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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提出所謂的Acceleration Observer與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設計，以獲得良好的加速度訊號，並應用於
線性運動平台與雙軸機械手臂的追蹤控制。加速度訊號於運動控制
系統可以有許多應用，包括acceleration-assisted feedback
control、acceleration-based disturbance observer（ADOB）、
accelerometer- enhanced velocity estimation與sensorless
force control，而這些應用的成功與否有賴於加速度訊號品質。
    常見的電容式加速規（capacitive accelerometer）可以感測
直流加速度，但動態量測頻寬較小，且signal-to-noise ratio性能
較差。壓電式加速規（piezoelectric accelerometer）有較佳的頻
寬，但缺點是無法感測近乎直流的加速度，因此無法直接使用於運
動控制系統。本計畫使用壓電式加速規，搭配運動控制系統中已有
的位置感測器，設計加速度觀測器，並應用於運動控制系統。相對
於電容式加速規，本計畫所提的觀測器使用壓電式加速規，能得到
高頻的加速度成分。相較於壓電式加速規，本計畫所提的觀測器搭
配位置訊號，能觀測低頻的加速度成分。相較於傳統的加速度估測
架構，本計畫所提的觀測器無需受控體的模型，不會受到受控體模
型的不確定性影響；此外，本計畫所提的觀測器沒有直接對位置訊
號微分兩次，較不受位置訊號的高頻雜訊影響。
    本計畫針對SISO線性運動平台進行加速度觀測與應用，然後延
伸至MIMO雙軸機械手臂的加速度觀測與追蹤控制，以驗證本計畫提
出方法的實用性與有效性。透過這些應用實驗，本計畫訓練學生建
構DSP/FPGA（digital signal processor/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伺服控制系統，培育技術人才，並促進產學交流。

中文關鍵詞： 加速度觀測器，加速度估測，壓電式加速規，運動控制，機械手臂
。

英 文 摘 要 ： Acceleration Observer and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are proposed in this project to produce a high-quality
acceleration signal for both linear motion stage and  a
two-link robotic manipulator. Currently, there are many
applications of an acceleration signal to modern motion
control systems, including acceleration-assisted feedback
control, acceleration-based disturbance observer (ADOB),
accelerometer- enhanced velocity estimation, and sensorless
force control. The success of these applications depends on
the acceleration signal's quality.
    Ubiquitous capacitive accelerometers can measure the dc
component of an acceleration but have limited measurement
bandwidth with poor signal-to-noise ratio. Contrarily,
piezoelectric accelerometers have wide measurement
bandwidth but cannot measure low-frequency components of an
acceleration. In this project, the proposed acceleration
observers use the piezoelectric accelerometer and the
positional sensor that commonly exists in a motion control
system. In contrast to the capacitive accelerometer, the
proposed acceleration observers have wide dynamic bandwidth



owing to the use of a piezoelectric accelerometer.
Concerning the piezoelectric accelerometer, the proposed
acceleration observers can estimate low-frequency
components of an acceleration. Compared with existing
acceleration observers, the proposed observers do not
require a plant’s model and are thus completely
insensitive to model uncertainties. Moreover, the proposed
observers do not directly differentiate the positional
signal twice with respect to time and are thus more immune
to positional sensor noise.
    This project focuses on applying the proposed observers
to a linear motion stage. Moreover, the proposed observers
are extended to the control of a two-link robotic
manipulator. These applications were done experimentally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applica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proposed scheme. Since the proposed scheme has been
practically applied to a physical mechatronic system, the
graduate students involved in this project have received
advanced training in Mechatronics and System Integration.

英文關鍵詞： Acceleration observer, acceleration estimation,
piezoelectric accelerometer, motion control, robotic
manip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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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提出所謂的 Acceleration Observer與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設計，以獲得良好的加速度訊號，並應用於線性運動平台與雙軸機械手臂的追蹤

控制。加速度訊號於運動控制系統可以有許多應用，包括 acceleration-assisted 
feedback control、acceleration-based disturbance observer（ADOB）、accelerometer- 
enhanced velocity estimation與 sensorless force control，而這些應用的成功與否有
賴於加速度訊號品質。 

常見的電容式加速規（capacitive accelerometer）可以感測直流加速度，但動
態量測頻寬較小，且 signal-to-noise ratio性能較差。壓電式加速規（piezoelectric 
accelerometer）有較佳的頻寬，但缺點是無法感測近乎直流的加速度，因此無法
直接使用於運動控制系統。本計畫使用壓電式加速規，搭配運動控制系統中已有

的位置感測器，設計加速度觀測器，並應用於運動控制系統。相對於電容式加速

規，本計畫所提的觀測器使用壓電式加速規，能得到高頻的加速度成分。相較於

壓電式加速規，本計畫所提的觀測器搭配位置訊號，能觀測低頻的加速度成分。

相較於傳統的加速度估測架構，本計畫所提的觀測器無需受控體的模型，不會受

到受控體模型的不確定性影響；此外，本計畫所提的觀測器沒有直接對位置訊號

微分兩次，較不受位置訊號的高頻雜訊影響。 

本計畫針對 SISO線性運動平台進行加速度觀測與應用，然後延伸至MIMO
雙軸機械手臂的加速度觀測與追蹤控制，以驗證本計畫提出方法的實用性與有效

性。透過這些應用實驗，本計畫訓練學生建構 DSP/FPGA（digital signal 
processor/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伺服控制系統，培育技術人才，並促進
產學交流。 

 

關鍵詞：加速度觀測器，加速度估測，壓電式加速規，運動控制，機械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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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eleration Observer and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are proposed in this 

project to produce a high-quality acceleration signal for both linear motion stage and  

a two-link robotic manipulator. Currently, there are many applications of an 

acceleration signal to modern motion control systems, including acceleration-assisted 

feedback control, acceleration-based disturbance observer (ADOB), accelerometer- 

enhanced velocity estimation, and sensorless force control. The success of these 

applications depends on the acceleration signal’s quality. 

Ubiquitous capacitive accelerometers can measure the dc component of an 

acceleration but have limited measurement bandwidth with poor signal-to-noise ratio. 

Contrarily, piezoelectric accelerometers have wide measurement bandwidth but cannot 

measure low-frequency components of an acceleration. In this project, the proposed 

acceleration observers use the piezoelectric accelerometer and the positional sensor 

that commonly exists in a motion control system. In contrast to the capacitive 

accelerometer, the proposed acceleration observers have wide dynamic bandwidth 

owing to the use of a piezoelectric accelerometer. Concerning the piezoelectric 

accelerometer, the proposed acceleration observers can estimate low-frequency 

components of an acceleration. Compared with existing acceleration observers, the 

proposed observers do not require a plant’s model and are thus completely insensitive 

to model uncertainties. Moreover, the proposed observers do not directly differentiate 

the positional signal twice with respect to time and are thus more immune to positional 

sensor noise.  

This project focuses on applying the proposed observers to a linear motion stage. 

Moreover, the proposed observers are extended to the control of a two-link robotic 

manipulator. These applications were done experimentally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applica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proposed scheme. Since the proposed scheme has 

been practically applied to a physical mechatronic system, the graduate students 

involved in this project have received advanced training in Mechatronics and System 

Integration. 

 

Keywords: Acceleration observer, acceleration estimation, piezoelectric accelerometer, 

motion control, robotic manip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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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運動控制系統中，使用加速度訊號可

以帶來許多好處。Jager ［1］提出 acceleration- 
assisted tracking control，將量測得到的加速

度訊號用於回授控制。該文章的結論包括：

使用加速度訊號能有效地提升追蹤性能，使

用加速度回授比提升取樣頻率更有效。Tian 
et al.［2］將加速度訊號應用於 charge- 
coupled device-based fast steering mirror 
(FSM) tracking control system，形成一個加

速度迴路，以達到高的控制頻寬。在文獻  
［3, 4］中，亦將加速度訊號加入回授控制

律，分別應用於線性馬達與機械手臂的運動

控制。 
加速度也可以用於估測運動控制系統

中的未知干擾，例如 time-delay control/ 
estimation method［5］與 acceleration-based 
disturbance observer（ADOB）［6］。在此先

考慮一個由電動馬達驅動之線性運動平

台；倘若馬達的電流迴路動態遠快於位置迴

路動態，則在設計位置控制器時，可以忽略

電流迴路動態，將受控體視為二階系統： 

 duGxBxM   ,           (1)  

其中 x為系統位置輸出，M 為負載的質量，

B 為黏滯阻尼係數，G 為輸入增益，u 為系

統輸入（此處u 代表給予馬達驅動器的控制

輸入，即 force-producing command），d 為

未知的系統干擾。針對(1)描述之受控體，可

以設計一個以 ADOB 為基礎的控制系統，

如圖一所示，其中 r 為參考命令， )(sC 為標

稱控制器，d̂ 為干擾估測量， )(sQ 為低通濾

波器。若能有乾淨且精準的加速度訊號 x ，
則 ADOB 能有效地抵抗外界干擾，包括受

控體參數不確定性的影響。 

 
圖一、以 ADOB 為基礎的控制系統 

 
 在運動控制系統中，加速度訊號也可以

用於估測運動速度。Gees［7］在其博士論

文中即使用加速規（accelerometer）輔助速

度估測，並應用於 linear-drive machine tool 
axes。Jeon and Tomizuka［8］使用 kinematic 
Kalman filter（KKF），加入加速度訊號，以

輔助速度估測。Zhu and Lamarche［9］使用

互補式濾波器（complementary filters）融合

加速規與位置感測器，以估測速度。除了使

用加速度訊號，Zheng and Fu［10］導入 reset 
state estimator 於速度估測器中。Lu and Liu
［11］設計了一個加速度輔助之速度估測

器，並應用於運動控制系統。Lu and Lee   
［12］將加速度訊號導入傳統的 Tracking 
Differentiator（TD）與 the differentiator using 
the Super-Twisting Algorithm（STA），以改

良現有的微分器性能。在運動控制系統中，

速度回授可以改善系統的暫態響應；由先前

的研究結果可知，加速度訊號能有效地輔助

速度估測，使得到良好的速度訊號。 
 加速度訊號於運動控制系統的另一個

應用是用於系統與環境接觸的力量估測。藉

由安裝加速規於機械手臂，文獻［13–15］
使用量測得的加速度訊號，透過 time-delay 
estimation method［5］，估測機械手臂與環

境 接 觸 的 力 量 ， 達 到 force-sensorless 
impedance control。在使用加速規的情況

下，文獻［16–18］結合 disturbance observer
（DOB）與 Kalman filter，提出系統與環境

接觸的力量估測方法，分別達到 bilateral 
control 與 sensorless force control。 

在文獻［19］中，加速度訊號用於量測

運動系統的動態位移量。由以上描述可知，

加速度訊號可以直接用於回授控制律，提升

軌跡追蹤效能；可以用於估測未知的干擾，

以補償干擾；亦可用於估測機械手臂與環境

接觸的力量，達到 force-sensorless impedance 
control 或 force control，可見加速度訊號在

運動控制系統中的多用途與重要性。在文獻

［1］的結論中亦提到：“An accurate and 
clean acceleration signal is needed to be 
useful, so a high accuracy sensor is necessary 
and filters should be used to increase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without adding too much 
phase shift.” 

