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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應用於巴金森氏病患步行平衡之輔助機器人研究」旨在開
發可輔助巴氏病患步行平衡之輔助機器人。與一般穿戴式下肢外骨
骼機器人比較，其功能著重在復健和動力輔助等取代喪失的步行能
力，本研究計畫所開發的創新型輔助機器人設計，針對有行走能力
的巴氏病患復健後評估，僅在於平衡輔助功能，即在巴氏病患的自
然行走下，以追隨巴氏病患的步態而不影響醫護人員的評估。當產
生步態凍結與
不預期之跌倒時，該輔助機器人可產生自動回復穩定。本計畫為二
年期，第1 年的重點在於創新型應用於巴金森氏病患之步行平衡之
輔助機器人設計及雛形建置，包括巴金森氏病之文獻收集與探討
；巴金森氏病患步態、步態凍結、失去平衡、步行跌倒與正常人之
自動回復穩定之研究；九軸運動感測器與足部壓力感測器在巴金森
病患跌倒之偵測；輔助機器人設計、工業配線控制整合、建置。同
時，我們將分析
該輔助機器人的運動，建立與巴氏病患關係；再探討輔助機器人模
擬與驗證。第2 年的重點則在於輔助機器人在巴氏病患輔助步行平
衡的實現，包括以重力補償控制法追隨巴氏病患行走；建立輔助機
器人之卽時回復穩定控制法；整合步態凍結、跌倒偵測及重力與平
衡補償控制之模擬；建主輔助巴金森氏病患行走平衡之整合測試與
評估分析；輔助機器人於整合測試分析後之設計修正與控制最佳化
調校。

中文關鍵詞： 巴金森氏病、步態凍結、輔助機器人、步行平衡

英 文 摘 要 ： In this project「An Assistance Robot for Walking Balance of
the
Parkinson Disease Patients」, the objective is to develop
an assistance robot to help PD patients for walking
balance.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lower limb exoskeleton
robots, the developed assistance robot is for the
rehabilitation evaluation of PD patients with the walking
ability. In this two-year proposal, the first year will
focus on the design of the
assistance robot applied to the PD patients walking
balance, including the investigation on PD patients’
gaits, FOG, loss of balance and the automatic recovery from
falling. The detection on the falling by IMU and foot force
sensors is also discussed, and the simulation of the
assistance robot and validation will be discussed. The
second year will focu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n the walking
balance for the PD patients using the developed assistance
robot. We develop the
gravity compensation control for the assistance robot to
track the PDpatient’s gait, and the balance recovery
control will be used to assist a patient to walk. Finally,
the integrated test and validation test will be analyzed
for the assistance robot.



英文關鍵詞： PD、freezing of gait、assistance robot、walking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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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keywords) 

中文摘要： 

本研究「應用於巴金森氏病患步行平衡之輔

助機器人研究」第一年旨在開發可輔助巴氏病患

步行平衡之輔助機器人。與一般穿戴式下肢外骨

骼機器人比較，其功能著重在復健和動力輔助等

取代喪失的步行能力，本研究所開發的創新型輔

助機器人設計，針對有行走能力的巴氏病患復健

後評估，僅在於平衡輔助功能，即在巴氏病患的

自然行走下，以追隨巴氏病患的步態而不影響醫

護人員的評估。當產生步態凍結與不預期之跌倒

時，該輔助機器人可產生自動回復穩定。本研究

的重點在於創新型應用於巴金森氏病患之步行平

衡之輔助機器人設計及雛形建置，包括巴金森氏

病之文獻收集與探討；巴金森氏病患步態、步態

凍結、失去平衡、步行跌倒與正常人之自動回復

穩定之研究；輔助機器人設計、工業配線控制整

合、建置。最後，我們將以三維動作補捉分析該輔

助機器人在步行運動輔助之有效性，以驗證所設

計之輔助機器人未來可應用於巴病病患輔助行走

之可行性。 

中文關鍵詞 

巴金森氏病、步態凍結、輔助機器人、步行平衡 

Abstract: 

