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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論文的主要目的是以軟體控制靠模數控車床為基礎，針對橢圓截
面或橢圓軸，設計出創新的機構式快速刀具滑台來對加工件進行車
削加工，實現大行程、高精度之橢圓外形。本論文先建構該快速刀
具滑台之數學模型而後分析其運動學，包含曲柄旋轉角度(θ_2)、
搖桿的擺動角度(θ_4)、刀具的位移(r_6)、速度(Vol_c)、加速度(
Acc_c)及急跳度(Jerk_c)，再以粒子群演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來得到當急跳度最小時的最適合連桿尺寸。該快速刀
具滑台上結合電子凸輪(Electric Cam)來做刀具軌跡規劃，補償車
刀因位移所產生的誤差量。最後本論文以試製機台探討該快速刀具
滑台對於橢圓車削後的精度，包括刀具空切模擬橢圓車削與工件的
實際橢圓車削。從結果顯示，橢圓率為0.0862(切深小)與0.3965(切
深大)，兩者皆以120rpm來進行車削，橢圓率小者所得到之橢圓輪廓
精度優於橢圓率大者。由此可知，橢圓車削誤差主要和刀具的最大
切深有關，而非主軸轉速。車削量愈多，其橢圓輪廓誤差量就愈大
。研究結果顯示本論文所提出之快速刀具滑台在橢圓車削之可行性
。

中文關鍵詞： 橢圓車削、連桿機構、粒子群最佳化、電子凸輪

英 文 摘 要 ：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thesis was to develop an
innovative fast tool stage for the ellipse turning based on
the CNC lathe machining a shaft with variable ovalities.
The mathematical model of the fast tool stage was first
developed, then the corresponding kinematics were analyzed,
including the crank rotation angle, the rocker swing angle,
the tool feeding displacement, and the velocity,
acceleration and jerk. The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was employed to synthesize the linkage dimension
of the fast tool stage considering the tool feeding jerk
being the minimization.
Finally, a laboratory built lathe with the fast tool stage
combined with an electronic cam was used to implement the
ellipse turning. Moreover, the inverse kinematics was
solved to plan the trajectory of the tool feeding
displacement so that the caused machining errors were
compensated. The elliptical machining accuracy for the fast
tool stage was further discussed and analyzed through both
the elliptical turning simulation and the actual elliptical
turning on workpie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lliptical
contour accuracy obtained with small elliptic ratio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larger elliptic ratio. It implies
that the elliptical turning error is mainly related to the
maximum cutting depth of the tool, not the spindle speed.
The more the feeding amount, the larger the elliptical
contour error. It is seen that our developed fast tool
stage in this paper is feasible on elliptical turning.

英文關鍵詞： Elliptical turning, linkage mechanism,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electronic 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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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的主要目的是以軟體控制靠模數控車床為基礎，針對橢圓截面或

橢圓軸，設計出創新的機構式快速刀具滑台來對加工件進行車削加工，實現

大行程、高精度之橢圓外形。本論文先建構該快速刀具滑台之數學模型而後

分析其運動學，包含曲柄旋轉角度(𝜃2)、搖桿的擺動角度(𝜃4)、刀具的位移(𝑟6)、

速度(𝑉𝑜𝑙𝑐)、加速度(𝐴𝑐𝑐𝑐)及急跳度(𝐽𝑒𝑟𝑘𝑐)，再以粒子群演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來得到當急跳度最小時的最適合連桿尺寸。該快速刀具滑台上

結合電子凸輪(Electric Cam)來做刀具軌跡規劃，補償車刀因位移所產生的誤

差量。最後本論文以試製機台探討該快速刀具滑台對於橢圓車削後的精度，

包括刀具空切模擬橢圓車削與工件的實際橢圓車削。從結果顯示，橢圓率為

0.0862(切深小)與 0.3965(切深大)，兩者皆以 120rpm來進行車削，橢圓率

小者所得到之橢圓輪廓精度優於橢圓率大者。由此可知，橢圓車削誤差主要

和刀具的最大切深有關，而非主軸轉速。車削量愈多，其橢圓輪廓誤差量就

愈大。研究結果顯示本論文所提出之快速刀具滑台在橢圓車削之可行性。 

關鍵詞：橢圓車削、連桿機構、粒子群最佳化、電子凸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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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thesis was to develop an innovative fast tool stage 

for the ellipse turning based on the CNC lathe machining a shaft with variable 

ovalities. The mathematical model of the fast tool stage was first developed, then 

the corresponding kinematics were analyzed, including the crank rotation 

angle(𝜃2), the rocker swing angle(𝜃4), the tool feeding displacement(𝑟6), and the 

velocity ( 𝑉𝑜𝑙𝑐 ), acceleration( 𝐴𝑐𝑐𝑐 ) and jerk( 𝐽𝑒𝑟𝑘𝑐 ). The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was employed to synthesize the linkage dimension of the 

fast tool stage considering the tool feeding jerk being the minimization. 

Finally, a laboratory built lathe with the fast tool stage combined with an 

electronic cam was used to implement the ellipse turning. Moreover, the inverse 

kinematics was solved to plan the trajectory of the tool feeding displacement so 

that the caused machining errors were compensated. The elliptical machining 

accuracy for the fast tool stage was further discussed and analyzed through both 

the elliptical turning simulation and the actual elliptical turning on workpie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lliptical contour accuracy obtained with small elliptic ratio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larger elliptic ratio. It implies that the elliptical turning 

error is mainly related to the maximum cutting depth of the tool, not the spindle 

speed. The more the feeding amount, the larger the elliptical contour error. It is 

seen that our developed fast tool stage in this paper is feasible on elliptical turning. 

Key Words: Elliptical turning, linkage mechanism,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electronic 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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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號 說明 

F ： 機構自由度 

N ： 連桿數總和 

P1 ： 運動鏈中之低對偶數 

P2 ： 運動鏈中之高對偶數 

R1 ： 固定桿向量 

R2 ： 曲柄向量 

R3 ： 連桿向量 

R4 ： 曲柄搖桿機構中搖桿向量 

R5 ： 刀具距搖桿轉動中心點之 x 方向的向量 

R6 ： 刀具距搖桿轉動中心點之 y 方向的向量 

R7 ： 搖桿上之滑塊距搖桿轉動中心的向量 

R8 ： 刀具進退機構中連桿向量 

r6
U ： 搖桿於上極限位置時，刀具距搖桿轉動中心點之 y 方向距離 

r6
L ： 搖桿於下極限位置時，刀具距搖桿轉動中心點之 y 方向距離 

r6̇ ： 車刀速度 

r6̈ ： 車刀加速度 

r6⃛ ： 車刀急跳度 

r7
U ： 搖桿於上極限位置時，搖桿上之滑塊距搖桿轉動中心的距離 

r7
L ： 搖桿於下極限位置時，搖桿上之滑塊距搖桿轉動中心的距離 

Xmax ： 車刀的最大位移量 

α3 ： 連桿角加速度 

α4 ： 搖桿角加速度 

I4 ： 搖桿角急跳度 

θ1 ： x 軸與固定桿之夾角 

θ2 ： x 軸與曲柄之夾角 

θ3 ： x 軸與連桿之夾角 

θ4 ： x 軸與搖桿之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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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3 ： 連桿角速度 

ω4 ： 搖桿角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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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美元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根據財政部的統計，台灣從有紀錄以來一直都是一個以出口為導向

的國家。如圖 1-1 資料顯示，台灣在 2017 年間的出口值都是正增加的，雖

然在全球的出口排名有下降的趨勢，但是依然不可動搖台灣的機械產業是以

出口為導向的事實。受到全球景氣波動的影響相當明顯，而且面對全球經濟

結構的變化，必須採取相當積極快速的調整以維持產業的穩定發展，因此台

灣工具機產業不僅在市場面能夠掌握商機的流動，更在潛移默化之中調整供

需角色，不再僅僅是中下階產品的供應者，而已逐漸強化在上游零組件開發

設計的角色。 

 台灣工具機產業已經經過了多年的歷練，這過程中跟著台灣的經濟發展

一起成長茁壯，如今在現代全球化的版圖上已佔有一席之地。在近年來中，

台灣的機械產業面臨到最大的問題卻又是國際上的競爭，面對機台價格透明

化且低廉與以客戶要求技術為導向的趨勢中，機台性能的升級與創新已經成

為台灣工具機產業需要認真面對的問題 [1]。 

 

圖 1- 1 歷年機械產業出口貿易圖表 

 傳統的車、鉗、銑、鉋、磨中，往往因為機台本身的結構特性而限制了

其各自能夠加工的範疇，如傳統車床是將車刀固定，加工件置於主軸上做旋

轉的加工方法；銑床是將加工件固定，銑刀架於主軸旋轉銑削的加工方法。

在過去，台灣各地的傳統加工廠往往都將買來的母機台加以改裝，使各自的

加工機可以符合自己的加工需求，如旋轉軸的改裝、刀座的置換……等，因

為傳統機台的加工法已經不在符合現在客戶所需，如果工廠為了能接下特別

的訂單，而去添購專門的加工機台，對工廠的成本增加也是一大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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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車床加工的方法，對於橢圓的加工本身就是一種挑戰，雖然有些設

計針對主軸或是刀座做改裝，但都只能車削單一路徑橢圓率的橢圓，如圖 1-

2，而現今的電腦數值控制系統(CNC)都已經獲得解決，但始終沒有對傳統加

工機做任何的改進。本論文基於傳統車床的車刀滑台加工，設計使傳統的車

刀進給可隨著主軸的旋轉角度變換，進而車削出不同尺寸的橢圓，甚至可以

沿軸向加工出不同橢圓率的工件。 

 

圖 1- 2 四爪車削橢圓方法 

1.2 文獻回顧 

1.2.1 傳統工具機加工法 

 隨著傳統機台不斷的在做演進創新，進而又發展出磨削和精密車削加工

等方法來製作橢圓工件。雖然磨削加工克服了精度上的問題，但是磨削只適

合標準橢圓截面的加工，不適合各式橢圓率的橢圓。由於生產效率不高，所

以並沒有廣泛的被應用。 

 因為橢圓輪廓形狀歸類在曲面形態，採用常規的加工法是很難加工的，

所以橢圓多採用靠模法。靠模法加工橢圓時，利用仿削的加工原理，使用一

個或一組靠模驅動刀具作進給運動，加工的橢圓與母體靠模具有相同的形狀。

用此方法加工橢圓時，加工的穩定性較好，並且適合於大量加工生產。靠模

法可分為以下幾種方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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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平面靠模法 

 平面靠模的工作曲線為平面曲線，根據驅動方式的不同，平面靠模法又

可以分成為液壓式仿形車削和機械式仿形車削加工。其中液壓式仿形車削加

工的成形運動是以靠模來控制仿形系統中的閥桿運動。利用靠模來驅動控制

閥門作伸縮直線運動，並使控制閥端的流量面積發生壓力改變，進而在液壓

缸上下腔體之間產生壓差，使得液壓缸帶動刀具沿著工作的徑向方向運動，

由此即可使液壓從動系統控制刀具來完成所需的車削進給之運動軌跡。因液

壓滑閥的頻率響應為 15-40Hz，所以液壓式仿形車削加工時的效率並不高，

且成品的精度低。 

(二)立體靠模法 

 立體靠模加工法是利用凸輪靠模床台來實現非圓形輪廓曲線的加工。由

於床台主軸的驅動系統和刀具的徑向進給裝置之間的運動特性是相互關聯

的，因此凸輪曲線要與橢圓的輪廓曲線互相對應，立體靠模車削加工按照其

實現方式又可以分為機械仿形加工和數值仿形加工兩種。 

 機械仿形車削法的加工原理是利用槓桿機構驅動刀具運動。在該加工系

統中，立體靠模、待加工件與床台主軸是同軸輸出轉動，所以加工的工件與

靠模具有完全相同的轉動角速度，然後經由探針的接觸將靠模的輪廓形狀複

製到工件。 

 數值仿形法加工是在加工的三維空間中的任一平面內，刀具經由數值控

制加工出直線和圓弧，甚至是任意曲線；而在三維空間的另外一維方向上可

以按照從動控制的方式來調節，以此來實現刀具所需的加工運動軌跡。數值

仿形法在加工橢圓時，利用仿形控制器作為靠模的檢測及回授元件，不停的

對其表面輪廓尺寸進行檢測及回授，再利用數值處理系統來處理檢測的訊號，

並驅動系統來使刀具車削出所需的加工軌跡。 

 靠模仿形加工法需要更換靠模模具才能加工不同尺寸和形狀的橢圓，所

以適合不同類型尺寸的橢圓加工，加工的範圍也比較廣。同時，以靠模仿形

加工法加工橢圓時，仿形機構的中間傳動機構比較多，導致床台的裝配累積

誤差變大，床台的剛性也隨之變差，由此影響了橢圓的加工精度。而靠模的

製造精度是影響橢圓精度的主要因素，所以對於靠模的加工精度要求非常高，

使得製造成本提高；要加工不同類型或形狀的橢圓時，必須重新設計和製造

靠模，所以靠模製造成本較高且生產準備時間也較長。 

(三)軟靠模數控車削 

 由於機械靠模加工法在產品更換時需要更換新的靠模，而靠模製造精度

要求更高，且加工不易、成本昂貴、生產準備時間長等。因此，目前橢圓或

非圓截面之加工，隨著電腦和數值計算之高度發展，已朝向數控車削加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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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即以軟靠模方式的車削加工，以適應現今對個是橢圓外型設計的快速更