 

二、研究目的 

在運動控制系統中，加速度訊號可以有

許多用途，有其重要性。鑑於獲得良好加速

度訊號的重要性，本計畫擬導入壓電式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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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的 數 學 模 型 ， 設 計 加 速 度 觀 測 器

（acceleration observer），融合壓電式加速規

與位置感測器。 

本計畫將提出的加速度估測方法應用

於單自由度的線性運動平台，然後延伸至多

自由度的雙軸機械手臂，以驗證方法的實用

性與有效性。除了上述目的之外，本計畫訓

練學生建構 DSP（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FPGA（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為基

礎之控制系統，培育技術人才。 
 

三、文獻探討 

得到加速度的方法可以概略區分為：間

接估測法與直接量測法。在不使用加速規的

情況下，加速度估測方法通常僅需要位置感

測器；利用位置資訊，由估測法則得到加速

度估測。例如，文獻［20］結合 Newton 
predictor (NP) 與 Kalman filter (KF)，提出一

個加速度估測法則，將估測得的加速度用於

acceleration feedback control，並應用於雙軸

機械手臂之控制。此種間接估測法通常會受

限於位置感測器的解析度，而無法得到很好

的估測結果。 

直接量測法使用實體的加速規，以感測

加速度。依照不同的感測方式，加速規大致

可以分成：壓阻式（piezoresistive）、壓電式

（piezoelectric）、電容式（capacitive）、熱式

（thermal）等種類［21］，前三種加速規在

市面上較常見，以下簡介這三種加速規的優

缺點。 

 壓阻式加速規（piezoresistive accelero- 
meters）適用於 impulse/impact measurements
［22］，能量測直流加速度，但靈敏度

（sensitivity）低，有 limited high-frequency 
response［23］，且易受到溫度影響而產生誤

差，因此不適用於高精確度要求的運動控制

系統。 
 壓電式加速規（ piezoelectric accelero- 
meters）有許多優點，包括剛性高、靈敏度

（sensitivity）高、頻率響應的頻寬較寬；缺

點是價格相較昂貴，無法感測等加速度與近

乎直流的加速度，即其低頻響應不佳。 
 電容式加速規（capacitive accelerometers）
受惠於近年來微機電系統（MEMS）技術發

展，以極小的尺寸結合機械與電子的功能。

電容式微加速規可以感測直流加速度，具高

敏感度，但頻率響應的頻寬較小，且

signal-to-noise ratio 性能相對較差。［21］ 
由先前的討論可知，雖然電容式加速規

可以感測直流加速度，但有低頻寬的缺點。

另一方面，壓電式加速規有高的頻寬，卻無

法量測近乎直流的加速度。筆者於先前的科

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諧波驅動系統之干擾補

償研究」（計畫編號：NSC 96-222-E-003-022 
-MY2）中提出整合式加速規，其不但能量

測直流加速度，且具有高的動態頻寬。其概

念為：將電容式加速規測得的加速度訊號經

過一個低通濾波器，此濾波器的截止頻率須

高於壓電式加速規的最小量測頻率，再將壓

電式加速規的輸出訊號經過一高通濾波

器，此濾波器的截止頻率必須小於電容式加

速規的最大量測頻率，然後將兩個訊號加以

結合，如此得到完整的加速度訊號。但其缺

點為必須同時使用電容式與壓電式兩個加

速規。 
由文獻［24, 25］可知，加速規的輸出

實際上存在著 bias drift。Lu and Liu［11］
設計了一個加速度輔助的速度估測器，其估

測的速度可以免於此 bias drift 的影響。文獻

［26］擴展 Jeon and Tomizuka［8］使用的

kinematic Kalman filter（KKF），其將加速規

輸出的 bias drift 當成一個變數，由 KKF 估

測此變數，以補償加速規輸出的 bias drift。
文獻［26］實作上使用 MEMS 電容式加速

規（Analog Devices’ ADXL335 加速規），應

用於 linear shaft brushless motor 之定位控

制。 
綜合上述，在運動控制系統中，使用電

容式加速規不但有 bias drift 的問題，而且動

態頻率範圍小，且 signal-to-noise ratio 性能

相對較差。使用壓電式加速規時，有高的感

測頻寬，卻無法量測低頻的加速度。文獻  
［27］提出所謂的 PAIDO 估測架構，其同

時使用壓電式加速規與位置感測器，將位置

訊號微分兩次後，再以互補式濾波器

（complementary filters）融合兩個加速度訊

號（一個為位置訊號微分兩次後的結果，另

一個為壓電式加速規的輸出），得到最終的

加速度估測。圖二顯示 PAIDO 的架構，其

中 mx 為量測得的位置訊號， pma 為量測得

的壓電式加速規輸出， da 為 PAIDO 的加速

度估測， pd 為一個低通濾波器的 cutoff 

frequency， dis 為互補式濾波器的參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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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DO 將量測得的位置訊號（ mx ）微分兩

次後，使用互補式濾波器取其低頻部分，結

合量測得的壓電式加速規輸出（ pma ）的高

頻部分，最後得到其加速度估測（ da ）。令： 

,

,

appm

xm

naa

nxx




            (2) 

其中 x 為真實的位置， xn 為位置感測器的

量測雜訊， pa 為理想的壓電式加速規輸

出， an 為壓電式加速規的量測雜訊。依據

圖二可知雜訊對其加速度估測的影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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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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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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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d

x

d

 












s

s

sn

sa

ss

s

sn

sa

       (3) 

由上式可看出，PAIDO 對於高頻的 an 毫無

衰減能力，壓電式加速規的高頻雜訊會完完

全全地呈現於 PAIDO 的加速度估測（ da ）。

此外，PAIDO 會將高頻的 xn 放大 dispd
倍；在運動控制系統中，通常使用 optical 
encoder 量測位置，此位置訊號存在著

quantization error 雜訊。由於 PAIDO 直接將

位置訊號微分兩次，使其加速度估測易含有

高頻的雜訊。 

相對於先前的整合式加速規，本計畫的

加速度估測器無須使用電容式加速規。相對

於 PAIDO 方法，本計畫的加速度估測器不

直接對位置訊號微分兩次，以獲得較好的加

速度估測。 

 

圖二、PAIDO 的架構 

 

四、研究方法 

使用壓電式加速規與位置感測器，本計

畫擬導入壓電式加速規的數學模型，提出兩

種加速度觀測器，以補償壓電式加速規無法

量測得的低頻加速度成分。這兩種加速度觀

測器中，一種直接命名為 Acceleration 
Observer，另一種為前一種的延伸，命名為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依加速度

觀測器種類列述研究方法如下。 

第 一 種 加 速 度 觀 測 器 ： Acceleration 
Observer 

首先定義變數 xv  為真實的速度，其

中 x為真實的位置（與先前的定義相同）；

va  為真實的加速度。由於壓電式加速規

僅能量測高頻的加速度成分，因此以一階

high-pass filter 作為其轉移函數模型，即： 

cs

s

sa

sa




)(

)(p ,            (4) 

其中 pa 為理想的壓電式加速規輸出， )(p sa

與 )(sa 分別代表 )(p ta 與 )(ta 的 Laplace 

transforms，參數 c 為壓電式加速規的低頻

截止頻率（lower-band cutoff frequency），可

由為壓電式加速規的規格書求得。重新整理

(4)為： 

)()()()( pp szsasa
s

s
sa c 





,      (5)  

其中變數 )()( p sa
s

sz c 。將 )(tx 、 )(tv 與 )(tz

的關係整理如下： 

),()(

),()(

),()()()(

),()(

p

p

txty

tatz

tatztatv

tvtx

c














      (6)  

其中 )(ty 為除了 )(p ta 之外可量測到的變

數 ， 即 為 位 置 )(tx 。 定 義 狀 態 向 量

 Tzvxx 。將(6)以狀態空間表示如下： 

,

,

 

 p 

xC

BxA
x





y

a
dt

d
        (7) 

其中 )(p ta 視為系統(7)的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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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系統 (7)的 rank of the observability 
matrix 為 3，因此系統(7)為完全可觀測。定

義 加 速 度 觀 測 器 的 狀 態 向 量 為

 Toooo zvxx 。 設 計 Acceleration 

Observer 為： 

 

,

,

oo

ompmo
o

 

  

xC

LBxA
x





y

yxa
dt

d
        (8) 

其中 pma 為量測得的壓電式加速規輸出，觀

測器增益  T321 LLLL 為常數。由於系

統 (7)為完全可觀測，設計者可以利用

pole-assignment 方式設計觀測器增益L，將

Acceleration Observer 的極點置於 s-plane 中

任何想要的位置。定義 oa 為 Acceleration 

Observer 的加速度估測。由 (5) 可知，

Acceleration Observer 的加速度估測應為： 

.pmoo  aza                    (9) 

 下 列 模 擬 中 ， 令 位 置

   22 Ω)Ω(2sinΩ221000   tttx  ，加速

度    )Ω(2sin11000 ta  ，其中 4Ω  。設

定 想 要 的 觀 測 器 極 點 為 200 與

  2j1200   ， 且  3.0c ， 利 用

pole-assignment 方式求得觀測器增益L。關

於輸入給觀測器的訊號，目前不考慮量測雜

訊，令 xx m 與 ppm aa  ，其中 pa 為使用a 經

由(4)得到。圖三為模擬結果，其中 measured 
acceleration 即為 pma 。由圖可以看出，壓電

式加速規的輸出（ pma ）無法測得真實加速

度（real acceleration）的直流成分；藉由位

置訊號的輔助，Acceleration Observer 可以

觀測得準確的加速度。 
 定義狀態誤差向量 oo xxe  。將(7)減

(8)，並將(2)代入結果，可得： 

  .xao
o

 nn
dt

d
LBeLCA

e
         (10) 