    In this project “An Assistance Robot for 

Walking Balance of the Parkinson Disease Patients”, 

the objective is to develop an assistance robot to help 

PD patients for walking balance.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lower limb exoskeleton robots, the 

developed assistance robot is for the rehabilitation 

evaluation of PD patients with the walking ability. In 

this two-year proposal, the first year will focus on the 

design of the assistance robot applied to the PD 

patients walking balance, including the investigation 

on PD patients’ gaits, FOG, loss of balance and the 

automatic recovery from falling. The detection on the 

falling by IMU and foot force sensors is also 

discussed, and the simulation of the assistance robot 

and validation will be discussed. The second year will 

focu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n the walking balance 

for the PD patients using the developed assistance 

robot. We develop the gravity compensation control 

for the assistance robot to track the PD patient’s gait, 

and the balance recovery control will be used to assist 

a patient to walk. Finally, the integrated test and 

validation test will be analyzed for the assistance 

robot. 

Keywords:PD、freezing of gait、assistance robot、

walking balance. 

二、 前言 

巴金森氏病是一種中樞神經系統退化性的疾

病，主要是導因於中腦黑質神經細胞快速退化，

使多巴胺無法分泌。多巴胺缺乏使得大腦無法傳

達有效指令。巴金森氏病症除會使病患者外觀行

為發生改變，其主要四大動作病徵為靜止性顫抖，

僵硬，動作遲緩及缺乏平衡感。而其中在巴金森

氏病患行走的步態上，通常會產生「巴金森式步

伐」(ParkinsonianGait)，即上半身前傾、小碎步、

交叉步態、加速步伐、步行凍結等等的症狀，這些

病症會嚴重影響病患的行動能力。 

與正常步態相比較，巴金森氏病患的步態參

數為行走速度變慢，跨步長度變短，步伐頻率較

高，兩腳間的重心轉移變少。因此，其步態特徵為

行走啟動困難，但啟動後有時不易停上；小碎步、

雙脚抬起不夠高；當走路到接近轉彎、接近座位

要坐下時、通過窄門時會無法移動腳步所產生的

步態凍結。這些因素都使得巴金森氏症病患容易

跌倒，且造成更進一步的傷害，如骨折、腦膜出血，

嚴重造成失能。 

全球罹患巴金森氏病人口近 800 萬，臺灣的

盛行率是全球平均值的 4 倍，約有 10 萬名巴金森

氏病患者。由於巴金森氏病為不可逆之神經系統

退化，除了以藥物治療延緩惡化外，主要就是以

復健運動來治療巴病的運動遲緩、肌肉僵直、靜

止型震顫、姿勢校正反射障礙等會顯著影響日常

生活之動作。目前復健治療重點除強調要給予視

覺及聽覺線索(visualandauditorycue)外，近年來國

際間亦有不少創新方法，其中以具有醫學實證的

LSVT-BIG(LeeSilvermanVoiceTreatment-BIG) 方

法最值得深入研究。然而，復健後的成效，仍有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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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病病患以自己行走的步態來評估，而對巴病病