換要求，並使加工具有更大彈性，且降低製造成本。 

 軟體控制靠模加工方法是依據橢圓設計尺寸，建立其橢圓曲線的曲線方

程式，橢圓度的變化和各橢圓截面的形狀變化方程式等各項參數，再輸入電

腦並轉換成數學模型，即為加工時所需的數值靠模。然後再經由控制刀具的

運動軌跡來實現橢圓等非圓形車削加工。 

 基於軟體控制靠模加工之非圓形車削屬單點切削程序，以控制垂直工件

表面的刀具運動來產生非圓形剖面工件。所以軟靠模加工之非圓形車削具有

較佳彈性化、表面成型能力和精度。而在此車削過程，切削刀具是以快速刀

具伺服(fast tool servo)來驅動，且車刀運動必需和主軸轉動同動。軟靠模加工

法在加工橢圓外觀時，不會因靠模的磨損導致加工精度降低，且加工彈性高，

可因應橢圓型式的快速改變，適合少量多樣的加工生產。 

 以軟體控制靠模車削加工橢圓軸時，橫截面是橢圓，所以加工時刀具的

軌跡亦是呈變化。而且當工件作高速轉動時，刀具則需快速的作往復進給運

動，因此刀具快速進給機構的加速度非常大，使得刀具進給機構產生的慣性

力極大，所以橢圓軸的車削加工要求快速刀具進給機構要具有高剛性，高位

移精度，並且刀座要有較高的頻率響應和良好的追隨性能。因此，加工工具

機需具有精度高、行程大和頻寬大的快速刀具進給機構，以及需具有運算速

度快和即時性佳的控制軟體。但以目前 CNC 車床而言，為加工橢圓截面，

當工件主軸轉動，刀具伺服馬達需在極短時間，高速轉動以使刀架前進再急

停，然後伺服馬達再反向轉動使刀架退回，刀具反覆頻率為 100Hz, 但一般

NC 伺服驅動系統頻寬不超過 10Hz，以一般 NC 系統無法滿足頻寬性能要求

以實現複雜曲線車削。所以，現今具有快速刀具驅動方式的軟靠模加工橢圓

的主要方法有壓電陶瓷驅動法，磁致伸縮驅動法和線性馬達驅動法，其致動

機構皆可以圖 1-3 來解釋。 

 

圖 1- 3 軟體控制靠模加工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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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壓電陶瓷驅動法 

 壓電致動器常應用於微量位移控制或超精密定位加工。其組成壓電陶瓷

(PZT)在電場的作用下，會產生微小的位移量，從而可驅動刀具運動。壓電致

動器具有高頻寬，還能產生達到 100Hz 以上的加速度，定位精度極佳，且剛

性良好，常使用於光學產品、量測系統和超高精度工具機，目前許多高頻短

行程的快速刀具進給機構都是基於壓電致動器設計開發。 

Ma 等 [3]為了滿足非圓形車削時，刀具進給伺服應具有長行程、高頻和

高精度條件，設計彈性鉸鏈來放大壓電致動器的輸出位移。並結合反覆式控

制(repetitive control)和比例積分控制(PI)來達到追隨精度和系統的強健性，如

圖 1-4。 

 

圖 1- 4 刀具進給機構 [3] 

 Wang 等 [4]開發以壓電致動器為基礎的快速刀具伺服機構以切削中凸

變橢圓活塞，如圖 1-5。實驗結果顯示使用所設計的 CNC 原型機及反覆式控

制器來車削中凸變橢圓活塞在形狀和尺寸可符合設計要求。 

 

圖 1- 5 MCVEP 機構之原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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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snicki 等[5]使用伺服壓電刀具 SPT400MML 來進行非對稱面的精密鑽

石車削，該壓電刀具嵌有放大壓電致動器可使刀具作快速運動控制，而以

FPGA 所開發的即時控制器可以改善加工精確度。實驗顯示該鑽石刀具可允

許 400μm 的行程和 600 Hz 以上的共振頻率。Cedrat Technologies [6]和 PI [7]

等公司，亦開發以壓電致動器為主的快速刀具伺服機構，專用於橢圓的車削，

如圖 1-6。 

 

圖 1- 6 刀具機構與橢圓加工 [6] 

1.2.3 磁致伸縮驅動法 

 以磁致伸縮致動器為加工伺服系統，如圖 1-7，經由位移感測器和編碼

器來確定橢圓加工數據所對應的加工位置，並由致動器控制系統來控制激磁

線圈的輸入電流，進而控制致動器所需的磁場，如此在磁場作用下，磁致伸

縮材料產生相對應大小的伸縮量，驅動刀具所需要的進給量。控制磁場作用，

使刀具產生往復運動，配合磁致伸縮致動器在磁場作用下的沿工件縱向運動

的合成運動，可實現中凸變橢圓的中凸型線和變橢圓截面的加工。 

 磁致伸縮驅動加工具有響應速度快速，輸出力大等優點，但是磁致伸縮

材料存在遲滯效應，因此具有很強的非線性，及易受加工條件改變之影響，

使得磁致伸縮定位精度不高。 

Wu 等 [8]設計以 CNC 車削系統來進行非圓形中凸變橢圓活塞之加工。

該系統由一般車削系統和橢圓剖面車削模組所組成。車削系統是採用西門子

802C，控制 X, Z 軸和主軸；U 軸即橢圓剖面車削模組，固定在 CNC 系統上

的 X 軸，以實現主軸追隨的功能。U 軸主要是由磁致伸縮致動器、PC 和軟

體來執行活塞設計和控制，而 DSP 控制器作為橢圓車削模組的核心處理器

來滿足控制系統的即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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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7 磁致伸縮制動器示意圖 [8] 

1.2.4 線性馬達驅動法 

 線性馬達是目前在橢圓加工研究中，使用較多的一種刀具驅動方式，具

有承載能力高、剛性大、頻率響應高和位移控制精度高等優點。Xie [9]等即

以搭載線性馬達之 CNC 車床來成型非圓柱面，如圖 1-8。表面區分為中凸、

橢圓和變橢圓等三個特徵。而每一個特徵皆可對應產生許多微小椭圓柱，因

此表面即可以這此椭圓柱來擬合，再經由數據處理軟體，提供刀具控制程式

以進行切削，如圖 1-9。 

 

圖 1- 8 變橢圓加工原理 [9] 

 

圖 1- 9 近似變橢圓表面之微型橢圓柱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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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ou 等 [10]使用線性馬達和 DSP 控制器作為 CNC 機台的延伸裝置，

該延伸裝置可執行高頻軌跡運動以實現非圓形車削製程，如圖 1-10。  

 

圖 1- 10 線性伺服系統 [10] 

1.2.5 音圈馬達驅動法 

 音圈馬達(voice coil motor)是一種將電能轉化為機械能的裝置，並實現直

線型及有限擺角的運動。利用來自永久磁鋼的磁場與通電線圈導體產生的磁

場中，磁極間的相互作用產生有規律的運動的裝置。因為音圈馬達是一種非

換流型動力裝置，其定位精度完全取決於閉迴路控制系統，與音圈馬達本身

無關。採用合適的定位回授及感測裝置，其定位精度可以輕易達到 10µm，

加速度可達 300Hz。所以，音圈馬達主要可應用於小行程、高速、高加速運

動，適合用於狹小的空間。 

 Wu 等[11]即針對音圈馬達致動之快速刀具伺服系統在非圓形車削之應

用，提出線性主動干擾排除控制設計 (linear active disturbance rejection 

controller)來追隨橢圓車削所需之參考訊號，如圖 1-11，圖 1-12。 

 

圖 1- 11 線性主動干擾排除控制架構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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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2 快速伺服刀具 [11] 

 Wu 等[12]又以理論分析和車削實驗，探討使用可變主軸轉速來抑制快速

刀具伺服輔助非圓形車削時的振顫。經由可變主軸轉速非圓形車削之具線性

週期時變係數動態模型，作者以 Floquet 理論求解穩定邊界，並以實驗驗證

變主軸轉速在實現穩定之可行性。 

 Hwang 等 [13]以音圈伺服馬達系統在車床進行非圓形車削。為了控制車

刀切削軌跡，作者結合非線性反向控制和模糊滑模控制，並以刀具位置和微

小音圈馬達電流訊號回授來控制非圓形車削。 

 很顯然地，提高主軸轉速、要求複雜的工件形狀和較高的外形精度，則

快速刀具伺服需要有良好的性能。為了改善非圓形車削的生產性、適應性和

精度，快速刀具伺服必需考慮具有高輸出驅動、高頻寬、長行長和高加速度

及精度。然而上述軟靠模致動器，其行程短，且需以高加減速進行急停反向

運動，致刀架壽命降低 [14]；且上述用於非圓形車削之關鍵致動器元件大多

掌握在國外廠商中。 

1.3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論文的主要目的是以軟靠模數控車削為基礎，針對橢圓截面及橢圓軸

之加工，提出一創新型快速刀具滑台，可實現大行程、高精度之橢圓加工。

該快速刀具滑台機構以曲柄轉動，帶動摇桿使刀架自然進行前進後退動作。

除此，刀架可延摇桿移動，改變車刀進給行程，進而可車削不同橢圓率之橢

圓。 

 與傳統硬靠模加工方式相比，可有效提升加工效能和加工精度，與以壓

電陶瓷致動器、音圈馬達、磁致伸縮致動器等線性致動器為主之車削法比較，

伺服馬達不需要因急劇加減速而使致動器產生非常大加速度值，導致使用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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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降低，且不易控制。所以本論文所提出之創新型橢圓車削機構，在產業與

學術深具探討與研究價值。 

1.4 研究方法 

新型快速刀具滑台設計及雛形建置，包括加工組立、運動控制、雷射位

移計、電腦等硬體的採購及工業配線控制整合。同時，將分析該快速刀具滑

台的運動，建立可車削的橢圓率關係；再探討橢圓剖面插補與車削原理，最

後再進行橢圓車削加工模擬與驗證。以 NI Labview 設計車削系統之人機介

面與控制軟體程式，進行椭圓實體車削與驗證。 

1.5 論文架構 

 本論文總共分為八個章節； 

 第一章為緒論，首先說明目前橢圓加工的歷史背景，及目前實際的應用，

並做文獻的回顧，接著討論國內外在橢圓加工的方法，比較其優缺點，最後

橢圓加工的設計做簡單的講述。 

 第二章為本論文所設計的刀具滑台機構運動學分析，其中包含曲柄的旋

轉角度、搖桿的擺動角度、刀具的位移、速度、加速度、與急跳度之數學建

模。 

 第三章為刀具滑台機構之最佳化分析，本論文利用粒子群演算法求解刀

具進給急跳度有最小值時的最佳連桿尺寸，以達到更佳的機台穩定性與加工

件精度。 

 第四章為快速刀具滑台與硬體設備建置，說明整個機台的組成及控制板

Single Board Rio-9632，後介紹機台的配電盤設計，由配電的階梯圖來探討整

體的架構及安全機制。 

 第五章為車削軌跡規劃與實現，使用台達電 A2 馬達的軟體規劃刀具進

給軌跡，並且做試運轉的測試，再用通訊系統由人機介面以電子凸輪產生軌

跡點及執行車削動作，並將刀具位移進行誤差補償，以達到更佳的精度。 

 第六章為測試結果與討論，首先講述人機介面的建置，使用 NI Labview

的 FPGA 模式來撰寫程式，使操作介面能夠即時的傳遞及接收數值，使其更

加人性化，內部加入馬達脈波輸入的圖表來做監控，提高操作的安全性，最

後進行切削的結果討論。將建置好的機台進行空轉的測試後，加入工件做實

際的車削，再由每次車削的參數及工件的品質來做比較，討論出最佳的參數

值。 

 第七章為結論與未來展望，總結前面所有章節的理論與實際做出目前本

論文的快速伺服刀具滑台最佳參數，及未來機台能夠如何改進，以達到更高

的轉速與精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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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機構的運動學分析  

 本論文所設計之此快速刀具滑台分成兩個迴路系統，一為曲柄搖桿機構，

如圖 2-1 綠色迴路𝑂2𝐴𝐵𝑂4，二為控制刀具進退的機構，如圖 2-1 紅色迴路

𝑂4𝑆𝐶𝐷。當曲柄𝑂2𝐴做旋轉運動時，帶動搖桿𝐴𝐵，使搖桿𝑂4𝐵作範圍角度的

擺動。刀具拘束於𝑂4𝐶上，只能靠搖桿擺動做前後位移，再藉由控制𝑂4𝑆的長

度可以改變刀具位移的大小。 

 係分析快速刀具滑台的運動學，在本章節使用向量迴路法，目的是建立

曲柄之於搖桿和刀具的關係，並作為連桿組的急跳度(Jerk)之分析。在連桿機

構的分析中，係依機構的方向和座標，賦予每個連桿一個向量，再利用向量

加法形成迴路，而每個迴路皆可寫成一個迴路方程式，以進行求解。 

 

圖 2- 1 快速伺服刀具滑台 

 

𝑂2 

𝑂4 

𝐴 

𝐵 

𝑆 

𝐶 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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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機構平面運動 

連桿的自由度(Degree of Freedom)，乃是相對於機構或固定桿而言，確

定每一根連桿位置所需的最少獨立參數(Independent parameter)之數目。藉由

計算自由度可確定整體機構之運動鏈是否為拘束鏈(自由度=1)，如果為呆鏈

(自由度≦0)或無拘束鏈(自由度>1)，在此即為不良之設計。 

 

圖 2- 2 快速刀具滑台機構之運動鏈 

由古魯伯(Grubler)公式：F = 3(N − 1) + 2𝑃1 + 𝑃2                   (2.1) 

其中，F 為自由度。N 為連桿數總和。𝑃1為低對對偶數。𝑃2為高對對偶數。 

由上圖 2-2 針對本論文機構連桿數總和 N=6，低對對偶數𝑃1 = 7，高對

對偶數𝑃2 = 0，代入(2.1)式，可求得自由度 F=1，代表此快速刀具滑台機構

為拘束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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𝑅3 

𝑅1 

𝑅4 

𝜃3 
𝜃2 

𝜃1 

𝜃4 

2.2 曲柄搖桿機構迴路 

 

圖 2- 3 曲柄搖桿機構運動簡圖 

對於迴路一之曲柄搖桿機構，𝑹𝟏為固定桿向量，長度為𝑟1。𝑹𝟐為曲柄向

量，長度為𝑟2。𝑹𝟑為連桿向量，長度為𝑟3。𝑹𝟒為搖桿向量，長度為𝑟4。𝜃1為

x 軸與固定桿之夾角。𝜃2為 x 軸與曲柄之夾角。𝜃3為 x 軸與連桿之夾角。𝜃4
為 x 軸與搖桿之夾角。 

該迴路方程式可表示為：𝑹𝟏 − 𝑹𝟐 − 𝑹𝟑 + 𝑹𝟒 = 0 (2.2) 