定義加速度估測誤差 oa aae  。將(5)減

(9)，並將(2)代入結果，可得： 

.aoa nzze                       (11) 

由(10)與(11)可推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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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由(12)可知直流與極高頻的雜訊對加速度估

測誤差的響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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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cceleration Observer 對於直流與極高頻的

位置雜訊不敏感，可以適度地衰減直流的加

速度雜訊，卻無法衰減極高頻的加速度雜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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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Acceleration Observer 的模擬結果 

 
第 二 種 加 速 度 觀 測 器 ：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為了衰減高頻的加速度雜訊，接著擴展

Acceleration Observer ，稱之為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改寫(4)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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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s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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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其中變數 )()( sa
s

s
c

c





 。假設 0)( ta 。

將 )(tx 、 )(tv 、 )(ta 與 )(s 關係整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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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其中 )(1 ty 與 )(2 ty 為可量測的變數。定義狀

態 向 量  Te avxx ， 輸 出 向 量

 T21e yyy 。將(15)以狀態空間表示如

下： 

,          , eeeee
e

  xCyxA
x


dt

d
    (16)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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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系統(16)的 rank of the observability matrix

為 4，因此系統 (16)為完全可觀測。定義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的狀態向量為

 Toeoeoeoeoe avxx ， 其 中 oea 為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的加速度估

測。設計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為： 

,

,

oeeoe

oe
pm

m
eoee

oe

 xCy

yLxA
x
























a

x

dt

d

        (17)  

其中 oe y 為觀測器輸出向量，觀測器增益

 ije LL ， 4 ,3 ,2 ,1i  ， 2 ,1j  。由於系統

(16) 為完全可觀測，設計者可以利用

pole-assignment 方式設計觀測器增益 eL ，將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的極點進行

任意的配置。 
 下列模擬中，使用與先前 Acceleration 
Observer 相同的模擬條件。先設定想要的觀

測器極點，利用 pole-assignment 方式求得觀

測器增益 eL 。令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1 為極點 200 （重根）與

  2j1200   的觀測器，而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2 為極點 600 （重

根）與   2j1600   的觀測器，模擬結

果分別呈現於圖四與五。由圖可以看出，藉

由位置訊號的輔助，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可以補償壓電式加速規無法量測

的低頻加速度。此外，將極點遠離 s-plane
的虛軸可以加快觀測器的動態，且降低加速

度觀測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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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1 模

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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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2 模

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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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狀態誤差向量 oeeoe xxe  。將(16)

減(17)，並將(2)代入結果，可得： 

  . 
a

x
eoeeee

oe
 










n

n

dt

d
LeCLA

e
       (18) 

定義加速度估測誤差 oeae aae  。由 oee 的

定義，可知：   oeae 0100 ee 。由此關

係式與(18)可推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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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8)與(19)可知直流與極高頻的雜訊對

加速度估測誤差的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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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對於直流與

極高頻的位置雜訊不敏感，可以適度地衰

減直流的加速度雜訊，而且對於極高頻的

加速度雜訊不敏感。 

為探討 PAIDO、Acceleration Observer
與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三者對於

量測雜訊的敏感度，選擇 PAIDO 參數為：

3000pd  ［27］、  10dis  。 PAIDO、

Acceleration Observer 與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三者的位置雜訊（ xn ）

對加速度觀測誤差之影響分別由(3)、(12)與
(19)描述。圖六顯示三者「位置雜訊」對「加

速度觀測誤差」的頻率響應，可看出 PAIDO
會 放 大 高 頻 的 位 置 量 測 雜 訊 ， 而

Acceleration Observer 與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可以衰減高頻的位置

雜訊。PAIDO、Acceleration Observer 與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三者的加速

度雜訊（ an ）對加速度觀測誤差之影響分別

由(3)、(12)與(20)描述。圖七顯示三者「加

速度雜訊」對「加速度觀測誤差」的頻率響

應，可看出 PAIDO 與 Acceleration Observer
無法衰減高頻的加速度雜訊，而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能夠衰減高頻的加速

度雜訊。此外，增加 Acceleration Observer
或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的極點大

小，可以進一步降低觀測器對於加速規 bias 
drift 的敏感度。綜合而言，三者之中最能對

抗「位置雜訊」與「加速度雜訊」者為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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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位置雜訊」對「加速度觀測誤差」

的頻率響應，其中 Acc. Observer 與
Extended Acc. Observer 1 兩者的曲線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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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加速度雜訊」對「加速度觀測誤差」

的頻率響應 
 
五、線性運動平台的實驗結果與討論 

本年度計畫包括 SISO 的線性運動平台

的加速度觀測與控制應用。圖八顯示線性運

動平台（linear stage system）之架構，其中

motor 為旋轉式 brushless servo motor，透過

ball screw將旋轉運動轉換為 payload的線性

運動，DSP 代表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FPGA 代表 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
而 ADC 與 DAC 分別代表 analog-to-digital
與 digital-to-analog converters。平台的感測

部分使用光學尺（optical linear scale）以量

測 payload 的位移量，光學尺的 A、B-phase 
signals 回授至 FPGA，再由 FPGA 進行位移

量的計數；此外，同時安裝兩種加速規

（accelerometers）以量測 payload 的加速

度，包括電容式與壓電式兩種加速規，以比

較其性能差異。以 91.02 μs 的取樣周期，DSP
由 FPGA 讀取 payload 的位移計數量與兩種

加速規的加速度訊號，執行相關的控制與觀

測法則（包括軌跡追蹤控制律、加速度觀測

法則、ADOB 干擾補償法則），並將控制量

（control effort）透過 DAC 送給 converter，
讓馬達驅動 payload，使 payload 追蹤命令軌

跡。 
 

 

圖八、線性運動平台之硬體架構 

以下就「線性運動平台的加速度觀測與

控制應用」結果進行說明與討論，其中實驗

結果亦呈現於本人指導之碩士論文［28］。 
 

 

圖九、線性運動平台 
 

5.1  線性運動平台的架設與系統鑑別： 
圖九顯示架設完成的線性運動平台，其使

用之 motor 為型號 HF-MP43 的三菱馬達；

由滾珠導螺桿組成的線性模組為上銀公司

生產的 KK6010P-600A1-F0，payload 置於線

性模組的載台上。採用的光學尺是 Carmar
公司的 WTB5-0600MM。使用的電容式加速

規為 Analog Devices 的 ADXL325，測量範

圍為±5g；根據 ADI 公司的建議，使用最小

的 0.0047μF 電容，以實現最寬的低通濾

波，使得每個軸的頻寬為 1 kHz。採用的壓

電式加速規為 PCB Piezotronics Inc.的 ICP
形式加速規，型號為 333B50，測量範圍亦

為±5g，頻率範圍為 0.15–3500 Hz，因此

 3.0c  。光學尺滑塊上的自製電路板包

含了一些類比訊號處理電路與壓電式加速

規所需的定電流電路。 
平台上安裝一個彈簧質量環境（mass- 

spring environment），讓 payload 與環境接

觸，由環境對 payload 施予干擾力，再由

ADOB 進行干擾補償（其中 ADOB 的輸入

可分別為各個加速度規的輸出訊號，亦可為

各種加速度觀測法則的觀測結果），以測試

「兩種加速度規」與「各種加速度觀測法則」

的有效性。 
使用 NI 的 PXI-4461 Dynamic Signal 

Analyzer（DSA），由 DSA 輸出 swept sine，
頻率由 1 rad/s 增加至 100 rad/s，輸入到馬達

驅動器的轉矩命令端。當弦波訊號輸入到馬

達驅動器時，負載會因此移動並帶動光學尺

的 slider，光學尺之 A、B 相訊號會傳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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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GA，經由 FPGA 的邏輯電路可得到四倍

頻的脈波，並可獲得相鄰兩個脈波上升緣間

的時間；DSP 讀取此時間並加以運算，即可

得知負載速度，接著將負載速度經由 DAC
輸出等比例的類比電壓，給 DSA 作為待測

物的輸出，以量測系統的頻率響應。 

調整系統頻率響應的單位，然後以

Matlab 進行曲線擬合（curve-fitting），其結

果如圖十所示，以得到線性運動平台的數學

模型: 

duxx      ,                    (23) 

其中系統參數 8234.0 與 1479 。在模

型(1)中，參數G 代表 DAC 輸出每一伏特線

性運動平台相對的輸出力量變化大小。藉由

荷重元（load cell）測量線性運動平台的出

力，可得DAC輸出（即受控體的平台輸入u ）

與平台出力的關係，並使用曲線擬合

（curve-fitting），得到圖十一所示的結果，

並推得  VN 6.41G 。此結果搭配(23)式

的參數值可得模型(1)中的其它參數值：

13.28M  (kg)， 16.23B  (Ns/m)。 

 
圖十、線性運動平台的頻率響應 

 
圖十一、平台輸入與出力的關係 

5.2  控制器設計與實驗安排 
定義追蹤位置誤差 rxe  ，其中 r 為

二次可微的參考命令。依據模型(1)，設計控

制律為: 

    ,ˆ tt
1

t
1 deKeBMrMBxGu    (24) 

其中 tM 、 tB 與 tK 分別為目標質量、阻尼與

彈簧係數， d̂ 為干擾估測。本計畫建構如圖

一所示的 ADOB，以提供控制律(24)需要的

干擾估測量 d̂ ，其中 ADOB 的 )(sQ 為截止

頻率 15 Hz 的一階低通濾波器。速度訊號是

對位置訊號進行差分，再經過截止頻率為

50 Hz 的一階低通濾波器得之。ADOB 所需

的加速度訊號由各種加速規或加速度觀測

器產生；更確切言之，本計畫擬分別將 cma 、

pma 、 da（其為 PAIDO 方法的加速度觀測）、

oa 與 oea 分別送給 ADOB，以比較其性能差

異。若加速度訊號是乾淨且精準的，則

ADOB 能有效地抵抗外界干擾，達到精準的

位置追蹤。本計畫即是使用 ADOB，利用位

置追蹤誤差的大小，來評估各種加速度訊號

的優劣。 
 以下實驗中，令控制器參數 MM t 、

nt 2 MB  與 2
nt MK  ，其中 25n  。

Acceleration Observer 的參數設定與模擬相

同；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的參數

設 定 與 模 擬 的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1 相同。將使用的命令整理如下： 

a. 步階命令： )mm( 80r ； 

b. 拋物線命令： )mm(  100 2tr  ； 

c. 弦波命令： )mm( )4 60sin( tr  ； 

d. Minimum jerk 命令： 

   