患之步行會因為失去平衡而跌倒，所以，隨時亟

需醫護人員或家屬在旁輔助以避免嚴重傷害。醫

院內的巴金森氏病患之復健評估[1]，需要兩個治

療師和兩個助理，其中一個治療師負責病患安全。 

為了使巴病病患執行復健評估時，減少隨時

要有醫護人員或家屬在旁輔助，並可以預防可能

之跌倒，本研究乃提出應用於巴金森氏病患步行

平衡之輔助機器人研究。該輔助機器人是以下肢

外骨架機器人為基礎，可讓巴病病患穿戴以執行

復健步行評估。不同於文獻上現有之下肢外骨骼

機器人技術，大多以動力輔助或復健為目的，本

研究所設計之輔助機器人非為取代病患之步行，

而是當巴金森氏病患行走時，輔助機器人可以即

時追隨病患步態而不會影響病患復健評估；當巴

病病患因動作不平衡而將致跌倒時，可即時調整

行走步伐，或觸發輔助機器人之卽時回復穩定控

制，如此避免病患因跌倒而受傷害，也可實現巴

病病患之居家復健。而該輔助機器人亦可應用於

老年人之行走輔助，避免行走失去平衡發生跌倒，

進而提昇生活品質。 

三、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以下肢外骨架機器人為

基礎，針對巴金森氏病患之步行，提出一創新型

之輔助機器人，可實現巴病病患行走步態不平衡

時之即時穩定回復。該輔助機器人是仿人型下肢

機構，可驅動腳踝、小腿和大腿。除此，病患身上

將穿戴慣性感測裝置，足底亦裝置有壓力感測器，

利用訊號向量強度（Singlevectormagnitude,SVM）

及足部壓力強度偵測病患跌倒，同時觸發輔助機

器人之自動回復穩定控制。同時，病患下肢各關

節處亦裝置有九軸運動感測器，可量測行走之關

節角度及步態，並使輔助機器人適應性追隨巴氏

病患之步態，且可監控巴氏病患步態是否已趨於

步態凍結，再適時啓動輔助機器人以調整步幅或

步行頻率。與文獻上所發表之下肢外骨骼機器人

相比，其大多基於動力輔助或復健為主，所針對

是下肢無肌力之病患；而本研究所提之輔助機器

人，所針對是巴金森式病患。巴病病患仍有行走

肌力，卻因神經退化會常導致步態不穩而跌倒，

因此，本研究之輔助機器人是讓巴氏病患在不影

響醫護人員之復健評估下自然行走，同時又可適

時給予巴氏病患當行走不平衡時之自動回復穩定

控制而不致跌倒，非為取代病患之步行能力，如

復健或動力輔助。所以本研究所提出之應用於巴

金森氏病患輔助步行平衡之創新型輔助機器人，

亦可應用於具有自主步行能力的老年人之預防跌

倒行動輔助，在照護復健產業與學術深具探討與

研究價值。 

四、 文獻探討 

巴金森氏病大多於55~60歲之間發病，所出現

顫抖、肢體僵硬、走路時會彎腰駝背、走路步伐很

小、失去平衡、動作緩慢等症狀不僅會影響患者

個人生活自理，也會嚴重影響患者心理、工作和

生活，造成家人和社會負擔。目前巴病病患針對

上述中之步行動作改善仍以復健為主，大多基於

跑步機系統及實驗範例來改善巴病患者的步態和

姿態[2-5]，而復健時的穩定平衡則有賴於身上的

鋼繩，其一端固定在上方支架。 

因一般常見的巴金森氏病患之異常步態為小

碎步和步態凍結[6]，而目前復健治療重點證實給

予視覺及聽覺線索具有不錯的復健效果[7]，所以

Lim 等[8]引用影像與聲音的感官刺激，結合輔助

行走機器人提供巴病病患復健以達到改善步態之

效果。該助行機器人主要內建投影機投射視覺刺

激，而助行機器人並未強調主動平衡回復。 

Dubowsky 等[9]提出智慧枴杖供步行輔助、航

行及健康監控。Graf[10]在 Care-OBotII 上實現共

享控制，引導使用者到已知目標，且確信使用者

可控制該機器且隨時都可以得到支援。Morris 等

[11]以具有力反饋介面之商用全向輪之輪型機器

人，基於使用者抓握行為，提供航行、步行輔助。

Baram 等[12]虛擬對比磚在步態調整和穩定的閉

迴路影響。Wu 等[13]使用在後步行器之光學編碼

器來量測移動距離並投射雷射線以作為巴病病患

之視覺線索以改善其步態。國內有王榮龍[14]利用

具有加速度計偵測的系統附加在手杖上來做實施

跌倒偵測，並進一步可自動發出警告聲。其最主

要目的乃在設計一可拆式輔助裝置並且可直接安

裝在現有的手杖或是其它助行器上，利用視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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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並且針對轉彎和直行的部分以及可調步距作