本論文曲柄搖桿機構的運動為，當搖桿處於上下極限位置時，曲柄與連

桿為共線之設計，如圖 2-4，故可以藉此以幾何關係推導出固定桿𝑹𝟏向量的

長度𝑟1與𝜃1。 

α

= sin−1
𝑟2
𝑟4
                                                                                                                   (2.3) 

𝑟4c
= 𝑟4 cos 𝛼                                                                                                                 (2.4) 

𝑟1

= √𝑟3
2 + 𝑟4𝑐

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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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4 曲柄搖桿組之各連桿位置關係 

2.2.1 搖桿擺動角度 

 為得到曲柄轉動角度𝜃2和搖桿擺動角度𝜃4的關係，將(2.2)式移項 

𝑹𝟑 = 𝑹𝟏 − 𝑹𝟐 + 𝑹𝟒 (2.6) 

 利用向量內積法做運算，將(2.6)式的左右兩邊取內積，可得 

𝑹𝟑 ∙ 𝑹𝟑 = (𝑹𝟏 − 𝑹𝟐 + 𝑹𝟒) ∙ (𝑹𝟏 − 𝑹𝟐 + 𝑹𝟒) 

              = 𝑟1
2 − 𝑟1𝑟2 cos(𝜃1 − 𝜃2) + 𝑟1𝑟4 cos(𝜃1 − 𝜃4) 

                 +𝑟2
2 − 𝑟1𝑟2 cos(𝜃1 − 𝜃2) + 𝑟2𝑟4 cos(𝜃2 − 𝜃4) 

                 +𝑟4
2 − 𝑟1𝑟4 cos(𝜃1 − 𝜃4) + 𝑟2𝑟4 cos(𝜃2 − 𝜃4) (2.7) 

 將(2.7)式整理，可得 

𝑟3
2 = 𝑟1

2 + 𝑟2
2 + 𝑟4

2 − 2𝑟1𝑟2 cos(𝜃1 − 𝜃2) − 2𝑟2𝑟4 cos(𝜃2 − 𝜃4) 

            +2𝑟1𝑟2 cos(𝜃1 − 𝜃4) (2.8) 

 再將(2.8)式展開，可得 

𝑟3
2 = 𝑟1

2 − 2𝑟1𝑟2(cos 𝜃1 cos 𝜃2 + sin 𝜃1 sin 𝜃2) 

         +𝑟2
2 − 2𝑟2𝑟4(cos 𝜃2 cos 𝜃4 + sin 𝜃2 sin 𝜃4) 

         +𝑟4
2 + 2𝑟1𝑟4(cos 𝜃1 cos 𝜃4 + sin 𝜃1 sin 𝜃4) (2.9) 

 把(2.9)式中，與𝜃4有相關的做整理，可得 

𝑟3
2 − 𝑟1

2 − 𝑟2
2 − 𝑟4

2 + 2𝑟1𝑟2(cos 𝜃1 cos 𝜃2 + sin 𝜃1 sin 𝜃2) 

 = (−2𝑟2𝑟4 cos 𝜃2 + 2𝑟1𝑟4 cos 𝜃1) cos 𝜃4 

+(−2𝑟2𝑟4 sin 𝜃2+2𝑟1𝑟4 sin 𝜃1) sin 𝜃4 (2.10)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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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2.10)式化簡，得到 

C = A cos 𝜃4 + 𝐵 sin 𝜃4  (2.11) 

C = 𝑟3
2 − 𝑟1

2 − 𝑟2
2 − 𝑟4

2 + 2𝑟1𝑟2(cos 𝜃1 cos 𝜃2 + sin 𝜃1 sin 𝜃2) 

A = −2𝑟2𝑟4 cos 𝜃2 + 2𝑟1𝑟4 cos 𝜃1  ，B = −2𝑟2𝑟4 sin 𝜃2+2𝑟1𝑟4 sin 𝜃1 

 利用半角公式，帶入(2.11)式 

sin 𝜃4 =
2 tan

𝜃4
2

1 + 𝑡𝑎𝑛2
𝜃4
2

        ，       cos 𝜃4 =
1 − 𝑡𝑎𝑛2

𝜃4
2

1 + 𝑡𝑎𝑛2
𝜃4
2

 

 最後可解得𝜃4  

𝜃4 = 2 𝑡𝑎𝑛−1 (
𝐵 ± √𝐴2 + 𝐵2 − 𝐶2

𝐴 + 𝐶
) (2.12) 

2.2.2 連桿與搖桿角速度 

 為求得曲柄轉動角度𝜃2和連桿角速度𝜔3與搖桿角速度𝜔4，將(2.2)式以複

數型式表示成 

𝑟1𝑒
𝑗𝜃1 − 𝑟2𝑒

𝑗𝜃2 − 𝑟3𝑒
𝑗𝜃3 + 𝑟4𝑒

𝑗𝜃4 = 0 (2.13) 

 將(2.13)式對時間微分，得到該迴路速度方程式 

j𝑟1𝜔1𝑒
𝑗𝜃1 − j𝑟2𝜔2𝑒

𝑗𝜃2 − j𝑟3𝜔3𝑒
𝑗𝜃3 + j𝑟4𝜔4𝑒

𝑗𝜃4 = 0 (2.14) 

 因固定桿不會有旋轉運動，故𝜔1 = 0，再將(2.14)式改寫成 

−j𝑟2𝜔2𝑒
𝑗𝜃2 − j𝑟3𝜔3𝑒

𝑗𝜃3 + j𝑟4𝜔4𝑒
𝑗𝜃4 = 0 (2.15) 

 並利用 Euler 公式ejθ = cos 𝜃 + 𝑗 sin 𝜃，再令實部、虛部項等於 0，可得

到兩個聯立代數方程式 

{
   𝑟2𝜔2 sin 𝜃2 + 𝑟3𝜔3 sin 𝜃3 −𝑟4𝜔4 sin 𝜃4 = 0                                               (2.16𝑎)

−𝑟2𝜔2 cos 𝜃2−𝑟3𝜔3 cos 𝜃3−𝑟4𝜔4 cos 𝜃4 = 0                                               (2.16𝑏)
 

 將(2.16𝑎)式乘以cos 𝜃4加上(2.16𝑏)式乘以sin 𝜃4可求得角速度𝜔3；將

(2.16𝑎)式乘以cos 𝜃3加上(2.16𝑏)式乘以sin 𝜃3可求得角速度𝜔4 

𝜔3 =
−𝑟2𝜔2 𝑠𝑖𝑛(𝜃2 − 𝜃4)

𝑟3 𝑠𝑖𝑛(𝜃3 − 𝜃4)
 (2.17) 

𝜔4 =
−𝑟2𝜔2 𝑠𝑖𝑛(𝜃2 − 𝜃3)

𝑟4 𝑠𝑖𝑛(𝜃3 − 𝜃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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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連桿與搖桿角加速度 

 對於曲柄轉動𝜃2和連桿角加速度𝛼3與搖桿角加速度𝛼4的關係，將(2.14)

式再對時間微分一次，可得到該迴路之加速度方程式 

−j𝑟2𝛼2𝑒
𝑗𝜃2 + 𝑟2𝜔2

2𝑒𝑗𝜃2 −  j𝑟3𝛼3𝑒
𝑗𝜃3 + 𝑟3𝜔3

2𝑒𝑗𝜃3 + j𝑟4𝛼4𝑒
𝑗𝜃4 − 𝑟4𝜔4

2𝑒𝑗𝜃4

= 0 

 (2.19) 

 利用 Euler 公式ejθ = cos 𝜃 + 𝑗 sin 𝜃，再令實部、虛部項等於 0，可得到

兩個聯立代數方程式 

{
 

 
𝑟2𝛼2 sin 𝜃2 +𝑟2𝜔2

2 cos 𝜃2+𝑟3𝛼3 sin 𝜃3 + 𝑟3𝜔3
2 cos 𝜃3−𝑟4𝛼4 sin 𝜃4−𝑟4𝜔4

2 cos 𝜃4 = 0  

                                                                                                                   (2.20𝑎) 

−𝑟2𝛼2 cos 𝜃2 + 𝑟2𝜔2
2 sin 𝜃2−𝑟3𝛼3 cos 𝜃3+𝑟3𝜔3

2 sin 𝜃3 +𝑟4𝛼4 cos 𝜃4−𝑟4𝜔4
2 sin 𝜃4 = 0  

                                                                                                                  (2.20𝑏)

 

 將(2.20𝑎)式乘以cos 𝜃4加上(2.20𝑏)式乘以sin 𝜃4可求得角加速度𝛼3；將

(2.20𝑎)式乘以cos 𝜃3加上(2.20𝑏)式乘以sin 𝜃3可求得角加速度𝛼4 

𝛼3 =
𝑟2𝛼2 sin(𝜃2 − 𝜃4) − 𝑟2𝜔2

2 cos(𝜃2 − 𝜃4) − 𝑟3𝜔3
2 cos(𝜃3 − 𝜃4)+𝑟4𝜔4

2

𝑟3 sin(𝜃3 − 𝜃4)
 

                                                           (2.21) 

 

𝛼4 =
𝑟2𝛼2 sin(𝜃2 − 𝜃3)−𝑟2𝜔2

2 cos(𝜃2 − 𝜃3) − 𝑟3𝜔3
2+𝑟4𝜔4

2 cos(𝜃4 − 𝜃3)

𝑟4 sin(𝜃3 − 𝜃4)
 

                                                           (2.22) 

 

2.2.4 搖桿角急跳度 

 為求得曲柄轉動𝜃2和搖桿角急跳度 ℐ
4
的關係，將(2.19)式再對時間微

分一次，可得到該迴路之急跳度方程式 

−j𝑟2ℐ
2
𝑒𝑗𝜃2 + 3𝑟2𝛼2𝜔2𝑒

𝑗𝜃2 +  j𝑟2𝜔2
3𝑒𝑗𝜃2 − j𝑟3ℐ

3
𝑒𝑗𝜃3 + 3𝑟3𝛼3𝜔3𝑒

𝑗𝜃3 

+ j𝑟3𝜔3
3𝑒𝑗𝜃3 + j𝑟4ℐ

4
𝑒𝑗𝜃4 − 3𝑟4𝛼4𝜔4𝑒

𝑗𝜃4 −  j𝑟4𝜔4
3𝑒𝑗𝜃4 = 0 (2.23) 

 並利用 Euler 公式ejθ = cos 𝜃 + 𝑗 sin 𝜃，再令實部、虛部項等於 0，可得

到兩個聯立代數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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𝑅7 

𝑅6 

𝑅5 

𝑅8 

𝜃7 

{
 
 
 

 
 
 𝑟2ℐ

2
sin 𝜃2 + 3𝑟2𝜔2𝑎2 cos 𝜃2 − 𝑟2𝜔2

3 sin 𝜃2 + 𝑟3ℐ
3
sin 𝜃3 + 3𝑟3𝜔3𝛼3 cos 𝜃3

−𝑟3𝜔3
3 sin 𝜃3 − 𝑟4ℐ

4
sin 𝜃4 − 3𝑟4𝜔4𝛼4 cos 𝜃4 + 𝑟4𝜔4

3 sin 𝜃4                        (2.24𝑎)

−𝑟2ℐ
2
cos 𝜃2 + 3𝑟2𝜔2𝑎2 sin 𝜃2 + 𝑟2𝜔2

3 cos 𝜃2 − 𝑟3ℐ
3
cos 𝜃3 + 3𝑟3𝜔3𝛼3 sin 𝜃3

+𝑟3𝜔3
3 cos 𝜃3 + 𝑟4ℐ

4
cos 𝜃4 − 3𝑟4𝜔4𝛼4 sin 𝜃4 − 𝑟4𝜔4

3 cos 𝜃4                       (2.24𝑏)

 

 將(2.24𝑎)式乘以cos 𝜃3加上(2.24𝑏)式乘以sin 𝜃3可求得角急跳度ℐ
4
  

ℐ
4
= [𝑟2ℐ

2
sin(𝜃2 − 𝜃3) + 3𝑟2𝜔2𝛼2 cos(𝜃2 − 𝜃3) − 𝑟2𝜔2

3 sin(𝜃3 − 𝜃2) − 3𝑟3𝜔3𝛼3 

+3𝑟4𝜔4𝛼4 cos(𝜃4 − 𝜃3)

− 𝑟4𝜔4
3 sin(𝜃4 − 𝜃3)]/𝑟4 sin(𝜃3 − 𝜃4)            (2.25) 

 

2.3 控制刀具進退機構迴路 

 

圖 2- 5 控制刀具進退的機構運動簡圖 

對於迴路二之刀具進退機構，𝑹𝟓為刀具距搖桿轉動中心點之 x 方向的向

量，長度為𝑟5。𝑹𝟔為刀具距搖桿轉動中心點之 y 方向的向量，長度為𝑟6。𝑹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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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搖桿上之滑塊距搖桿轉動中心點的向量，長度為𝑟7。𝑹𝟖為連桿向量，長度

為𝑟8。𝜃5為 x 軸與向量𝑹𝟓之夾角。𝜃6為 x 軸與進給方向之夾角。𝜃7為 x 軸與

搖桿之夾角。𝜃8為 x 軸與連桿之夾角。 [15] 

該迴路方程式可表示為：𝑹𝟓 + 𝑹𝟔 − 𝑹𝟕 − 𝑹𝟖 = 0 (2.26) 

2.3.1 刀具與搖桿固定點之 x、y 方向距離 

 對於曲柄轉動角度𝜃2與刀具延 x、y 方向之距離𝑟5與𝑟6的關係，可先將

(2.26)式以複數型式表示為 

𝑟5𝑒
𝑗𝜃5 + 𝑟6𝑒

𝑗𝜃6 − 𝑟7𝑒
𝑗𝜃7 − 𝑟8𝑒

𝑗𝜃8 = 0 (2.27) 