  

      
 

      
 

      
 ,)4()3(

46415410

)3()2(

363153101

)2()1(

161151101

)1()(61510

543

543

543

543

 

 















tHtH

tHtH

ttt

tHtH

ttt

tHtHtttr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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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mm( 30 ， )(H 代表單位步階函

數 。 由 於 彈 簧 質 量 環 境 （ mass-spring 
environment）位於 )mm( 30 位置；當 payload
追隨弦波命令時，payload 將在 )mm( 30 位置

與環境碰撞；當 payload 追隨 minimum jerk
命令時，payload 將大約於 1 秒至 3 秒之間

與環境接觸。為了評估追蹤性能，定義性能

指標 IAE為 integral of absolute error，CI 為
chatter index［29］，如下： 

,)(
f

0
t

e dtteIAE        (26) 

,)()(
1 f

0
f
 

t

e dttete
t

CI       (27) 

,)()(
1 f

0
f
 

t

u dttutu
t

CI      (28) 

其中 )(te 為濾波後的追蹤誤差， )(tu 為濾波

後的控制量。使用 Matlab 的 butter 函數設

計截止頻率為 50 rad/s 的二階濾波器，並使

用 Matlab 的 filtfilt 函數實現濾波，以達到零

相位延遲的濾波。參數 ft 為最終時間；在步

階與拋物線（等加速度）命令下 ft 為 1.00122 

s；在弦波與 minimum jerk 命令下 ft 為

4.00488 s。某訊號的性能指標CI 越大代表

該訊號的高頻成分越多，訊號越不平順，因

此性能指標CI 用於顯現訊號之高頻成分大

小。本計畫應用各種加速度訊號於 ADOB，
進行各種軌跡追蹤，利用上述的性能指標，

來評估各種加速度訊號的優劣。為了使實驗

結果的可靠度更高，以下顯示的每一響應曲

線皆為連續十次實驗的平均值。 
 

5.3 與加速規比較：步階命令下的平台控制 
使用壓電式加速規輸出（ pma ）、電容式

加速規輸出（ cma ）或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的加速度觀測（ oea ）給 ADOB，

以使用不同加速度訊號進行干擾估測與補

償，比較各種加速度訊號的品質。使用不同

加速度訊號，圖十二顯示進行干擾補償下的

步階響應。圖十三顯示步階響應之加速度訊

號，其中圖十三(b)為圖十二相對應的加速

度訊號圖，而圖十三(a)顯示未進行干擾補

償下的加速度響應（本計畫書未顯示其對應

的位置響應）。由圖十三(a)可看出，在未進

行干擾補償（即，沒有將加速度進行回授）

的情況下， pma 與 cma 震盪的程度差不多；

但是，如圖十三(b)所示，將加速度進行回

授（透過 ADOB）之後， cma 較為震盪，表

示電容式加速規的動態性能較壓電式加速

規差。表一列出此步階響應下之性能指標，

其顯示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不但

使得輸出誤差較小，而且使得輸出與控制量

的高頻成分較低。 
 

 
圖十二、干擾補償下的步階響應 

 
(a)

 
(b) 

圖十三、步階響應之加速度訊號：(a)未進

行干擾補償；(b)使用干擾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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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步階響應之性能指標 

 
 

5.4  與加速規比較：拋物線命令下的控制 
同樣地，將壓電式加速規輸出（ pma ）、

電容式加速規輸出（ cma ）或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的加速度觀測（ oea ）

送給 ADOB，產生干擾估測，然後補償干

擾，用以評估各種加速度訊號的好壞。在具

有干擾補償的拋物線追蹤下，圖十四與十五

分別顯現動態響應與加速度訊號。由圖十四

可看到使用 cma 的控制量遠較於其它控制量

有較大的震盪，這與圖十五顯示的結果一

致。表二列出拋物線追蹤下之性能指標，其

顯示使用 oea 的控制結果有最佳的性能指

標。 

 
圖十四、干擾補償下的拋物線追蹤響應 

 

 
圖十五、拋物線追蹤下之加速度訊號 

表二、拋物線追蹤下之性能指標 

 
 

5.5 與加速規比較：弦波命令下的平台控制 
本實驗同樣地將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的加速度觀測（ oea ）與兩種加速

規輸出進行比較。圖十六與十七分別顯現動

態響應與加速度訊號，這些響應皆有使用

ADOB 進行干補償，只是送給 ADOB 的加

速度訊號不同。當 payload 約在 )mm( 30 位

置時，會與環境碰撞或分離；payload 與環

境碰撞時會有較劇烈的加速度變化。表三列

出弦波追蹤下之性能指標，可看出電容式加

速規輸出（ cma ）得到最大的CI 性能指標，

代表訊號的高頻成分最多，訊號最不平順。

相對地，使用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的加速規觀測（ oea ）得到的性能指標最佳。 

 

 
圖十六、干擾補償下的弦波追蹤響應 

 

 
圖十七、弦波追蹤下之加速度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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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弦波追蹤下之性能指標 

 
 

5.6 與加速規比較：Minimum jerk 命令下

的平台控制 

使用(25)式描述之 minimum jerk 命令，

圖十八與十九分別顯現動態響應與加速度

訊號，表四列出對應的性能指標。與先前使

用其它參考命令的結論相同，相較於兩個加

速規，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可以

使得控制量最平順，並達到最小的輸出誤差

指標。 
 

 
圖十八、干擾補償下的 minimum jerk 命令

追蹤響應 

 

 
圖十九、Minimum jerk 命令追蹤下之加速

度訊號 

 
 

表四、Minimum jerk 命令追蹤之性能指標 

 
 

5.7  PAIDO 的參數調整 
文獻［27］提出所謂的 PAIDO 估測架

構，其架構顯示於圖二。PAIDO 需要調整的

參數有兩個： pd 與 dis 。根據文獻［27］，

選擇 3000pd  。為了與 PAIDO 進行性能比

較，針對不同的參考命令與不同的 dis 值進

行測試，以選擇出最佳的 dis 值。表五、六

與七分別列出步階、拋物線命與 minimum 
jerk 命令下 PAIDO 的性能指標，可以看出：

當 dis 值降低時，對應的CI 性能指標也會降

低，代表訊號的高頻成分減少，訊號較為平

順；但是， eIAE 誤差指標值並無此規律性。

由表五至七可知，當  30dis  時，其 eIAE 誤

差指標值最小，因此於後續的比較實驗中設

定  30dis  。 

 

表五、步階命令下 PAIDO 之性能指標 

 
 

表六、拋物線命令下 PAIDO 之性能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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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Minimum jerk 命令下 PAIDO 之性能

指標 

 
 

5.8 三種加速度觀測器比較：使用步階命令 
PPAIDO 、 Acceleration Observer 與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三種加速度

觀測器的加速度估測分別標示為 da 、 oa 與

oea 。以下實驗中，分別將三種加速度的估

測送至 ADOB，進行干擾補償，然後根據平

台動態響應的良劣，來判定加速度觀測器的

好壞。圖二十與二十一分別顯示平台動態響

應與加速度觀測結果，表八列出相對應的性

能指標。由步階響應誤差的 IAE 值與 CI 值
可 知 ， Acceleration Observer 略 優 於

PAIDO，而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是三種加速度觀測器中最好的。 

 

 
圖二十、使用加速度觀測器的步階響應 

 

 
圖二十一、步階響應下的加速度觀測 

 

表八、步階命令下加速度觀測之性能指標 

 
 

5.9  三種加速度觀測器比較：拋物線命令 
接著，使用拋物線命令進行測試，圖二

十二與二十三分別顯示動態響應與加速度

觀測結果，表九列出相對應的性能指標。由

表九可知，Acceleration Observer 稍優於

PAIDO，但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明顯地優於其它兩種加速度觀測器。 

 

 
圖二十二、使用觀測器的拋物線追蹤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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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拋物線追蹤下的加速度觀測 

 

表九、拋物線命令下加速度觀測之性能指

標 

 
 

5.10  三種加速度觀測器比較：使用弦波命

令 
使用弦波命令下，圖二十四與二十五分

別顯示動態響應與加速度觀測結果，表十列

出相對應的性能指標，可知 Acceleration 
Observer 與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皆優於 PAIDO。 

 

 
圖二十四、使用觀測器的弦波追蹤響應 

 

 
圖二十五、弦波追蹤下的加速度觀測 

 

表十、弦波命令下加速度觀測器之性能指

標 

 
 

5.11 三 種 加 速 度 觀 測 器 比 較 ： 使 用

minimum jerk 命令 
使用 minimum jerk 命令下，圖二十六與

二十七分別顯示動態響應與加速度觀測結

果，表十一列出相對應的性能指標，可知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與

Acceleration Observer 皆優於 PAIDO，而且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能使用最平

順的控制量，給予最小的響應誤差指標。 
 

 
圖二十六、使用觀測器的 minimum jerk 追

蹤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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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Minimum jerk 追蹤下的加速度

觀測 

 

表十一、Minimum jerk 命令下加速度觀測

器之性能指標 

 
 
六、至多維度系統的擴展：以雙軸機械手臂

為例 

圖二十八顯示雙軸機械手臂的機械架

構，每一關節皆為 revolute joint，且由 ac 馬

達直接驅動，為 SCARA 型態的機械手臂。

機械手臂的兩個關節角度分別為 1q 與 2q ，由

安裝於 ac 馬達的編碼器（encoders）感測。

擬同時安裝兩種加速規於機械手臂的 end 
effector 上，分別為電容式與壓電式加速規，

含訊號處理電路與 ICP 型態的壓電式加速

規所需的定電流電路。請參考圖八，在固定

於 end effector 的旋轉座標 ) ,( rr yx 上，兩軸

的電容式加速規輸出為 ) ,( ycrxcr aa ，而兩軸

的壓電式加速規輸出為 ) ,( yprxpr aa 。本計畫

架 設 彈 簧 質 量 環 境 （ mass-spring 
environment），讓 end effector 與環境接觸，

由環境對機械手臂施予干擾力，再由 ADOB
進行干擾補償，以評估各種加速度訊號的有

效性；此外，此環境的架設是為了後續進行

impedance control 準備。 
 

 
圖二十八、雙軸機械手臂之機械架構 

 

