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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機械手臂除了傳統取放物料的應用，逐漸開始
應用於製造加工，例如：焊接、拋光、去毛邊、噴
塗等，機械手臂傳統的檢測方式，包括量表、雷射
干涉儀、雷射追蹤儀等，量表以及雷射干涉儀每次
僅能量測單軸精度誤差，而雷射追蹤儀在價格昂貴
無法大量導入產線。
本論文收集機械手臂運作數據，包括：控制器
速度、座標、電流負載、端點睛度數據等，建立精
度檢測模型，檢測機械手臂端點精度，優化調整機
械手臂加工速度，調整移動速度 10%~50%，精度差
異 可 優 化 0~1mm/dot ， 穩 定 性 安 定 時 間 可 縮 短
2000ms。

robotic arm, optimizes and adjusts the processing speed
of the robotic arm, and adjusts the moving speed by
10% ~50%, the accuracy difference can be 0~1mm/dot,
and the sta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time can be shortened
by 2000ms.
Keywords：Robot、Accuracy Detection

1. 前言
隨著近幾年工業機械手臂的需求量以平均每
年10%~15%的增加趨勢，另一方面機械手臂成本也
逐步下降至百萬以下，未來機械手臂的擴散效益與
日俱增是可預期的發展；此外，機械手臂在製造業
現場應用情境，預估將逐步的從單純的搬運行為進
階成為加工製造行為，依照 IFR World Robotics 統

關鍵詞：機械手臂、精度檢測。

Abstract

計報告，目前機械手臂其運作行為包括搬運、焊接、
噴塗、後處理以及其他，可觀察到目前非單純搬運
行為已經超過一半以上，其原因為工業型機械手臂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application of picking and
placing materials, robotic arms have gradually begun to
be used in manufacturing and processing, such as
welding, polishing, deburring, spraying, etc. The
traditional detection methods of robotic arms include
gauges, laser interferometers, laser trackers, etc. ,

為六軸自由度組成，相較於傳統金屬切削工具機三
軸/五軸結構的設計在加工靈活自由度上取得了相
對優勢，此外，近年來的國際機械大展也開始看到
許多機械手臂進行切削加工的展示情境，估計後續
十年的機械手臂將開始進入核心的加工程序，機械
手臂應用類型統計如下圖。

Gauges and laser interferometers can only measure
single-axis accuracy errors each time, while laser
trackers are expensive and cannot be introduced into
the production line in large quantities.
This paper collects the operating data of the robotic arm,
including: controller speed, coordinates, current load,
end point eye data, etc., establishes a precision
detection model, detects the end point accuracy of the

圖 1. 機械手臂應用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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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架構

確性，此外，增加機械手臂同步訊號確認手臂座標

本系統整體系統包含：1.機械手臂、2.電流感
測器、3.工業電腦、4.檢測設備、5.人機操作介面。

與電流具備對應關係，擷取範圍包括機械手臂1~7
軸電流。系統中有一工業電腦負責串接周邊各設備，
包括：透過 Ethernet 與機械手臂、檢測平台、電流
感測模組進行通訊串聯，並透過影像輸出人機介面。

圖 2. 整體系統架構
機械手臂採用工業型機械手臂，alpha site 使用聯達
智能機械手臂，Beta site 採用發那科機械手臂

圖 4. 電流感測
檢測設備可以對於機械手臂端點進行精度檢測，包
括一個三軸移動平台和一個雷射觸發感測器。

FANUC 六軸機械手臂如下圖，其規格表為表2.3

圖 5. 檢測平台
圖 3. 工業機械手臂
表 2. 工業機械手臂規格

機 械 手 臂 通 常 預 設 有 一 TCS 坐 標 系 (Tool
Coordinate System)，TCS 的平面綁定在第六軸的法
蘭盤平面上，此時，TCP 在法蘭平面的中心，而當
更換工具時，則需要更換 TCP 重新設定至工具端
點位置。機械手臂通常需要掛載不同工具，造成不
同工具中心點，而機械手臂一次只能處理一個工具
中心點，所以包括末端的位置與姿態需要透過運算
回饋機械手臂。自動化端點檢測可採用雷射光紅光
650nm, 1mW，並且透過檢測觸發時產生 XYZ 量測
數 值 輸 出 ， 三 軸 量 測 準 確 度 約 達 X<0.01mm,
Y<0.01mm, Z<0.01mm，設備內建正壓吹氣防護機

機械手臂控制器包含電流負載參數作為初始端電

構可降低灰塵侵入，外殼材質採鋁合金，工作電壓

流，除此之外，本系統外掛霍爾元件擷取外部電流

24VDC。

感測訊號作為目標端電流依據以確認電流訊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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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距離、速度，電流數據則先計算平均負載趨勢
線，再找出偏離值的次數作為參數。

圖 6. TCP 檢測儀
操作介面包括手臂啟動、停止、速度調整、座標監
看、移動控制、程式上下傳等。人機介面設計需兼
具檢測平台與機械手臂獨立控制功能，因在不同場
預、環境、情境的不同隨時會進行座標、速度、連
線 IP、圓點歸零..等等調整，因此在下圖中，左邊為

圖 8. 學習階段(Learning Phase)

