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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本研究一種以撓性腱當成驅動裝置的並聯

式平台，探討此平台機構構造、運動、與靜力
分析的影響。本研究計劃為兩年期計畫，首先
分析一種具有撓性腱元件的連桿組機構的運動
構造、運動性質與控制性，再進行發展設計之
準則與試作一以撓性腱驅動方式之平台機構。
本研究計劃之理論發展成果分為兩個部分。首
先，經由探討腱驅動平台的各種線型態與工作
空間、奇異點位置的關係，以及加入多餘度對
腱驅動平台的影響，建立腱驅動平台線型態設
計的規則。另一部份，在探討腱驅動平台靜力
平衡與平台運動和操控的關係，藉由適當規劃
腱的內力，以達到腱力量調配和增加操控性的
目標。最後本研究亦已完成試作一以電腦操控
之腱驅動平台，可以供後續研究發展之用。本
研究不僅可以擴展連桿組機構控制驅動之型
式，亦可促成將腱驅動器的應用實現，並可能
對發展與創新新型式的平台機構有所助益。

關鍵字：腱驅動平台、線型態、工作空間

ABSTRACT
This two-year research is aimed to investigate a 

special type of platform mechanisms, in which tendons 
are used as the actuators. Because of the flexible 
tendons, the kinematic structure and the motion, and the 
applied forces of the tendon-driven platform 
mechanisms will b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ordinary 
rigid-body type linkages. The result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opics: the kinematic design concept and the 
force analysis. In the first part, the study concerns the 
wire-configuration design criteria of tendon-driven 
platforms (TDP).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wire 
configuration and the workspace and singularity are 
investigated, and their examination procedures are 
developed. In the other part of this study, the goal is to 
investigate the tendon force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in an 
indeterminant system, a tendon-driven platform (TDP).
A computer controlled model of the tendon driven 
platform has been  designed and prototyped. This 

research will extend the possible usage of tendons in 
the application of linkages, and it is hoped that the 
interests on new and useful tendon-driven platform 
mechanisms can be introduced through this study.

Keywords：tendon-driven platform-mechanism, 
wire-configurstion, workspace

一、 緒論

腱驅動平台(tendon driven platform, TDP)係一
種並聯式機構，是以撓性元件取代一般平台機
構中之剛性制動桿件，以進行工作平台之操
控。其中撓性元件係指腱(tendon)、線(wire、string)
或纜線(cable)。如圖 1 所示，腱驅動平台係由地
桿(base)、輸出桿(platform)及線(wire)等三大部分
組成，線元件連接地桿與輸出桿，藉由調整線
長改變輸出桿的位置，直接控制平台的位置。

base

platform

wire

圖 1 腱驅動平台示意圖

腱為撓性元件，只能承受拉力(tension)，無
法承受壓力(compression)與彎曲力矩(bending 
moment)。腱驅動平台操作中，腱需保持張力且
在各腱形成靜力平衡的狀態下，才能維持工作
平台的位置與姿態。

由於腱上之張力為單向力，所以當工作平台
具有一個自由度時，需要兩條腱；具有兩個自
由度時，需要三腱；當具有三個自由度時，即
需要四條腱以達成靜力平衡，因此完全拘束腱
驅動平台所需的最少腱數，平面中需四條腱，
空間中需七條腱。

腱驅動平台為可藉由改變腱長度，以控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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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運動的完全拘束簡單含線機構。簡單含線機
構係指平台與基座間僅以線元件連接。

線型態係指腱驅動平台在使用固定腱數
下，腱連接於平台上之連接點與基座上之接地
點間的位置及對應次序。

腱驅動平台的工作空間定義[15]即為所有平
台能抵抗外力與外力矩的姿態的集合。當腱驅
動平台到達某一位置時，其係處在一靜力平衡
的狀態，否則平台無法到達此位置，此項特性
成為腱驅動平台之工作空間的限制條件。

可以藉由增加腱數而增加腱驅動平台的多
餘自由度。對腱驅動平台而言，若機構欲具有 n
個自由度，最少所需腱數為(n+1)腱，若腱數增
加至 m 條腱，其中 m >(n+1)，則增加了(m-n-1)
個多餘度。具多餘度的腱驅動平台，當某幾條
腱斷裂或失效時，平台的操控性變差，但仍能
進行操控。

