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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醫學迅速的發展，傳統的裸金屬血管支架無法達到目前的醫療需求，而塗
藥血管支架可以藉由負載藥物達到更有效的治療。於是塗藥血管支架在治療心血
管疾病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位置，且創新設計的儲藥槽式塗藥血管支架更是未來
植入式醫療器材之流行新趨勢。未來不僅可以更有效的應用多種藥物在同一支血
管支架上，更可以藉由控制釋放藥物的時間，使血管支架作為藥物載具有更高的發
展潛力與可能性。不過現今的塗藥血管支架製造中，多是以噴霧式完成塗佈藥物。
然而以人工塗佈藥物無法具有較高的穩定性，且噴霧式噴嘴大範圍塗佈會造成藥
物的浪費。塗藥血管支架表面上如果過度塗佈，很容易對治療有不良影響。且目前
的塗佈方式更是無法應用在儲藥槽式塗藥血管支架上。
由於塗佈流程是塗藥血管支架製造的最後一步，血管支架表面容易與原先的
血管支架設計圖有差異，會無法完成指定位置的塗佈。為了克服上述的缺點，本研
究設計、開發、實作出一臺新型的藥物載具自動塗佈系統。此系統中以自動化改善
人工塗佈，更將噴霧式塗佈改為定點塗佈，並且可以應用在儲藥槽式塗藥血管支架
上，達到階段性釋放的可能性。硬體部分是由精密移動控制機構、光學影像定位機
構、藥物塗佈控制機構所設計整合完成。而軟體部分是利用 C#、OpenCV、OpenGL，
以及本研究自行整合開發的自動塗佈系統工具包（ACSTK）進行軟體與功能的撰
寫，進而完成整個自動化系統的整合實現。
本研究首先應用機器視覺的技術為血管支架做影像建模定位，並且利用影像
處理技術自動辨識出血管支架表面與儲藥槽的特徵，控制藥物塗佈控制機構進行
定點塗佈。最後不同尺寸與型態的血管支架進行此自動化系統驗證，結果顯示本研
究都可以成功地完成定位、塗佈等功能。本研究所設計之自動塗佈系統，除了可以
應用在多種不同的血管支架上，也擁有多種塗佈功能，大大提升血管支架的價值。

關鍵字：藥物載具、塗藥血管支架、機器視覺、影像建模定位、自動光學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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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anks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edical devices, the drug-eluting stent play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eatment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Tradition bare
metal stent have not met current requirements, and drug-eluting stent is able to provide
more effective treatment by drug delivery. The novel drug-eluting stent design with
micro-sized drug reservoirs (drug-eluting depot stent) will become the new trend of
implantable medical equipment. Down the line, different types of medicine can be coated
on a vascular stent, and physicians will be able to control release time of the medicine,
empowering drug-eluting stents with more possibility and potential.
Currently, the coating of drug-eluding stent is processed manually with spray nozzle.
However, manual handled coating does not make drug-eluting stent more stable, and
spray nozzle causes waste of medicine due to the wide coating range. What is more
serious that over-coating on the vascular stent surface could have bad impact on many
treatments. In addition, the current coating method must not apply to depot drug-eluting
stent, and does not achieve the novel treatment of releasing drugs with different stages.
To combat the above disadvantages, this research designed and developed a new
automatic coating system of drug delivery vehicles. This automatic system not only
improved manual handling coating, but also changed spray nozzle to micro-glass nozzle
to achieve target coating. With thes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the coating of depot 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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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uting stent became feasible. In this automatic system, the self-designed hardware was
integrated with three mechanisms including the Precision Motion Control Mechanism,
the Image Modeling and Position Mechanism and the Drug Coating Control Mechanism.
The software was built with C-Sharp (C#) programming language and multiple libraries,
including OpenCV, OpenGL, and the self-developed toolkit ACSTK. The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entire the automation system was completed.
Before the coating process, drug-eluting stent had to undergo a lot of manufacturing
process such as heat treatment and electrical polishing. The drug-eluting stent actual
surface and design surface could have much difference.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used
vascular stent images to achieve image modeling and positioning with machine vision
technology. Moreover, the system was able to automatically identify vascular stent and
micro-sized drug reservoirs characteristics utilizing image processing. Finally, the system
controlled the Drug Coating Control mechanism to complete target coating. The result
had shown this research successfully developed the automatic coating system of drug
delivery vehicles, and it can not only coat the current drug-eluting stents, but also able to
apply to depot drug-eluting stents. It can even coat other different types of vascular stents.

Keywords: Drug delivery vehicles, Drug Eluting Stent, Machine Vision Technology,
Image Modeling and Positioning, Automatic Optical Insp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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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前言
在現今科技發達的時代，隨著生活水平提高、生活節奏改變、飲食習慣變遷，
心臟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s，CVD）
，又稱為心臟疾病（Heart disease）
，
在開發國家中已成為主要的死亡因素。美國心臟協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HA）在 2016 年最新的統計報告中提出：從 1900 年到 2016 年，當中每年因 CVD
而死亡的人數都超過其他主要病因[1]。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在 2016 年的報告中更是指出心臟疾病有年
輕化的趨勢，從 25 歲到 44 歲區間，因為心臟疾病而死亡的人數已達美國五大死
亡病因中前三位[2]。另一方面，在台灣的部分，中華民國衛生福利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Family Welfare Taiwan，MOHFW）在 2016 年所發佈的國人十大死因報
告中，心臟疾病和腦血管疾病已高居國人死因前三名[3]。由此可知，治療 CVD 的
重要性已經日益攀升，更是現代人不容忽視的疾病之一。當然也因為如此，對於治
療 CVD 相關的醫療器材也是目前熱烈發展與研究的議題。
而在 CVD 中，最常見的類型就是心肌梗塞（Myocardial infarction）[4]。醫學
上心肌梗塞形成的原因是因為低密度脂蛋白（Low density lipoprotein）膽固醇開始
堆積於血管內膜，引起內皮細胞（Endothelium cell）氧化變性，藉此吸引單核細胞
（Monocyte cell）而分化成為巨噬細胞（Macrophage cell）
。大量的巨噬細胞會吞噬
低密度脂蛋白顆粒，形成泡沫細胞（Foam cell）而聚積於血管壁上，造成血管慢性
發炎，並使得平滑肌增厚，長期下來逐漸形成阻塞物，即醫學病理上的斑塊（Plaque）
[5]。一般的心肌梗塞的發生原因，受到 Plaque 阻擋而造成血管堵塞，造成供應人
體所需的血流被阻塞而中斷，進而導致使心肌無法得到足夠的氧氣而導致損傷。斑
塊在血管中的阻塞的程度也會影響血流流動情況，阻塞程度越高，對 CVD 患者的
損傷也就越嚴重，血管斑塊阻塞情況與組成如圖 1-1 所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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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上治療 CVD 有兩種方式，分別是藥物治療（Drug therapy）以及手術治
療（Operative therapy）
。在藥物治療中主要是利用治療 CVD 的藥物來降低心跳速
度並且擴張血管，使血流量恢復正常。不過通常藥物治療只能達到暫時的舒緩，並
無法完全根治；而手術治療則是利用冠狀動脈繞道手術（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
，將血流從另一條暢通的人造血管流過，繞過阻塞的血管，使血
流可以正常的流動。因 CABG 的侵入性極高、手術時間長、術後又需要長期休養
才能康復，對於治療 CVD 是個蠻大的隱憂[6]。
自 1970 年起，微創手術（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漸漸受到醫師青睞。氣
球擴張術（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Coronary Angioplasty，PTCA）開始被用於冠
狀動脈狹窄（Stenosis）的治療[7]。在 PTCA 中，首先醫師於病患的手臂或腹股溝
處穿刺一小孔，利用醫學影像輔助，從小孔位置放入心導管（Catheter）與氣球導
管，並運送至血管狹窄處充氣擴張，藉此擴大血管以增加血流量。雖然 PTCA 因傷
口很小，且有助於快速治療 CVD 情況，但從臨床資料顯示，約有一半病患在治療
完後幾個月內會發生血管再狹窄（In-stent restenosis）[8]。為了解決此情況，醫療
器材界衍生出血管支架（Stent）的輔助治療方法，也是目前治療 CVD 的主要方法。

圖 1-1

血管中斑塊阻塞情況[9]與組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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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支架做為治療 CVD 的輔助醫療器材，是在做 PTCA 後，隨即置入的金屬
材質之管狀物體。因為血管支架具有高徑向強度與鏤空網狀結構，可以給予血管足
夠的徑向支撐力，可於血管中持續支撐血管的內徑，而使治療後的血管不易發生再
狹窄。雖然置放血管支架可將 PTCA 的再狹窄率從 45%降低至 25%，但因為血管
內放置金屬支架後，疤痕組織可以在內皮細胞下增生，會出現血管內膜增生的情
況，造成血管狹窄，且在特定的族群如糖尿病患者再阻塞的危險性比一般病人更高
[11]。除此之外，由於血管支架的表面金屬長期在血液之中，極易吸引血小板附著，
產生血栓（Thrombosis）的危險[12]。
為了解決此情況，醫療器材界在 2003 年推出的塗藥血管支架（Drug Eluting
Stent，DES）
。而 DES 主要就是將血管支架當作載體，配合藥物治療的方式，將藥
物塗佈在載體上，藉此抑制血管內膜增生的發生情況[13]。DES 將先前血管支架的
擴張並且支撐血管的功能，更近一步擴展成可以攜帶藥物進行治療的醫療器材；並
且因 DES 大大地解決支架再狹窄的問題，很快的 DES 就可以在市面上使用[14]。
儘管 DES 比傳統裸金屬血管支架（Bare Metal Stent，BMS）停留在血液的時間還
要久，但相關的研究表示，BMS 與 DES 兩者在 3 年內因血栓造成的死亡率並無明
顯差異，不過使用 DES 患者必須要服用較長時間的抗血栓藥物來降低血栓風險。

圖 1-2

塗藥血管支架與裸金屬血管支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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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DES 的再狹窄率部分，從原先 BMS 的 25%降低到 9.9%，達到了許多改善
[16]。而醫療費用方面，因 DES 初期有藥物負擔，所以有較高的治療費用；不過其
他方面 BMS 的後續醫療費都比 DES 高出很多。所以就整體 BMS 與 DES 的比較
而言，DES 有較低的再狹窄率，而 DES 的費用與 BMS 差不多，甚至比較低[17]。
而 DES 減少血管內膜增生的方法是將血管支架利用塗上藥物，控制血管內部的重
塑和過度積極的癒合。而 DES 的應用已經十分的廣泛，不只是抑制血管內膜增生，
還會藉由搭配不同藥物，達成不同的治療效果。換句話說，DES 不僅僅可以提供
支撐力，還可以將血管支架視為藥物載具，提供實質治療的功能。故如上所述，截
至目前為止，DES 已是治療 CVD 的黃金標準，而在醫療器材界也不斷的開發更好
的血管支架來幫助醫生治療病患。
目前，醫療器材界看中的 DES 的藥物載具功能，開發了儲藥槽式塗藥血管支
架（Drug Eluting Depot Stent，DEDS）[18]。此款 DEDS 主要是再血管支架上做出
微小的儲藥槽（Depot）
，主要目的是可以在儲藥槽中裝載一種或多種藥物，增強的
血管支架攜帶藥物的功能。DEDS 更具體地好處，就是可以控制不同的藥物劑量或
配方來給予醫師治療[19]。儲藥槽式的設計，使得 DEDS 不需要表面塗層，可以在
相同治療效果下，有效減少藥物的使用量；且 DEDS 在適當的控制下，可以搭載
更多種藥物，藉由控制藥物釋放時間，達到藥物階段性釋放。此類儲藥槽式塗藥血
管支架，可以讓血管支架作為藥物載具功能最大化[20]，提升血管支架的價值。