 並利用 Euler 公式ejθ = cos 𝜃 + 𝑗 sin 𝜃，再令實部、虛部項等於 0，可得

到兩個聯立代數方程式  

{
𝑟5 cos 𝜃5+𝑟6 cos 𝜃6−𝑟7 cos 𝜃7−𝑟8 cos 𝜃8 = 0                                              (2.28𝑎)

𝑟5 sin 𝜃5 +𝑟6 sin 𝜃6 − 𝑟7 sin 𝜃7 −𝑟8 sin 𝜃8 = 0                                            (2.28𝑏)
 

 利用刀具位移的上下極限位置，如圖 2-6，可得到四條方程式，如下： 

已知：𝑟8、𝜃5、𝜃6、𝜃7
𝐿、𝜃7

𝑈、𝜃8 

未知：𝑟5、𝑟6
𝐿、𝑟6

𝑈、𝑟7
𝐿、𝑟7

𝑈 

{
 
 

 
 𝑟5 cos 𝜃5 + 𝑟6

𝐿 cos 𝜃6 − 𝑟7
𝐿 cos 𝜃7

𝐿 −𝑟8 cos 𝜃8 = 0                                    (2.29𝑎)

𝑟5 sin 𝜃5 +𝑟6
𝐿 sin 𝜃6 − 𝑟7

𝐿 sin 𝜃7
𝐿 −𝑟8 sin 𝜃8 = 0                                     (2.29𝑏)

𝑟5 cos 𝜃5 + 𝑟6
𝑈 cos 𝜃6 − 𝑟7

𝑈 cos 𝜃7
𝑈 −𝑟8 cos 𝜃8 = 0                                   (2.30𝑎)

𝑟5 sin 𝜃5 +𝑟6
𝑈 sin 𝜃6 − 𝑟7

𝑈 sin 𝜃7
𝑈 −𝑟8 sin 𝜃8 = 0                                    (2.30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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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6 搖桿擺動與刀具位置 

其中，𝜃7
𝑈、𝜃7

𝐿
為刀具位於上下極限時，搖桿與 x 軸的夾角，亦與曲

柄搖桿機構中之曲柄於上下極限時，搖桿與 x 軸的夾角𝜃3相同。 

 當刀具位移到前後極限時，可再得到一條方程式 

𝑟6
𝑈 = 𝑟6

𝐿 + 𝑋𝑚𝑎𝑥 (2.31) 

 其中，𝑋𝑚𝑎𝑥為刀具的最大位移量 

 再將(3.29𝑎)式、(3.29b)式、(3.30𝑎)式、(3.30𝑎)式與(3.31)式化成矩陣

形式，使用克拉馬公式，即可求得𝑟5、𝑟6
𝑈之值 

[
 
 
 
 
 
cos 𝜃5 cos 𝜃6
sin 𝜃5 sin 𝜃6

−cos 𝜃7
𝐿 0 0

−sin 𝜃7
𝐿 0 0

cos 𝜃5 0
sin 𝜃5
0

0
−1

0 cos 𝜃6 −cos 𝜃7
𝑈

0
0

sin 𝜃6
1

−sin 𝜃7
𝑈

0 ]
 
 
 
 
 

[
 
 
 
 
𝑟5
𝑟6
𝐿

𝑟6
𝑈

𝑟7
𝐿

𝑟7
𝑈]
 
 
 
 

=

[
 
 
 
 
r8cos 𝜃8
r8sin 𝜃8
r8cos 𝜃8
r8sin 𝜃8
𝑋 ]

 
 
 
 

 (2.32) 

2.3.2 搖桿上之滑塊與固定點之距離  

 當曲柄旋轉𝜃2時，搖桿上之滑塊距搖桿轉動中心點之距離𝒓𝟕。因在刀具

進退機構中，搖桿上的滑塊會在搖桿上前後滑行，也就是𝑟7會隨著𝜃2轉動而

變化，所以後面小節在計算刀具之運動狀態時，𝑟7皆以矩陣形式運算。將(2.26)

式所求得之𝑟5、𝑟6代回(2.23𝑎)式即可求得𝑟7 

𝑟7 =
−𝑟5 − 𝑟8 cos 𝜃8

cos 𝜃7
 

    (2.33) 

2.3.3 刀具進給之速度 

為求解刀具的速度，因𝑟6及𝑟7是變數，將(2.27)式對時間微分，𝑟6̇及𝑟7̇兩

項將不等於零，故得到該迴路速度方程式 

j𝑟5𝜔5𝑒
𝑗𝜃5 + �̇�6𝑒

𝑗𝜃6 + j𝑟6𝜔6𝑒
𝑗𝜃6 − �̇�7𝑒

𝑗𝜃7 − j𝑟7𝜔7𝑒
𝑗𝜃7 − j𝑟8𝜔8𝑒

𝑗𝜃8 = 0 (2.34) 

 又𝜔5、𝜔6與𝜔8皆不會做旋轉，故其值皆為 0，而後將(2.34)式做整理 

�̇�6𝑒
𝑗𝜃6 − �̇�7𝑒

𝑗𝜃7 − j𝑟7𝜔7𝑒
𝑗𝜃7 = 0 (2.35) 

 利用 Euler 公式ejθ = cos 𝜃 + 𝑗 sin 𝜃，再令實部、虛部項等於 0，可得到

兩個聯立代數方程式 

{
𝑟6̇ cos 𝜃6 − 𝑟7̇ cos 𝜃7+𝑟7𝜔7 sin 𝜃7 = 0                                                            (2.36𝑎)

𝑟6̇ sin 𝜃6 − 𝑟7̇ sin 𝜃7 − 𝑟7𝜔7 cos 𝜃7 = 0                                                           (2.36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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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𝜃6 = 90°，由(2.36𝑎)式可求得𝑟7̇ 

𝑟7̇ = 𝑟7𝜔7 tan 𝜃7 (2.37) 

 將𝑟7̇代入(2.36𝑏)式，就可解得刀具的速度𝑟6̇ 

𝑟6̇ =
𝑟7𝜔7
cos 𝜃7

  (2.38) 

2.3.4 刀具進給之加速度 

 求取刀具前後位移的加速度，將(2.35)式對時間再一次的微分，將會得

到此迴路的加速度方程式 

𝑟6̈𝑒
𝑗𝜃6 + j𝑟6̇𝜔6𝑒

𝑗𝜃6 − 𝑟7̈𝑒
𝑗𝜃7 − 2j𝑟7̇𝜔7𝑒

𝑗𝜃7 − j𝑟7𝛼7𝑒
𝑗𝜃7 + 𝑟7𝜔7

2𝑒𝑗𝜃7 = 0  (2.39) 

 利用 Euler 公式ejθ = cos 𝜃 + 𝑗 sin 𝜃，再令實部、虛部項等於 0，可得到

兩個聯立代數方程式 

 

 又𝜔6不會做旋轉，故其值為 0，再將(2.40a)式與(2.40b)式做整理，可得 

{
𝑟6̈ cos 𝜃6 − 𝑟7̈ cos 𝜃7 + 2𝑟7̇𝜔7 sin 𝜃7 + 𝑟7𝛼7 sin 𝜃7 + 𝑟7𝜔7

2 cos 𝜃7 = 0   (3.41𝑎)

𝑟6̈ sin 𝜃6 − 𝑟7̈ sin 𝜃7 − 2𝑟7̇𝜔7 cos 𝜃7 − 𝑟7𝛼7 cos 𝜃7 + 𝑟7𝜔7
2 sin 𝜃7 = 0    (3.41𝑏)

 

 將(2.41𝑎)式乘以cos 𝜃7減去(2.41𝑏)式乘以sin 𝜃7可求得刀具之加速度𝑟6̈  

𝑟6̈ =
−2𝑟7𝜔7

2 sin 𝜃7 − 𝑟7𝛼7 cos 𝜃7
sin(𝜃7 − 𝜃6) cos 𝜃7

  (2.42) 

2.3.5 刀具進給之急跳度 

 求解刀具進給的急跳度，可將(2.39)式對時間再微分一次，將會得到此

迴路的急跳度方程式 

 

𝑟6⃛𝑒
𝑗𝜃6 + j𝑟6̈𝜔6e

j𝜃6 − 𝑟7⃛𝑒
𝑗𝜃7 − 3j𝑟7̈𝜔7𝑒

𝑗𝜃7 − 3j𝑟7̇𝛼7𝑒
𝑗𝜃7 + 3𝑟7̇𝜔7

2𝑒𝑗𝜃7 

−j𝑟7ℐ
7
𝑒𝑗𝜃7 + 3𝑟7𝜔7𝛼7𝑒

𝑗𝜃7 + j𝑟7𝜔7
3𝑒𝑗𝜃7 = 0  (2.43) 

 又𝜔6不會做旋轉，故其值為 0。再將(2.43)式做整理，可得到 

𝑟6⃛𝑒
𝑗𝜃6 − 𝑟7⃛𝑒

𝑗𝜃7 − 3j𝑟7̈𝜔7𝑒
𝑗𝜃7 − 3j𝑟7̇𝛼7𝑒

𝑗𝜃7 + 3𝑟7̇𝜔7
2𝑒𝑗𝜃7 − j𝑟7ℐ

7
𝑒𝑗𝜃7 

+3𝑟7𝜔7𝛼7𝑒
𝑗𝜃7 + j𝑟7𝜔7

3𝑒𝑗𝜃7 = 0 (2.44) 

{
 

 
𝑟6̈ cos 𝜃6 − 𝑟6̇𝜔6 sin 𝜃6 − 𝑟7̈ cos 𝜃7 + 2𝑟7̇𝜔7 sin 𝜃7 + 𝑟7𝛼7 sin 𝜃7 + 𝑟7𝜔7

2 cos 𝜃7 = 0
                                                                                                                    (2.40a)

𝑟6̈ sin 𝜃6 + 𝑟6̇𝜔6 cos 𝜃6 − 𝑟7̈ sin 𝜃7 − 2𝑟7̇𝜔7 cos 𝜃7 − 𝑟7𝛼7 cos 𝜃7 + 𝑟7𝜔7
2 sin 𝜃7 = 0

                                                                                                                    (2.40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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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 Euler 公式ejθ = cos 𝜃 + 𝑗 sin 𝜃，再令實部、虛部項等於 0，可得到

兩個聯立代數方程式 

{
 
 

 
 𝑟6⃛ cos 𝜃6 − 𝑟7⃛ cos 𝜃7 + 3𝑟7̈𝜔7 sin 𝜃7 + 3𝑟7̇𝛼7 sin 𝜃7 + 3𝑟7̇𝜔7

2 cos 𝜃7 + 𝑟7ℐ
7
sin 𝜃7

+3𝑟7𝜔7𝛼7 cos 𝜃7 − 𝑟7𝜔7
3 sin 𝜃7 = 0                                                          (2.45a)

𝑟6⃛ sin 𝜃6 − 𝑟7⃛ sin 𝜃7 − 3𝑟7̈𝜔7 cos 𝜃7 − 3𝑟7̇𝛼7 cos 𝜃7 + 3𝑟7̇𝜔7
2 sin 𝜃7 −𝑟7ℐ

7
cos 𝜃7

+3𝑟7𝜔7𝛼7 sin 𝜃7 + 𝑟7𝜔7
3 cos 𝜃7 = 0                                                          (2.45b)

 

 將(2.45𝑎)式乘以sin 𝜃7減去(2.45𝑏)式乘以cos 𝜃7可求得刀具之急跳度𝑟6⃛  

𝑟6⃛ =
−3𝑟7̈𝜔7 − 3𝑟7̇𝛼7 − 𝑟7ℐ

7
+ 𝑟7𝜔7

3

sin(𝜃7 − 𝜃6)
  (2.46) 

圖 2-7 至圖 2-15 所示是利用 Matlab 模擬所得之結果。這裡參數𝑟2 =

35mm、𝑟3 = 182mm、𝑟4 = 200mm、n𝑐𝑟𝑎𝑛𝑘 = 300rpm、sp = 30(最大進給

量 30mm)，其中改變轉速 n 及最大進給量 sp 都會影響結果。最後結果得到

搖桿的擺動範圍在±10∘，刀具進給速度為-0.476m/s ~ 0.47m/s，進給加速度

為-18.26m /𝑠2 ~ 12.44m /𝑠2，進給急跳度為-739.29m /𝑠3 ~ 877.09m /𝑠3。在

之後的章節將會使用急跳度為目標來做本論文快速刀具滑台機構尺寸之最

佳化。 

 

 

圖 2- 7 曲柄旋轉𝜃2之於搖桿角度𝜃
4
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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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8 曲柄旋轉𝜃2之於連桿角速度𝜔
3
變化圖 

 

 

 

圖 2- 9 曲柄旋轉𝜃2之於搖桿角速度𝜔
4
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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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0 曲柄旋轉𝜃2之於連桿角加速度𝛼
3
變化圖 

 

 

 

圖 2- 11 曲柄旋轉𝜃2之於搖桿角加速度𝛼
4
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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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2 曲柄旋轉𝜃2之於搖桿角急跳度ℐ
4
變化圖 

 

 

 

圖 2- 13 曲柄旋轉𝜃2之於刀具移動速度𝑟
6
̇ 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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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4 曲柄旋轉𝜃2之於刀具移動加速度𝑟
6
̈ 變化圖 

 

 

 

圖 2- 15 曲柄旋轉𝜃2之於刀具移動急跳度𝑟
6
⃛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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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快速刀具滑台設計最佳化 

3.1 最佳化理論 

 最佳化理論被用來在複雜的系統中找尋一組符合需求的最佳參數，例

如：調整控制器 PID 的 Kp、Ki、Kd 三個最主要的常數，使系統的輸出在

可接受的的最大超越量的情況下，愈快的達到安定時間。總結最佳化問題

過程需設計並建立一個數學模型，定義目標函數和拘束條件，才能在有限

的空間中得到最理想的數值。 

 最佳化問題表示成： 

𝑚𝑖𝑛
𝑥
𝑓(𝑥) (3.1) 