 
圖二十九、雙軸機械手臂之控制硬體架構 

 
圖二十九顯示雙軸機械手臂控制硬體

的架構，其中 DSP 代表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FPGA 代表 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而 ADC 與 DAC 分別代表

analog-to-digital 與 digital-to-analog 
converters。FPGA 處理 encoders 的 A-與
B-phase signals，並加以計數得到 1q 與 2q ；

此外，FPGA 藉由 ADC interface 擷取加速度

訊號，包括 xcra （旋轉座標下的電容式加速

規 x-axis 輸出）、 ycra （旋轉座標下的電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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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規 y-axis 輸出）、 xpra （旋轉座標下的壓

電式加速規 x-axis 輸出）與 ypra （旋轉座標

下的壓電式加速規 y-axis 輸出）四個加速度

訊號。DSP 從 FPGA 讀取 1q、 2q 、 xcra 、 ycra 、

xpra 與 ypra 訊號，進行座標轉換，計算觀測

法則與控制律，然後將控制量藉由 DAC 
interfaces 送給 regulated current converters，
以驅動馬達修正誤差。 

在 joint space 中，水平運動的雙軸機械

手臂數學模型為： 

)()(),()( tt dτqqqCqqA   ,    (29) 

其中 2T
21 ]  [  qqq 是關節位置向量，

)(qA 為正定的手臂慣性矩矩陣， qqqC  ) ,( 為

手臂向心力和科氏力向量， 2T
21 ]  [  τ

是關節力矩向量（為受控體的輸入），
2)( td 是未知的外界干擾力矩向量。為了

直接在 Cartesian space（又稱為 operational 
space 或 task space）中進行控制，擬將(29)
進行轉換。首先定義 Jacobian matrix, ),(qJ  
為： 

,)( 22 qxqJ                (30) 

其中 2T]  [  yxx 。由(30)可知， qJx   。

將該式的兩邊對時間微分可得： 

qJqJx   .                      (31) 

假設 )(qJ 的反矩陣存在，定義矩陣
1T1 )(  JJAM 。將(31)的兩邊皆乘以矩陣

M，再將(29)代入結果，可得： 

  . )()(

)()(
11T1T

11T1T

qJAJJdτqCJ

qJAJJqAJxM












   

                                 (32) 

將關係式 xJq  1 代入結果，可得： 

,duxBxM                     (33) 

其中 1T1 )(  JJAM 為正定的質量矩陣，

 111 JJAJCJ)(JB   1T ，Cartesian space

下的力量輸入 τ)(Ju 1T  ，與 Cartesian space

下 的 外 界 干 擾 力 量 dd )(J 1T  。 定 義

  2
yx Rrr r 為 Cartesian space 位置參考

軌跡，並定義位置追蹤誤差 T
21 ] [ eee ： 

.rxe                           (34) 

先設定目標的系統動態（target dynamics）
為： 

,ttt 0eKeBeM                   (35) 

其中 tM 、 tB 與 tK 分別為目標的質量、阻

尼與彈簧係數矩陣。為了達到目標動態，設

計控制律為： 

  , ˆ
tt

1
t eKeBMrMdxBu     (36) 

其 中 d̂ 為 干 擾 力 矩 估 測 （ disturbance 
estimate）。本計畫擬採用 ADOB 估測並補償

干擾，而 ADOB 的輸入需要加速度訊號。

加速度訊號可以使用加速規測得，然而此加

速規安裝於 end effector，加速規量測的加速

度為旋轉座標 ) ,( rr yx 下的加速度（請參考圖

二十八），必須使用下列轉換矩陣 ) ,( 21 qqT
進行轉換，以得到 Cartesian space ) ,( yx 下的

加速度： 













)(cos)(sin

)(sin)(cos
) ,(

2121

2121
21

  

  

qqqq

qqqq
qqT . 

 (37) 

電 容 式 加 速 規 測 得 的 加 速 度 向 量

 T 
ycrxcrcr aaa 經由下列轉換可得到

Cartesian space 下 的 加 速 度

 T 
ycmxcmcm aaa ： 

cr21cm ) ,( aTa qq .                  (38) 

同樣地，壓電式加速規測得的加速度向量

 T 
yprxprpr aaa 經由下列轉換可得到

Cartesian space 下 的 加 速 度

 T 
ypmxpmpm aaa ： 

pr21pm ) ,( aTa qq .                  (39) 

在 Cartesian space 下， Acceleration 
Observer 與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的實現方式如圖三十所示，其中關節角度向

量 T
21 ]  [ qqq 被轉換至 Cartesian space 下

end effector 的位置 T]  [ yxx （請參考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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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中標示之座標），壓電式加速規測得的

加 速 度 向 量 pra 經 由 ) ,( 21 qqT 轉 換 至

Cartesian space 下 的 加 速 度 pma 。 將

T]  [ yxx 與  T 
ypmxpmpm aaa 送 給

Acceleration Observer 與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分 別 得 到

 T 
yoxoo aaa 與  T 

yoexoeoe aaa ，其中

觀測器之架構與先前一維的觀測器結構相

同，分別獨立觀察 x-axis 與 y-axis 加速度。 

 

 
 

圖三十、Acceleration Observer 與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的實現方式 

 
七、雙軸機械手臂的實驗結果與討論 

以下就「雙軸機械手臂的加速度觀測與控

制應用」結果進行說明與討論，其中實驗結

果亦呈現於本人指導之碩士論文［30］。 

7.1 雙軸機械手臂的架設與系統鑑別： 
圖三十一顯示本計畫架設的雙軸機械

手臂，其具有質量彈簧環境，圖中雙軸機械

手臂的 end-effector 與環境接觸正在接觸。

環境包含帶有線性編碼器的線性導軌，以允

許質量塊藉由 end-effector 致動，沿線性導

軌滑動。安裝兩個單軸的壓電式加速規和一

個 MEMS 電容式加速規於 end-effector 上，

這些加速規與線性平台使用的加速規相

同。關節 1 和 2 包含無刷伺服馬達，分別是

Mitsubishi Electric 的型號 HF-MP43 和

HF-KP13，額定功率為 400 和 100W，額定

扭矩為 1.30 和 0.32Nm。每個伺服馬達都配

有一個解析度為 15 位元的旋轉編碼器。 
控制器/觀察器實現上，需要模型(29)

及其參數值。關於模型(29)的詳細描述可以

查閱文獻［31］，表十二列出一些參數值在

中給出。將雙軸機械手臂拆解為兩個單軸機

械手臂，將之個別水平放置，然後利用

Dynamic Signal Analyzer，量測單軸機械手

臂的頻率響應，然後以 curve-fitting 方式找

出轉移函數。再搭配其它實驗（包括使用力

量感測器校準力量常數）、理論計算與馬達

規格書之內容，決定雙軸機械手臂的物理參

數值：  

0.0063654,2M
2
121m1

2
C11  IMIIm    

0.0033826IIm 2
2p2m2

2
2C2    m . )m(kg 2  

 
圖三十一、雙軸機械手臂實體圖 

 
表十二、機械手臂參數表 

 
 

7.2  控制器設計與實驗安排 
控制器(36)的實現需要 tM , tB 與 tK 。

於下列的實驗中，選擇參數值： IM t , 

IB 50t  與 IK 625t  。關於 ADOB，選擇

一階低通濾波器，其截止頻率為 40Hz。使

用 ADOB 需要加速度訊息，本計畫使用了

五種加速度訊息，它們是：壓電式加速規的

輸出、電容式加速規的輸出、以及由

PAIDO、Acceleration Observer 與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分別產生的三個加速

度估測，透過位置控制實驗進行比較。 
Acceleration Observer 的參數值與模擬

相同，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與模

擬中的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1 有

相同的參數值。根據文獻［27］，選擇 PAIDO
的 3000pd  ，並且將透過實驗決定其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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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dis 值。為了評估控制性能，定義了下列

的性能指標：Integral of Absolute-value of 
Error（IAE）和 Integral of Time multiplied by 
Absolute-value of Error（ ITAE）定義為


f

0
IAE

t
dte  與 

f

0
ITAE

t
dtt e ，其中最

後的實驗時間 3.6408f t  (s)。 為了顯示信

號的高頻含量，同樣地定義抖振指標（chatter 
indices, CI）［29］:  

  f

0 lpf
f

e  
1

CI
t

dte
t

e , 

  f

0 lpf
f

u ,
1

CI  

t
dtu

t
u               (40) 

其中 lpfe 和 lpfu 分別為進行低通濾波後的 e

和 u 。此低通濾波器具有零相位，是一個

二階 Butterworth 濾波器，截止頻率為 50 rad 
/ s，使用 Matlab 的 filtfilt 函數以離線方式實

現。當信號的 CI 相對較大時，表示該信號

具有較多的高頻成分。 

 考慮下列描述的參考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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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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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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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x0

y0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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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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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rr

t
rt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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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其 中 ,61510)( 543 ttttf   0.0724,x0 r  

0.1562,y0 r  ,16.0x1 r  0.01y1 r  且 

0.02y2 r  (m)。雙軸機械手臂的 end-effector 

一開始休息於 ) ,( y0x0 rr 。使用參考命令(41)，

發現當  60dis  時，PAIDO 具有最小的

IAE，因此使用  60dis  的 PAIDO 於後續

的比較研究。 

7.3  追蹤參考軌跡(41)的控制實驗 
在 Cartesian space 中，圖三十二顯示了

使 用 與 不 使 用 ADOB 干 擾 補 償 的

end-effector 追蹤響應，其中控制系統的參考

命令由(41)描述。可以看出，使用 ADOB 的

干擾補償大大降低了 end-effector 的輪廓誤

差。在沒有干擾補償的狀況下，然仍利用各

種加速度訊號，使用 ADOB 估測干擾，但

是這些干擾估測值並沒有反饋給控制器。在

不進行干擾補償的一個實驗中，圖三十三顯

示了使用不同加速度訊號所得到的干擾估

測。它顯示：在沒有干擾補償的情況下，不

同的加速度訊號所產生的干擾估測值具有

相似的高頻成分。 
另一方面，在進行干擾補償的各個實驗

中，圖三十四顯示了使用不同加速度訊號所

得到的干擾估測。可以看出，PAIDO 比提出

的觀測器導致更多高頻成分的干擾估測。比

較圖三十三和三十四，可以發現在干擾補償

之後，PAIDO 的干擾估測高頻成分變得很

大。相反地，本計畫提出的觀察器不會發生

如此的高頻成分增加。表十三提供了在相同

參考命令(41)下使用不同加速度訊號的控制

系統性能指標。表十三顯示，在 IAE 和 ITAE
方面，具有加速度觀測的系統比直接測量加

速度的系統表現更好。在 IAE、ITAE 以及

CI 方面，本計畫提出的觀測器皆優於

PAIDO。此外，與 Acceleration Observer 比
較，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產生的