圖 1-3

儲藥槽式塗藥血管支架[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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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動機與目的
由於目前資訊電子、影像顯示、精密機械等相關技術蓬勃發展，同時自動化生
產、製造對於各個技術面、產業面都扮演著極為重要的一環。有越來越多的任務是
靠人力無法完成，或是必須耗費相當多的人力資源。尤其要生產出大量相同的產
品，或是高度客製化的商品時，自動化系統的存在是有其必然性。
不過目前醫療器材界在製造 DES 時，往往都是於製造血管支架時才會使用自
動化作業，對於最後 DES 做藥物的塗佈還是多利用人工作業為主。故本文針對血
管支架塗佈藥物的部分，提出幾點可以改善的地方。
(1) 由於近年來人工作業工資提升，作業人員在長期在具有藥物的工作環境下工
作，對其身心健康都有一定的影響。此外利用人工作業，作業人員容易產生疲
勞現象，以致於影響製作的速度與準確性，且相當的費時。
(2) 目前藥物塗佈主要利用大範圍噴霧式塗佈方法，雖然此方式具有快速藥物塗
佈的效果，不過塗佈在上面的藥物並非百分之百的利用，會造成藥物的浪費與
治療成本的提高。
(3) 由於目前的塗佈方式無法在 DEDS 上做到指定位置的藥物塗佈，所以目前的
塗佈方法並無法應用在最新的 DEDS 上。故利用目前塗佈方式無法在血管支
架上達到多種藥物附載的目的，以及藥物階段性釋放的功能。
自動化塗佈改良部分，由於 DES 製造過程中，金屬圓棒經過了雷射切削、熱
處理擴張、物理與化學拋光等一連串後處理，最後才是藥物塗佈。如圖 1-4 所示，
DES 幾何形狀與原始血管支架設計圖之間已有相當多的變化。從圖 1-4a 與圖 1-4b
中，血管支架設計圖與雷射切割的結果大致相同。不過在後處理過程中，經過擴張
後可以明顯看出已與原始設計圖有許多差異（圖 1-4c）
，而圖 1-4d 的化學拋光更是
直接侵蝕血管支架表面，改變血管支架的幾何外型。故本文要完成自動化塗佈，若
使用原先的血管支架設計圖做自動塗佈的功能，勢必會產生造成許多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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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後處理對血管支架的影響

而在藥物塗佈方式改良部分，本研究認為了要提升血管支架作為藥物載具的
功能，不應該利用噴霧式的方式塗佈在支架上，應該改良為定點塗佈的方式。利用
定點塗佈除了可以完整地將藥物塗佈在血管支架表面，而不會像噴霧式的方式一
樣有多餘的浪費；利用定點塗佈的方式，才可以實現 DEDS 開創性的功能。依照
DEDS 的儲藥槽式的設計，必須要進行血管支架上的儲藥槽定位，才可以依照定位
位置在儲藥槽內做出精確地塗佈，使 DEDS 同時攜帶多種藥物，達到階段性釋放
的功能，為治療帶來更多種的選擇。
如上所述，由於目前的藥物載具的塗佈有如此多的地方需要改善，為了要解決
這些問題，本研究認為整個製作過程應該要以自動化作業系統來完成，以達到節省
人力、降低成本、維持品質之目的。除此之外在塗佈方式應改為定點塗佈的方式，
如此才可以達到節省藥物、更精細塗佈，以及可以應用在更多不同的塗藥血管支
架。在製造塗藥血管支架上，無論是金屬切削、拋光、熱處理，至最後的藥物塗佈
與檢測等，都利用自動化的完成，藉此提升塗藥血管支架價值，這亦是本研究的最
大動機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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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與架構
為了要完成上述本研究的目的，完成藥物載具自動塗佈，並解決目前製在 DES
上藥物塗佈的問題。如章節 1.2 中有提到，血管支架在後處理時，血管支架表面的
幾何形狀會產生改變，與原始的血管支架設計圖不相同，造成自動塗佈的困難。除
此之外，要完成 DEDS 上的塗佈，前提是要完成儲藥槽位置的定位。經過多方面
的考慮與設計下，本研究應用機器視覺技術，進一步實現 DES 與 DEDS 的自動藥
物塗佈的目的。
綜合前述，本研究係利用機器視覺技術建立一套藥物載具自動塗佈系統，期望
能自動、有效率地完成藥物在血管支架上的藥物塗佈作業。本研究將會設計與研發
噴塗作業平台、血管支架上下料機構、影像擷取及即時控制平台、影像建模檢測演
算法則、撰寫影像處理程式與運動控制程式，進一步整合影像擷取與機構平台並進
行噴塗作業，以完成藥物載具自動塗佈系統。以下說明本文之架構，其中共包含六
個章節與參考文獻目錄：
第一章 緒論：說明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包含前言、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
內容，以及研究方法與文章架構。
第二章 研究背景：簡述本研究探討藥物載具之血管支架的發展與演化，並針對塗
藥血管支架等相關文獻進行說明。
第三章 機器視覺理論與應用：說明機器視覺理論，以及機器視覺於此自動化系統
的設計開發流程上的應用說明介紹。
第四章 自動化系統設計與實做：說明此自動化系統軟硬體的機構設計、軟體開發、
硬體實作等等，其中包含硬體架構與流程架構的細部說明。
第五章 自動化系統測試與討論：利用不同的藥物載具來實際測試此自動化系統的
定位與塗佈結果，並加以探討。
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綜合本研究之結果進行說明並下結論，最後提出未來研
究之方向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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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背景
2.1 血管支架概述
血管支架是由一條非常精細的金屬管狀物組成，可依照醫生的判斷與血管的
病灶來選擇適合的血管支架尺寸。典型的血管支架由許多的環狀結構（Ring）排列
而成的圓柱結構，組成一個環狀結構是由許多的單元結構（Unit Cell）依照圓周方
向排列而成，單元結構是由 Crown、Strut 與 Connector 三種基本元素所組成。Crown
為內外兩個同心圓弧形成的彎曲部分，Strut 為連接兩相鄰 Crown 之部分；藉由 Strut
與 Crown 環狀結構排列形成頭尾相接的環，稱之為 Ring；而 Connector 則將 Ring
與 Ring 串接，成為一支完整的血管支架[22]。典型的血管支架與主要元素結構圖
如圖 2-1 所示。

圖 2-1

典型的血管支架結構與單元結構的主要元素

將各個血管支架的環狀結構串接起來，各個血管支架上基本元素都在血管支
架的性能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可以藉由血管支架的設計來改變其幾何尺寸，並針
對血管支架所需的特定性能進行調整。血管支架的設計參數包含 Crown 的數量
（Crown Number）、Crown 的內半徑（Crown Radius）、Strut 的軸向長度（Str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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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gth）
、Strut 的寬度（Strut Width）
、Connector 的軸向長度、血管支架的厚度、以
及整個血管支架 Ring 的數量等等，藉由調整設計參數尺寸可對其臨床性能進行調
變，達到所需要的治療效果，圖 2-2 中為血管支架的基本元素參數[23]。血管支架
可以利用參數設計對其性能做相關的改變，而在相同設計下，血管支架也依照治療
方法與情況分為很多種不同的種類。
一般而言，血管支架主要分為氣球擴張式支架（Balloon-Expandable Stent）與
自動擴張式支架（Self-Expanding Stent）兩種[24]。氣球擴張式的血管支架，由於
是使用塑性變形的材料，如不鏽鋼、鈷鉻合金等金屬材料，適合使用在血管阻塞處
不會產生變形運動的位置，如冠狀動脈。醫師會先以 PTCA 撐開狹窄的血管後，再
利用導絲將血管支架與未撐開的氣球一同送至患部，利用氣球將血管支架撐開，完
成血管支架置放手術。而自動擴張式的血管支架材料為鎳鈦合金（Nickel-titanium
alloy）
，是一種具有超彈性及形狀記憶性質的特殊金屬，所以可適合用在變形運動
較大的位置，如頸動脈與股動脈等周邊血管。利用金屬材料的超彈性，以及可記憶
金屬的特性，血管支架可以壓縮在導管內。而醫師在進行血管支架置放手術時，只
要將血管支架利用導絲送達至患部後，將導管束縛抽離，血管支架即可自動擴張，
回彈至原始管徑以撐住血管，使血管血液暢通[25]。

圖 2-2

血管支架基本元素參數

9

doi: 10.6342/NTU201701871

2.2 塗藥血管支架
雖然血管支架具有高強度的徑向力，可以將狹窄的血管撐開，但往往血管會發
生再狹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為血管內膜過度增生。而對於再狹窄的治療，由
於原先狹窄的位置因為置入了血管支架，已無法利用 PTCA 來將血管再次擴張，
對於醫生在治療 CVD 的時候更加困難。經過研究顯示，BMS 置入血管後的 30 天
內是內膜增生最為快速的時間，也是形成支架內再狹窄的關鍵期。所以有人開始思
考並設計，在血管支架表面塗上一層細胞抑制劑，以便抑制血管內膜增生的情況。
目前市面上塗藥血管支架（DES）所塗佈的藥物有兩種，一種是使用無毒性的
免疫抑制藥物，用以抑制血管細胞的增生，不會因為殺死細胞而產生組織壞疽，如
2002 年 CYPHER 所生產的禧福釋放型冠狀動脈支架（Cypher Sirolimus-eluting
Coronary Stent）。另一種常用的是抗癌藥物，以殺死血管細胞來防止血管再阻塞，
如 2004 年波士頓科技（Boston Scientific）所開發的塔克斯冠狀動脈支架（Taxus
Express Paclitaxel-Eluting Stent）[26]。不過無論是哪種 DES，其藥物都十分的昂貴，
以 DES 直徑 4.0 mm，長度 32 mm 的尺寸，其最大藥物負載量為 208 µ g [27]。依照
2017 年的價格比較下，平均一支 DES 與 BMS 的價差在 65,000 元以上，且藥物價
格平均價格為 26,000 NTD/mg 以上[28]。
利用 DES 所做的研究中發現，若隨機將 DES 及 BMS 置放於不同的冠狀動脈
血管直徑中，且沒有完全阻塞的病兆處追蹤兩年。發現雖然兩者的死亡率沒有明顯
差異，但 DES 的再狹窄率可降至 10% ，解決的先前所提到的 BMS 所引發的問題。
由於此發現，使得美國食品衛生組織（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於 2003
年同意 DES 應用在患者身上。不過其後的研究發現，血栓發生期從原先 BMS 的
半年延長到一年，所以使用 DES 一般建議應至少服用兩種抗血小板藥物半年以上，
甚至更久，以減少致死性血栓發生。在過去的十年中，DES 治療已越趨成熟，治療
CVD 時所引發的支架內再狹窄已經不成為一個問題，而 DES 更是成為當今治療
CVD 的黃金標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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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儲藥槽式塗藥血管支架
儲藥槽式塗藥血管支架（DEDS）是近年來的創新血管支架設計，可以算是 DES
的完整版[21]。主要的設計理念是在血管支架上打出微小儲藥槽，於儲藥槽中可存
放與裝載一種或多種藥物。在儲放藥物的時候，並不是將藥物混和，而是以塗層的
方式，依照順序塗佈在儲藥槽內，如圖 2-3 所示。

圖 2-3

儲藥槽式塗藥血管支架儲藥方式[21]

利用控制藥物釋放，把藥物或藥物的聚合物依照順序置放入 DEDS 的儲藥槽，
其後就可以藉由置放藥物的順序，控制 DEDS 上藥物的釋放時間。例如在 DEDS
在血管內，在 DEDS 最外圍的部分是最接近的動脈壁的位置，就可以使用 DES 上
的抑制內膜增生的藥物來預防內膜增生，防止再狹窄；而在 DEDS 的儲藥槽內部，
可以置放血小板抑制劑來抵抗血栓形成[21]。
除此之外，DEDS 還有其他潛在優勢。除了上面提到的可以依序的釋放藥物，
達成階段性釋放的目的之外，由於 DEDS 在表面上沒有塗佈藥物，可以減少血管
動脈壁與藥物聚合物之間的接觸，減少因為這類接觸所造成的慢性發炎，以及減少
血栓發生率。另一個好處是也是因為 DEDS 的表面沒有藥物於血管支架上，可以
讓醫生更容易做心導管手術，不會被影響，且無論是在釋放藥物的時間與治療空間
上，都有更多的彈性與選擇空間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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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文獻探討
1988 年，血管支架由 Cesare Gianturco 等人開發出來，同時也是世界最早的血
管支架。最初的血管支架是由不鏽鋼合金所製成，可讓醫師可以藉由微創手術，迅
速地藉由導管送至血管狹窄處固定，撐開受到斑塊影響，而導致狹窄的血管，使血
管保持原來管徑的擴張狀態。其後血管支架經過之後經過不斷地改良，並且於 1993
年 FDA 允許血管支架上市並使用在患者身上。而也因為其高市場性與醫療價值，
血管支架也從原本的不鏽鋼合金，漸漸地改良而產生許多不同種的設計與材質的
血管支架[29]，相關發展趨勢如圖 2-4 所示。
為了解決放入 BMS 後所產生的支架內再狹窄問題，2002 年快速地發展 DES
作為支架內再狹窄的解決方法。於 2005 年，陳等人證實了可以利用傳統浸漬或噴
塗的方法在 DES 上塗佈藥物，將藥物負載在 DES 上，且是有效的應用。陳等人利
用 0.3mm 的微型噴嘴與市售的氣體噴槍，而 DES 被安裝在旋轉軸上利用線性馬達
做簡易的控制，利用噴槍與微型噴嘴藥物的人工噴塗[30]。而所使用的藥物主要是
使用膠原蛋白（Collagen）和西羅莫司（Sirolimus）多層膜，而藥物在體外釋放的
持續時間為三周。