一裝置的開發，裝置能夠給予有效的提醒，並且

在行走時能給予老年巴金森氏患者幫助。由以上

文獻可知，目前助行器皆僅提供聲音和影像線索

用，並無提供實際平衡輔助。 

目前具有步態凍結預測和控制方法之步態輔

助系統是由 Uehara 等所開發之 GaitAssist[15]，當

系統預測步態凍結出現時，GaitAssist 能延展使用

者膝關節使加大步幅距離。該步行輔助系統可輔

助具步態凍結之巴病病患改善移動性，並可在無

監督環境下實現訓練。但是，GaitAssist 之輔助系

統仍無具有可偵測巴病病患跌倒，且可自動回復

穩定之功能。 

五、 研究方法 

1.巴金森氏病患與正常人之步態分析之研究 

為了設計適用於巴金森氏病患輔助步行平衡

之輔助機器人，我們將先探討巴金森氏病患步態

及跌倒機制，並轉化為可作為跌倒偵測之訊號，

同時，我們亦探討正常人在步行不平衡時之自動

回復穩定的動作，以作為輔助機器人對巴金森氏

病患不平衡時之自動輔助回復穩定。 

巴金森氏病患步行特徵有動作遲緩、小碎步

(shufflinggait)、步行凍結(freezingofgait,FOG)、急

促步(festinatinggait)、缺乏平衡反應等異常步態產

生，故會導致跌倒風險的提高。所以，藉由步態數

據的搜集可監控巴氏病患的異常步態，並供本計

畫之輔助機器人預防跌倒使用。 

步態在最近幾年的相關領域研究中已經成為

非常重要的生物特徵[16,17]。人類的步態會反映

出一個人的身體狀況，因此步態分析的技術被廣

泛的運用在醫療與老人照護中。步態訊號收集技

術 ， 主 要 有 三 維 動 作 捕 捉 系 統

(3Dmotioncapturesystem)、肌電訊號、足部測力板、

慣性感測器。這四種技術在步態的呈現上皆不相

同，其中三維動作捕捉分析系統要能準確捕捉黏

貼於參與者身上之反光球位置，需依賴實驗室環

境，且黏貼反光點來完成實驗，比較難以單獨完

成。肌電訊號是肌肉收縮時所產生的動作電位信

號，可以做為診斷肌肉神經和運動器官疾病的工

具。當檢測和記錄肌電訊號時，訊雜比和失真度

會影響訊號的可靠性。足部測力板是應用在步態

分析實驗中，量測足部的地面反作用力及壓力中

心。而慣性感測器則可藉由三個方向的重力改變

來計算方向角。 

由於每一個人的動作有快慢之分，所以在步

態分析中是以每一個人在每一次的動作中化為百

分比來加以描述，如圖一所示。所以每一個步態

週期可分成兩大部分，為站立期（stancephase）與

擺盪期（swingphase）。所以藉由探討每個步態時

期的功能，及在每個步態分期過程中關節角度變

化也不一樣，所以可以很容易地發現變異處

[18,19]。 

 

圖一、步態週期時間示意圖 

由於巴病病患行走不平衡的原因很多，有大

部份是因步態凍結所產生的向前跌倒，另有因姿

勢不穩定等所產生的後倒及側倒。所以，文獻上

關於巴病病患之步態量測分析的研究是以壓力感

測器量測作用在脚底的力量，圖二所示巴病病患

步態凍結之訊號，其步態凍結時的“顫抖腿”的影

響反映在鞋墊的力量上。因此，本研究對巴金森

氏病患的步態變化是以行走時下肢關節角度的變

化來表示，而且是以慣性感測器來量測下肢關節

角度，同時，亦將以壓力感測器量測作用在脚底

的反用力，並據以判斷步行不平衡所發生的跌倒

機制。 

為了作為輔助機器人在跌倒時之自動回復穩

定控制之參考，我們亦將以攝影機記錄正常人之

反射式自動回復穩定的動作，並同時量測其關節

角度變化和脚底的反作用力量。 



 6 

 

圖二、高齡巴金森氏病患者步態凍結的反作用力

訊號 

2.九軸運動感測器與足部壓力感測器在巴金森病

患跌倒之偵測 

本研究以九軸運動感測器與足部壓力感測器

來偵測巴金森病患之跌倒，其中九軸運動感測器

是具有加速度計、陀螺儀和磁力計之慣性感測器。

而為了精確量測轉動角度，以得到巴氏病患步行

之關節角度，我們將以感測器融合理論作為九軸

運動感測器之方向角輸出演算。 

(1)跌倒偵測之訊號向量強度 

當物體受到外力或是無法平衡，會導致該物

體在短時間內產生巨大的座標傾斜現象，此時會

使加速度計訊號強度產生改變，Karantonis等[20]