    當腱驅動平台於重力場中操作，且重力
於實體腱的作用平面具有分量時，必須考慮重
力對平台的影響；重力的作用方向固定，大小
量值亦固定。腱驅動平台所使用的腱，可區分
為實體腱及虛擬重力線，虛擬重力線一端接在
工作平台的重心位置，另一端則接在朝地心方
向的無窮遠處，即虛擬重力線恆平行於重力方
向。

本研究主要可分為兩個部分：1.腱驅動平台
的線型態的分析與設計，與 2.腱內力的分析與
調配。並進行設計一以電腦操控的腱驅動平台
機構，以驗證其運動與作用力對其可控制之影
響。與線驅動平台之相關資料蒐集見參考文獻
[1-23]。其中[22, 23]與本計畫有直接相關。

今就上述兩部分及所發展之平台，分別敘述
於後。

二、 腱驅動平台機構之線型態理念設計

腱驅動平台中腱的數目及其與基座的連接
方式，即為線型態。進行腱驅動平台線型態規
劃之基本步驟如下：1.標示接地點與連接點；2.
排列線型態；3.篩選同型線型態。

在平面四腱腱驅動平台的各種連接線型態
中，進行線型態篩選，結果僅有三型線型態不
同構，如圖 1 所示。

圖 1 四腱分散連接線型態

如果至少有一個接地點上有兩條以上的線
元件連接，平面腱驅動平台在使用四條腱的限
制下，接地共點的情形共有兩種，分別為具有
兩個接地點或三個接地點，如圖 2 所示。

圖 2 四腱接地共點線型態

當重力場對腱驅動平台之運動產生影響
時，可將重力場模擬成一虛擬重力線並配合其
它的腱進行線型態規劃。當以四腱腱驅動平台
的線型態為基礎，加入重力的考量時，將平面
四線腱驅動平台鉛直放置，以不同的邊作為底
邊，可得到不同的線型態，排列出之線型態如
圖 3 所示。

圖 3 四實體腱一虛擬重力線之線型態規劃

以前述之腱驅動平台線型態規劃步驟排列
歸納五腱腱驅動平台線型態，在分散連接線型
態中，共有 120 組線型態，篩選同類型之線型態
後共有八種分散連接類型，如圖 4 所示。

圖 4 五腱分散連接線型態

由於腱驅動平台之線型態不同，其工作空間
及奇異點特性亦各有不同，本研究已經發展出
計算方法，並探討在不同的分散連接、連接共
點以及接地共點之腱驅動平台線型態中，其各
相關工作空間之關係。空間腱驅動平台具有六
個自由度，所需要的最少腱數為七條腱，可包
含實體腱與虛擬重力線。經由如同對平面腱驅
動平台的討論及分析方式，再來對其不同線型
態、工作空間與奇異點的亦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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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歸納出線型態設計規則，可作為設計腱驅
動平台的參考，線型態之設計規則整理如下：

1. 在四腱腱驅動平台的線型態中，可將線交叉
配置，且線交叉於平台外部，線配置必需成對
稱分布，可使平台的可旋轉角度增大。

2. 為得到較大的工作空間，四腱腱驅動平台中
不宜採用接地共點，應採用分散接地，且在接
地共點的線型態中至少需要兩個接地點。

3. 平面腱驅動平台中，對於平台上的連接共
點，需要兩個以上的連接點。

4. 進行四腱線型態規劃時，應避免將線重合，
且接地點所形成的基座幾何應避免與連接點
所形成的平台幾何相似，可避免產生奇異點。

5. 關於虛擬重力線的應用，若腱驅動平台設計
於重力場中使用，可將其它實體腱移至抵抗重
力的方向，以增大平台的靈敏度。

6. 於空間腱驅動平台中，平台上需要三個以上
連接點，而基座上至少需要四個以上的接地
點，符合以上條件的線型態，才有對應的工作
空間。

7. 進行空間腱驅動平台的線型態規劃時，若選
擇的基座與平台的幾何外型相似，或將多線連
接於同一點，可能產生奇異點。平台上至少應
該有三個以上的連接點，可降低奇異點的發
生。若加入多餘度，對奇異點不一定具有正面
影響。

三、 腱驅動平台之腱內力分析與調配

本研究此部分的目的，主要在於藉由研究腱
驅動平台的靜力平衡與平台本身的運動和操控
的關係，提出一套腱內力的調配法則，使腱能
維持一固定張力並避免力量過大﹔腱內力若控
制在此範圍內，一來避免腱過度鬆弛造成的平
台易受外界擾動，二來避免腱過度緊繃。