圖 2-4

血管支架的發展趨勢[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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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年來，有相關的 DES 製造商 SONOTEK 開發出超聲波噴嘴噴霧機，也從
原先 0.3 mm 的微型噴嘴，改善成利用 0.025 mm ~ 0.075 mm 的噴霧孔來進行塗佈
[32]。為了達到 DES 快速的塗佈效果，使用噴霧式的塗佈方法（超聲波噴嘴噴霧）
，
如圖 2-5 所示。截至目前為止，此類的 DES 製造方法成為了目前塗佈藥物的趨勢，
並且有許多對於噴霧式塗佈效果的文獻討論。但由於血管支架為網狀結構，所以利
用此超聲波噴嘴噴霧法，雖然可以快速地達到藥物附著，但在血管支架的內表面以
及縫隙處，仍然會造成藥物的浪費。

圖 2-5

超聲波噴嘴噴霧機[33]

近年來，DEDS 的設計概念被提出，DES 結構有微型儲藥槽的出現。而 2017
年，中國的微創醫療最新開發出冠脈雷帕黴素靶向洗脫支架（Target Eluting Stent）
，
主要血管支架設計改念是減少藥物之塗佈面積和藥物總量。在同類 DES 中，此款
支架設計的平均金屬覆蓋率僅只有 14.0% ~ 16.1%，但可獲得相同的有效性，為全
球最低載藥量的 DES 支架[34]。藥物塗佈過程中，應用 3D 列印技術做藥物填充，
以控制藥物釋放、減少載藥和聚合物裝量。但是截至目前為止，DES 的製作方法
仍然以人工作業為主，而藥物塗佈的方式也是利用噴霧式大範圍塗佈，不過對於血
管支架最為藥物載具，此發展勢必會取代原先的 DES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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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機器視覺理論與應用
3.1 機器視覺簡介
人類可以利用眼睛（視覺）觀察環境，並透過腦部感知、理解與分析所觀察到
的資訊，進而控制人類肢體執行各種決策與任務。而機器視覺（Machine Vision）
就是利用光學設備機器模仿人類視覺所觀察到的影像，使用各種成像元件和電腦
軟硬體，來擷取影像和分析解釋影像的內容，透過訊號的傳輸，進而控制各種機器
元件去完成各種任務。
美國工程師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ASME）的機器
視覺分會和美國機器人工業協會（Robotic Industries Association，RIA）自動化視覺
分會，對於機器視覺的定義是使用非接觸感測的光學設備，能自動地獲取和解釋一
個影像的真正的場景，以取得到資訊和控制機器或者過程[35]。然而機器視覺研究
至今，雖然仍未完全具備如同人類一般的人工智慧，但是對於可控制環境之下的明
確工作任務，機器視覺卻能以一天 24 小時持續性的效率，並非常正確的執行人類
所規劃的任務。
整合以上所述，機器視覺在應用上主要有 3 個部分：影像擷取（Image
acquisition）
、影像處理分析（Image processing）、機構控制（Mechanism control）。
此 3 項機器視覺應用的簡易說明如下：


影像擷取：機器視覺系統的基礎，主要是光學硬體設備的應用，以得到滿足
分析要求的影像。影像擷取到的影像品質越好，分析與控制的成功率也越高。



影像處理分析：機器視覺系統的核心，主要是影像處理演算法與軟體設計。
依任務功能需求，對擷取到的影像進行分析處理，並輸出結果。



機構控制：根據影像處理與分析的結果，輸出訊號控制機構與機械元件完成
任務，當然也包括控制機器視覺系統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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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影像擷取
利用機器視覺來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時，最為重要的就是獲取一幅最佳影像，
故影像擷取是機器視覺的基礎。所以是否擷取符合自動化系統需求的影像，關係著
最後機器視覺的成敗。故在機器視覺檢測中，雖然影像處理分析是機器視覺系統的
核心，不過影像擷取卻是本文認為最為重要的一環。
如圖 3-1 所示，此為本研究應用機器視覺於藥物載具自動塗佈系統之硬體連接
圖。當中包含下列元件：光學攝影機（Camera）
、光學鏡頭（Lens）
、照明光源（Lighting
source）與控制器、影像編碼器（Encoder）
、電腦系統（Computer system）
、機構控
制（Mechanism control）。
在機器視覺中，影像擷取的部分利用光學攝影機與光學鏡頭搭配其影像編碼
器，進而擷取到當下的影像，並利用光源控制器維持影像亮度的穩定性。然而依照
機構控制速度的不同，擷取到的影像及與機構控制會產生時間差，導致影像的變
形，而造成品質的缺失。所以在機器視覺應用時，光學攝影機與光學鏡頭的位置一
經固定，就不會任意變動，免得影響系統與編碼器計算錯誤。以下會介紹各部分的
細節與應用。

圖 3-1

機器視覺系統硬體連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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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光學攝影機

光學攝影機依照感光元件與拍攝方式不同，分為多種不同的光學攝影機。依照
感光元件不同可分為兩種：感光耦合元件（Charge Coupled Device，CCD）攝影機、
互補金屬氧化半導體（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CMOS）攝影機。
其原理是內部具有 CCD 或 CMOS 感光元件，並以矩陣的方式進行方格排列，而每
一個方格都具有儲存電荷能量的能力，而當中的方格即為影像像素點（Pixel）
。當
方格表面接收光線能量時，會將電荷反應在元件上，不同的光線強度使得感光元件
產生不同大小的能量訊號，形成一張影像。
而 CCD 與 CMOS 攝影機的優缺點從表 3-1 中發現，CCD 的特色在於可以充
分保持信號在傳輸時不失真，透過每一個像素集合至單一放大器上再做統一處理，
可以保持資料的完整性；而 CMOS 的製程較簡單，由於沒有專屬通道的設計，必
須先行放大再整合各個像素的資料。因此在相同像素下，同樣大小之感光器尺寸，
CMOS 攝影機的感光度會低於 CCD[36]。但由於次微米半導體製程技術的發展，
使得 CMOS 的解析度、雜訊比與性能可以與 CCD 相比擬。故目前在工業界上，考
慮到影像產品對於電源消耗與體積的要求下，CMOS 攝影機為目前機器視覺的光
學攝影機中最常使用的光學感光元件。[37]
表 3-1

感光元件 CCD 與 CMOS 優缺點比較[38]

CCD

CMOS

設計

單一感光器

感光器連結放大器

靈敏度

高（同樣面積下）

低（感光開口小）

成本

高（線路品質良率影響）

低（整合製成）

解析度

高（連結複雜度低）

低

雜訊比

低（單一放大）

高

電源消耗

高（需外加電壓）

低

體積

大

小

製造機具

特殊訂製機台

可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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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若以取像原理來區分，光學攝影機則分為「面掃描式攝影機（Area
Scan Camera，ASC）」與「線掃描式攝影機（Line Scan Camera，LSC）」兩種型式。
ASC 只要利用曝光取像（Exposure）即可取得可視範圍內的面積影像，而 LSC 每
次曝光只可取得可視範圍內的一條線的影像資料，若是要用 LSC 去取得一個物件
的面積影像則需搭配機構控制其運動速度來取像才可。隨著產品尺寸的加大、提高
產能及精度的要求下，使得 ASC 的解析度及取像速度不足，產生極大的缺點。所
以有越來越多的自動化系統更願意使用 LSC 作為機器視覺的光學攝影機取像方
法。雖然這兩種不同設計原理的攝影機，在應用技術上採用完全不同的方法與架
構，但就檢測目的與應用領域而言，兩者之間某些基本的原理與觀念是共通的[39]。

圖 3-2

線掃描攝影機與面掃描攝影機[40]

如圖 3-2 所示，ASC 的影像擷取原理是利用光學攝影機直接擷取整張二維影
像資訊，不需要移動光學攝影機或檢測物體（右圖）
。通常 ASC 可以利用一個固定
的取像速率（Frame per second，FPS）來取像，連續輸出並顯示影像在顯示器或電
腦上；另一方面，LSC 則是必需藉由移動檢測物體才能取得面積影像，其擷取最小
單位是以長度為 1 pixel、寬度為 2k pixel 的線影像組合而成。影像總長度由影像擷
取程式與機構控制決定，理論上藉由機構的無限運動，LSC 所拍攝到的影像長度
可以為無限大，而寬度則由光學攝影機的規格決定。而由於 LSC 所擷取的範圍較
小，故可以有較高的 FPS，更可以有高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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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光學鏡頭

光學鏡頭是光學攝影機的眼睛，數位影像的組成是光線經由光學鏡頭到達感光元
件而完成感光後所得到的。所以一張影像的成像過程與品質都跟其鏡頭的規格、功能
息息相關；如果沒有鏡頭，那麼光學攝影機就無法輸出清晰的圖像，所以在選擇光
學攝影機的規格時，需要同時考慮光學鏡頭的規格與參數。此外影像擷取尺寸的大

小取決於鏡頭的放大能力，以及許多光學鏡頭重要的相關參數。以下針對光學鏡頭
的重要相關參數進行詳細介紹：
(1) 光圈（Aperture）
控制鏡頭孔徑大小的部件，可控制景深、鏡頭成像，以及利用快門控制進
光量。由於已經製造好的鏡頭，不能隨意改變鏡頭的直徑，但是可以通過鏡頭
內部加入光圈來達到控制鏡頭的通光量。
(2) 工作距離（Work distance，WD）
當光學攝影機上可擷取得到清晰影像時，目標物體與鏡頭之間的距離，稱
之為工作距離。WD 的長度是與鏡頭焦距有一定的比例關係，其大小可以依薄
透鏡基本成像原理中計算得到。
(3) 視野範圍（Field of View，FOV）
攝影機擷取得到的影像之實際範圍。由光學透鏡看出到物體的角度，可藉
由測量水平及垂直的角度得到。大型的光學鏡頭有更寬的視野，且能補捉到更
多的畫面。一般而言，FOV 與解析度（Resolution）會依照光學攝影機與光學
鏡頭有一定的關係。
(4) 景深（Depth of Field，DOF）
影像擷取得到清晰影像的最近距離和最遠距離之差距（物體與鏡頭之間的
。鏡頭對焦於拍攝主體時，在這個主題前後一定範圍內的景物也能被清
距離）
晰的拍攝下來。這個範圍就是景深。景深越大，拍攝目標的縱深清晰範圍也就
越大。解析度越高，通常 DOF 會越淺，光學攝影機的需求會越精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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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照明光源

照明光源是影響機器視覺是否擷取到好品質的影像中的重要因素，想要得到
理想影像品質可由改善系統照明光源來取得。光源就狹義的字面上解釋，不外乎涵
蓋一般日常生活中，人的眼睛所能偵測到的範圍。而在整個電磁頻譜圖中，通常人
類觀察物體的頻譜稱為可見光，波長大約從 400 nm 到 700 nm。但在機器視覺系統
中，光學攝影機其最高反應靈敏度可達 950 nm。因此所需搭配之光源時，就不再
局限於可見光範圍。
於是在機器視覺中，可以藉由選擇適合的光源種類與光源架設方式，降低影像
擷取後產生失真而造成誤判之情況。換句話說，光源的功能是讓所需的特徵從所拍
攝到物體影像中突顯出來，可以有效的簡化影像處理分析的工作，提高機器視覺的
精確度[41]。除此之外，由於環境的變化是不可預測的，利用照明光源的設計，將
環境控制在穩定的情況，無論外在環境光線如何變化，光學攝影機與光學鏡頭所擷
取到的影像都會是穩定的品質。
而為了要突顯檢測物的特徵，需要考慮光源的光度、入射角與檢測物體的距
離、材質對光的反射特性、環境周圍的光源的影響、鏡頭的取像位置與光源之間的
夾角等等。而常見的照明光源的架設方式，可分區成前照式（Front illumination）
、
背照式（Back illumination）、側照式（Side illumination）三種形式[42]：


前照式：光源與鏡頭皆在物體同一側，利用光線反射強度的不同，能夠獲得物
體表面特徵及檢測紋理形狀的影像，為一般較常見的照明方式，如電子元件外
型檢測。



背照式：光源與鏡頭在物體的不同側，將光源置於物體背面，而鏡頭置於物體
正面取像，可獲得對比強烈的物體輪廓線與外形，並可簡化影像的複雜性，可
做為物體尺寸檢測、外形比對。



側照式：光源放在物體的側面，光源的照射方向與物體平面平行，突顯檢測物
體之幾何性質，物體之缺陷檢測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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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本研究中，主要檢測血管支架之外型，獲得血管支架之表面特徵及檢測其
形狀，故此機器視覺系統以前照式架設為較適合。前照式架設又分為直向型前光源
（Directional front lighting）、擴散型前光源（Diffuse front lighting）、同軸前光源
（Coaxial front lighting）等，如圖 3-3 所示。