誤差和抖動較少一些。 

 
圖三十二、追蹤命令(41)的 end-effector 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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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三、使用追蹤參考命令(41)在一個實

驗中的干擾估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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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四、使用追蹤參考命令(41)並進行干

擾補償下各個實驗的干擾估測 

 
表十三、使用追蹤參考命令(41)下使用不同

加速度訊號所得的性能指標 

 
 

7.4  追蹤參考軌跡(42)的控制實驗 
考慮另一個參考軌跡： 



































































.3for  
)4(

,32for  
)3(

)2)1((

,21for  
)1(

)2)1((

,10for  
)(

y0y1

x1x0

y0y1y2

x1x0

y0y1y2

x1x0

y0y1

x0

t
rtfr

rr

t
rrtfr

tfrr

t
rrtfr

tfrr

t
rtfr

r

r  

  (42) 
在 Cartesian space 中，圖三十五顯示了使用

參考命令(42) 的 end-effector 追蹤軌跡，其

顯示了使用 ADOB 的干擾補償可以很大地

降低輪廓誤差。在不進行干擾補償的實驗

下，圖三十六顯示 ADOB 使用各種加速度

訊號的干擾估測。可以看出，三個觀測器產

生的加速度估測具有類似的高頻成分大小。 
圖三十七顯示 ADOB 的干擾估測，其

中將各種加速度估測應用於回授控制。它顯

示，在引入回授控制之後，PAIDO 比本計畫

提出的觀測器使得干擾估測具有更多的抖

振。表十四提供了參考命令(42)下控制系統

性能指標，其中的趨勢與表十三的趨勢類

似。相較於直接的加速度測量，加速度觀測

器能使 IAE 和 ITAE 更小。在所有的加速度

觀測器中，PAIDO 具有最大的性能指標，尤

其是控制輸入的 CI。 

 
圖三十五、追蹤參考命令(42)的 end-effector

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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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六、使用追蹤參考命令(42)下在同一

實驗中的干擾估測 

 

 
圖三十七、使用追蹤參考命令(42)並進行干

擾補償的各個實驗下的干擾估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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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使用追蹤參考命令(42)下使用不同

加速度訊號所得的性能指標 

 
 

7.5 使用觀測速度的回授控制實驗 
先前的控制實驗中，採用 backward 

difference 方式（或稱為 finite-difference 
method 與 fixed-time method）求得回授所需

的速度訊號。除了加速度估測之外，本計畫

提出的觀測器還能產生位置和速度估測，作

為副產品，這是相較於 PAIDO 的另一個優

點。 
圖 三 十 八 顯 示 使 用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追蹤參考命令（41）
的控制量，其中圖（a）為使用差分方法得

到速度估測的結果，而圖（b）為使用觀測

器速度估測的結果。圖三十八（a）中，使

用 finite-difference method 評估速度；由於

光學增量編碼器僅具有限的位置解析度，因

此不可避免地存在著位置的量化誤差，而導

致差分後的雜訊，使得控制量有較多的高頻

成分。從圖三十八可以看出，使用本計畫所

提出的觀測器速度估測可以減少控制量的

抖振。 
圖三十九顯示了在追蹤參考命令(42)下

使用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的控制

量，同樣地證明了使用所提出的觀測器速度

估測值可以使控制量更為平順。表十四顯示

使用不同的速度訊號所得的性能指標，進一

步證實了觀測器速度估測值可以降低控制

量的抖振。表十四亦顯示，透過回授更多的

觀測器狀態，不僅可以減少控制量的抖振，

還可以減少位置追蹤誤差。 

 
圖三十八、使用追蹤參考命令(41)下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的控制量。

（a）採用 backward difference 方式產生的

速度訊號；（b）使用觀測器的速度估測。 

 

 
圖三十九、使用追蹤參考命令(42)下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的控制量。

（a）採用 backward difference 方式產生的

速度訊號；（b）使用觀測器的速度估測。 

 
表十四、使用不同速度訊號所得的性能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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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結論 

由先前的文獻可知，在運動控制系統方

面，加速度訊息有許多應用場合，可以直接

回授加速度訊號以提升追蹤性能，可以用於

估測運動控制系統中的未知干擾，可以輔助

速 度 估 測 ， 可 以 達 到 sensorless force 
control，但是要能有效地達成這些應用，需

要良好的加速度訊號。在現有的加速規

（accelerometers）中，壓電式加速規具有優

良的高頻動態，但是無法量測低頻訊號，因

此無法直接應用於運動控制系統。本計畫使

用壓電式加速規，搭配運動控制系統中已有

的位置感測器，提出所謂的 Acceleration 
Observer 與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以得到良好的加速度訊號，並應

用於運動控制系統。本計畫針對 SISO 線性

運動平台進行加速度觀測與控制應用，並延

伸至 MIMO 雙軸機械手臂的加速度觀測與

追蹤控制，驗證提出方法的實用性與有效

性。在控制器硬體架構方面，以數位訊號處

理器（DSP）為伺服控制器之主體，以 FPGA
為 DSP 的輔助處理器（co-processor），再搭

配受控體形成完整的機電伺服系統。原先針

對 SISO 線性運動方面預定完成之工作項目

如下： 

1. 線性運動平台的系統鑑別，包含使用力量

感測器（force sensor）之力量校正。 
2. 電容式與壓電式兩種加速規的架設，含

定電流電路與訊號處理電路。 
3. 彈簧質量環境（mass-spring environment）
之設計與架設。 

4. 未具干擾補償的標稱控制器設計與實

現，即令控制律(24)之 0ˆ d 。 
5. 使用電容式加速規（ cma ）的 ADOB 干

擾補償設計與實現。 
6. 使用壓電式加速規（ pma ）的 ADOB 干

擾補償設計與實現。 
7. 使用 PAIDO（ da ）［27］的 ADOB 干擾

補償設計與實現。 
8. 使用 Acceleration Observer（ oa ）的 ADOB

干擾補償設計與實現。 
9.  使 用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 oea ）的 ADOB 干擾補償設計與實現。 

原針對 MIMO 雙軸機械手臂方面預定完成

之工作項目如下： 

1. 雙軸機械手臂之架設與系統鑑別。 
2. 電容式與壓電式兩種加速規之架設，  
含定電流電路與訊號處理電路。 

3. 將旋轉座標上的加速度訊號（ pra 與 cra ）

分別轉換為 Cartesian space 下的加速度

（ pma 與 cma ）。 

4. 彈 簧 質 量 環 境 （ mass-spring 
environment）之設計與架設。 

5. 未干擾補償的標稱控制器之設計與實

現，即令控制律中之 0d ˆ 。 
6. 使用電容式加速規（ cma ）的 ADOB 干

擾補償設計與實現。 
7. 使用壓電式加速規（ pma ）的 ADOB 干

擾補償設計與實現。 
8. 使用 PAIDO（ da ）［27］的 ADOB 干擾

補償設計與實現。 
9. 使用 Acceleration Observer 的 ADOB

干擾補償設計與實現，包括觀測速度

的回授控制實驗。 
10. 使用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的 ADOB 干擾補償設計與實現，包

含觀測速度的回授控制實驗。 
與先前的結果與討論內容比對，可知計畫執

行進度符合預定進度。 

由計畫成果可以得到以下結論： 
1. 關於僅使用位置訊號的加速度觀測器，

例如文獻［20］所提的方式，此類間接

估測法通常會受限於位置感測器的解析

度，或者是受控體的不確定性影響，而

無法達到良好的估測。在本計畫所提的

觀測方式中，位置訊號僅用於補償壓電

式加速規無法感測的低頻加速度成分，

較不受位置感測器的解析度限制。此

外，本計畫所提的觀測架構無需受控體

的模型，不會受到受控體的不確定性影

響。 
2. 相對於常見的電容式加速規，本計畫所

提的觀測器使用壓電式加速規，能觀測

到高頻的加速度，且具有較佳的

signal-to-noise ratio 性能。 
3. 關於壓電式加速規，本計畫所提的觀測

器使用位置訊號，觀測低頻的加速度成

分，能補償壓電式加速規的低頻響應缺

陷。 
4. 相較於筆者先前計畫（NSC 96-22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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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22-MY2）所提出的整合式加速規

（專利證書字號：發明第 I351520 號），

其必須同時使用電容式與壓電式兩個加

速規，本計畫所提的觀測器僅需壓電式

加速規與現有的位置感測器，無須電容

式加速規。 
5. 相較於 PAIDO［27］估測架構，本計畫

所提的觀測器沒有對位置訊號直接微分

兩次，較不受位置訊號高頻雜訊的影

響。PAIDO 估測架構無法衰減高頻的加

速度雜訊，而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能夠衰減高頻的加速度雜訊。

此外，PAIDO 估測架構僅輸出加速度估

測，而本計畫所提的觀測器能額外提供

觀測的速度與位置，可用於回授控制

器，進一步提升控制系統性能。 
在控制器硬體架構方面，本計畫延續筆

者先前之研究，以數位訊號處理器（DSP）
為伺服控制器之主體，以 FPGA 為 DSP 的

輔助處理器（co-processor），再搭配受控體

形成完整的機電伺服系統。目前機電產業缺

乏優秀人才投入研發工作，本計畫不使用現

成的 DSP/FPGA 控制器，因此參與本計畫之

研究生藉由此計畫之執行而獲得紮實的訓

練，對於國家人才培訓有正面意義，並促進

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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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 

由先前的文獻可知，在運動控制系統方面，加速度訊息能有許多應用，可以將加速度

訊號直接回授以提升追蹤性能，可以用於估測運動控制系統中的未知干擾，可以輔助速度

估測，可以達到 sensorless force control，但是要能有效地達成這些應用，需要良好的加速

度訊號。在現有的加速規（accelerometers）中，壓電式加速規具有優良的高頻動態，但是

無法量測低頻訊號，因此無法直接應用於運動控制系統。本計畫擬使用壓電式加速規，搭

配運動控制系統中已有的位置感測器，提出所謂的 Acceleration Observer 與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以得到良好的加速度訊號，並應用於運動控制系統。本計畫針對 SISO

線性運動平台進行加速度觀測與控制應用，並延伸至 MIMO 雙軸機械手臂的加速度觀測與

追蹤控制，驗證提出方法的實用性與有效性。由目前計畫成果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1.  關於僅使用位置訊號的加速度觀測器，例如文獻［20］所提的方式，此類間接估測法通