 受限於拘束條件： 

𝐺𝑖(𝑥) = 0    𝑖 = 1 , … ,𝑚 (3.2) 

𝐺𝑗(𝑥) ≤ 0    𝑗 = 1 , … , 𝑛 (3.3) 

𝑥𝑘
𝑙𝑏 ≤ 𝑥𝑘 ≤ 𝑥𝑘

𝑢𝑏    𝑘 = 1 , … , 𝑝 (3.4) 

 其中 x 是長度為 p 的設計參數的向量，𝑓(𝑥)是目標函數，𝐺𝑖(𝑥)和𝐺𝑗(𝑥)

分別為等式與非等式的拘束條件，𝑥𝑘
𝑙𝑏 ≤ 𝑥𝑘 ≤ 𝑥𝑘

𝑢𝑏為設計參數的邊界條件。 

[15] 

3.2 快速刀具滑台之最佳化 

3.2.1 選定設計變數 

本論文將與快速刀具滑台運動狀態有關的參數設定為最佳化參數，包含：

曲柄𝑅2、連桿𝑅3、及搖桿𝑅4。 

3.2.2 建立限制條件 

 

圖 3- 1 當搖桿擺動至極限時，與曲柄之相對位置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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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組成四連桿機構的拘束條件，可利用當連桿在前後極限位置時，形

成的三角形，兩邊之和大於第三邊的定理，如圖 3-2，即 

𝑅3 < 𝑅2 + 𝑅1 + 𝑅4 (3.5) 

𝑅1 < 𝑅2 + 𝑅3 + 𝑅4 (3.6) 

 由葛世浩定理(grashof law)，形成曲柄搖桿的條件為曲柄為最短桿，即 

𝑅2-𝑅1 < 0 (3.7) 

𝑅2-𝑅3 < 0 (3.8) 

𝑅2-𝑅4 < 0 (3.9) 

 又傳動角(μ)，即連桿與搖桿之銳角夾角，會影響該節點的傳動力量，

故一般機構設計會將傳動角保持在 40∘以上，即 

μ ≥ 40°                       (3.10) 

 為了使機構的連桿長度維持正常比例，必須使每根桿保持在一個不要過

長或過短的範圍，所以本論文將各桿長範圍設定，即 

20 ≤ 𝑅2 ≤ 80 (3.11) 

100 ≤ 𝑅3 ≤ 250 (3.12) 

100 ≤ 𝑅4 ≤ 250 (3.13) 

3.2.3 目標函數 

 根據上一章節所求得刀具進給之急跳度定義為目標函數，並建立最佳化

問題。 

曲柄旋轉時，刀具進給加速度會一直變化，產生急跳度。將加速度微分

即可得到急跳度，而這個急跳度可以將其看作是一個短脈波，曲柄旋轉一周

就產生一個短脈波，只要提高轉速，此脈波的頻率將會上升，使機台產生震

動，如圖 3-2。為了降低衝擊，使機台的穩定性提高，就要減小此種震動，

所以將急跳度設定成目標函數 

 

min
𝑟2, 𝑟3, 𝑟4

 
{
 

max
0° < 𝜃2 ≤ 360°

(|Jerk|)}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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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 曲柄快速旋轉時，急跳度的變化 

 

3.3 粒子群最佳化 

3.3.1 粒子群最佳化理論 

 粒子群演算法是以仿生為概念的一種群體智慧的搜索式演算法，因為這

種演算法的優點在於其容易實現強大的搜索能力，有利於工程的分析，例如：

控制器的設計、機器手臂的路徑模擬、類神經網路的訓練等，也可結合各式

的演算法來求解最佳化解，例如：混和基因演算法、模擬退火法、平面路徑

產生器……等。本章節將使用粒子群演算法來設計該新型快速伺服刀具滑台

之連桿最佳尺寸。 

 

圖 3- 3 粒子群最佳化示意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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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粒子群最佳化(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簡稱 PSO)，於西元 1995 年

由甘迺迪（Kennedy）與埃伯哈特（Eberhart）兩位學者所提出，他們是以人

類觀察鳥群或魚群的覓食行為所發展出來的一種演算法[17]，在演算法中的

每一個粒子可以假設成鳥群或魚群的其中一隻鳥或魚，根據每一個個體都有

其記憶性的個體認知與群體的社會群體認知的概念 ，所發展出來的最佳化

法 ，如圖 3-3。 

 PSO 是模仿生物的覓食行為，假設鳥群在一個空間中覓食時，可以把每

一隻鳥假設成粒子群中的其中一個粒子，而根據每個粒子的個體認知解，沒

有辦法保證即為最佳解，所以粒子需要在空間中進行位置的移動，如圖 3-5，

而在這移動過程中，每一隻鳥會記下牠所飛行的路徑中，每個位置的食物量，

而其中食物量最多的就為個體的最佳解(individual best，Pi)。除了每一隻鳥

的個體認知外，牠們還能接收外來的資訊，如圖 3-6，也就是附近鳥隻的個

體認知，資訊互相交換過後，所得到的最佳解即為群體的最佳解(Group best，

Pg)。每個粒子接收到外來的資訊後，會修正牠們下一次搜索的方向，如圖 3-

7。依照個體認知所修正方向可稱為粒子的認知模式(Cognition model)，而根

據群體最佳解來修正方向的即為粒子的社會模式(Social model)。 

 

 

 

圖 3- 4 每個將影響粒子位移的因子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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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 粒子根據各體認知的位移 [18] 

 

圖 3- 6 粒子從群體所接收到的資訊 [18] 

 

圖 3- 7 粒子根據群體認知所位移的結果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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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面的描述，甘迺迪（Kennedy）與埃伯哈特（Eberhart）兩位學者

將粒子的搜索過程的速度及位置以以下兩條式子來做疊代： 

𝑣𝑖(𝑡 + 1) = 𝑣𝑖(𝑡) + 𝑐1 × 𝑟𝑎𝑛𝑑1( ) × (𝑃𝑖 − 𝑥𝑖(𝑡)) 

+𝑐2 × 𝑟𝑎𝑛𝑑2() × (𝑃𝑔 − 𝑥𝑖(𝑡)) (3.15) 

𝑥𝑖(𝑡 + 1) = 𝑥𝑖(𝑡) + 𝑣𝑖(𝑡 + 1) (3.16) 

 其中，𝑣𝑖(𝑡 + 1)為下一次疊代後的速度。𝑣𝑖為當前的速度。𝑥𝑖(𝑡 + 1)為下

一次疊代後的位置。𝑥𝑖為當前的位置。𝑐1和𝑐2為學習因子，大部分文獻都將

其值設定成 2。𝑟𝑎𝑛𝑑1和𝑟𝑎𝑛𝑑2為 0 ~ 1 的任意變數，使用為粒子往個體最佳

解與群體最佳解的速度權重，也可以將其看作為加速係數， 𝑃𝑖為個體所經過

的最佳解，也就是鳥隻在飛行過程中，所經過食物最多的地方。𝑃𝑔為群體所

搜索到的最佳解，即為鳥群所找到食物最多的地方。 

3.3.2 粒子群最佳化流程 

 

圖 3- 8 粒子群演算法之流程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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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粒子群最佳化法步驟流程如下 [17]，流程圖如圖 3-8： 

步驟一：根據最佳化問題，設定初始條件(initial value)。 

步驟二：生成隨機的粒子群和隨機的粒子初始位置及速度。 

步驟三：以每個粒子在其位置及速度之適應值做相互比較，找出個體的最 

  佳解(Pi)及群體的最佳解(Pg)。 

步驟四：判斷是否有達到設定之適應值的範圍，假如還未達到，則進入步

  驟五做運算。 

步驟五：判斷是否達到初始所設定之最大疊代次數，假如還未達到，則進

  入步驟六做運算。 

步驟六：根據最佳化公式，將目前粒子的位置及速度代入，繼續做     

疊代，得到新的位置及速度，且回到步驟二繼續進行。 

3.4 最佳化結果 

 影響變數之轉速𝑛𝑐𝑟𝑎𝑛𝑘=800rpm、最大進給量 sp=30mm，再由粒子群最

佳化之粒子群經過 20 次的疊代，也就是粒子 10 次的位移，每次以 400 個粒

子來做搜索，以急跳度為目標函數所求之解，得到之最佳解，如圖 3-9，其

最大急跳度從 16632.34m/s3降低至 10839.85 m/s3，而每次粒子位移所得到

之群體最佳解，如圖 3-10 至 3-12 分別為曲柄、連桿、搖桿。在做最佳化的

過程中，已經把每根桿長設定一個範圍，而最後疊代的結果顯示，三根桿長

皆趨近於設定範圍的極限位置，如表 3-1 所示，這表示說在本論文之快速刀

具滑台機構連桿組的曲柄為愈短，並且連桿與搖桿為愈長，可使機台在做運

作時，曲柄之急跳度能最小，能讓整個機台的搖晃程度降低，最佳化前後比

較如圖 3-13。 

 

圖 3- 9 粒子群最佳化之收斂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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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0 粒子每次移動所得到之曲柄局部最佳解 

 

圖 3- 11 粒子每次移動所得到之連桿局部最佳解 

 

圖 3- 12 粒子每次移動所得到之搖桿局部最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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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最佳化前後之連桿尺寸比較 

 初始尺寸 最佳化尺寸 趨近尺寸 

曲柄𝑟2(mm) 35 20.0016 20 

連桿𝑟3(mm) 182 249.3491 250 

搖桿𝑟4(mm) 200 249.7052 250 

  

 

圖 3- 13 最佳化前後之刀具急跳度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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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硬體設備建置 

4.1 快速伺服刀具滑台及周邊配備 

 本論文所提出之新型快速伺服刀具滑台機構。其中曲柄、曲柄轉動馬達、

連接桿、及刀座導軌固定在滑台上。滑台驅動馬達經滾珠導螺桿驅動滑台，

而導塊則與刀座相連接，車刀則置於刀座前緣，如圖 4-1。當曲柄轉動時，

帶動連接桿並使刀座摇桿繞摇桿軸擺動，如此使刀座產生快速進給/後退運

動，並配合工件主軸轉動，即具有車削橢圓剖面之作用，如圖 4-2。 

 當車削不同橢圓率的橢圓時，滑台驅動馬達移動滑台使導塊在刀座導軌

的相對位置改變。故當刀座摇桿擺動時，進而可改變車刀之進刀行程，使車

削橢圓的橢圓率改變。所設計之快速刀具滑台可直接架構在一般車床上而成

為一橢圓車削系統，其中平台之運動方向為 X 軸和 Z 軸，主軸為夾工件轉

動。 

 

圖 4- 1 本論文之快速伺服刀具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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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 快速刀具滑台機構在橢圓剖面車削示意圓 

一般車床在做橫向進給時，是由操作者以旋轉大手輪配合梯形螺桿來完

成的，本論文以一座單向滑台來達成其目的，其中此單向滑台的基座為鑄鐵

件，能夠使機台更加的穩定，導螺桿軸心直徑 15mm，導程 20mm 及螺桿旋

轉一周，滑台將前進 20mm，而滑台的最大行程為 450mm，如圖 4-3，為了

操作者的安全，在前後極限位置前端加裝光電素子，在快到極限位置時，將

停止伺服馬達繼續輸入脈波，以達到安全機制。 

 

圖 4- 3 橫向進給之單向滑台 

 車床組軸採用伺服馬達配合時歸皮帶及皮帶輪來達到無段變速系統，如

圖 4-4，其中皮帶與皮帶輪之規格如表 4-1。在裝設皮帶時需要調整其鬆緊

度，太鬆會使皮帶容易滑牙，造成皮帶的磨損，進而無法準確的帶動主軸；

太緊則會使皮帶的張力過大，使皮帶的壽命縮短，嚴重的話，皮帶在運轉當

下有機會直接斷裂。在架設皮帶輪主動軸之馬達時，又在馬達上多安裝了一

塊馬達調整板，其中此調整板的鎖孔設計為長型圓孔，可以藉此上下移動來

調整皮帶的鬆緊度，如圖 4-5，而在調整板底部使用三根螺栓抵住，防止調

整板下滑。 

伺服馬達 

聯軸器 

滑台 

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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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提高安全性，在皮帶輪外側有加裝外殼，可保護人從旁經過時，不

會撞到或衣服的捲入；並可確保皮帶斷裂時，不會甩到操作者或附近的人；

最後可以做簡單的防塵。 

表 4- 1 皮帶及皮帶輪選用參數 

設計動力(W) 2000 

齒數 小輪/大輪 30/60 

直徑 小輪/大輪(mm) 76.39/152.79 

皮帶周長(mm) 1360 

輪軸間距(mm) 498.5 

初始張力(N) 最大 294 

中央彎曲量之荷重(N) 最大 20.15 

旋轉比 2 

皮帶寬度修正係數 1 

皮帶寬度(mm) 15 

皮帶齒數 70 

 

(a)                         (b) 

圖 4- 4 車床主軸安裝形式(a)正面(b)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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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 車床主軸調整機制 

 

 架設機台的骨架，如圖 4-6，材料採用鐵方管燒焊組成，之後再進行噴

砂，而噴砂的目的在於，能夠使骨架的外觀更佳的平整，把表面的凸出打平

霧化；也可去除燒焊過程中所產生的熱應力，使骨架更有力，壽命更長。 

 

圖 4- 6 機台外骨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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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7 快速刀具滑台實體圖 