圖 3-3

前照式光源架設方法

直向型前光源是一種很容易的打光技巧，使用一個或搭配使用多個光源直接
照射在檢測物體上。利用移動光源在不同距離與角度，看影像亮度的變化，以便調
整最佳的擺設位置。適合用在切割機、點膠機等機器視覺自動化工具機台上。而擴
散型前光源則是使用擴散光，雖然會使影像的對比度降低，但是一些特徵反而會變
得更清楚。同軸前光源藉由分光鏡（Half Mirror）將光源以垂直方向投射；主要用
於檢測具高反光特性的物體表面，如半導體晶圓。
綜合上面所介紹架設方法，選用視覺系統所需之光源，都要經過多次的移動照
明光源位置，以達到獲得預期的效果。然而，在自動化系統總會有許多其他的問題，
如材質吸光、表面瑕疵反射等，會造成拍攝影像的品質有些許的失真與誤差。尤其
是如本研究所檢測之心血管支架來說，由於其微小且精細，在此自動化系統中拍攝
到完全好的影像是很有難度的，無意造成視覺系統檢測過程中的誤判與不確定性，
終究影響整套系統的穩定性或可靠度。

20

doi: 10.6342/NTU201701871

除了架設照明光源十分重要，光源種類的選擇也是關乎機器視覺影像擷取成
敗的關鍵之一。在機器視覺中一般常用的光源，為目前工業界絕大多數的機器視覺
系統所搭配選用的光源種類，大致上可歸納為下列幾種：鹵素燈（Halogen）
、高週
波螢光燈（Fluorescent）
、LED 燈（Light-Emitting Diode）
、金屬燈泡（Metal halide）
、
氖燈（Xenon）與雷射光源。上述之各個光源類別與品質特性如表 3-2 所示。
以上所列幾種常用光源中，當中的 LED 燈，是一種能發光的半導體電子元件，
光線的波長、顏色跟其所採用的半導體物料種類與故意滲入的元素雜質有關，具有
效率高、壽命長、不易破損、開關速度高、高可靠性等傳統光源不及的優點。除此
之外，LED 燈在同樣的條件之下，以或所能產生的輝度（Radiance）與照度
（Irradiance）為最高，為目前機器視覺應用最多的一種光源。利用上述的照明上的
優點與價格便宜，故本研究會以 LED 燈最為機器視覺的照明光源種類。

表 3-2

常用光源類別與品質特性表[42]

Category

Power

Efficacy

Quality

Life

Stability

Price

Halogen

150

Poor

Good

50

Excellent

Medium

Fluorescent

50

Good

Fair

3,000

Fair

Low

Metal halide

150~1000

Good

Good

10,000

Fair

High

Xenon

150~500

Fair

Excellent

Fair

Good

Highest

LED

1~5

Good

Good

100,000

Fair

Medium

Laser

5~50

Good

Fair

50,000

Fair

High

Note
單位：功率（W）、壽命（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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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影像處理分析
在機器視覺中，影像處理分析是當中的核心，所應用到的技術就是影像處理技
術（Image processing technique）
。影像處理技術乃是針對影像資訊進行數學運算與
撰寫程式進行處理，以滿足人類的視覺和實際的需求，隨著科技的進步，數位化與
多媒體時代的來臨，數位影像處理已成為各個產業界必備的工具。相關檢測系統目
前也幾乎以機器視覺來進行影像品質之檢測，可見得影像處理技術不論是在各個
產業界都越來越重要之趨勢。
本章節以儲藥槽式塗藥血管支架影像（圖 3-4）做為影像處理分析之影像處理
演算法研究測試影像，此 DEDS 影像是利用本研究所開發之自動化系統拍攝的部
分影像，由於 DEDS 除了包含血管支架的所有基本單元，還有創新的儲藥槽設計，
符合本研究對於各種血管支架形態上的需求。故本文則利用 DEDS 影像做影像處
理分析和演算法的設計與說明。而本研究利用數學矩陣運算軟體 MATLAB 進行演
算法的開發，也同時使用到當中的影像處理工具包（Image processing toolbox）來
輔助。而在實作部分，則是利用影像處理演算法的開發與程式撰寫，以相同的演算
法成果複製在每張影像上做處理，再將每張影像加以組合的方式合併，以達到機器
視覺的目的性。軟體實作部分本文會於章節 4.5 到 4.8 中介紹說明。

圖 3-4

影像處理分析之測試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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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影像處理原理

先前有介紹過影像是利用感測器來儲存各個像素資訊。而沿襲著相同的概念，
在數位影像中也是由有限的方格所組成，這些方格又稱之為像素點，與光學攝影機
所儲存的像素資訊，依照 0~255 的比例組成。數位影像表示法上，各個像素點位置
以𝑓𝑓(𝑥𝑥, 𝑦𝑦)來表示影像中某一像素點在整張影像所在的位置，並紀錄此像素點之影像
明亮度，也稱之為灰階值（Gray level），如圖 3-5a 所示。機器視覺與影像處理來
說，灰階值的分布範圍，也代表亮到暗的顏色分布，稱之為灰度（Gray scale）
。
對影像的 Gray level 與 Gray scale 的分類可分為三類：二值影像（Binary Image）
、
灰階影像（Gray Image）與彩色影像（Color Image）。二質影像即為黑與白的影像
分布，像素點中只有兩種可能的數值，一般會再影像切割中出現；另外，灰階影像
是指在單色影像中，代表著影像的明亮度，可看出影像中明暗分布的變化；彩色影
像會根據色彩描述方式會有不同的組成方式，彩色影像的色彩空間模型有 RGB
（紅、綠、藍）
、HIS（色調、飽和、強度）
、CMYK（青色、深紅、黃色、黑色）
。
而在彩色影像中，彩色攝影機一般皆是使用 RGB 色彩空間模型擷取影像，因此在
影像處理的領域裡 RGB 色彩空間模型是極為重要的。

圖 3-5

數位影像處理表示法與 RGB 色彩立方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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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色彩空間中，RGB 色彩空間模型是以三種各自獨立的影像平面組成，若將
這三種獨立的影像平面以三維直角坐標平面表示（圖 3-5b）
，可將影像區分 RGB 三
色。而一般所拍攝到的影像為 RGB 影像居多，因為彩色影像可儲存較多的資訊，
但若是只考慮光線強度變化來做分析，也可利用公式 3-1 來將 RGB 影像轉化為灰
階影像。當中 fr、fg、fb 分別代表影像座標的 RGB 各個通道的像素強度值[43]。

f ( x, y ) = 0.2989 ∗ f r ( x, y ) + 0.5870 ∗ f g ( x, y ) + 0.1140 ∗ fb ( x, y )

(3−1)

如圖 3-6 所示，為 DEDS 影像中 RGB 轉化為灰階影像、RGB 分離影像與直方
圖（Histogram）分析。而利用直方圖分析影像是在影像處理中很常用的方式，其定
義為針對一張影像中所有像素點的像素強度值進行統計。可由數據上看出影像中
的像素點在各個灰階值出現的數量，也代表此灰階值在影像中所存在的比例。

圖 3-6

色彩影像轉換與直方圖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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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基本影像處理
此章節中會介紹本研究所使用的基本影像處理演算法，包括二值化運算

（Binary）
、直方圖等化（Histogram equalization）
、膨脹與侵蝕（Dilation & Erosion）
等。以下會詳細介紹其原理[44]，以及血管支架影像應用於本研究中的處理結果。

(1) 二值化運算
二值化運算為影像分割的基本方法，其原理為將一灰階影像轉換成由二值影
像。利用公式 3-2 使 𝑓𝑓�𝑥𝑥, 𝑦𝑦� 經二值化運算後得到新像素值 𝑓𝑓𝑇𝑇 �𝑥𝑥, 𝑦𝑦�，當中門檻值

（Threshold Value，T）介於 0 到 255，其定義如下所示：

255

f T ( x, y ) = 

0

if f ( x, y ) ≥ T 

if f ( x, y ) ≤ T 

(3−2)

本研究在找尋最佳二值化門檻值是利用最佳門檻值找尋法（OTSU）來得到的
二值化運算的門檻值[45]。OTSU 法主要是利用上述所提到的直方圖分析的方式，
將影像中的灰階分布以統計的方式，將整張影像的像素強度分布運算統計，分為 P1
與 P2 兩類，依序找出會造成完全 P1 與 P2 變異數最大化的數值（0 到 255）
，如公式
3-3，完全依據在直方圖上的分布變化數據，得到最佳門檻值。
=
σ B 2 P1P2 ( m1 − m2 )

2

(3−3)

首先將影像中的灰階分布分為類別 1 與類別 2，而當中 P1 與 P2 為類別 1 與類
別 2 所發生的機率，m1 與 m2 為類別 1 與類別 2 所發生的灰階強度，藉此找出其變
異數最大值。利用二值化運算後，即可將此門檻值分為明顯的兩類，影像中的輪廓
與特徵就會很明顯的被獨立出來（圖 3-7a）
，血管支架的幾何特徵被切割（Segment）
出來，利用二值化影像表示其血管支架之幾何特徵；圖 3-7b 利用邏輯運算的方式，
可以區分出前景（血管支架）與後景（影像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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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方圖等化（Histogram equalization）
直方圖等化[46]可將整張影像的灰階分佈區間改變為預期的區間，經過轉換的
影像能增強其對比度。設 R0 為原始影像的灰階值區間，R1 為經過轉換處理的影像
灰階值區間，PDF0 與 PDF1 分別為原始影像與經過轉換處理影像的灰階值機率密
度函數（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PDF）
，並使兩邊的累積分佈函數相等。其中
ψ為一連續隨機變數（Continuous random variable）。

PDF1 ( R1 ) = PDF0 ( R 0 )

∫

R 0 max

R0

min

PDF0 (ϕ0 ) dϕ0 = ∫

R1max

R1min

PDF1 (ϕ1 ) dϕ1

(3−4)

(3−5)

由於影像的灰階值分佈並非連續函數，因此必需以離散的形式來表示，其中
𝑛𝑛(𝑖𝑖) 表示為影像灰階值 𝑖𝑖 在影像直方圖中的分佈機率， h(𝑖𝑖) 為灰階值 𝑖𝑖 在影像中的
總個數，h 為影像直方圖中的像素點總數。
R1

∑ n (i ) = ∫

r1

0

i =0

PDF0 ( r ) dr

n (i ) =

圖 3-7

h (i )
h

(3−6)

(3−7)

二值化運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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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所拍攝的對象是血管支架，而血管支架拍攝本體與拍攝背景皆為
金屬表面。利用直方圖等化的運算，便可以很明顯的突顯出影像中的細節與對比，
並且可以很容易的利用像素強度值來區分目標物與背景，達到所需要的效果。本研
究藉此利用直方圖等化運算，來提升光學影像拍攝對比性不足的問題。
另一方面，由於彩色影像為三通道 RGB 所組成，但利用上述公式所運算 PDF
時，皆是利用單通道的方式做計算。故本研究欲利用 RGB 彩色影像做直方圖等化
前，會先將彩色影像做 RGB 影像分離，再將各個獨立的通道影像做直方圖等化的
運算，最後再將各個通道合成回彩色影像，得到經過直方圖等化的彩色影像（圖 38a）。從圖 3-4 中很清楚地發現，原始影像經過直方圖等化後，明顯的提高了影像
的對比性，血管支架與儲藥槽的幾何外型可以明顯的觀察出來。
從圖 3-8b 中的統計結果中也可以發現，經過統計運算，直方圖等化將血管支
架影像顏色經過影像處理調整，經且均勻的分佈在灰階值 0~255 中。使用直方圖等
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突顯影像中的特徵部分，當然也同時會突顯雜訊以及瑕疵。但
只要經過良好的測試與實驗，就可以完整地萃取出研究中所需要的特徵影像。

圖 3-8

直方圖等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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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膨脹與侵蝕運算
膨脹運算（Dilation）[47]是主要將二值化影像中灰階值為 255 的像素點往鄰近
的像素點擴大，可以讓破碎的區塊連接。假設 A 和 B 為影像二維空間（z2）中的
兩個集合，則 A 藉由 B 的膨脹表示為A ⊕ B，故膨脹之定義為公式 3-8。
A=
⊕B

{ z | B' ∩ ( A ≠ Φ )}
z

(3−8)

其中 A 為原始影像，B 為變化的結構單元，B’做為 B 對原點的反射、Φ為空
集合。此運算即每次移動一個像素點，接著進行交集運算，當 B’與 A 之交集不為
空集合Φ時，B’原點所對應 A 之像素點將被包含於物體中。反之如果 B’與 A 之交
集為空集合，則 B’中心所對應 A 的像素點將排除於物體。
侵蝕運算（Erosion）則是將灰階值 255 的像素點向鄰近的像素點進行收縮，
與膨脹運算相似，為每次移動一個像素點，並檢查 B 是否包含於 A 。若滿足條件，
則 B 所對應的 A 像素點將被包含於物體中，反之將排除於物體，達到侵蝕的效果。
A 被 B 侵蝕利用A ⊙ B表示，其侵蝕運算之定義為公式 3-9。