理論之探討係以平面四腱腱驅動平台為對
象出發，再予以衍生至不同種類與空間之腱驅
動平台。首先計算腱驅動平台的逆向運動學，
藉由輸入平台的姿態，求得在不同平台姿態時
各腱的姿態，再配合平面平台的靜力學分析，
研究腱驅動平台的靜不定問題，並引申至空間
中的平台之靜不定的情形，最後提出兩種解決
靜不定問題的可行方案：1.以一特定腱之內力分
析而予以限制，2.加入彈性元件，以控制內力。
並利用加入彈性腱或虛擬重力線於機構中，探
討其可行性以及對機構造成的影響。

由運動方程式及力學方程式可知：平台的靜

力平衡式中，共有六組方程式（力平衡與力矩
平衡各三組）以及七個未知數（七組腱內力），
故平台腱內力為無限多組解，需輸入一組腱內
力值方可以使平台在該限制條件下有一組解。

探討腱驅動平台的腱內力調配法，首先比較
含虛擬重力線和彈性腱的平台特性，以應用在
各種不同使用需求。

若考慮虛擬重力線，利用虛擬重力線使平台
能固定得到某方向的拉力，從而讓平台其他腱
能維持緊繃。又因為虛擬重力線作用力量大小
為定值，不會隨平台姿態而改變，故可以計算
出各腱在各處所承受的內力值。

由上論述得知：利用虛擬重力線取代四腱平
台中的一條一般腱，可以使平台有一組唯一
解，若使用更多的彈性腱取代平台其他的一般
腱，僅會使相依方程式增加，平台腱內力在相
同姿態仍有該組唯一解。故不論使用多少組彈
性腱取代平台中的一般腱，皆不會對平台的運
動空間產生影響。

在達成以彈性腱得知腱內力的功能後，討論
如何應用平台的靜不定以及彈性腱的特性達成
力量調配的目的。另外探討五腱平台在何種狀
況下具有解，以及其靜力方程式的解型式為
何，從而提出各種不同形式的腱驅動平台之腱
內力調配的方法以及限制條件。

本文針對使用特殊腱的平台進行探討，而有
以下結論：  

１.使用彈性腱的確可解決平台的靜不定問題，
且對平台特性無任何影響，平台的解由「無限
多組解」轉變而成「無限多之一組解」。

２.無虛擬重力線之四腱平台其各腱內力呈等倍
變化。

３.使用虛擬重力線取代一般腱可解決平台的靜
不定問題，使平台達到靜平衡﹔然平台的特
性，諸如運動空間及靜力學等，皆會有所改
變。

４.使用彈性腱或是普通腱的平台，不管加入多
少組的彈性腱，並不影響原來的平衡狀態。

５.使用彈性腱可以達到控制腱內力的目的，運
用此特性可控制腱內力於特定範圍內或是調
配五腱平台的腱內力。

四、 腱驅動平台之試作與模型原型機

在平台運動之過程中，必須時時檢核運動軌
跡，可以再配合速度最佳化，而擬定一更佳之
運動策略。為了觀察腱驅動平台的特性，並與
理論推導相對照，本研究完成腱驅動平台的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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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目前腱驅動平台以可以完成直線行進以及
走圓形軌跡，其主要分為硬體系統架設以及程
式編寫兩部分。

圖 5 為所設置之腱驅動平台架構，硬體系統
部分主要有機架、伺服馬達、捲線器、馬達架、
平台以及出線口﹔腱驅動平台的控制是利用電
腦計算平台之逆向運動學，以求得四組腱長的
改變量，再轉換成控制四組腱長的四個馬達所
需的旋轉量﹔電腦透過控制卡以及驅動器驅動
伺服馬達。

圖 5 腱驅動平台圖

五、 結論

本研究計劃第一年執行，偏重於理論分析之
部分。第二年則針對理論發展及進行設計一以
電腦操控的腱驅動平台之模型原型機開發為
主。理論的發展有兩個主題：1.腱驅動平台的線
型態的分析與設計，與 2.腱內力的分析與調配。
經由本研究已建立腱驅動平台線型態設計的規
則並已發展對腱驅動平台腱的內力分析與調配
的方法，達到腱力量調配和增加操控性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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