順利下球｡

 
卡球機構(一) 

 

 

(5)底盤 
這個部份是用方鋁做為材料，先將

方鋁圍成長 65公分 x寬 60公分，在連

接的地方用焊接使其固定｡接著在四框

架之下緣地方用長 20公分之方鋁八支

分別固定於邊緣處，使兩輪之輪距為

59公分，然後也是再俟框架中間的地

方固定一支長方鋁，其主要目的是當作

固定氣瓶及電磁閥之支架｡ 

 

 

底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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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 

在整台機器當中，我認為最特別的

地方是選球方面是用單晶片來進行自

動辨識，除此之外在感測器感應前與感

測器感應後，皆各有一支氣壓缸在感測

時推動閘門來阻擋色球使感測器的辨

識率更加提高｡ 

 

(7)機電控制 

控制方面的話我們是用電子電路控

制，其優點是可利用小電流控制而且可利

用可變電阻使馬達的轉數可調整｡這樣的

話也可以讓整台機器的控制線可以使用

的線徑較小｡但是這種方式有個唯一的缺

點就是短路時電路板上壞掉的元件較難

檢測出來｡ 

四.製作經驗及修正說明 

因為有了一代機的經驗後，所以在製

作二代機的時間就先晝出整體骨架結構及

尺寸，然後將骨架銲接起來，所以二代機

的重量比一代機輕了許多，也減了許多不

要的補強動作，也成功克服我們的減重問

題。 

(1)滾筒問題： 

在一代機中我們將撿球機構置於前

輪的前方，這樣的話會使我們車子衝入球

池時卡到撿球的滾筒及斜板，造成損壞，

導致不能撿球。 

 

 

解決方案： 

在二代機中就滾筒及斜板置於前輪

兩輪的中間，在將斜板垂直放置以便於固 

定。 

 

(2)斜板問題： 

在一代機中斜板我們斜板是用 2mm厚

的鋁板製作而成的，在上方貼一公分的海

棉，然將斜板以斜度 75度固定於支架上。 

解決方案： 

在二代機中斜板以模型板及 0.8mm厚

的鋁板合成，再將皮帶上貼一英吋的隔音

泡棉，成功的減輕我們斜板過重的問題，

也加強了我們撿球的功能。 

 

(3)球道問題： 

在一代機中我們是以馬達驅動一片

以壓克力板製成的閘門，在練習時因機構

上升後，不易看到閘門是否開啟或關閉，

在以在二代機上加以改良。 

 

解決方案： 

用氣壓缸作為驅動的方式代替馬達驅

動，使閘門易於判斷是否開啟。 

 

 

(4)後輪輔助支架問題： 

一代機中在後輪的兩邊各加裝一類似三

角形的支架，以此結構衝入球池；在衝入

時，我們發現當兩支架靠在外圍檔板上

時，前輪只有一輪著地，造成扭力不夠，

無法順利衝入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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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板(一) 

 

斜板(二) 

 

 

解決方案： 

在二代機上我們將輔助支架裝置於兩後

輪中間，並在支架上裝上一皮帶讓它有滾

動滑動的作用，這樣後輪靠著一個支點且

前輪會有兩輪在推動，這樣使我們較易進

入球池內。 

 

 

五.測試過程及遭遇困難: 

製作本次專題，至目前為止我們做

了一代機及二代機，而機器人是因應題

目的要求製作，在製作上我們把他分成

四大部分來討論 

 

 

 

(1)衝入球池 

一代機：進入時會卡到斜板下方及將球

捲入時球會卡在前輪及下滾筒

中間阻擋前進 

二代機：將斜板置於兩輪間以防止卡到斜

板，將滾筒及前輪間距離縮小以

防止球捲入縫隙間 

(2)撿球機構. 

一代機：將斜板放置 75度上貼泡棉 

二代機：將斜板放直以利固定，並將皮

帶上貼隔音泡棉使撿球較為容

易。 

(3)選球機構. 

一代機：用壓克力板製作其重量大約為

三公斤左右 

二代機：用模型板取代壓克力板,其總

重不到一公斤，為成功減重 

(4)放球機構. 