{

}

=
A  B z | ( ( B ) z ⊆ A)

(3−9)

膨脹與侵蝕運算的效果如圖 3-9 所示，利用膨脹運算可以將二值化影像內部的
斷裂、破碎的部分連接與填補。侵蝕運算可使非特徵的雜訊消失。利用適當的侵蝕
與膨脹運算可以有效的將需要特徵影像獨立出來，讓雜訊減少。

圖 3-9

膨脹與侵蝕運算示意圖[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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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邊緣檢測演算法

邊緣檢測器[49]之主要功能為找出影像中的邊緣，一個良好的邊緣檢測器應盡
量滿足三個基本目標。而本文在邊緣檢測使用 Canny 演算法[50]，由常用的邊緣檢
測 Sobel 演算法改良而成，因為 Canny 演算法在此三項基本目標的滿足上，有較佳
的效果。從圖 3-10a 中可以發現，一般的 Sobel 演算法由於是利用遮罩（Filter）的
概念將影像做邊緣檢測處理，所以十分容易會讓血管支架內部產生許多雜訊產生，
導致無法輕易的辨識是邊緣還是雜訊。
而 Canny 演算法改善了 Sobel 演算法的問題，經過適當的閥值調整，有較佳的
邊緣檢測結果，有助於後續對於血管支架的表面範圍的界定，以及儲藥槽位置的判
定等，如圖 3-10b 所示。以下會加以說明 Canny 演算法的流程、相關理論，以及相
關的判定方法，而上述所說三個基本目標如下：


低錯誤率：所有邊緣都應該被找到，且不應包含非邊緣區域。亦即所檢測出的
邊緣必須盡可能接近真實的邊緣。



邊緣點應有好的局部性：所找到的邊緣應盡可能接近真實邊緣。即一個被檢測
器標記為邊緣的點和真實邊緣中心點之間的距離應為最小。



單一邊緣響應：對每一個真實的邊緣點，檢測器應該僅能檢測出一個點，即影
像中被搜尋到的所有邊緣線條寬度應只有一個像素點寬。

圖 3-10 兩種邊緣檢測演算法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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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邊緣檢測 Sobel 演算法
Sobel 演算法使用在許多影像處理的邊緣檢測上，其原理是利用梯度運算子計
算目標影像的梯度大小 M 及方向 D ，其定義為公式 3-10。
 M ( x=
, y)
fx2 + f y2



 f 
−1
 D ( x, y ) = tan  x 

 fy 


fx
⇒=

∂f
∂f
and=
fy
∂x
∂y

(3−10)

依照使用的梯度運算子而有不同的梯度值，而 Sobel 進行梯度的計算。而當中
Sobel 運算子可分為 x 方向與 y 方向，其定義如下公式 3-11。利用此即可帶入公式 310，並利用遮罩（Filter）的方式進行 Sobel 邊緣運算。

1 2 1
=
Gx  0 0 0 
 −1 −2 −1

1 0 −1
=
G y  2 0 −2 
1 0 −1

(3−11)

(2) 利用非最大值抑制法（Non-maximal suppression）找出正確的邊緣點
利用上述 Sobel 演算法方式計算梯度方向 D 之梯度大小是否為最大值作為判
斷的依據。尋求最靠近 D 之指向，並判斷中心點與其近鄰之大小關係。若中心點
的梯度大小 M 小於其指向的兩個近鄰之一，則使其重新定義之影像灰階值 fn 為 0。

(3) 設定門檻時以減少不正確的邊緣
針對

f n 取門檻值以減少不正確的邊緣點，若選取的門檻值過低，則影像中仍

會有一些假邊緣；若門檻值設定太高，則真實有效的邊緣點會被消除。故本研究所
使用的 Canny 演算法以遲滯門檻化（Hysteretic threshold）進行運算以改善此現象，
設定一個低門檻值 TL 與高門檻值 TH，並將其視為兩張影像，定義如下：

 f ( x, y ) , f n ( x, y ) ≥ TL
f NL ( x, y ) =  n
, f n ( x, y ) < TL
0

 f ( x, y ) , f n ( x, y ) ≥ TH
f NH ( x, y ) =  n
, f n ( x, y ) < TH
0


30

(3−12)

doi: 10.6342/NTU201701871

低門檻的 𝑓𝑓𝑁𝑁𝑁𝑁 (𝑥𝑥, 𝑦𝑦) 比高門檻的 𝑓𝑓𝑁𝑁𝑁𝑁 (𝑥𝑥, 𝑦𝑦) 含有較多的非零像素點，且 𝑓𝑓𝑁𝑁𝑁𝑁 (𝑥𝑥, 𝑦𝑦)

中所有非零像素點都會包含在 𝑓𝑓𝑁𝑁𝑁𝑁 (𝑥𝑥, 𝑦𝑦) 中，進一步將 𝑓𝑓𝑁𝑁𝑁𝑁 (𝑥𝑥, 𝑦𝑦) 中排除與 𝑓𝑓𝑁𝑁𝑁𝑁 (𝑥𝑥, 𝑦𝑦)
重複的非零像素點，定義如下：

{f

canny

( x, y )} = { f NL ( x, y )} \ { f NH ( x, y )}

(3−13)

在 𝑓𝑓𝑁𝑁𝑁𝑁 (𝑥𝑥, 𝑦𝑦) 和 𝑓𝑓𝑁𝑁𝑁𝑁 (𝑥𝑥, 𝑦𝑦) 中的非零像素點與影像中梯度大小有相關性，影像梯

度強度大的像素點視為有效的邊緣點，而梯度強度小的像素點需再進一步利用其
連通性判斷是否保留。利用公式 3-13 逐一檢測影像中的非零像素點，即可得到真
正的邊緣，減少不正確的邊緣。
(4) 取得 Canny 邊緣檢測演算法影像
利用二值化影像八連通性（Eight connected components）
，將 𝑓𝑓canny (𝑥𝑥, 𝑦𝑦)中位置

標記。當影像中所有非零像素點皆檢測完畢後，將𝑓𝑓canny (𝑥𝑥, 𝑦𝑦)中無標記之像素點設

為零，其餘的設為 1。最後所得到的影像即為 Canny 演算法所檢測到的邊緣影像。

如圖 3-11 所示，此為利用邊緣檢測演算法所檢測之結果。在影像處理後，從
紅色框框處可以很明顯的發現，於在過大的儲藥槽邊緣有明顯的斷裂產生。在後續
辨識儲藥槽，若沒有使用邊緣檢測，很容易造成辨識有誤。不過利用此邊緣檢測之
結果做後續相關的影像處理與辨識，就算影像上有斷裂的情形發生，對於後續的特
徵辨識也可利用影像邊緣進一步的辨識與校正，辨識方式於下一小節中提到。

圖 3-11 影像邊緣檢測斷裂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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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隨機三點霍夫圓法

使用標準的霍夫轉換法（Hough transform）做每一邊緣點的圓形偵測時，可一
次偵測數個半徑不同的圓。霍夫轉換用在二值化影像的圓形偵測，主要原理是利用
圓形影像中邊緣點的位置找出相對圓的參數值。利用每一個像素點藉由一對多的
映射，產生影像中圓形參數的所有可能值，再累計全部點所產生的參數值，最後得
以在參數空間決定表現最明顯的形狀[51]。
而標準的霍夫轉換法需要較大的運算時間，又因為參數在幾何平面中，非共
線的三點能構成一個圓，因此從特徵影像中，可以選擇在物體邊界上的三點即可
求得其圓心。選擇影像中任意不在一直線上的三點(𝑥𝑥1 , 𝑦𝑦1 )、(𝑥𝑥2 , 𝑦𝑦2 )、(𝑥𝑥3 , 𝑦𝑦3 )，且
讓一直線 L1 垂直且通過兩點中點 M1，則 L1 的參數式為

0.5 ( x2 + x1 ) + t1 ( y2 − y1 )
 x=
c

0.5 ( y2 + y1 ) + t1 ( x2 − x1 )
 y=
c

, t1 ∈ R

(3−14)

, t2 ∈ R

(3−15)

同樣得選擇其他線段 L2，可求得其參數式為

0.5 ( x3 + x2 ) + t2 ( y3 − y2 )
 x=
c

0.5 ( y3 + y2 ) + t2 ( x3 − x2 )
 y=
c
將公式 3-14 與公式 3-15 聯立，可求得 t1 與 t2

t1
=

y3 − y2 0.5 ( x1 − x3 )
y − y1 0.5 ( x1 − x3 )
− 2
x2 − x3 0.5 ( y1 − y3 )
x1 − x2 0.5 ( y1 − y3 )
t2
=
y2 − y1 y3 − y2
y2 − y1 y3 − y2
x1 − x2 x2 − x3
x1 − x2 x2 − x3

(3−16)

利用公式 3-16 帶入公式 3-11 與公式 3-15，可求得圓半徑 r，且利用所求得的所有
相關參數，即可找出影像中圓所在的位置。

r=

( xc − x1 ) + ( yc − y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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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隨機三點霍夫圓法可由影像上的輪廓點，隨機取非共線的三個點，並決定通
過此三點的圓，求出形成此三點圓的圓心及半徑。以三點圓的圓心及適當範圍的半
徑，計算出此帶狀圓內之邊緣點的總數。重覆上述的霍夫圓法找尋最多邊緣點數之
圓心 (𝑥𝑥𝑐𝑐𝑐𝑐 , 𝑦𝑦𝑐𝑐𝑐𝑐 ) 及半徑 rcs ，即為所求出之霍夫圓。

( x − xcs )

2

+ ( y − ycs ) =
rcs 2
2

(3−18)

由於儲藥槽位置極有可能因為影像或是拍攝物的幾何關係的影像，造成利用
肉眼難以識別，故在機器視覺中，本研究除了使用上述的樣板比對做快速、初步的
識別，對於不易識別的儲藥槽位置，也同時使用隨機三點霍夫圓法搜尋儲藥槽位
置，再相互比對，有效切精準地檢測出其儲藥槽位置。
由圖 3-12 所示，此為利用霍夫圓搜尋儲藥槽位置之結果。可以從圖 3-12a 中
看出，先前所提到得邊緣斷裂的情況，依然可以利用演算法的方式將特徵位置辨識
出來。從圖中各個儲藥槽之圓心位置，也與實際位置差異甚小，可以利用影像處理
的方式找到。不過對於辨識儲藥槽來說，霍夫圓辨識的方式雖然可以找出破碎的結
果，但在處理速度較慢，且只能搜尋圓形的儲藥槽。故本研究後續利用樣板比對的
方式，可以快速的找出儲藥槽位置，並在實作上搭配使用。

圖 3-12 隨機三點霍夫圓法搜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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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樣板比對演算法

樣板比對（Pattern Matching）[52]為一種利用預先設定之樣板（Template Image）
與來源影像（Source Image）中各個像素點逐一尋找（如圖 3-13 所示），並以相似
度公式描述該區塊與輸入樣板之相似度的技術。當相似度結果高於設定之樣板比
對門檻值，則影像中該處則為目標位置。

圖 3-13 樣板比對演算法示意圖
從上圖 3-12 中可以看出，本研究欲找出血管支架儲藥槽的位置，利用樣板比
對進行儲藥槽位置的辨識。由於影像中特徵取決於顏色變化的分布，樣板比對得方
式即是利用樣板影像依序與檢測影像做相似度的比對，倘若相似度極高，則代表其
位置即為樣板特徵處，也就是儲藥槽位置。其較常用的相似度比較公式如下：
(1) 誤差平方和法(Sum of Squared Difference，SSD)

R SSD ( x, y )
=

x +t

y+s

∑ ∑ ( f ( m + x, n + y ) − t ( m, n ) )

2

(3−19)

m =−
x t n =−
y s

此公式以樣板與待測影像灰階值之差做為評估方式，純粹利用來源影像與樣
板的差異做比較，所得之差異越接近零，表示樣板與該區塊之影像越相似，反之則
表示兩者越不相似。此方法能得到較快速之比對效率，但利用此公式計算之相似度
僅考慮影像灰階之差值，在複雜環境下有過大的干擾，容易得到錯誤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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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關匹配法(Normalized Cross Correlation，NCC)
x +t

RNCC ( x, y ) =

y+s

∑ ∑ f ( m + x, n + y ) × t ( x, y )

m =−
x t n =y − s
x +t

y+s

∑ ∑ f ( m + x, n + y )

m =−
x t n =y − s

2

×

x +t

y+s

∑ ∑ t ( x, y )