4.2 配電盤之設計 

 每種機台都會用到電，不管是用一般的交流 110V 還是 220V，在用電上

的配置都會牽涉到其穩定性及安全性，為了能讓機台穩定且安全的運轉，一

個完整的配電盤將會肩負著很重要的角色。 

 本論文採用的伺服馬達所使用的是三項 220V 的電，而三項 220V 的交

流電又稱作動力電，是由三條的火線組成，沒有中性線，R-S 為 220V、S-T

為 220V、R-T 為 220V，主要供應給伺服馬達、馬達驅動器和電磁接觸器。 

 機台配電盤的主電源是由三項 220V 的 RST 輸入進無熔絲開關(NFB)做

為總電源及過電流的保護機制，經過無熔絲開關後將進入電磁接觸器做電源

的控制，最後才會輸入進馬達和馬達驅動器中，如圖 4-8。 

 控制電源主要功用是在做保護機制，當三項 220V 的電源輸入進來時，

不會立刻激磁電磁接觸器，而是由一個 b 接點的緊急按鈕和一個 a 接點的旋

鈕來做控制，當緊急按鈕和旋鈕都為接通時，才會觸發電磁接觸器，使電流

進後台的儀器裡面，預防操作者的誤觸行為，如圖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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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8 配電盤主電源階梯圖 

 

圖 4- 9 配電盤控制電階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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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0 完整的配電盤設計 

4.3 伺服馬達 CN1 接線 

 本論文使用之伺服馬達如表 4-2，其各伺服馬達型號之作用在，曲柄驅

動：C10604ES、滑台驅動：C10604ES、橫向驅動：C10807ES、車床主軸：

E11820ES。目前市面上根據馬達的型號的分類，在訊號的傳遞有使用傳統的

CN1 接線和網路通訊的 EtherCAT。根據馬達動作的需求，每個驅動器有相

對應的不同操作模式，如：PT 模式、PR 模式、速度模式、扭矩模式等，而

在各種不同操作模式下，所需要 CN1 的 I/O 就會有所不同，為了能夠有效的

運用每個 I/O，使用者可以依照各自的需求來選擇每種訊號的功能，達到更

精簡的接線。這種傳統的 CN1 接線方法雖然可以依照使用者的需求來自行

更改，如圖 4-11，但當所需的功能一增加，CN1 接頭上的線可以多到 40 幾

條，使整線變得非常複雜。根據時代的推移，使用網路通訊的 EtherCAT

（Ethernet Control Automation Technology）被開發出，此方法為一套架構在

乙太網路上的工業通訊總線，如圖 4-12，由於高速的通訊效能與即時的通訊

系統，外加更加精簡的接線，省去傳統 CN1 的大量接線，只需透過網路線

來讓資料互相流通，讓它在追求高精度的工業自動化產業中，逐漸受到重視

與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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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伺服馬達選用規格 

型號 C△06 C△08 E△18 

額定功率(kW) 0.4 0.75 2 

額定扭矩(N-m) 1.27 2.39 9.55 

最大扭矩(N-m) 3.82 7.16 28.65 

額定轉速(rpm) 3000 2000 

最大轉速(rpm) 5000 3000 

額定電流(A) 2.6 5.1 11.22 

 

圖 4- 11 傳統 CN1 接頭[21] 

 

圖 4- 12 EtherCAT 架構圖 

 本論文使用台達電 U 型伺服馬達因為沒有 EtherCAT 功能，故依然使用

傳統的 CN1 接線，為了能使線路較簡潔，所以將一些不必要的功能訊號線

省略，如圖 4-15 為整體 PT 模式下的表準配線，有做紅色標記的為本論文有

使用的功能，可分為兩大部分，一為脈波的輸入，二為數位輸入輸出。 關

於脈波輸入的部分，本論文所使用的伺服馬達接收的脈波有差動輸入與集極

開迴路兩種方式。差動輸入的特點為 1.抗外界雜訊。2.降低電壓振福。3.降

低電磁輻射。4.時序定位準確。5.傳輸速度較快。本論文所使用的控制板 Single 

Board-Rio 9632 沒有差動功能，所以依然使用集極開迴路的方式來輸入脈波，

而使用這種方式來輸入脈波時，需要再外加一個電源作為提升準位用，也就

是將 pulse 與 sign 接上 5V 電源，另外將/pulse 與/sign 分別輸入脈波，又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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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命令輸入可以分為正逆脈波、脈波與方向、AB 相脈波三種型式，而本論

文使用的為最值觀的正逆脈波，如圖 4-13，假設 pulse 輸入脈波為正轉，sign

反轉則不輸入脈波；而反轉則相反。這即達到馬達正逆轉的功能。 

 另一部分則為數位輸入輸出，在相對應的腳位給予一個高電位的訊號極

為開啟；低電位則關閉，而每一個腳位皆可自行定義其功能，再從參數編輯

器裡做更改即可。在此處必須注意的是電壓的供應，馬達驅動器內部供應電

源一班為 12-24V，而控制板的腳位一般皆通以 3.3-5.5V 的電壓，所以以控

制板的腳位直接來控制馬達驅動器的話，會有電壓不足而無法驅動的問題存

在，為了解決此問題，本論文在兩者之間加入一組繼電器模組。首先由圖 4-

14 可以看到 COM-為共點 SON 為常開點，且電壓吃 DC24V，但控制板的腳

位只有 5V，所以利用控制板腳位的訊號來控制繼電器模組，再經由繼電器

模組來使馬達驅動器的數位輸入端，以達到開啟與關閉的功能。 

 

圖 4- 13 正逆脈波命令示意圖[21] 

 

圖 4- 14 伺服驅動器數位輸入配線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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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5 PT 模式下 CN1 接線[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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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車削軌跡規劃 

 假設曲柄以等角速度轉動，即𝛼2 = 0，則模擬車削出來的形狀，如圖 5-

1 與圖 5-2。 

 

圖 5- 1 2a=60，2b=50，未做刀具軌跡規劃的加工件成品 

 

圖 5- 2 2a=60，2b=30，未做刀具路徑規劃的加工件成品 

 在半長軸與半短軸差異較小，所產生的橢圓來看，中間並沒有明顯的凹

陷；當兩軸差異增大的同時，凹陷就明顯的出現。原因是在於曲柄的旋轉，

由圖 5-3 來看，’ * ‘標記的為理想橢圓車削所需要的進給量，與’ o ’未做刀具

路徑規劃所產生的曲線有著很明顯的落差。以橫坐標來看，為曲柄從零度旋

轉到 360∘，也可以看成是 1 秒分割成 360 等分，每一等分的間距相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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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經過 1/360 秒時，所對應到的切削量皆不同，有時候進刀量很少，也有時

進刀量過大，導致有凹陷的產生。 

 為了產生要求的橢圓尺寸，必需正確地規畫曲柄轉動軌跡，且在本論文

並使用電子凸輪來做補償，將理想橢圓車削需要的進給量做等分後，建立電

子凸輪的表格，設定曲柄每一個單位時間內，所的旋轉的角度，即可車削出

正確的橢圓外形。 

 

圖 5- 3 理論橢圓車削與未做刀具路徑規劃車削之進給量關係 

5.1 電子凸輪簡介 

所謂電子凸輪(Electronic CAM)又稱作虛擬凸輪，是將原本的傳統凸輪

與其從動件以伺服馬達與其伺服驅動器之系統代替，而電子凸輪是利用驅動

器的編碼器將伺服馬達的位置訊號回饋給 CPU，CPU 經過運算後再將起始

設置的位置輸入，以達到傳統凸輪之從動件的運動狀態，因為把傳統的機械

式機構轉換成使用程式系統，所以可以達到現代各種高速且彈性化的生產線，

進而廣泛的應用，電子凸輪的優點以下 [19]： 

1. 電源效率會提升，因為少了機械零件如凸輪盤的轉動與機械間的摩擦，

電源耗損降低。 

2. 容易改變凸輪的形狀，只要改變凸輪曲線即可隨時方便的改變凸輪的形

狀以使凸輪輸出行為改變。 

3. 以軟體模擬，無機械耗損的困擾。 

4. 應用範圍廣，只要是可以造出凸輪曲線的應用，都可以用 E-CAM 軟體

設置，不一定要有一個真正的凸輪形狀。 

5. 組合彈性大，一主軸可以帶任意軸數的從軸，機械式設計較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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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電子凸輪操作步驟 

 在開始使用電子凸輪之前，必須先確定電子齒輪比的數值。台達伺服馬

達在電子齒輪比為 1:1 的解析度為 1280000，而控制電子齒輪比可以使馬達

脈波命令輸入值的不同，得到不同的馬達旋轉圈數，內部參數為 P1-44(分子

N)初始值為 128 與 P1-45(分母 M)初始值為 10，如(5.1)式。本論文將電子齒

輪比設定成 P1-44=128 與 P1-45=1，也就是說，輸入 10000 個脈波後，伺服

馬達就會旋轉一圈。 

輸入 Χ (
脈波數

𝑟𝑒𝑣⁄ ) ×
𝑃1− 44(𝑁)

𝑃1− 45(𝑀)

= 1280000                                             (5.1) 

進入台達馬達的調機軟體後，選用 E-CAM 電子凸輪就可進入編輯器的

畫面，本論文為了配合每種不同橢圓率的橢圓車削，所以建表方法為手動建

表，如圖 5-4 

 

圖 5- 4 E-CAM 編輯器頁面 

接下來，先將 E-CAM 做存檔，再用筆記本開啟，找到內部 P5-82 的參

數，本論文將橢圓分割成 360 個點，所以 P5-82=360，假設要分割成 720 個

點，就將參數設定成 720。往下方拉，可以找到凸輪參數表格(Table_0)，將

之前從 Matlab 輸出的表格做替換，即可省去很多時間在手動輸入表格。存

檔過後就可回到編輯器再次開啟，如圖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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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5-5 可以看到，第一列為 θ(∘)也就是將凸輪分隔成幾個等分，第二

列為位置(Y)可以將其看成是跑到第 Y 個脈波，在第 350∘的 Y 為 9601 到

355∘為 9798，也就是說在這 5∘內，跑了 198 個脈波，再到 360∘時又跑了 202

個脈波，由此方法將整個凸輪表建起，而電子凸輪的輪廓如圖 5-6，由此可

以看得出電子凸輪的優勢所在，此輪廓是實體凸輪無法製作出的。在頁面的

右下角也可以觀察凸輪從動的位置、速度及加速度，而本論文的從動件極為

加工用之刀具，固可在此先從編輯器中觀察刀具的運動狀態，從中做參數的

調整，在後面的章節將會做講解。 

 在建表時，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表格中的最後一格位置的數值，本論文的

電子凸輪設定為 128：10，當輸入 10000 個脈波，馬達即旋轉一周，而本論

文的表格最後一格的值也為 10000 也就剛好電子凸輪旋轉一周，伺服馬達也

旋轉一周，但如果最後一格的值為 30000 的話，就意謂著電子凸輪一周會跑

30000 個脈波，而伺服馬達 10000 個脈波就轉完一周，這時就要調整 P5-19

來做倍率的縮放，如圖 5-7。 

 

圖 5- 5 E-CAM 凸輪表格及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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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6 電子凸輪輪廓模擬圖 

 

 

圖 5- 7 E-CAM 旋轉參數設定面 

 

 最後要啟動電子凸輪只需要設定圖 5-8 上的參數值，也就是 UXYZ 的

值。從上到下為，Y 命令來源，本論文是使用脈波命令輸入，所以為 2：Pulse 

Cmd；Z 嚙和時機，本論文使用 1：DI-CAM enabled，由控制板來控制開啟

與關閉；U 脫離時機，一樣為控制板的 I∕O 來做控制 1：DI-CAM disabled，

另外再加 8：脫離後關閉凸輪，可以確保 E-CAM 關閉；最後為 X 也就是右

下角的啟動 E-CAM 按鈕，X=0 即為關閉，X=1 即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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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8 E-CAM 啟動參數設定面 

5.3 刀具軌跡規劃 

 在做刀具路徑設計前，必須先確定加工件最後的尺寸，也就是長、短軸，

由橢圓的公式，如(5.2)式，可以得到橢圓上的任意一點之參數式，如(5.3)式

與(5.4)式，再由這參數式可以得到橢圓的半徑，如(5.5)式。 

 

圖 5- 9 橢圓半徑推導示意圖 

𝑥2

𝑎2
+
𝑦2

𝑏2
= 1 (5.2) 

x = a cos 𝜃 (5.3) 

y = b sin 𝜃 (5.4) 

r =
𝑎𝑏

√𝑎2 𝑠𝑖𝑛 𝜃 + 𝑏2 𝑐𝑜𝑠 𝜃 
2

 
2

                                    (5.5) 

當半徑為 a 的加工件，加工為半長軸為 a，以橢圓車削成半短軸為 b 的

橢圓時，刀具的進刀量 

𝑐𝑢𝑡𝑖

= a −
𝑎𝑏

√𝑎2 𝑠𝑖𝑛 𝜃𝑖
 

 
2 + 𝑏2 cos 𝜃𝑖

 
 
2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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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i = 0° ~ 360° 

不同大小的橢圓就等於說是其長軸與短軸長短不同，也就會使其橢圓率

跟著改變，橢圓率公式如(5.7)式，在本論文快速刀具滑台的優點就是在於在

刀具進行切削時，可以隨時的改變滑台的位置，來切削出不同橢圓率的橢圓，

要改變橢圓率即改變車刀的最大切深，這時只要驅動滑台馬達帶動滾珠導螺

桿來使滑台做橫向移動，即可改變刀具的最大切深，如圖 5-10(a)與(b)，而滑

台的位移量與刀具的最大切深關係，如圖 5-11。 

橢圓率 𝜀 =
𝑎−𝑏

𝑎
 (5.7) 

    

              (a)                            (b) 

圖 5- 10 改變滑台位置所得到不同之進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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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1 滑台位移量與車削橢圓率之關係 

由 matlab 可以將理想橢圓車削的曲柄轉動角和刀具的進給量關係畫成

曲線圖來表示，如圖 5-12 與圖 5-13，並將每個點為的刀具進刀量記錄下來，

作為後續之用。 

 

圖 5- 12 a=100，b=80，刀具切削所需的進刀量(最大切深 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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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3 a=100，b=20，刀具切削所需的進刀量(最大切深 80mm) 

