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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負責老師：任復華

•職稱：副教授

•學歷：哥倫比亞大學機械工程研究所博士

•授課：機器人概論、機構學、機電系統概論、

智慧製造技術、自動控制

•專長：機器人應用、系統整合、創意機構設計、
智慧感測技術、AIoT、運動器材設計

•榮譽： 98、106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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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實驗室—特色簡介

• 以機器人、自動化、智慧控制為主軸，培育學
生認識智慧自動化與機電整合，逐步導入觀念
、流程、技術及系統整合，並訓練應有的實務
技能。

• 配合課程規劃、師資專長、及區域產業特色，
建立機器人應用控制、自動化技術、系統整合
與研發實作等技術。

• 提供機電系統概論、機器人概論、機構學、自
動控制等相關主題之課程與實驗，及產學實務
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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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實驗室—支援課程

項次 支援課程 年級 學生就業力提升

1 機電系統概論 一年級  提升學生機電整合
專業技能

 培育機器人自動化
工程領域人才

 結合產學計畫與產
業無縫接軌

2 自動控制 二年級

3 機構學 二年級

4 機器人工程 三/四年級

5 機器人概論 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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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實驗室—重要儀器設備

項次 儀器設備名稱 數量 用途
經費

（千元）

1 SCARA robot – Serpent I 1 機器人基礎訓練

2
Articulated robot –
SCORBOT ER V

1
機器人基礎訓練

3 Industrial robot – KUKA 6 1 機器人進階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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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運動控制系統訓練--
速度與位置感測器與控制器
壓力感測器與控制器
光感測器與控制器
液位與流量率感測器與控制器
雙螺旋槳 MIMO 控制系統
行星齒輪式倒單擺系統

1

機構運動感測與控制教
學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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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實驗室—重要儀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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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儀器設備名稱 數量 用途
經費

（千元）

5

ZMP機器人教學系統
e–NUVO BASIC
e–NUVO WHEEL
e-NOVO WALK

24

人形機器人基礎教學與
應用系統

6
輪型機器人 X80

1
輪型機器人綜合應用學
習

7
輪型機器人 I90

1
輪型機器人綜合應用學
習

8
輪型機器人 I-Homer

1
輪型機器人綜合應用學
習



5軸水平關節型機器人 6軸關節型機器人 6軸關節型機器人

輪型機器人 I90 I - Homer

機器人實驗室—重要儀器設備

e–NUVO 機器人 7



行星齒輪式倒單擺系統

機器人實驗室—重要儀器設備

速度與位置感測器與控制系統 壓力感測器與控制系統

光感測器與控制系統 雙螺旋槳 MIMO 控制系統

液位與流量率感測器與控制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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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節式機器手臂 史卡拉機器手臂

機器人實驗室—重要儀器設備

3D列印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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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周轉輪系機構設計

機器人實驗室—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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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實驗室—研發成果

靜態人體偵測裝置 11



六軸機械手臂雕刻加工之應用

以庫卡(KUKA)六軸機械手臂KR 5 Sixx R650 為主體，搭配
原廠機械手臂之軟體，設計開發多種形狀參數式的程式模組
，利用預先規劃的基本幾何形狀，包括圓形槽、三角形槽、
及矩形槽，使工藝品能夠快速的成型 12

機器人實驗室—研發成果



六軸機械手臂之奇異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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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理論與實踐，透過工業機器人KUKA KR5 sixx R650，利用
線性代數與向量、矩陣、行列式等概念，進行可視化6自由度機
器人的各種奇異點。

機器人實驗室—研發成果



控制系統識別之實務研究

結合Arduino、MATLAB、Simulink及感測元件，進行控制之模
擬及運算，用於直流馬達驅動之滾珠螺桿平台移載系統之控制，
從蒐集馬達實驗數據，運用曲線擬合技術，建立馬達的一階數學
模型，進而建立移載平台系統二階數學模型，最後將PID控制法則
用於運動控制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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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實驗室—研發成果



利用三菱PLC作為智慧通信平台，聯結HIWIN的SCARA手臂和關節
式手臂，執行兩手臂上平台軌道的對接運轉任務，使軌道車輛slot car

在兩平台軌道上轉移並持續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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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機器人協作之研究

機器人實驗室—研發成果



機器人實驗室—近年成效

 樓梯輔助升降總成結構，中華民國專利，發明第I531706號

 貼標機導軌及膜料自動接料研究計畫，產學計畫—旭源包
裝

 電子圖檔委託案計畫，產學計畫—瑞騰光電

 智慧型空調偵測技術開發，科技部—大專生參與研究計畫

 高鐵繼電器翻修作業，專案計畫—工業技術研究院

 可調式雙向運動之氣壓系統，專案計畫—專利申請中

 灌墨機設計與開發，產學計畫—博帝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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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實驗室—碩班畢業校友

畢業年 姓名 備註 畢業年 姓名 備註 畢業年 姓名 備註

97 高涵鈞 101 詹育峻 105 吳傳鴻

98 饒有銘 101 麥保忠 越南 106 楊皇龍 越南

99 吳易陶 102 杜世勤 越南 107 歐俊辰

99 杜光長 越南 102 徐傑泰 108 埃斯里 菲律賓

99 阮明玉 越南 102 洪文晉

100 阮保忠 越南 103 黃炫仁

100 何玟璟 103 明樂強

100 李宗霖 103 楊朝欽

100 許坤銘 104 張仲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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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實驗室

敬請指教
18

歡迎加入/成為
智能機器人

把握現在，充實自己，迎接機器人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