(3−20)
2

m =−
x t n =y − s

NCC 相似度計算以影像上樣版與來源影像灰階值之乘積為評估方式，並將其
正規化，所得之值越接近 1，表示相似度越高。NCC 評估方式能得到較 SSD 準確
之結果，並達到較佳的精準度，但相對的會增加運算上的負擔。當 NCC 比對完成
後，可以得到一個與待測影像相同大小之相似度矩陣，矩陣中包含影像各區塊與標
靶的像似程度，即為待測影像與樣板最相似之位置。
本研究利用 NCC 作為匹配樣板影像與來源影像之間的相似度比較，以圖 3-13
所示，本文此部分利用兩張儲藥槽影像作為樣板影像，與來源影像相似度大於 0.9
以上，則將位置以綠色框框標示出來。由於樣板比對與樣板影像有高度相關性，故
使用 Template Image A 所比對出來的結果與 Template Image B 有差別。鑒於此，本
研究以多種方向性的儲藥槽影像作為樣板（此部分利用兩方向做測試）
，如此即可
找出在 DEDS 影像上得所有儲藥槽位置。

圖 3-14 樣板比對演算法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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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機構控制
3.4.1

步進馬達分類

馬達在根據應用需求上的不同，再設計上也有各自的差異。以常見的步進馬
達、直流馬達和無刷直流馬達來說，直流馬達和無刷直流馬達採用連續訊號的控制
方式，依靠電流大小進行馬達訊轉的控制；而步進馬達則是一種利用脈波訊號轉換
成機械運動的裝置，依照輸入之脈波數目做固定角度的轉動，所以適合應用於需要
絕對定位方面的產品。步進馬達依照構造的不同，可分為永磁式（Permanent magnet，
PM）步進馬達、可變磁阻式（Variable reluctance，VR）步進馬達、複合式（Hybrid
type）步進馬達等[53]。
步進馬達的構造上大致分為定子、轉子與線圈三個部分組成（圖 3-15a）
，利用
磁化的轉子轉軸，與定子上的齒狀磁極進行控制。PM 馬達轉子是圓滑型，並沒有
槽齒的設計，純粹利用定子所產生的磁極與轉子的永磁磁極間的磁力，控制轉子轉
動，而 PM 馬達不具槽齒，轉矩則較小；而 VR 馬達其轉子沒有永久磁極，但必須
具有與定子相對之適當磁極組態與數目，靠磁路之磁阻變化產生推動轉子的轉矩；
複合式馬達與 PM 馬達不同的是，轉子具有槽齒，亦為永磁式馬達（圖 3-15b）
，是
目前機器視覺最常使用的馬達[53]。

圖 3-15 步進馬達構造圖[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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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步進馬達控制理論

上述所說的複合式步進角遠較 PM 馬達為小，而其步進角愈小者，振動、噪音
也愈小，而且具高速度及高轉矩的特性。而在控制理論的部分，由於上述步進馬達
原理與驅動方式簡單、運轉快速、定位準確、幾乎沒有延遲，且在先前詬病的馬達
解析度部份，目前採用微步技術（Micro Stepping）來增加解析度，以達到精密定
位之目的。微步技術就是將每一個步級角再分割成許多小步級角，步進馬達的解析
度即可得到大幅提升，便可達精密定位之目的，並改善振盪及共振的問題[55]。
步進馬達的速度控制下，一般皆以 PPS（Pulse Per Second）表示，代表每秒轉
多少脈波，若要換算成常用的 RPM 則需參考步進馬達的解析度才有辦法決定。而
在步進馬達的速度控制上，是依照其輸入之脈波頻率而調整，無論是位置角度與速
度的控制上，皆屬於開迴路控制（Open loop control）
，故控制亦非常容易。當步進
馬達在控制時，若是只控制在低速運轉領域（小於 100rpm）
，則以固定速率的方法
控制較佳；在高速運轉領域（100rpm 以上）
，步進馬達運轉就必需要有加減速的動
作，如圖 3-16 所示。否則的話，若是想要讓馬達即時停止的話，會因為馬達的高
速慣性作用，使步進馬達有過衝的現象，造成定位不準，且容易產生累積誤差。[55]

圖 3-16 步進馬達之速度控制[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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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影像座標與單位轉換

如圖 3-17 所示，假設P(𝑥𝑥, 𝑦𝑦, 𝑧𝑧)為光學攝影機座標位置，並投影在虛擬成像平

面座標(𝑢𝑢, 𝑣𝑣)上，根據相似三角形定理，可以得到：
f u v
=
=
z x y

f ×x

u = z

v = f × y

z

⇒

(3−21)

根據齊次座標（Homogeneous coordinates），可以將公式 3-21 表示成：

u '
v'
=
 
 w '

f
0

 0

0 0  x 
f 0  ×  y 
0 1   z 

(3−22)

而在影像座標系統中，光學攝影機與 Z 軸所相交的點（Center of Projection），
並非原點(0,0)，則將 u 與 v 作適當的位移，故將公式 3-22 修正成：

=
u
v
=

f ×x
+ tu
z
f ×y
+ tv
z

⇒

u '
 v=

 '
 w '

f
0

 0

0 tu   x 
f tv  ×  y 
0 1   z 

(3−23)

在上述的表示中，影像的單位為長度單位需要以 pixel 來表示位置，因此將相
機的解析度加入到影像轉換公式內，進而得知每單位長度有幾個像素點。假設在影
像上的解析度，長度單位下有 mu 及 mv 個像素點，因此以像素點來表示 u 和 v 的
公式為 3-24，其中αx 為焦距在 u 軸方向的 pixel 個數，αy 為焦距在 v 軸方向的
pixel 個數[57]。


=
u mu 


=
v mv 


f ×x

+ tu 
z

f ×y

+ tv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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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v
=
 
 w

 mu f
 0

 0

0
mv f
0

mu tu   x 
mv=
tv  ×  y 
1   z 

α x 0
0 α
y

 0 0

u0   x 
v0  ×  y 
1   z 

(3−25)

一般光學攝影機的參數會以內部參數矩陣 K 值表示，從公式 3-25 可以看到與
矩陣 K 有關的參數為：焦距、原點位置、解析度，都是跟相機內部有關的參數，
有時 K 還會增加一個參數 s，這個參數是在影像座標的 u 軸跟 v 軸的偏移角度ψ，
用來調整像素在成像座標平面中的位置，表示光學攝影機座標與影像座標的關係。
u 
s  v 
=
 1 

α x s
0 α
y

 0 0

u0   r11 r12
v0  ×  r21 r22
1   r31 r32

r13
r23
r33

 x
t1   
y
=
t2  ×   K [ R | t ] Q
z
t3   
1 

(3−26)

其中s = αy 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外部參數矩陣與攝影機座標用 [R|t] 與 Q 表示。綜合上述可

以知道，利用內部參數矩陣、外部參數矩陣與光學攝影機座標即可算出成像平面座
標，本研究及利用此作為機器視覺的影像空間座標轉換標準。[58]

圖 3-17 影像空間座標轉換示意圖[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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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自動化系統設計與實作
由於本研究所設計開發之自動化系統為「藥物載具自動塗佈系統（Automatic
Coating System，ACS）」，其塗佈對象主要針對血管支架作為藥物載具時所使用，
如 DES 與 DEDS。本研究的目標是研究並開發高精度、高效率、智能化的自動化
系統，並且可以應用在多種不同的血管支架塗佈；將治療用的藥物塗佈在血管支架
上，或更進一步將藥物置放在其儲藥槽內，充分展現作為藥物載具的價值。
此自動化系統除了可以有效的減少原先在製造 DES 上藥物的浪費，更可以讓
DES 或 DEDS 搭載不只一種的藥物，幫助醫生在治療 CVD 有更多種類的血管支
架可以選擇，使病患接受更適當的治療。由於人體的各部位血管粗細大小不一，且
血管支架設計也是千百種，因此在設計此自動化系統時，為了要能夠搭配不同管徑
大小的血管支架，並完成自動塗佈與檢測之功能，在機構設計、工作空間規劃與所
有功能流程上，都必須要充足且謹慎的規劃與思考。
目前在工業界中，製造與相關檢測技術都使用自動化設備居多，且往往此類自
動化系統必須包含經度高、速度快、穩定性佳等等相關要求。本研究在設計開發此
自動化系統前，依照下列原則[60]來開發此自動化系統：


機構整體結構清楚明瞭、剛性高、機構靜動態特性良好



各機構零組件精度高，減少相關誤差



機構之動態運動時重複性、重現性高



使用方式容易，且有人機介面輔助對此系統之操作



模組化方式組裝，可快速添加或減少功能與系統，且容易維修



工作環境要求低，可於一般實驗室、工廠使用

如圖 4-1 所示，此為本研究之系統設計開發階段規劃，透過此流程完成此自動
化系統雛型機架構與設計。本章節主要會介紹此自動化系統之架構、系統內部的設
計與實作、自動化系統動作規劃、控制校正設計等等的相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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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自動化系統之設計與製造流程規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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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系統架構
參考上述所說的自動化系統開發原則，本研究將以模組化的方式設計與開發，
除了可以快速添加或減少各個不同的模組、功能與系統，並且容易維修與更改。最
後加以整合各部分模組，實現藥物載具自動塗佈系統之作業。綜合以上所述，由於
本研究所開發之目標，ACS 的功能包含移動平台的控制、光學影像定位與檢測、
藥物塗佈控制等功能；而以流程來看，此自動化系統以機器視覺的方式來完成血管
支架的影像定位與檢測功能，後利用機構控制來達成塗佈藥物及藥物負載的功能。
故本文將此自動化系統的架構分為「硬體架構」與「流程架構」來加以探討，
如圖 4-2 所示。

圖 4-2

自動化系統之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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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硬體架構之設計開發

由上圖 4-2 可以知道，本研究之自動化系統的硬體部分計畫由三個部分所組
成，分別是：精密移動控制機構（Precision Motion Control Mechanism，PMCM）、
光學影像定位機構（Optical Imaging Positioning Mechanism，OIPM）與藥物塗佈控
制機構（Drug Coating Control Mechanism，DCCM）
。在本研究中，三個機構皆由模
組化的方式進行設計，並且可以獨立執行及組裝，分別於工作電腦上進行溝通。
硬體部份的設計本研究主要是參考「誠霸科技公司」所生產的雷射切割模組
STC-300。本研究選擇此雷射切割模組化系統作為機構設計的參考原因有二：其一
是從內部系統整合圖（圖 4-3）中可以看出，此雷射切割模組由移動平台、雷射頭
Z 軸，與雷射光源的控制整合等幾個大部分所組成。而在本研究所設計開發的系統
與此雷射切割模組的平台作動控制非常相像，故以此架構做後續的設計與實現會
比較適合；其二是因為本研究是製造「具有藥物負載的心血管支架」的最後步驟，
所以若是可以與製造心血管支架時，所使用的雷射切割工法有相似的硬體架構，對
於後續以自動化方式製作完整的心血管支架會有較好的融洽性與彈性。

圖 4-3

雷射切割模組之內部系統整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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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步系統硬體規劃設計階段，本研究利用 3D 繪圖軟體 SolidWorks 於電腦
上進行硬體模擬與設計。由於 ACS 的硬體架構中，是由三種不同的機構以及多種
不同的工件所組成，所以在設計與規劃上必須先經過電腦來進行機構硬體上的模
擬設計，在設計製作完成後才不會發現與原先構想誤差甚大，導致工廠製造與組裝
上產生困難。
如圖 4-4 所示，此為本研究利用 SolidWorks 所設計開發之硬體規劃圖。由圖
中可以看到，藍色區塊為 PMCM 區域，主要控制整個 ACS 上各個機構位置的移
動，如移動平台、工作載台、塗佈噴嘴的位置等等；而綠色區塊是 OIPM 的區域，
此部分由光學攝影機、光學鏡頭、支撐座及穩定拍攝環境的照明光源等等所組成，
目的是要擷取血管支架上的影像、特徵以及塗佈情況；而紅色區塊則是 DCCM 的
區域，主要由玻璃纖維噴嘴、精密壓力調整裝置和噴嘴脈波控制器三個部分組成，
其目的可以精確利用壓力調整裝置與脈波控制器，穩定的控制玻璃纖維噴嘴的藥
物塗佈，達到藥物塗佈控制之目的。

圖 4-4

自動化系統之硬體規劃圖（Solid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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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流程架構之設計開發