擷取該訊號強度之特徵向量，提出訊號向量強度

（SignalVectorMagnitude,SVM） 

𝑆𝑉𝑀 = √𝑎𝑥2 + 𝑎𝑦2 + 𝑎𝑧2 

其中𝑎𝑥𝑎𝑦𝑎𝑧為加速度計之三軸加速度訊號，

若物體於平穩狀態下，則 SVM 會趨近 1。當定義

一標準閥值後，若超過標準閥值則表示物體之座

標系統產生變化，故可應用於跌倒偵測。

Karantonis 等以 SVM=1.8g 作為判斷病患跌倒之

依據。Wang[21]定義加速度計 X-Z 平面的訊號

向量強度𝑆ℎ， 

𝑆ℎ = √𝑎𝑥2 + 𝑎𝑧2 

來判斷X-Z水平切面的運動量。若定義SVM

大於6g為第一閥值，大於2g為第二閥值，如此不

僅可以知道病患跌倒之方向，且大幅提升跌倒辨

識準確率。圖三為我們測詴物體掉落之SVM訊號；

所以可利用SVM來判斷巴氏病患之跌倒。 

 

圖三、物體掉落測試之SVM訊號 

(2)足部壓力感測器 

由前述對巴氏病患行走步態之及不平衡之探

討，為了再更準確判斷巴氏病患步行不平衡，我

們將在病患兩脚足部底下裝置壓力感測器。該壓

力感測器可配合九軸運動感測器在步行時下肢關

節角度量測，輸出足底與地面之接觸力。圖四所

示為本研究擬在鞋墊前後各黏固一個壓力感測器

之示意圖，當置於腳底下時，隨著行走步態，可以

很明確定義出下肢支撐期，擺動期等步態特徵，

如圖五所示[22]。同理，這些訊號亦可應用於巴氏

病患的行走步態。 

 

圖四、腳底板加入壓力感測器 

 

(a)                    (b) 

圖五、(a)SVM訊號及足底前端壓力(b)步行角速度

和足底後端壓力 

(3)巴金森氏病患跌倒偵測 

步態凍結是巴氏病患步行期間一段短暫的步

態行為，通常為時數秒，就像被膠水黏著地面一

樣，步伐突然停頓下來，令巴金森症患者無法在

起步或繼續步行下去。步態凍結和跌倒有緊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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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通常發生於陌生或複雜的情況。當引起步

態凍結時，踏步的節奏及次數都會增加，而在復

健治療中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要加長步伐及減少踏

步之間的不一致。除此，巴氏病患亦常發生不可

預測的跌倒。 

所以，本研究提出以九軸運動感測器和足部

壓力感測器之資訊融合演算法來偵測步行跌倒。

如圖六所示，我們將使病患穿戴運動感測器，其

中位於胸部之加速度計提供SVM訊號，下肢六個

運動感測器記錄步行關節角度以作為行走步態，

而足部壓力感測器則可顯示行走週期。所以當跌

倒發生時，所穿戴之感測器融合訊號當超過一閥

值，即σ = 𝑓(SVM,𝛉, 𝐏)，而定義跌倒之閥值和融

合函數𝑓將在巴氏病患行走測試建立，例如，可以

類神經網路來表示。 

 