 當理論橢圓車削時的進刀量已知決定後，即可以反向運動學求解對應

之曲柄轉動角度，再將之前所得的理論橢圓的進刀量代入，就可得到曲柄

在對應的進刀量的正確角度。 

 由第二章節的 (2.29a)式、(2.29b)式、(2.30a)式、(2.30b)式和(2.31)式，

五個式子的已知數及未知數改寫，如下： 

已知：𝑟5、𝑟6
𝐿、𝜃5、𝜃6 

未知：𝑟6
𝑈、𝑟7

𝐿、𝑟7
𝑈、𝜃7

𝐿、𝜃7
𝑈

 

{

𝑟5 cos 𝜃5 + 𝑟6
𝑈 cos 𝜃6−𝑟7

𝑈 cos 𝜃7
𝑈 −𝑟8 cos 𝜃8 = 0                                      (5.8𝑎)

𝑟5 sin 𝜃5 +𝑟6
𝑈 sin 𝜃6 − 𝑟7

𝑈 sin 𝜃7
𝑈 −𝑟8 sin 𝜃8 = 0                                      (5.8𝑏)

𝑟6
𝑈 = 𝑟6

𝐿 + 𝑋𝑚𝑎𝑥                                                                                                     (5.9)

 

 求解搖桿的擺動角度(𝜃7
′)，可將(5.8𝑎)式與(5.8𝑏)式改寫成 

{
𝑟7
𝑈 cos 𝜃7

𝑈 = 𝑟5 cos 𝜃5 + 𝑟6
𝑈 cos 𝜃6−𝑟8 cos 𝜃8                                            (5.10𝑎)

𝑟7
𝑈 sin 𝜃7

𝑈 = 𝑟5 sin 𝜃5 +𝑟6
𝑈 sin 𝜃6 − 𝑟8 sin 𝜃8                                              (5.10𝑏)

 

 再將(5.10𝑎)式與(5.10𝑏)式兩式相除，可得 

tan 𝜃7
𝑈

=
𝑟5 cos 𝜃5 + 𝑟6

𝑈 cos 𝜃6−𝑟8 cos 𝜃8
𝑟5 sin 𝜃5 +𝑟6

𝑈 sin 𝜃6 − 𝑟8 sin 𝜃8
                                                       (5.11) 

 做反三角函數即可得到曲柄的擺動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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𝜃7
𝑈

= tan−1
𝑟5 cos 𝜃5 + 𝑟6

𝑈 cos 𝜃6−𝑟8 cos 𝜃8
𝑟5 sin 𝜃5 +𝑟6

𝑈 sin 𝜃6 − 𝑟8 sin 𝜃8
                                                  (5.12) 

 求得進給量與搖桿擺動角度(𝜃7
′)的關係後，再將此代到曲柄搖桿機構

的迴路方程式，令c𝜃2為cos 𝜃2、c𝜃3為cos 𝜃3，可由下(5.13a)式與(5.13b)式，

求解c𝜃2後，即可求得刀具的進給量對曲柄旋轉角度的關係，如圖 5-14。 

{

𝑟1 cos 𝜃1 − 𝑟2c𝜃2 − 𝑟3c𝜃3 + 𝑟4 cos 𝜃4 = 0                                              (5.13𝑎)

𝑟1 sin 𝜃1 − 𝑟2√1 − 𝑐𝜃2
2 − 𝑟3√1 − 𝑐𝜃3

2 + 𝑟4 sin 𝜃4 = 0                    (5.13𝑏)
 

 

圖 5- 14 刀具的進給量之於曲柄旋轉角度的關係 

 在圖 5-11 中的曲線為數百個點所組成，但是在這些點中，未必會有建立

電子凸輪所需要的點，以至於無法直接找到對應進給量的曲柄旋轉角度。為

了解決這個問題，本論文使用差補的方法來做解決。所謂「一維內插」（1-D 

Interpolation）[22]，就是根據一組已知的資料點（包含輸入及輸出，其中輸

入是一維資料，輸出也是一維資料），來建立一個連續的函數，以便計算任

意輸入資料點所對應的輸出值。，Matlab中的函式庫中就有許多的差補函式，

以下： 

 'nearest'：鄰近點內插法 

 'linear'：線性內插法 

 'spline'：片段式的三次 Spline 內插法 

 'pchip'：保持形狀的片段式三次內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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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以下 Matlab 程式可以得到以上四種函式的比較，如圖 5-15。由此

表可以發現 spline 的曲線平滑度是最好的，而本實驗只做 360 個點而已，所

以時間與記憶體不是考慮的重點，因此本論文以 spline 來做差補，如圖 5-16。 

 

 

圖 5- 15 Matlab 差補函式比較圖 

 

 

圖 5- 16 使用 spline 差補的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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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差補後的角度數值依照台達伺服馬達所使用的電子齒輪比來做放大，

再從 Matlab 以 E-CAM 編輯器的格式將數值做輸出，附檔名使用的是.txt，

如圖 5-17，以下為輸出成 txt 的基本程式： 

 

 

 

fid=fopen('ecam_sh.txt','wt'); 

[b1 b2]=size(elcam); 

for i=1:b1 

    for j=1:b2 

        fprintf(fid,'%d',camd(i,j)); 

        fprintf(fid,'=%3.10f\n',elcam(i,j)); 

    end 

end 

fclose(fid); 

 

 

圖 5- 17 Matlab 資料輸出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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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實驗結果與討論 

 本論文針對一般傳統車床無法進行非圓車削，設計此創新滑動平台以實

現橢圓車削。在本章節將針對實際加工精度探討橢圓車削之可行性，實驗將

分別根據刀具空切試機與實際切削加上主軸轉速來分析。其中，人機介面是

以 Labview 來做開發，針對每一顆伺服馬達皆設置其個別的頁面，並可分別

設定橫向進給、SP 滑塊進給、主軸與曲柄等參數，且可在進行加工時，依據

加工條件來做調整。為了使雷射位移計在做測量時，盡量減少人為的誤差，

所以在加工成橢圓後，直接置於主軸上做測量，圖 6-1 為整體實驗結構。 

以下為實驗之流程： 

1. 確定所需車削的橢圓率及待加工件之外徑。 

2. 使用 Matlab 將欲加工成橢圓的外型轉換成曲柄的旋轉角度。 

3. 將待加工物預先車削成橢圓長軸之大小。 

4. 移動搖桿上之滑塊至對應的進刀量之位置，並且鎖上。 

5. 將曲柄做歸零。 

6. 將步驟 2 所得到之數據輸入電子凸輪，設定電子凸輪之參數並下載至伺

服馬達內部。 

7. 將刀具之刀尖緩慢靠近待加工件，直到刀間碰觸到待加工件之邊緣。 

8. 調整曲柄之參數，並啟動。 

9. 開始車削前，先使用雷射位移計測量刀具的位移。 

10. 啟動電子凸輪，開始車削。 

11. 根據欲加工的外觀做緩慢的橫向進刀。 

12. 加工完成。 

13. 將加工成品置於主軸上，直接使用雷射位移計測量橢圓之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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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 本論文實驗架構圖 

6.1 Labview FPGA 程式 

 FPGA 就像一塊空白的畫布，使用者可以透過程式將這塊畫布變成一個

客製化的數位硬體裝置。FPAG 在現在目前的市場上有顯著的成長，並漸漸

地取代一些系統上客製化的硬體，如微處理器 FPGA、DSP 或 ASIC 等，這

主要是因為 FPGA 在許多方面都有很顯著的優勢。首先，FPGA 具有高可靠

性，使用者可以透過程式在 FPGA 上設計出客製化的電路，而且 FPGA 具有

高決定性，在迴圈執行的速度控制上，可以達到 25ns 的準確度，並且在許

多情形下可達到更高的執行速度。除此之外，FPGA 能夠做到真正的平行化，

因此使用者可以在 FPGA 程式中，建立多個平行迴圈，同時執行多項任務，

對微處理器及 DSP 晶片而言，即使使用複雜的排程或執行序的方法，在同

一時間仍只能執行一項任務，因此無法達到真正的平行處理，而且 FPGA 所

能夠提供的平行處理數目也是目前的多核心技術無法達到的。最後不像

ASIC，FPGA 是可重複燒入的，因此在 FPGA 晶片上，能夠部分的更新程式

或著將硬體整個重新寫入設定，而在 ASIC 上，功能就始終是固定的。圖 6.2

為 Labview 的 FPGA 簡單的範例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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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 Labview FPGA 之示意圖 

6.1.1 馬達控制主頁面 

 本論文加工滑台的人機介面即為使用 Labview FPGA 所撰寫的程式，能

夠即時的同時控制機台的四個伺服馬達，此為 FPGA 的平行化的特色。從圖

6-3 機台控制介面可以看到四個伺服馬達，橫向滑台、主軸、曲柄與 SP 滑台

分別在其各自的頁面中獨立控制，如伺服的啟動、原點復歸、馬達的正反

轉……等，圖 6.4 為機台控制橫向滑台圖形化 FPGA 程式的部分。在每個伺

服馬達各自的頁面中皆有其控制的參數和使用者輸入，將輸入的參數利用公

式轉換成脈波的頻率輸出給對應的伺服馬達，如橫向滑台的和 SP 滑台的進

給速度與進給量，(6.1)式與(6.2)式，主軸和曲柄的旋轉速度，(6.3)式，圖 6-

5、圖 6-6、圖 6-7 為圖形化的公式轉換。 

平 

行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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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3 使用 Labview 設計之機台控制人機介面 

 

圖 6- 4 控制橫向滑台圖形化之 FPGA 程式 

進給速度Feed velocity (
mm

s
) =

𝑓𝑟𝑒𝑞𝑢𝑒𝑛𝑦 × 𝑠𝑐𝑟𝑒𝑤 𝑝𝑖𝑡𝑐ℎ

𝑃𝑈𝑈
 (6.1)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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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5 進給速度轉換頻率之 Labview 圖形化  

進給量Feed distance(mm) =
𝑟𝑎𝑛 𝑝𝑢𝑙𝑠𝑒 × 𝑠𝑐𝑟𝑒𝑤 𝑝𝑖𝑡𝑐ℎ

𝑃𝑈𝑈
 (6.2)式 

 

圖 6- 6 進給量轉換脈波量之 Labview 圖形化 

轉速Rotational speed(rpm)=
60 ×𝑓𝑟𝑒𝑞𝑢𝑒𝑛𝑐𝑦

𝑃𝑈𝑈
 (6.3)式 

 

圖 6- 7 轉速轉換頻率之 Labview 圖形化 

 其中，frequency 為輸出給伺服馬達的頻率、screw pitch 為滾珠螺感的螺

距、ran pulse 為迴圈目前已輸出的脈波數量、PUU 為使用者操作單位。 

6.1.2 脈波產生迴圈 

 本論文使用的伺服馬達的操作模式皆為 PT 模式，除曲柄為使用 PR 模

式，而使伺服馬達驅動的要素為脈波，因此為了能夠準確地控制每顆馬達所

輸入的脈波數，所以設計出如圖 6-8 脈波產生迴圈。在 for 迴圈中加入一個

case structure 來控制脈波產生與否，而在 case structure 中，才是脈波的產生

迴圈，使用 flat sequence structure 一步一步由脈波的低點、延遲、脈波的高

點、延遲，一直無限重複執行來產生脈波，而延遲為依照操作者輸入的頻率

來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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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8 Labview 脈波產生迴圈 

6.1.3 馬達歸零迴圈 

 不管是哪一種機台，在執行動作前一定要執行歸零，如果沒做歸零的動

作，則會造成工件的誤差，甚致有可能會造成機台撞車或是馬達爆走。歸零

看似一種很簡單的動作，但是其影響是非常嚴重的。本論文有使用機械式的

歸零與 PR 模式的歸零，在此只介紹與程式相關的機械式歸零。 

 機械式歸零是使用機械元件使其作歸零的動作。本論文為使用光電素子

來做為極限點，當滑台上的擋片經過光電素子將光做遮斷後，即可當作一個

觸發訊號。此程式在 for 迴圈中一樣使用 case structure 來控制執行與否，而

在 case structure 中，即為歸零程式。一樣使用 flat sequence structure 來做操

作，首先判斷歸零指示燈是否亮起，如果亮起即開始做馬達的吋動，使滑台

緩緩靠近右極限點，當右極限點的訊號觸發後則使馬達反轉吋動一小段距離，

離開右極限點位，最後亮起完成歸零燈，表示歸零動作完成，可以開始執行

接下來的操作。如圖 6-9 

 

圖 6- 9 Labview 原點賦歸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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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雷射位移計測量 

 在測量程式方面，有雷射啟動和開始擷取資料兩個按鈕，外加監控資料

數據的一個示波器如圖 6-11 與圖 6-12。擷取出來的資料形式為一個 Nx1 的

矩陣，如圖 6-13，再將每一筆資料乘以一個放大倍率，即可成為待測物與雷

射真實的距離，來做運用。 

 使用雷射計需要注意為雷射是會透光的，所以待測物如果是透明或是半

透明的皆會影響測量的準確度，所以可以另外用不透光的噴漆在其表面塗敷

上一層漆來做解決。另外是雷射是會被白光干擾。雖然 IL-300 本身自帶抗白

光干擾，但是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干擾，所以假如室內的照明燈是傳統的

白光燈泡或燈管而非 LED 的話，可以暫時將燈關閉，以增加測量的準確度。 

雷射位移計在刀具進給之測量，如圖 6-10 所示。本雷射位移計的測量

範圍在 160-450mm，所以雷射架設的位置必須距離待測物輪廓 160mm以上，

且表頭的雷射光元對準其中心位置，即可開始旋轉主軸，讀取雷射接收到的

值。 

 

圖 6- 10 雷射位移計置於床台測量方式 

 

圖 6- 11 使用 Labview 設計之雷射位移測量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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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2 雷射位移測量介面之圖形化 

 

圖 6- 13 使用雷射位移測量所擷取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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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ECAM 解析度測試 