本文依照自動化系統所要達到的功能，將此系統的流程架構分為三大流程，分
別是：影像建模定位流程（Image Modeling and Positioning）、藥物塗佈控制流程
（Drug Coating Control）與光學塗佈檢查流程（Automated Optical Inspection）。
如圖 4-5 自動化系統之流程規劃圖所示，整個自動化系統的流程如下：首先將
無藥物附載的血管支架放在 PMCM 上的工作載台上，利用工作電腦或自動化程序
控制並移動工作載台，將藥物附載的血管支架移動至光學影像定位機構處進行一
連串的影像建模、影像定位、影像辨識與誤差校正等演算法處理，並輸出其 2D 與
3D 的表面血管支架的影像。完成後將工作載台移動至藥物塗佈控制裝置的位置處
進行自動塗佈控制，利用先前所得到的表面血管支架的影像進行塗佈位置的辨識
與定位，並在指定位置處進行塗佈。最後回到光學影像定位裝置處做自動光學塗佈
檢測。

圖 4-5

自動化系統之流程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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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像建模定位流程中，利用 OIPM 搭配移動平台控制血管支架的移動，並進
行血管支架表面的影像擷取，即可得到完整的血管支架表面影像。當拍攝完血管支
架影像後，利用章節 3.4.3 所提到的影像座標單位轉換，將 2D 影像轉換為實際長
度，並進行 3D 建模。除此之外，在此流程利用影像處理技術將特徵位置辨識出來，
並輸出特徵之實際位置，即完成流程內容。
在藥物塗佈控制流程的部分，首先將血管支架移動到 DCCM 區域的塗佈位置，
利用先前辨識出來的特徵實際位置進行藥物塗佈控制流程。本流程除了可以控制
塗佈位置，也可於此流程階段更換塗佈的藥物，並且提供可塗佈多種藥物的變化
性。本研究在此自動化系統中主要規劃三種塗佈方法：快速塗佈法（Rapid Coating
Method，RCM）
、表面塗佈法（Surface Coating Method，SCM）與定點塗佈法（Target
Coating Method，TCM）。如圖 4-6 藥物塗佈控制流程之 3 種塗佈方法，紅色部分
為藥物塗佈的位置與方向的軌跡或位置。

圖 4-6

藥物塗佈控制流程之塗佈方法

當藥物塗佈完成後，進入最後的光學塗佈檢查流程。在這個流程中，塗佈完成
的血管支架回到 OIPM 位置處進行血管支架塗佈結果檢查。此流程的影像檢測方
法與上述的影像建模定位流程相同，可於此流程直接做血管支架塗佈結果的影像
檢測。除此之外，對於血管支架上的瑕疵檢測也可以同時完成，並輸出檢測結果。
此功能流程提供了塗佈結果的驗證，也可以提供 BMS、DES、DEDS 或其他藥物
載具的外觀狀況與品質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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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精密移動控制機構（PMCM）
在此自動化系統上 PMCM 的目的主要是控制此系統上的控制平台位置，使控
制平台在 ACS 上可以穿梭到不同工作機構，以利用此對血管支架做相對應的處理。
在 PMCM 中，利用控制平台與移動平台，使工作載台上的血管支架可以達到精密
移動的效果。在光學影像定位機構處才可以拍攝出精細穩定的影像，並在後續有良
好的塗佈控制。而其重要的組成可分為：控制平台、工作載台、馬達滑台組。
如圖 4-7 所示，此為利用 SolidWorks 所設計出來的精密移動控制機構。此機
構由本研究自行設計，並委託由「擎永科技有限公司」進行加工製造。大小部分，
精密移動控制機構全長 900 mm，徑向寬度 600 mm，高度為 500 mm；金屬材料部
分使用 SUS304 不鏽鋼。以下章節會詳細介紹相關的設計與實作情況。

圖 4-7

精密移動控制系統機構（Solid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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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控制平台

在 PMCM 上之控制平台是位於整個自動化系統的核心，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控
制其移動平台（Platform）的位置。由於 PMCM 上之控制平台與其他各個機構與流
程都息息相關，包括影像建模定位、藥物塗佈控制，都依靠此控制平台做精密移動
控制。因此在控制平台的部分，本研究設計了一組線性軸（Linear）控制此平台的
X 方向移動，與一組直角坐標結構（Cartesian Manipulator）來控制 Y 方向與 Z 方
向移動，而線性軸與直角坐標結構互相垂直，使整體呈現 XYZ 三軸移動的結構，
如圖 4-8 控制平台機構設計簡圖所示。

圖 4-8

控制平台之設計簡圖

從上圖 4-8 中所示，此控制平台上分別控制著移動平台 A（Platform A）與移
動平台 B（Platform B）。移動平台 A 上面搭載了裝置血管支架的工作載台，主要
目的要輸送上方的工作載台於各個工作區，進而使血管支架移動到指定的工作位
置進行相關作業；移動平台 B 則是搭載了 DCCM 上的微型玻璃噴嘴，並利用此移
動平台進行噴嘴位置的調整。由於結構簡單，在控制平台的部分所使用到之器材為
3 組馬達滑台組，其馬達滑台組的實作位置圖如圖 4-9 所示。本文於章節 4.2.3 會
一同介紹有關於馬達滑台組的部分。

48

doi: 10.6342/NTU201701871

圖 4-9

控制平台之實作位置圖

在理想情況下，當系統在做自動塗佈控制的時候，移動平台 B 上的噴嘴會在
血管支架的正上方，所以不太需要多餘的 Y 方向的控制來改變噴嘴位置。但實際
上，藥物塗佈的過程中，很有可能會有噴嘴主軸偏移（Principle of Off-Axis Jetting）
的情況發生（圖 4-10）[61]，造成噴塗位置與實際位置有誤差，所以必須要利用此
直角坐標結構來移動噴嘴位置與噴嘴高度，來修正自動塗佈系統的噴嘴位置，使噴
嘴到達血管支架主軸的位置上方（On-Axis）
，以利此自動化系統的精準噴塗功能與
效果。

圖 4-10 噴嘴主軸偏移與校正[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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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工作載台

圖 4-11 為開發完成之工作載台與組成，工作載台位於移動平台 A 上方，由步
進馬達、滾珠軸承、支撐培林座、夾緊式聯軸器、支撐圓棒以及支撐座所組成。由
章節 2.1 可知，血管支架是由許多的環狀結構排列而成的圓柱結構。在做光學檢測
與塗佈控制時，都是要在血管支架的表面完成，所以利用步進馬達使支撐圓棒同步
旋轉，進而帶動血管支架主軸的旋轉，將原本血管支架三維的圓柱結構，利用光學
影像轉換為平面二維結構，來完成後續的工作。

圖 4-11 工作載台外觀與組成（Solid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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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支架主軸（本文後以 A 軸代替）在旋轉時是否偏心，會密切影響此自動
化系統在機器視覺上的品質與成功率，因為血管支架上多餘的晃動會造成光學檢
測上的失焦，導致在影像定位不準，造成無法準確的做藥物塗佈。本研究發現，馬
達軸心旋轉與 A 軸軸心會有同軸度（Proper alignment）的問題，造成血管支架的
位置造成偏差。若是此偏差過大，則會影響光學影像定位的準確性，造成無法塗佈
到指定的位置。而影響同軸度的因素是因為被測元件（支撐圓棒）與基準元件（馬
達軸心）的圓心位置和軸線方向不同，而主要原因則是偏心旋轉（Eccentric rotate）
與偏擺旋轉（Vibration rotate）[62]，如圖 4-12 所示。

圖 4-12 偏心旋轉與偏擺旋轉[62]

為了解決偏心旋轉與偏擺旋轉，本研究在工作載台上添加 2 種設計來解決此
晃動問題。第一種方式是使用夾緊式的撓性聯軸器（Flexible coupling）來使兩軸同
心，由於本研究之自動化系統需長期運轉，故以滾珠軸承讓自動化機台在長期運作
下也保持高同軸度。夾緊式聯軸器雙邊各有切開之溝槽形成彈性作用，不損傷軸心
並且有較佳的穩定與保持力，利用迫緊式聯軸器不會直接推擠到軸心，造成偏心與
偏擺。撓性聯軸器可緩和機構上的衝擊，可以吸收軸向位差、改善系統傳動動力特
性的功能，因此在安裝時即使軸發生少許之偏差而軸承不會有勉強的情形。滾珠軸
承為機械中之固定機件，主要功用是用來支持引導並限制其他自由度的運動，具有
摩擦力小、動力損失少、保養容易等優點。除此之外，使用由於滾珠軸承的優點，
長期使用下也可以保持軸心於準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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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方式是設計一個支撐座使支撐圓棒，可以使圓棒維持在一定的範圍內
不會造成偏心、偏擺與晃動情況。此外，由於血管支架的管徑十分多種，所以支撐
座以模組化的方式作設計，如圖 4-13 所示，此為管徑 2 mm 的血管支架所使用之
支撐座工程圖。當中 25 mm 為軸心高度，倘若有遇到些微誤差，可以利用直狹槽
設計做微調整。利用步進馬達、滾珠軸承、支撐培林座、夾緊式聯軸器、支撐圓棒
以及支撐座所組成的工作載台實作完成圖，如圖 4-14 所示。

圖 4-13 工作載台支撐座工程圖與實作

圖 4-14 工作載台之實作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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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馬達滑台組

馬達滑台組是由步進馬達、線性滑軌、滾珠螺桿所組成，利用工作電腦發出命
令控制步進馬達，使移動平台利用滾珠螺桿於線性滑軌上進行移動，並利用步進馬
達內部的編碼器做位置上的校正。本研究在 PMCM 中，使用到 3 組馬達滑台組，
分別控制機構上的 XYZ 三軸的運動，而 A 軸只有使用步進馬達做血管支架主軸的
旋轉控制。
本研究在實作上所使用的步進馬達皆使用擎翔實業有限公司（CSIM）的三相
位步進馬達，相關規格如表 4-1。

表 4-1

三相位步進馬達規格

三相位步進馬達規格[63]
步距角

1.2 度

機身長

79 mm

電流

1.6 A

電阻

0.5 Ω

電感

0.8 mH

保持力矩

80 N*cm/min

轉子慣量

280 g*cm2

引線數

3 Lines

重量

580 g

編碼器解析度

增量型 2500 ppr

最大轉速

3000 rpm
馬達工程圖

而此步進馬達的驅動控制器型號為 SLIM9-340E2，相關規格如圖表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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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使用的步進馬達與驅動控制器整合再一起，可利用 RS232 做脈波出入的
控制，故本研究只需要在工作電腦上與此驅動器做訊號溝通，即可控制步進馬達的
移動，省去一般需要外接控制器的瑣碎用法。而此步進馬達驅動器中，可以連接馬
達的編碼器做馬達旋轉位置的校正，利用此編碼器做回授控制。

表 4-2

步進馬達驅動控制器規格

步進馬達驅動控制器[63]
額定電壓

DC 24 ~ 48 V ±15%

額定電流

最大 5 A / Phase

冷卻方式

自然冷卻

驅動控制方式

正弦波 PWM

最大輸入脈波頻率

500K PPS（差動傳輸方式）

電子齒輪比

1/9999 ~ 9999

動態煞車機能

可輸出剎車控制訊號，有煞車連鎖機能
過電流、溫度、負載、編碼器異常、

保護機能
脈波頻率超限、CW/CCW 驅動等保護機能
操控模式

位置、終端機模式、Modbus 通訊控制

通訊介面

RS232 / RS485 Modbus

線性滑軌為一種滾動導引機構，藉由鋼珠在滑塊與滑軌之間作滾動循環，使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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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平台能沿滑軌作高精度的線性運動。普遍的馬達皆為旋轉的運動，但若要使承載
物件做直線的定位運動，一般可採用齒輪、鏈條或皮帶，但其精度皆不佳。本研究
使用滾珠螺桿作為移動定位的傳動，在滾珠螺桿的製造過程中，在螺帽內部與螺桿
摩擦的接觸面上導入了鋼珠，使螺桿與螺母在接觸滑動時變成滾動摩擦，減少機件
間之摩擦阻力，馬達作動時將較為省力，進而縮短定位時間，適合精密定位使用
[64]。因此在精 PMCM 上所使用的三個馬達滑台組均搭配滾珠螺桿，使用線性滑
台，以提高定位精度與機械效能。本研究使用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Hiwin
Technologies）的線性滑台與搭配其滾珠螺桿，本研究所使用到的線性滑台的規格
如表 4-3 所示[64]。
由下表可知，此線性滑軌與滾珠螺桿上的導程為 2 mm ，故本研究的步進馬達
精度為 0.0001 度，所以可求得線性滑台理想精度為 0.2 um 。而血管支架上最小的
儲藥槽大小約為 50 um，所以本研究使用此精度的線性滑軌完全符合本研究所需要
的需求。