圖六、病患所穿戴運動感測器和足部壓力感測器 

3.適用於巴金森氏病患之輔助機器人設計 

目前對巴金森氏病患復健的評估，尚缺乏有

效的簡便檢測裝置，使得醫生無法即時告訴患者

復健恢復的程度。病患至醫療院所接受復健評估，

亦都是直接以自然行走的方式讓醫護人員評估復

健療效。然而，巴氏病患的行走卻是需要旁邊有

人員協助以預防病患跌倒。所以，本研究所設計

的輔助機器人主要就是讓巴氏病患在不影響復健

評估下自然行走，同時又可適時給予巴氏病患當

行走不平衡時之自動回復穩定控制而不致跌倒，

非為取代病患之步行能力。 

針對上述功能的要求，本研究之輔助巴氏病

患行走平衡之輔助機器人乃架構於下肢外骨架機

器人，但其設計概念與應用於動力輔助和主被動

復健之下外骨骼機器人仍有相當大差異，如圖七

所示為本研究所設計之輔助機器人。該輔助機器

人是考慮下肢步行運動之仿生架構和醫學工程，

其骨架將以鈦合金或複合材料製作，而主要驅動

裝置包含 

(1)髖關節馬達：髖關節位於大腿骨與骨盆之

間，透過感測器判斷步伐，其之間馬達扭力可以

調整其步伐距離。 

(2)膝關節馬達：膝關節位於大腿骨與小腿骨

之間，亦能透過感測器判斷角度，能在跌倒前及

時回傳資訊，並同時轉動膝關節馬達以輔助平衡

避免跌倒。該膝關節馬達也可協調整體外骨架進

行步態調整。 

 
圖七、應用於巴金森氏病患之輔助機器人設計 

在輔助機器人之腰帶上所置微處理器將內建

特定活動辨識演算法，可即時偵測患者步態的主

要活動特徵。當偵測發現可能的步態異常狀態，

如前述之小碎步、步行凍結、急促步、步態不協調

等，該輔助機器人系統將以重置其步態，恢復成

為正常步態，並可避免因步態問題而導致的跌倒

發生。此外本系統亦具備即時的跌倒偵測機制，

當患者發生意外不平衡而將跌倒時，輔助機器人

將可即時以自動回復穩定方式控制平衡。 

六、 結果與討論 

1.穿戴式髖關節動力(hip powered assistance)輔助

機器人設計 

圖八(a-c)所示為該穿戴式髖關節動力輔助機

器人之設計，其結構是在每個髖關節處有一個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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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自由度（外展/內收）和一個主動自由度（屈曲

/伸展），並延伸有壓板可做為結構支撐或坐立動

作轉換用，藉由束帶將該下肢外骨架輔助機器人

固定於人體大腿上，可提供巴病病患的日常活動

或復健評估時的步行輔助。該髖關節動力輔助機

器人的結構是依據解剖學中人類的臀部與大腿而

設計，使得在運動學上可更接近人體工學。 

圖八(d)為該穿戴式髖關節動力輔助機器人的

分解圖。由於髖關節外展/內收的運動範圍與運動

方向相對較小，加上巴金氏症患者並非肌肉無力，

故採用人體帶動腿架的方式處理。主動關節處由

超薄無刷直流馬達搭配減速機構驅動，輸出最大

扭力可達9kg-m，可以即時配合人體的動作，達到

同動的目的。背包框架構造成U字型，方便固著在

鄰接骨盆骨和椎骨，讓外骨架輔助機器人可安裝

到使用者的腰部。通過腰部束帶的調整，可適合

不同體型的使用者。該髖關節動力輔助機器人的

機械部件是以超薄鋁合金板加工，總重量約為2.4

公斤。外骨架的大腿透過在腿架上的束帶連接到

使用者並且纏繞在使用者的大腿周圍。使用九軸

感測器測量並估計使用者的運動意圖，再基於這

些感測器的輸出信號來控制馬達。 

   

(a)               (b) 

    

(c)                  (d) 

 

圖八、穿戴式髖關節動力輔助機器人(a)上視

圖(b)右側視圖(c)前視圖(d)細部構造 

2.穿戴式髖關節動力輔助機器人雛型建置與

測試評估 

圖九所示為該穿戴式髖關節動力輔助機

器人之雛型，其 14.8v 之電池可驅動左右兩

邊該穿戴式髖關節動力輔助機器人，並採用

具 ADC 和 PWM 的增強型 8051 微處理器

SH79F1611 作控制，透過該微處理器，連接

馬達與慣性感測器，藉由讀取慣性感測器數

值，觸發控制程式以控制無刷直流馬達，使致

動該穿戴式髖關節動力輔助機器人。目前輔

助步行的測試評估正在進行。 

 

圖九、穿戴式髖關節動力輔助機器人之雛型

與步行輔助示意 

3.基於感測器融合理論完成以慣性感測器量

測關節角度 

慣性感測器是具有加速度計、陀螺儀和

磁力計之九軸運動感測器，可作為步行時關

節角度量測及跌倒偵測使用。為精確量測轉

動角度，我們已利用感測器融合理論探討九

軸運動感測器在滾動(Roll),搖擺(Pitch)及轉

動角(Yaw)等三方向角輸出演算，如圖十(a-b)

所示，並可應用於步行時膝關節角度量測。後

續將以九軸運動感測器來探討巴病病患步行

之關節角度，並應用於巴病病患之步態凍結

偵測。 

 

(a)                 (b) 

圖十、慣性感測器(a)關節量測架構(b)膝關節

量測示意 

4.結果驗證與結論 

為了驗證吾人所設計的穿戴式髖關節動

力輔助機器人，確實擁有輔助步行的效果，找

了五位受試者來參與實驗，並且做了有無穿

戴髖關節動力輔助機器人的步態分析、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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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角度變化、肌肉活化情況以及腳部壓力變