一代機：只能放置 150公分的天平 

二代機：利用滑軌在加上氣壓缸作動，

使放球能力增加為 200公分高

的地方 

 

六.製作心得及測試結果 

參加這次 TDK製作，是在剛進大學時，

由於學校正在舉辦第五屆 TDK，所以再好奇

心的驅使下就去觀摩了一下，從那次的觀摩

就使我對製作機器人產生了興趣,到了三年

級時大家都在為自己的專題忙碌時，正好有

兩位同好剛好對 TDK也有興趣,所以就相約

參與了這次的競賽。 

從一開始獲得這次比賽的題目時,我們

製作團隊就展開了一連串的討論，我們有先

討論決定的是進入球池撿球,再來是如何做

撿球機構等……，在製作的過程中我認為獲

得最多是如何與整個團隊包括指導老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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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因為再設計任何一部分的機構時大家

都會有不同的構想，所以當大家再堅持自己

的想法時,那衝突就會出現，幸好每個隊友

的出發點都是為了這次的機器人，所以當我

們一有想法上的衝突時，若無法明確的判別

是誰比較好時，我們就培養出一種默契就是

請指導老師決定，而決定了我們就會以那個

想法為依據來製作；說到了指導老師這點，

我覺得指導老師是一個專題製作的一個很

重要的角色，因為本校沒有做經驗傳承的動

作，所以很多是都是老師給我們一個大方

向，剩下的就讓我們發揮自己的創意，而指

導老師也會適時的給予鼓勵、叮嚀，所以在

一個團隊裡有好的組員固然重要，而有一個

好的指導老師卻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人

物。所以雖然這是一個專題競賽，但我認為

獲得最多的卻是一個團隊的經營及享受製

作過程的樂趣，以上就是我們共同的心得及

感想。 

分工合作: 在工作進行之前，每個人都

會將製作流程清楚的寫在紙上面，以增加我

們的效率，也避免一些錯誤產生，而不及搶

救的事發生。 

測試的重要性: 經過無數次的測試，許

多的問題才會發現，也才會有更多想法可以

去創造。基於這個理由，所以我們都堅持在

比賽前進行長時間的測試，不斷的測試，不

斷的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會有最完美的成

品。 

七.參賽感言 

在製作機器人時，每天都有不同的問題

面臨著，野食讓我們很難過，有時也讓我們

很興奮，好像洗三溫暖一樣，萬人真的無法

想像在這 7個月當中，我們付出的辛血和心

力，是無法想像的。 

在製做這個機器人也給我們一個想法

~~傳承很重要，沒有經驗的傳承，會讓你在

製作的每件機械、零件當中，充滿無限驚

奇，不管是好是壞，我們都認為哪都是個經

驗。 

在校內外的比賽中，我們發現每一組都

有不同的設計概念，有氣壓缸、伺服馬達、

齒輪馬達、普通馬達…等。機構設計的方式

更是沒話說，每組都有不同的設計想法，而

且常常出乎意料之外，所以當時我們想一定

要將這些機構收集起來，以後要使用到的時

候就可以更方便找到需要的資料，也會有好

的出發點，再將設計發揮到極致，創新再創

新。 

在專題當中，讓我們學習很多寶貴的經

驗，像是如何與老師做報告性的討論，購買

材料時請教別人的技巧、製作當中如何去排

除困難、遇到困難後如何解決，人際溝通，

EQ管理、團隊合作、抗壓性的能力 … 等

等，對我們以後的作事態度影響甚深，是寶

貴的學習經驗。 

八.感謝詞 

  感謝 TDK文教基金會所舉辦的這麼有意義

的創意與製造實作的比賽，更感謝我們的母

校『南台科技大學』鼓勵我們參加機器人的

創意製作比賽。將我們在校所學的每項技

能、知識，充份發揮與實際應用結合而一。

讓我們獲得更多是書本上無法取得的。 

最後更加感謝我們的指導老師:林宗賢

教授，都是老師在一旁的給予我們支持和提

供我們解決的辦法，在我們遇到困難問題

時，都會適時的指導我們，幫助我們，也一

直的鼓勵我們加油。比賽過程中有輸家也有

贏家，但那不足為是重要的結果，而是我們

真的很認真很認真的製作及參與機器人比

賽，當然在辛苦努力七個月卻是得到這樣的

結果真的讓我們很不甘心也很傷心，但也得

欣然接受，我們一定會再接再厲，不管以後

什麼事情，我們都能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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