常會受限於位置感測器的解析度，或者是受控體的不確定性影響，而無法達到良好的估

測。在本計畫所提的觀測方式中，位置訊號僅用於補償壓電式加速規無法感測的低頻加

速度成分，較不受位置感測器的解析度限制。此外，本計畫所提的觀測架構無需受控體

的模型，不會受到受控體的不確定性影響。 

2.  相對於常見的電容式加速規，本計畫所提的觀測器使用壓電式加速規，能觀測到高頻的

加速度，且具有較佳的 signal-to-noise ratio 性能。 

3.  關於壓電式加速規，本計畫所提的觀測器使用位置訊號，觀測低頻的加速度成分，以補

償壓電式加速規的低頻響應缺陷。 

4.  相較於筆者先前計畫（NSC 96-222-E- 003-022-MY2）所提出的整合式加速規（專利證

書字號：發明第 I351520 號），其必須同時使用電容式與壓電式兩個加速規，本計畫所

提的觀測器僅需壓電式加速規與現有的位置感測器，無須電容式加速規。 

5.  相較於 PAIDO［27］估測架構，本計畫所提的觀測器沒有對位置訊號直接微分兩次，

較不受位置訊號高頻雜訊的影響。PAIDO 估測架構無法衰減高頻的加速度雜訊，而

Extended Acceleration Observer 能夠衰減高頻的加速度雜訊。此外，PAIDO 估測架構僅

輸出加速度估測，而本計畫所提的觀測器能額外提供觀測的速度與位置，可用於回授控

制器，進一步提升控制系統性能。 

6.  在控制器硬體架構方面，本計畫以數位訊號處理器（DSP）為伺服控制器之主體，以

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FPGA）為 DSP 的輔助處理器，再搭配受控體形成完整

的機電伺服系統。目前機電產業缺乏優秀人才投入研發工作，本計畫不使用現成的

DSP/FPGA 控制器，因此參與本計畫之研究生藉由此計畫之執行而獲得紮實的訓練，對

於國家人才培訓有正面意義，並促進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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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參加會議經過 

 
    此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biquitous Robots (UR2018)於 Hawai’i Convention 

Center, Honolulu, Hawaii 舉行，開始時間為 107 年 6 月 26 日上午，會議的網址為：

http://www.ubiquitousrobots.org/2018/index.php。此會議是由韓國的 Korea Robotics 

Society (KROS)主辦，自 2004 年開始，先前名稱為 Ubiquitous Robots and Ambient 

Intelligence，此研討會已經成為一個受歡迎的中型機器人會議，彙集了來自世界各

地的機器人研究員，共同的願景就是讓機器人如同行動電話一樣無所不在。 

 

圖一、Workshop on Korea-US Disaster Relief Robots 之會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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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6 日全日為五個 workshops，圖一為第一個 workshop 開場時的照片，此

Workshop on Korea-US Disaster Relief Robots 主要目的是回顧美國與韓國共同的

MOTIE/OSD Program 成果，主題是救災機器人，此計畫中亦提供獎學金給研究生。

由於近年來，人機協同是一個很熱門的議題，使得 Workshop on Soft Robotics 很受

歡迎，其中也探討了軟性感測器的設計與製作。另一個特別的 workshop 名稱是

Workshop on climbing robot technology for facade/glass cleaning application，其探討擦

玻璃機器人，將應用場合區分為摩天大樓與一般家用或商用，主要講者為韓國

Hanyang 大學的 Prof. Seo，其他講者還包括 ETRI 公司的創辦人 Dr. Cho。Prof. Seo

提到其實現以位置為基礎的阻抗控制擦玻璃機器人，其中還加入了干擾估測器。Dr. 

Cho 則以回顧的方式比較各種擦玻璃機器人的設計；針對一般家用或商用的擦玻璃

機器人，Dr. Cho 回顧了三家公司，其中一家公司為台灣的 Hobot 公司，如圖二所示。 

 

圖二、Dr. Cho 介紹台灣的 Hobot 公司產品狀況 

6 月 27 日早上一開始為由 Prof. Allison Okamura 主講的 Plenary Talk，講題為

Let’s be Flexible: Soft Haptics and Soft Robotics；傳統的機器人是由剛性的連桿和接

頭組成，而此演講討論的機器人是由軟性可變形的材料構成；此演講介紹了幾種利

用軟性材料來實現形狀控制的方法，提供軟性的人機界面，而且這些新系統可以到

達傳統的機器人難以到達的位置。圖三為 Prof. Okamura 解釋其演講的三個主題畫

面。接著，參加 Technical Session: [WeA2] Human-Robot Interaction，其中有論文探

討 human-following robot 的避障問題，也有論文討論如何使用機器人引導與調節人

潮。再來，參加 Technical Session: [WeB2] Telerobotics，其大都討論 master-slave 機

器人的控制問題，另有一篇論文探討使用觸控面板來操作多維度的機器人。接著，

參加 Technical Session: [WeC1] Soft Sensors and Actuators，其中有論文探討

Twisted-Coiled Polymer Actuator的建模與控制，也有論文使用 ionic polymer-metal 

composite (IPMC)設計同時致動與感測的致動器，以用於軟性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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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Prof. Okamura 的 Plenary Talk 演講 

 

6 月 27 日早上還有 Technical Session: [WeD2] Robot Control，其中有論文提出

所謂的 Smart Passive Compliance Device，用於機器手臂的組裝應用場合；此外，還

有由澳洲 University of Auckland 提出的液壓軟性機器手臂，使用 Raspberry Pi 當作

控制器。6 月 27 日中午為 poster session，其中一篇 poster 如圖四所示；筆者發現許

多人使用 Kuka 股份有限公司的 LBR iiwa 機器人，其中 LBR 代表輕量型機器人，

iiwa 則代表 intelligent industrial work assistant，即具有人機協作的能力。6 月 27 日

下午一開始為兩個 keynote speeches，其中一個由 MIT 的 Prof. Sangbae Kim 主講，

圖五顯示講解使用 stress field 量測力量的方法。兩個 keynote speeches 之後有

Technical Session: [WeE1] Robot Mechatronics，其中有一篇論文提出所謂的

Reactive-Type Joint Torque Sensor；事實上，德國的 Sensodrive 公司早已經使用此中

方法於其商品。在此 Technical Session 中，筆者上台發表論文 Time-Optimal Velocity 

Control of a Permanent-Magnet Synchronous Motor with a Jounce Constraint，報告後

韓國 Prof. Frank Park 提到關於馬達模型建立的問題，另外韓國 Prof. Jae-Bok Song

提到關於實現上的問題，筆者都一一解答。此次研討會的發表形式之一為口頭報告

加上海報展示，圖六為筆者與自己海報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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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使用 Kuka 機器人的海報之一 

 

圖五、解釋使用 stress field 力量量測方法的狀況 

 
6 月 28 日上午一開始為 Prof. Masashi Sugiyama 主講的 Plenary Talk: Machine 

Learning from Limited Supervision，其中亦介紹日本十年國家計畫的 RIKEN Center 

for Advanced Intelligence Project，圖七顯示 Prof. Masashi Sugiyama 的 Plenary Talk

演講情況。接著的Technical Session有[ThA1] Robot Learning I與[ThB1] Human-Robot 

Collaboration，其中有許多人機互動的文章。接著的 Technical Session: [ThC1] Vision 

I 中，有論文描述如何使用無人機搭配影像鑑別來進行倉儲管理。在接下來的

Technical Session: [ThD2] Humanoid Movement 中，有兩篇是由 Univ. of Nevada, Las 

Vegas 的 Prof. Paul Y. Oh 的作品。6 月 28 日下午一開始為兩個 keynote speeches，

分 別 為 Versatile robotic perception and navigation in urban environment 與

Understanding human mechanical impedanc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robot-aided 

rehabilitation，接著有 Technical Session: [ThE1] Mapping and Localization、[ThF1] 

Aerial Robotics 與[ThG2] Grasping and H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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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筆者與自己海報的合影 

 

圖七、Prof. Masashi Sugiyama 的 Plenary Talk 演講 

 

    6 月 29 日上午以 Prof. Jaeheung Park 主講的 Plenary Talk: Compliant Motion 

Control of Humanoid Robots for Real-World Applications 開始，其最後還播放了以他

的實驗室為背景的泡麵廣告，感覺到他實驗室的和諧氛圍。接著有 Technical Session

有[FrA1] Field and Industrial Robotics I 與[FrP1O] Poster Session 5，其中有一篇論文名

為 Splash: Stream Processing Language for Autonomous Driving ，其在 Linux 作業系

統中使用 Connext DDS，是筆者需要學習的方向。接著有 Technical Session: [FrB1] 

Field and Industrial Robotics II，其中有論文提出了一種軌跡規劃方法，該方法考慮

了 task space 中 end-effector 的位置和方向軌跡的時間同步問題。接著有 Technical 

Session: [FrC1] Robot Learning I，其中大部分為 deep learning 相關研究。6 月 30 日上

午表定為 Technical Tours，然後結束整個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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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會心得 

此會議由韓國的 Korea Robotics Society (KROS)主辦，地點於美國的夏威夷，

筆者認為 KROS 於美國主辦此次會議的發展目的有二：其一為於會議中一併檢視

以救災機器人為主題的美國與韓國共同的 MOTIE/OSD Program 成果；其二為借此

機會團結韓國國內的學者與在美國任教的韓籍學者，例如在 MIT 任教的 Prof. 

Sangbae Kim 與在夏威夷大學任教的 Prof. Song K. Choi。雖然 KROS 有此目的，但

參加此研討會也是不錯的學習管道。 

 

三、 考察參觀活動 

參觀夏威夷大學機械系的實驗室，在 Prof. Peter Berkelman 的實驗室中看到大

部分系統的控制器使用 Linux 作業系統，似乎很方便，而且較容易進行未來的延

伸。這讓筆者思考要慢慢地將管理的實驗室內改用 Linux 作業系統，作為控制器的

基礎。 

 

四、 發表論文摘要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ntrol scheme for an even but fast velocity motion of a 

permanent-magnet synchronous motor. While confining the jounce for a gentle motion, 

the proposed scheme includes a time-optimal control law so as to achieve a fast 

response. The proposed scheme has been practically realized and experimentally 

compared with other conventional schemes. 