 電子凸輪的建表上，取凸輪點的數量也會間接地影響到刀具位移的準確

度，由圖 6-14 與圖 6-15 可以發現，兩張圖的位移曲線都是一樣的，單純只

有凸輪點數上 90 點與 600 點的差異，但在兩條速度曲線上就有明顯的區別，

取 90 個凸輪點的速度曲線就比取 720 點的速度曲線還要平滑。主要原因是

在每個凸輪點之間的角度位置增量必須是遞增，則速度曲線斜率就會是正的；

如果增量遞減的話，其速度曲線的斜率就會為負值，也就是說，假設第一點

是 1，第二點是 3，兩點之間相差 2，而第二與第三點之間相差要大於 2 就表

示增量為遞增，如果沒有遞增的話，就會導致整條速度曲線斜率正負正負的

在做變換而產生如取 720 個凸輪點的速度曲線的鋸齒狀，而這種鋸齒狀就會

使馬達在運行時產生一種短脈波的動作，雖然肉眼看不到，但使用雷射位移 

計測量就會發現其精度的差異，如表 6.1 與圖 6-16。 

 

圖 6- 14 取 90 點電子凸輪之位移與速度圖 

 

圖 6- 15 取 600 點電子凸輪之位移與速度圖 

位移 

速度 

位移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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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本論文在電子凸輪的取點是使用 Matlab 將理論的位移曲線做差補

點所得到，但是取點的數量也需探討。取點太少所差補出來的點就不夠圓滑，

進而影響精度，如圖 6-17。再由表 6-1 的 240 點跟 600 點的 RMS 誤差就相

對上比其他點數的誤差還要大得多。本論文橢圓的輪廓是以曲柄旋轉 180 度

作為一周期，所以在做差補時，盡量以 180 的因數或倍數來做取點，如圖 6-

18，這樣可以使刀具依照電子凸輪在進行車削時，可以更準確地達到車削精

度，如圖 6-19 至圖 6-28。而在在 240 點與 600 點的刀具位移圖上可以發現

有明顯與理論車削曲線不一致的地方，這就是為何要取 180 的因數或倍數的

原因。 

表 6- 1 取不同的 ECAM 點數對應之位移 RMS 誤差量 

ECAM 點數 10 20 30 45 90 180 

RMS 誤差 0.17901 0.17922 0.11981 0.103568 0.08811 0.119483 

 

240 360 600 720 

0.160039 0.12885 0.156746 0.166145 

  

 

圖 6- 16 ECAM 點數與 RMS 誤差量之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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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7 使用 Matlab 將刀具的位移取 10 點做差補 

 

圖 6- 18 使用 Matlab 將刀具的位移取 90 點做差補 

 

圖 6- 19 以刀具的位移取 10 點做差補所得之刀具位移及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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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0 以刀具的位移取 20 點做差補所得之刀具位移及誤差 

 

圖 6- 21 以刀具的位移取 30 點做差補所得之刀具位移及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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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2 以刀具的位移取 45 點做差補所得之刀具位移及誤差 

 

圖 6- 23 以刀具的位移取 90 點做差補所得之刀具位移及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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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4 以刀具的位移取 180 點做差補所得之刀具位移及誤差 

 

圖 6- 25 以刀具的位移取 240 點做差補所得之刀具位移及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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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6 以刀具的位移取 360 點做差補所得之刀具位移及誤差 

 

圖 6- 27 以刀具的位移取 600 點做差補所得之刀具位移及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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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8 以刀具的位移取 720 點做差補所得之刀具位移及誤差 

在此本章節先做一個小結論，即一般會認為電子凸輪的點數取的愈多，

車削精度會提升。但經由前述驗證，如果電子凸輪取樣點數過多且取點未以

角度增量為正的方式來執行，會產生不連續速度變化而降低工件的輪廓精度；

但為了使速度平滑而使取樣點數過少，也會導致差補的解析度太差，導致工

件的輪廓精度不高。取樣點必須根據下述做處理：一是先確定曲柄的旋轉是

以多少度為一周期，而取其因數或倍數來做取樣點。二為取樣點時必須先瞭

解伺服馬達的速度曲線，不要使曲線有過大的鋸齒狀出現，才會使整體的精

度提升。本論文依據表 6-1 的數據，當電子凸輪點數取 90 點時，得到之 RMS

為最小，因此在後續之車削實驗皆以電子凸輪取樣點數為 90 個點來進行。 

6.3 橢圓車削 

 根據上一小節的到的結論，本章節將使用凸輪點數 90 點配合切削橢圓

率為 0.0862、0.1896、0.2931、0.3965，即其對應的最大切深分別為 2.5mm、

5.5mm、8.5mm、11.5mm 等，與轉速為 10rpm、30rpm、60rpm、120rpm 的

變化，再將刀具以空切與實際切削時探討其加工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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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刀具空切模擬橢圓車削 

 為了探討電子凸輪驅動曲柄做切削時的精度，暫且忽略實際車削時的外

在因素，如切削力、和摩擦力……等，所以在真正實際切削前，先讓刀具做

空切，並量測觀察刀具進給是否符合理論橢圓的外型輪廓，表 6-2 為刀具空

切的整體誤差表，而圖 6-29 為表 6-2 畫成的長條圖。由此表可以觀察到當橢

圓率愈大，也就是刀具進給量愈大時，整體的輪廓誤差也會增大，但是主軸

的轉速提高不會太過影響誤差量，而最大的誤差量也只有在切削最大的橢圓

時，所產生的 0.2mm 誤差，誤差最小則只有 0.05mm。圖 6-30 至圖 6-45 為

橢圓率 0.0862、0.1896、0.2931、0.3965 的刀具空切的最大進給量及其輪廓

誤差。 

表 6- 2 刀具空切不同橢圓率之於不同轉速的 RMS 誤差量 

           橢圓率(Ɛ) 

主軸轉速(rpm) 
0.0862 0.1896 0.2931 0.3965 

10 0.077525 0.103646 0.12885 0.12637 

30 0.07527 0.116488 0.08468 0.16775 

60 0.059489 0.08886 0.1382257 0.15529 

120 0.08554 0.10505 0.149275 0.209156 

 

 

圖 6- 29 刀具空切不同橢圓率之於不同轉速的 RMS 誤差量長條圖 

0.077525 0.07527
0.059489

0.08554
0.103646

0.116488

0.08886
0.10505

0.12885

0.08468

0.1382257
0.1492750.12637

0.16775
0.15529

0.209156

0

0.05

0.1

0.15

0.2

0.25

10 30 60 120

R
M

S
誤
差

轉速rpm

0.0862 0.1896 0.2931 0.3965



74 

 

 

 

圖 6- 30 轉速 10rpm 刀具空切橢圓率 0.0862(最大切深 2.5)之位移誤差 

 

 

圖 6- 31 轉速 30rpm 刀具空切橢圓率 0.0862(最大切深 2.5)之位移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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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32 轉速 60rpm 刀具空切橢圓率 0.0862(最大切深 2.5)之位移誤差 

 

 

圖 6- 33 轉速 120rpm 刀具空切橢圓率 0.0862(最大切深 2.5)之位移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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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34 轉速 10rpm 刀具空切橢圓率 0.1896(最大切深 5.5)之位移誤差 

 

 

圖 6- 35 轉速 30rpm 刀具空切橢圓率 0.1896(最大切深 5.5)之位移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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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36 轉速 60rpm 刀具空切橢圓率 0.1896(最大切深 5.5)之位移誤差 

 

 

圖 6- 37 轉速 120rpm 刀具空切橢圓率 0.1896(最大切深 5.5)之位移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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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38 轉速 10rpm 刀具空切橢圓率 0.2931(最大切深 8.5)之位移誤差 

 

 

圖 6- 39 轉速 30rpm 刀具空切橢圓率 0.2931(最大切深 8.5)之位移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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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40 轉速 60rpm 刀具空切橢圓率 0.2931(最大切深 8.5)之位移誤差 

 

 

圖 6- 41 轉速 120rpm 刀具空切橢圓率 0.2931(最大切深 8.5)之位移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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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42 轉速 10rpm 刀具空切橢圓率 0.3965(最大切深 11.5)之位移誤差 

 

 

圖 6- 43 轉速 30rpm 刀具空切橢圓率 0.3965(最大切深 11.5)之位移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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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44 轉速 60rpm 刀具空切橢圓率 0.3965(最大切深 11.5)之位移誤差 

 

 

圖 6- 45 轉速 120rpm 刀具空切橢圓率 0.3965(最大切深 11.5)之位移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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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實際橢圓車削 

本節探討橢圓實際車削，因本研究所設計的機台尚未考量剛性，所以在

選擇待加工件材料時，不考慮金屬材料，如鋁、銅、碳鋼……等，主要就是

恐轉速不足，使加工件與刀具相互摩擦，未達到切削之效果。而為了能夠驗

證所設計之刀具滑台在橢圓車削之可行性，故本論文使用質地較硬的蠟燭做

為加工件來切削，既不會因為加工件過硬，使主軸轉速的需求提高，也不會

因為有太多切削阻力，影響加工件的精度。圖 6-46 至圖 6-49 為所車削之橢

圓外型圖。表 6-3 為刀具實際切削的整體誤差表，而圖 6-50 為表 6-3 之長條

圖。 

 從加工精度方面來看，加工成品確實有因為切削力的關係而導致精度不

如刀具空切時，從橢圓率最小到橢圓率最大，其誤差分別大約為 0.065mm、

0.139mm、0.169mm 與 0.326mm，其中，有些輪廓的細微凸出是由於因為切

削時的蠟削黏於外徑上，而在切削最大橢圓率時，也因為切削量較大，而刀

具的前間隙角不夠大，導致在邊緣有幾處被刀具的前間隙角磨耗，如圖 6-51，

導致有些許的變形。圖 6-52 至圖 6-67 為橢圓率 0.0862、0.1896、0.2931、

0.0.3965 實際橢圓車削的刀具進給量及工件輪廓誤差。 

 

 

圖 6- 46 車削橢圓率為 0.0862 之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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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47 車削橢圓率為 0.1896 之成品 

 

圖 6- 48 車削橢圓率為 0.2931 之成品 

 

圖 6- 49 車削橢圓率為 0.3965 之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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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3 刀具實切不同橢圓率之於不同轉速的 RMS 誤差量 

           橢圓率(Ɛ) 

主軸轉速(rpm) 
0.0862 0.1896 0.2931 0.3965 

10 0.097694 0.166142 0.20048 0.44468 

30 0.0654 0.150827 0.169362 0.405628 

60 0.083042 0.13983 0.270278 0.50346 

120 0.092146 0.18666 0.32963 0.32603 

 

 

圖 6- 50 刀具實切不同橢圓率之於不同轉速的輪廓誤差量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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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51 刀具前間隙角過小造成磨耗之示意圖 

 

 

圖 6- 52 轉速 10rpm 刀具實切橢圓率 0.0862(最大切深 2.5)之輪廓誤差 

▲為需車削掉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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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53 轉速 30rpm 刀具實切橢圓率 0.0862(最大切深 2.5)之輪廓誤差 

 

圖 6- 54 轉速 60rpm 刀具實切橢圓率 0.0862(最大切深 2.5)之輪廓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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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55 轉速 120rpm 刀具實切橢圓率 0.0862(最大切深 2.5)之輪廓誤差 

 

圖 6- 56 轉速 10rpm 刀具實切橢圓率 0.1896(最大切深 5.5)之輪廓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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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57 轉速 30rpm 刀具實切橢圓率 0.1896(最大切深 5.5)之輪廓誤差 

 

圖 6- 58 轉速 60rpm 刀具實切橢圓率 0.1896(最大切深 5.5)之輪廓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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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59 轉速 120rpm 刀具實切橢圓率 0.1896(最大切深 5.5)之輪廓誤差 

 

圖 6- 60 轉速 10rpm 刀具實切橢圓率 0.2931(最大切深 8.5)之輪廓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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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61 轉速 30rpm 刀具實切橢圓率 0.2931(最大切深 8.5)之輪廓誤差 

 

圖 6- 62 轉速 60rpm 刀具實切橢圓率 0.2931(最大切深 8.5)之輪廓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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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63 轉速 120rpm 刀具實切橢圓率 0.2931(最大切深 8.5)之輪廓誤差 

 

圖 6- 64 轉速 10rpm 刀具實切橢圓率 0.3965(最大切深 11.5)之輪廓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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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65 轉速 30rpm 刀具實切橢圓率 0.3965(最大切深 11.5)之輪廓誤差 

 

圖 6- 66 轉速 60rpm 刀具實切橢圓率 0.3965(最大切深 11.5)之輪廓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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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67 轉速 120rpm 刀具實切橢圓率 0.3965(最大切深 11.5)之輪廓誤差 

第七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本論文成功地開發可應用於橢圓車削之新型快速刀具滑台雛型機，並且

建立其車削進給機構之運動學分析，再以粒子群最佳化演算法合成該快速刀

具滑台機構尺寸。在硬體實現上，主要以曲柄連桿裝置配合台達 A2 伺服馬

達驅動的刀具滑台為主要架構，利用 NI Single Board Rio-9632 為控制平台，

並藉由 Labview 設計人機介面。為實現精確橢圓車削，文中再以反向運動學

規畫曲柄轉動軌跡，並藉由伺服驅動器內部的電子凸輪編輯器建立凸輪表格，

以進行基於車削的橢圓加工。由測試實驗顯示，本研究所開發之新型快速刀

具滑台，可成功地車削出各式不同橢圓率的橢圓外形。最後並透過雷射位移

計測量刀具空切與實際車削之精度，探討影響橢圓車削精度之參數，顯示刀

具空切時的誤差是刀具的最大切深而非主軸轉速。當最大切深愈大，其橢圓

輪廓誤差量就愈大。在本實驗中，當最大切深為 11.5mm 時，其誤差量最大

為 0.21mm，最小為 0.12mm，加工後成品之大誤差量為 0.5mm；當最大切深

為 2.5mm 時，其誤差量最大為 0.085mm，最小為 0.059mm，成品之最大誤

差只有 0.065mm。 

  雖然本論文所設計之基於車削之刀具滑台機構，可成功地進行橢圓車

削，但目前所進行車削測試的工件材料為硬質蠟燭，未來將建立該刀具滑台

的動態模型，分析其剛性、震動等，並直接架構在車床刀座上，以期可車削

金屬工件，提升該刀具滑台加工的穩定性與加工件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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