檢測平台獨立控制項目可設定 IP、Port、PLC 執行

回想階段則是將機械手臂運作數據搭配學習階段

buffer 號碼選擇、軸向、參考位置、反饋位置、執行

所訓練的預測模型，進行機械手臂精密度預測。

次數、移動速度和是否搭配 Z 軸進行三維同動。在
右邊為機械手臂獨立控制項目可設定 IP、選擇 IP、
抓取關節座標、TCP 末端中心做標、手臂加減速度、
遠端執行加工程式(Star)、緊急停止(Hold)..等等。

圖 9. 回想階段 (Recall Phase)

2.4. 系統驗證場域
本系統挑選汽車板金焊接場域進行系統 BetaSite 驗證測試，國內汽生零件生產近年來製造生
產技術提升也逐漸導入自動化設備，焊接製程大
致分為接觸式的電阻焊接(Resistance Welding)與非
圖 7. 人機介面

2.3.

實驗規劃
系統數據流可分2階段為：學習階段(Learning

接觸式的電弧銲接(Arc Welding)，其中電阻焊接又
分為點焊(Spot Welding)、縫焊(Seam Welding)、凸
焊(Projection Welding)、對焊(Butt Welding)，汽車
板金屬於電阻焊接的點焊製程，原理為對於兩個

Phase)、回想階段(Recalling)。學習階段將收集機械

以上的金屬薄件同時「加壓」與「加熱」，將數十

手臂運作數據包括：控制器數據(Controller Data)、

到數十萬的安培電流通過焊件產生電阻熱效應，

電 流 負 載 (Current Loading) 、 精 度 數 據 (Precision

利用其熱能將焊件產生熔融物形成金屬結合的一

Data)；其中控制器數據和電流負載可以描述機械設

種焊接法，其焊接系統包括機械手臂、點焊槍、

備的及時運作狀態，精度數據則是代表機械手臂的

滑台、焊件、控制箱、端點檢測儀器，驗證場域

健康狀態；控制器數據和電流數據由於是連續數據， 如下圖所示。
故，需針對數據取出特徵值，控制器數據換算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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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過程中由機械手臂機箱中外掛電流感測器擷
取六軸向的電流數據，如下圖，以及取得控制器
座標數據等運作參數，用於建構預測模型

圖 10.驗證廠域示意圖
機械手臂自動化焊接工作站，現場設置 TCP 檢測

J1A

J6A

J2A

J5A

J3A

J4A

量測儀器取得端點檢測數據，機械手臂以三軸方
向移動檢測，依序 X 軸移動、Y 軸移動、Z 軸移
圖 13.驗證廠域示意圖

動技術空間位置，累計檢測數據計算平均值與差
異值。

導入機械手臂精度預測模型後，傳統上機械設備
採用定期的預防式維護策略，可以改良為預測性
維護，以不定週期方式進行機械設備維護，減少
機械設備維護的花費時間。

圖 11. 機械手臂焊槍端點檢測
廠域原本以人工目視檢測方式進行機械手臂端點
精度檢測，無法建立智慧化應用，經常發生調機
時間過久也無法預知設備狀態異常，使用 TCP 端
點檢測可以得到端點檢測數據。

圖 14. 預測性維護

2.5. 系統操作程序
整體系統相關流程如下圖，兩階段過程包含 1.
初始設置以及 2.系統校正程序反覆執行，初始設定
僅執行一次，校正程序依照生產線場狀態執行，可
圖 12. 預防性維護檢測資料數位化

搭配保養維修週期來進行，例如: 每周執行、每月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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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設置主要啟動各系統元件，包含機械手臂

2.6. 結論與未來展望

檢測路徑設定、電控箱設置有一電源開關需手動開
啟、啟動相關體介面等程序，接著開始進行標準化
程序，需先確認手臂健康可運行狀態，再以目前狀
態作為機械手臂標準狀態，手臂開始進行檢測路徑
營動，系統將學習目前標準狀態時的工作站運作訊
號，系統將運作結果輸出並儲存。
透過系統學習設備標準狀態後開始進行校正
程序，手臂執行檢測路徑擷取精度誤差數據同步取
得控制器座標以及電流感測資料，系統計算各軸向
誤差數值寫回控制器補償工具表，相同校正程序固
定周期反覆執行累積數據。

最終，調整訓練模型參數並且以 MAPE 作為
模型精進的評估指標，參數調整包括 Hidden
Number、Learning Rate、Epoch iteration，如下
表，其中 Epoch iteration 的改變可以降低
MAPE，當 MAPE 降低至 10 以下，則預測精度
可模擬 TCP 檢測儀器。
透過即時掌握精度可藉此提升機械手臂運作
速度 10%~50%，如此，產線可兼顧精度與手臂加
工效率。人工智慧技術應用於虛擬量測，可以擴
大至製造生產許多相關檢測設備，由實體檢測設
備轉換為虛擬檢測模型，不僅提升檢測效率也大
幅降低成本。
表 2. 模型訓練參數
Hidden

Learning

Epoch

MAPE

Number

Rate

iteration

8

0.8

100000

29.43

8

0.8

1000000

16.58

8

0.8

2000000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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