化。 

我們採用前面提到的三維動作捕捉分析

系統來驗證結果，使用十台紅外線攝影機，如

圖十一所示，搭配黏貼於身體特定關節處的

反光球，如圖十二所示，藉由攝影機捕抓受試

者身上的反光，從而定義出十三個肢段，包含

頭部、左右上臂、左右前臂(含手掌)、軀幹、

骨盆、左右大腿、左右小腿及左右足部，如圖

十三(a-b)所示，為建立受試者的全身骨骼模

型，完成步態分析，收集髖關節角度變化做好

準備。 

     

圖十一、ViconMX     圖十二、反光球 

   

(a)             (b) 

圖十三、全身反光球貼片(a)正面(b)背面 

最後我們在受試者的股外側肌、股直肌、

臀中肌、以及股二頭肌上貼上了無線肌電系

統，如圖十四所示，來觀察受試者在實驗中肌

肉活化的狀況，並且在地板上設置了四片測

力板，來得知腳部壓力變化。 

 

圖十四、Delsys 無線肌電系統 

在實驗中，受試者以自然的步態來行走，

行走過程中，左右腳分別採上測力板，並利用

電腦軟體 ViconNexus2.8 來同步擷取反光球

三度空間資料，測力板作用力參數以及肌電

訊號，如圖十五(a-b)所示。也成功建立了受試

者的骨骼模型與步態分析，如圖十六(a-b)所

示。 

 

(a)                 (b) 

圖十五、實際之步態實驗連續圖(a)未穿機器

人(b)穿著機器人 

 

(a)                 (b) 

圖十六、骨骼模型與步態分析(a)側面(b)正面 

把收集到的數據作分析比較之後，得到

下列結果，如圖十七到圖二十所示。從圖十七

中我們可以觀察到紅圈處，代表股二頭肌(BF

黃線)與股外側肌(VL 紅線)的部分，可以注意

到肌肉活化現象產生，此為人體與穿戴式髖

關節動力輔助機器人的力量相互抵抗作用之

結果。 

 

圖十七、(上圖)未穿機器人之四條肌肉活化程

度，(中圖)穿著機器人之四條肌肉活化程度， 

(下圖)穿著機器人以及未穿機器人之作用力

比較 

由圖十八可以觀察到機器人對於髖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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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方向的穩定性具有提升的效果，臀中肌

(Gmed 灰線)除了負責髖關節外展的功能外，

在走路與跑步時也扮演著穩定骨盆的功能，

將這兩者拿來做比較。無穿著機器人時，肌肉

的行程時間(T1)較短，穿著機器人後時間(T2)

有明顯提升，此現象可維持步行時的穩定性。 

 

圖十八、(上圖)髖關節的 moment(下圖)臀中

肌的活化程度 

由圖十九可以發現，有穿機器人的股直

肌(RF 藍線)活化程度較低，但是髖關節動作

角度較大，為機器人幫助出力所導致的結果。 

 

圖十九、(上圖)髖關節的角度變化、(下圖)股

直肌之活化程度 

從圖二十可以得知有無穿著機器人對於

測力板的影響並沒有太大改變，但是股外側

肌(VL 紅線)有活化之現象產生，此現象為受

試者與機器人配合時的衝突所導致。 

 

圖二十、(上圖)測力板之作用力(下圖)股外側

肌之活化程度 

根據實驗結果，我們可以發現，我們開發

的穿戴式髖關節動力輔助機器人，可以幫助

受試者維持步行時的穩定性，順利完成本計

畫之目標。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導入動態方程

式與控制理論，達到更好的效果，讓受試者與

機器人之間的抵抗作用與衝突減少，進而造

福社會大眾。 

七、 結論 

本計畫第一年針對步行輔助已開發一穿

戴式髖關節動力輔助機器人，主要目的是為

應用於有行走能力的巴氏病患復健後評估。

所以，本研究亦為後續之巴金森氏病患步態、

步態凍結、失去平衡、步行跌倒與正常人之自

動回復穩定執行相關之先期研究。該輔助機

器人在步行輔助之有效性，亦以三維動作補

捉分析獲得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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