 

五、 建議 

此次會議發表的許多研究使用德國 Kuka 股份有限公司的 LBR iiwa 機器人，這

些研究人員表示韓國政府投入很多經費，讓他們有足夠經費購買這些設備。此外，

此次會議中檢視的美國與韓國共同的 MOTIE/OSD Program，韓國方的經費亦是由韓

國政府投入，且提供獎學金給此領域的韓國學生。建議台灣政府可以制訂更多策

略，注入更多經費，以輔導機器人領域的研究與發展。 

 

六、 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Conference Proceedings（內容：會議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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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其他 

感謝科技部會對本人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的補助（科技部補助計畫編號：MOST 

106-2221-E-003-009）。發表論文全文（Y. S. Lu and C. L. Chiang, “Time-optimal 

velocity control of a permanent-magnet synchronous motor with a jounce constraint,” in 

Proc. the 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biquitous Robots, Hawaii Convention 

Center, Honolulu, Hawaii, USA, June 26–30, 2018, pp. 229–233.）如下方所示。 

 



 

 

 

 

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a control scheme for an even 
but fast velocity motion of a permanent-magnet synchronous 
motor. While confining the jounce for a gentle motion, the 
proposed scheme includes a time-optimal control law so as to 
achieve a fast response. The proposed scheme has been 
practically realized and experimentally compared with other 
conventional schemes. 

I. INTRODUCTION 

How to make a mechatronic servo-system generate a 
smooth motion has received a lot of attraction in the field of 
control engineering practice. Most of existing schemes focus 
on designing a pre-filter or generating a smooth path. The 
former approach includes the method of command shaping, 
also called input shaping [1-4]. The input shaping method, 
however, can distort the setpoint trajectory [5], making it not 
feasible for some applications, such as the control of a MEMS 
scanning mirror for a laser scanning projector [6]. The latter 
approach of generating a smooth path is popular and has been 
applied to CNC machines [7-19], robotic manipulators 
[20-25], robot-aided neuro rehabilitation [26, 27], high-speed 
elevators [28], underactuated overhead cranes [29], electronic 
cam [30]. However, a system can be perturbed away from the 
planned trajectory by system perturbations. Such 
path-planning approaches are unable to guarantee gentle 
motions during the transient periods.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jerk-constrained time-optimal 
control (JCTOC) of motors’ velocity and position has been 
proposed in [31] and [32], respectively. In this paper, the 
JCTOC scheme is further extended to the velocity control of a 
permanent-magnet synchronous motor with bounded jounce 
(also known as snap). By confining the jounce, the proposed 
scheme guarantees a gentle motion whereas a time-optimal 
control law is integrated in order to achieve a fast response. 
Although the proposed scheme is devised for a motor, it can be 
easily extended to a robotic manipulator using the framework 
provided in [33]. Real-time realization of the proposed scheme 
has been performed, and experimental comparisons with other 
conventional schemes are reported in this paper. 

 
* Research supported by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der 

Grants No. MOST 106-2221-E-003-009. 
Yu-Sheng Lu is with the Department of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106, Taiwan. (corresponding 
author to provide phone: +886-2-7734-3512; fax: +886-2-2358-3074; e-mail: 
luys@ntnu.edu.tw). 

Chi-Lu Chiang is with the Department of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106, Taiwan. (e-mail: 
phimos7813@yahoo.com.tw). 

II. REVISIT OF EXISTING VELOCITY CONTROL SCHEMES FOR 

SERVOMOTORS 

A. Proportional (P) Control 

When current loops of a motor drive are well designed to 
have fast dynamics, the motor can be modelled as the 
following first-order system for designing a velocity 
controller:  

 duba   ,                    (1)  

in which   denotes the motor velocity, a   and b  are plant 
parameters,  d  is an unknown external disturbance, and u  is 
the plant’s input that is also the torque-producing command to 
the current loops. Let the velocity error be defined by 

,1  re   in which r  is a velocity reference that should be 
differentiable. A proportional (P) control law can be described 
by 

  dreKabu P
ˆ

1
1  

  ,                                  (2)  

in which PK denotes the proportional gain, and the 

disturbance estimate d̂  is to be produced by a disturbance 
observer. Since the disturbance observer can somehow 
provide integral compensation, this paper only considers the P 
control, rather than the proportional-integral control.  

B. Jerk-Constrained Time-Optimal Control (JCTOC) 

The jerk-constrained time-optimal control (JCTOC) of 
motors’ velocity has been presented in [31] and is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JCTOC law is to force the velocity error 
toward zero in the minimum time with a jerk constraint, 

jKe 1 , where jK  is the magnitude of the maximum 

allowable jerk.  

 Assume that the disturbance estimation error is null, that 

is, dd ˆ . Rewrite the control u  as 

dreabu ˆ)( 2
1  

     (3)  

in which 2e  is a variable. Substituting (3) into (1) gives 

21 ee  , suggesting that the variable 2e  is corresponding to 
the acceleration error. Furthermore, define a virtual control 
input   as 2e ,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jerk, and the je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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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Sheng Lu and Chi-Lu Ch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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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aint can be rewritten as .jK The JCTOC law is 

given by speciying the virtual control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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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in which c  is a positive design parameter. The variable 2e  is 
determined by integrating   with respect to time, that is, 

.)()(
 

02
 
t

dte   The actual control can then be obtained by 

evaluating (3). 

III. THE PROPOSED SCHEME 

The jerk-constrained time-optimal control (JCTOC) of 
motors’ position has been presented in [32] and is extended in 
this paper to a snap-constrained time-optimal control (SCTOC) 
of motors’ velocity. 

Define the jerk error .)(3    rte  The snap constraint is 

described by sKte )(3 , in which  sK  is a positive constant 

representing the maximum allowable jounce. The SCTOC is 
to achieve the desired velocity, r , in minimum time. 
Consider the control law:  

draddbtu
t ˆ)()(
0 0 211

1 2 




   




      (5)  

in which   is a virtual control input. Assuming that dd ˆ  
and substituting (5) into (1) yields the following triple 
integrator plant: 

)()(    ),()(    ),()( 33221 ttetetetete        (6)  

in which )(t  is considered as the input to the triple integrator 
plant. The equivalent SCTOC system can be shown in Fig. 1, 
in which TOC represents a time-optimal controller that 
produces the virtual control input,  . To satisfy the snap 
constraint, let  



PlantSCTOC

sK



 
Figure 1.  Schematic of the equivalent SCTOC system. 

 

)()( tKt s                        (7)  

in which 1)( t . As shown in Fig. 1, the SCTOC of a 

motor’s velocity becomes the TOC of a triple-integrator 
plant’s output.  

According to the TOC [34], define 2E  and 1E  as 

)2/()( 3332 sKeee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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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in which )sgn( 22
* Ee  , and )sgn(  is the sign function. 

Furthermore, define a switching plane, 0S , as  

011223  ececeS ,   (10) 

in which 1c  and 2c  are design parameters determined by the 
pole assignment technique. Let the virtual control law 

















.otherwise                                                )sgn(

0 ,0 ,0 if              )sgn(

0 ,0 if                )sgn(

0 if                                    )sgn(

322113

221122

1111

S

eEeEee

EeEeEe

EeEe

    (11)  

The actual control is evaluated using (5), (7) and (11). Figure 2 
shows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proposed SCTOC system.  

 

 
Figure 2. Schematic of the SCTO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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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experimental system. 

 

IV. EXPERIMENTAL STUDY 

A.  Experimental System 

Figure 3 provides a photo of the system for experiments. A 
cylindrical permanent-magnet synchronous motor is driven by 
a current converter. That is, the motor together with the 
converter is operated in a torque-controlled type. The motor 
drives a payload as shown in Fig. 3. Using a swept-sine 
experiment, one has the plant’s frequency response. The 
plant’s model can then obtained through curve-fitting the 
so-obtained data, giving the plant parameters, 0.1388a  and 

180.5714b . 

 
Figure 4. Overall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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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Performance comparisons with the same settling time. 

 

TABLE I.  PERFORMANCE INDICES WITH THE SAME SETTLING TIME 

 
 

B. Experimental results 

Figure 4 shows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overall 
control/observer system, in which *u  is referred to as the 
nominal control. In the following experiments, the 
dynamically compensated integral disturbance observer 
(DC-IDOB) [32] with 75d  is employed to produce the 

disturbance estimate, d̂ . Moreover, three kinds of controllers 
are realized: they are the P control, the JCTOC and the 
SCTOC laws. For performance comparisons, the controller 
parameters are tuned so that all three controllers yields the 
same settling time using the 5% criterion with 20r  (rad/s). 
For the P control, .28pK  For the JCTOC,  4800jK  and 

.20c  Regarding the SCTOC, 182sK , 402 c , and 

400.1 c   

Figure 5 shows the responses by these three controller with 
the same settling time. It is seen that the conventional P 
controller gives a great jump at the initial instant and requires 
significant control efforts during an initial period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same settling time,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wo 
controllers. Moreover, compared with the JCTOC, the 
SCTOC produces a smoother nominal control effort. Table 1 
gives the performance indices with the same settling time, 
showing that the SCTOC requires the minimum amount of the 
maximum nominal control effort. Moreover, among these 
three controllers, the SCTOC gives the smallest IAE (integral 
of the absolute error), meaning that the SCTOC yields the 
minimum error in the sense of IAE.  

Let )( fE , )(* fU  and )( fU  denote the magnitude 

spectrums of ),(1 te  )(* tu  and ),(tu respectively. Figure 6 
shows the actual control efforts and their magnitude spectrums. 
Moreover, Fig. 7 shows the magnitude spectrums of output 
errors and nominal control efforts.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smoothness of the controlled responses, define the following 
RMS performance indices: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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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which 450of  (Hz) and 1100sf  (Hz). Using the 
results shown in Figs. 6 and 7, Table 2 gives the RMS 
performance indices with the same settling time.  It shows that 
the SCTOC gives the best RMS performance ind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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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Actual control efforts and their spectr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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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Spectrums of output errors and nominal control efforts. 

 

TABLE II.  PERFORMANCE INDICES AT HIGH FREQUENCIES 

 
 

V. CONCLUSION 

This paper presents a scheme for controlling the motor’s 
velocity with confined jounce. The proposed SCTOC ensures 
that the velocity response satisfies the given jounce constraint 
and also is of the minimum time. Experimental study was 
conducted to show the feasibility of the proposed SCTOC 
scheme for controlling the motor’s velocity. Moreover, the 
SCTOC scheme was experimentally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P control and the JCTOC schemes, showing the 
superiority of the proposed SCTOC scheme for controlling 
the motor’s vel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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