表 4-3

線性滑台規格

X 軸線性滑台

Y 軸與 Z 軸線性滑台

軌道長度（mm）

200

150

全長（mm）

270

220

滾珠螺桿導程（mm）

2

2

滑座最大行程（mm）

120

70

滑座重量（kg）

1.3

1.1

最大速度（mm/sec）

270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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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光學影像定位機構（OIPM）
在光學影像檢測機構中，需要包含流程架構中的影像建模定位功能，以及自動
光學檢測功能。第三章有提到在機器視覺中，拍攝影像的好壞，攸關到最後成果的
成敗。所以在實作部分，為了要得到適合的相關光學設備，與多家廠商購買相關器
材，並由本研究進行整合。
此光學影像檢測系統所使用到的元件主要有 5 個，分別是光學攝影機，光學
鏡頭、照明光源、LED 定電流調光器以及支撐架。如圖 4-15 為光學影像檢測機構
之外觀設計圖。光學攝影機是德國的 IDS（Imaging Development Systems GmbH，
IDS）所生產的工業相機與光學鏡頭，並和台灣輝動系統有限公司（MVGOsys）購
買照明光源與 LED 定電流調光器。此外在支撐架的部分也是由「擎永科技有限公
司」委託進行加工製造。

圖 4-15 光學影像定位系統機構（Solid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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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光學攝影機與鏡頭

光學攝影機與光學鏡頭的挑選上，由於本研究是利用光學檢測對血管支架做
影像的拍攝，但由於血管支架為圓柱形的，為了避免拍攝影像上因為圓柱形的景深
問題，造成攝影機拍攝位置與超出攝影機 DOF 的範圍（圖 4-16），所以應該使用
LSC 作為本研究的光學攝影機比較適合。

圖 4-16 圓柱形血管支架之景深問題
不過 LSC 價格昂貴，且從需求角度來說，為了避免血管支架在 A 軸旋轉時產
生血管支架與支撐圓棒滑動的情形，在 A 軸旋轉軸上的轉速上較慢，所以用不到
LSC 高轉速的規格，不過檢測部分仍以 LSC 檢測方式較為適合。故在兩相權衡考
慮下，本研究挑選高規格的 ASC 做為此自動化系統之光學攝影機，但利用仿 LSC
攝影機功能的方式，讓 ASC 做到線掃描的功能，既可降低成本，又可以符合自動
光學影像檢測的需求，本研究將此演算法稱為「影像線掃描重組法」
，相關介紹於
4.3.2 節做說明。
本研究使用之 ASC 的 CMOS 光學攝影機是德國 IDS 公司的 U3-3240ML-CHQ 工業相機，可搭配工業上的 Trigger Input 與 PC 的 USB 3.0 Input 做影像訊號的
傳遞與控制。而光學鏡頭使用其搭配的光學鏡頭，由於光學影像檢測是在穩定的環
境下進行檢測，倍率為定倍率 2 倍，規格與照片如表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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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光學攝影機與光學鏡頭規格

Area Scan Camera

Camera Style
Camera Model

U3-3240ML-C-HQ

Mass

52 g

Sensor type

CMOS Color

Sensor Model

EV76C560ACT

Global Shutter、

Sensor

Rolling Shutter

Characteristic

Resolution

1280 ×1024 Pixel

Pixel Size

5.3 um

Color Depth

12 bit

Optical Class

1/1.8”

Manufacturer

e2v

Gain

4x

Len Mount

C-Mount

IP code

IP30

Linear

Shutter

Interface

USB 3.0 micro-B

Power Supply

USB cable
Camera and Lens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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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影像線掃描重組法

影像線掃描重組法（Frame Line Scan Marge method，FLSM）顧名思義就是利
用 ASC 所拍攝出來的影像做線掃描的功能。由章節 3.2.1 中有提到，光學攝影機在
存取影像資訊時，是利用許多小方格來做為儲存的位置。倘若在曝光時僅僅只存取
影像上某一條線的資料，且依序存取在另外一張的空白影像的方格中，即可做出類
似 LSC 的存取效果，如圖 4-17 所示。

圖 4-17 影像線掃描重組法

正常 LSC 的線掃描頻率（fLCS）極快，因為一次存取的 data 較少，所以在同一
時間下可以得到較高的解析度。但 FLSM 卻是在同樣的曝光時間中，只存取一部
分的資料，所以掃描頻率（fFLCM）會下降很多。以圖 4-17 來說明，取向區域的高
度為 dH ，影像的長寬各為 H × W ，則 fFLCM 為
f FLCM = f ACS ×

dH
≈ f LCS
H

(4−1)

除此之外， H / dH 必須要可以整除，在做 FLSM 存取時才不會有存取方格過
多或過少的情形。另外，由於本研究所使用的是可程式化的光學攝影機，可以利用
程式撰寫的方式來控制攝影機內部的影像存取方式、曝光量、白平衡等，故本研究
才可以利用 FLSM 的方式，直接以程式化方式來實現 FLSM 的功能，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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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照明光源與控制器

在照明光源與 LED 定電流調光器的部分，由於血管支架十分精細且微小，所
以在影像拍攝上，必須要有照明光源來輔助。除了可以讓光學攝影機有足夠的光線
輸入，更重要的是穩定環境的變化，使每張影像都在相同的條件下完成。而血管支
架表面是屬於金屬圓弧，所以在光線照射時，會被此圓弧反射，無法穩定的將光線
射向光學攝影機，使拍攝出來的血管支架影像有不當的顏色成像。除此之外，由於
血管支架為柱狀鏤空設計，所以在其幾何圖形中的微小縫隙會產生許多陰影，造成
影像品質不良，還會造成後續影像判斷的誤差。如圖 4-18 所示，光源對於拍攝影
像的影像甚巨。

圖 4-18 不同的照明光源架設影響

本研究經過多次的嘗試與實驗，找到適合的光源架設法，可以拍攝出良好架設
光源的影像。從章節中 3.2.3 提到，適合本研究的照明光源架設法為前照式光源的
方式。故本研究決定利用兩個 LED 長型光源與 LED 環形光源罩作為照明光源，並
利用如圖 4-19a 的方式架設照明光源。光線平均地從四面八方照射到檢測物體的表
面，有效地將血管支架縫隙與周圍的陰影打亮。其後利用環形 LED 光罩，將光線
穩定的射向光學攝影機，得到清晰的血管支架影像。光源架設於藥物載具自動塗佈
系統之模擬圖如 4-19b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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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 2 個 LED 長型光源，以及 1 個 LED 環形光源罩來做照明光源的
設備。LED 長型光源亮度為 252 瓦的 ADM-30/120 背光薄型白色光源，此光源中
的有 144 顆 LED 做照明，照明範圍為 124 mm × 33 mm；而 LED 環形光源罩則是
使用 D0-84/85 半球型漫射白色光源，內含 96 顆 LED，照射亮度為 165 瓦。兩者
LED 光源皆是使用的飛利浦（Philips）的 LED 燈，其波長與相對強度的變化如圖
4-20a 所示，光學攝影機所感知到的可見光（400 nm~700 nm）在此 LED 下有較大
的相對強度，而 LED 與檢測物體距離與照度距離變化曲線圖如圖 4-20b 所示。

圖 4-19 照明光源架設示意與模擬圖

圖 4-20 照明光源 LED 變化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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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由於經過實驗發現，一般的光源使用時會有漣波的問題。因為在電
流不穩定的情況下，導致 LED 接收電壓忽高忽低，以光學攝影機拍攝會因為照明
光源的光線不穩定，造成影像忽明忽暗，產生極大的誤差。故本研究使用 LED 定
電流調光器，使電流的輸出誤差小且穩定度高，長時間運作不會有高温情況影響特
性或電流漂移之現象。利用此 LED 定電流調光器，有效穩定拍攝環境，且方便使
用者調整，其相關規格如表 4-5 所示。

表 4-5

照明光源之 LED 定電流調光器規格

LED 定電流調光器規格表
調裝器型號

MG-120x4A（Analog）

輸入電源

AC 100 V ~ 240V

輸出電流

100 ~ 400 mA（4 通道）
外部控制：旋鈕調整

控制方式
內部控制：電壓調整
適用電壓

依不同 LED 負載自動調整輸出電壓 DC 1 V ~12 V

外觀尺寸

197 mm × 80.5 mm × 106.5 mm
相關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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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光學設備調整裝置

由於 OIPM 可以拍攝的範圍極為精密，故光學設備的位置在實作上必須要可
以微調，以利拍攝到最清晰的影像；此外利用 FLSM 的演算法讓 ASC 達到 LSC 的
功能，但相對地在光學攝影機取像上必須要有更高精度的微調。本研究實作時以支
撐座來架設相關光學器材，支撐座由手搖輪、移動滑軌、旋轉傾斜台、橫向調整器
以及相關的固定支撐材料所組成（圖 4-15）
，以達到最佳情況。本研究目前在光學
影像檢測機構上所有調整上皆以手調的方式完成，方便使用者直接操作使用。
由於光學攝影機的幾何空間上有 3 個移動自由度（x、y、z）與 3 個轉動自由
度（θ、ψ、γ），即可決定光學攝影機的取像位置與方向。光學攝影機上的 x 軸
移動自由度可由精密移動控制機構中的 X 軸控制，在此機構中代表拍攝畫面 X 方
向的位移；γ的轉動自由度部份，由於光學鏡頭為圓形的，所以γ為惰性自由度，
其轉動是無意義的；z 軸的移動自由度由手搖輪與移動滑軌決定，藉由改變其 z 軸
高度，可以控制光學攝影機與光學鏡頭是否對焦；y 軸移動自由度由支撐架固定，
剩下最後的 3 個轉動自由度由旋轉傾斜台來決定。
經過評估，本研究所使用 TP207 精密旋轉傾斜台（圖 4-18）
，做θ和ψ的手動
微調。經過各個自由度的調整，可以將光學攝影機的鏡頭拍攝方向，指向血管支架
要拍攝的平面進行影像擷取，並且成功擁有清晰的畫面。

圖 4-21 精密旋轉傾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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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藥物塗佈控制機構（DCCM）
透過 OIPM 將血管支架要塗佈的位置做定位，並將得到的相關影像的特徵資
訊傳輸到 DCCM 中，並進行藥物塗佈控制。本研究中，DCCM 主要由三部分組成：
微型玻璃噴嘴（Micro-glass nozzle）、精密壓力調整裝置（Precision pressure control
device）、脈波控制器（Pulse controller）。本研究使用美國 MicroFab 公司的微型玻
璃噴嘴與脈波控制器，即可由輸入的藥物溶液產生極微小藥物液珠；而精密壓力調
整裝置則是使用 MacroMesh 公司所出產之產品，為了維持藥物塗佈控制機構上穩
定的壓力與品質，提供機構穩定可控制的壓力變化，讓藥物塗佈上可以穩定的生成
藥物液珠，相關配置圖如圖 4-22 所示。
在 DCCM 的各個裝置中，其控制原理是利用電子脈波調整，讓玻璃纖維噴嘴
可以依照電子訊號的脈波做相對應的噴塗；本研究利用背壓（Back pressure）的方
式將塗佈藥物溶液由負壓吸入噴嘴，達到塗佈藥物的功能。而在噴藥量的部分，此
可將單點大小的出藥量控制在 30 um ~ 120 um。由於此精細且微小的藥物塗佈控
制，所以必須要有穩定的壓力源，才會有穩定的出藥量與品質。故本研究使用精密
壓力調整裝置來達到穩壓與控制壓力的功能。以下章節會分別詳細介紹本研究所
使用的微型玻璃噴嘴、精密壓力調整裝置、脈波控制器。

圖 4-22 藥物塗佈控制機構硬體配置圖[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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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微型玻璃噴嘴

微型玻璃噴嘴構造由微型噴嘴（Nozzle）、壓電晶體（Piezoelectric crystal）與
流體通道口所組成。此微型玻璃噴嘴由環形的壓電晶片連接，而微型玻璃另一端連
接藥物溶液進入的軟管。本研究所使用的噴嘴口規格為直徑 50 um，利用脈波控制
器驅動壓電晶體而控制微型噴嘴口的大小。首先在塗佈過程，因為負壓使藥物溶液
流入微型玻璃噴嘴中，使之充滿藥物溶液。其後藉由脈波控制器施加電子訊號到壓
電晶體與微型玻璃管壁上，使壓電晶體受到電子訊號發生形變，導致微型噴嘴的管
壁有些微變形，讓微型玻璃噴嘴內部壓力產生改變讓藥物噴出。如圖 4-23 微型玻
璃噴嘴之構造圖與實體外觀所示。

圖 4-23 微型玻璃噴嘴之構造圖與實體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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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精密壓力調整裝置

精密壓力調整裝置實際外觀如圖 4-24 所示，當中主要分為 3 部分：氣壓顯示
器、氣壓調整伐、模式選擇。在模式選擇中可以切換三種不同模式，在負壓模式中，
利用壓力的改變，可以將藥物溶液吸回，於更換藥物溶液時使用；在正壓模式中，
與負壓模式相反，可另微型玻璃噴嘴直接噴出溶液。最後控制模式是將壓力控制在
適當的範圍（-0.6 Pa ~ -1.2 Pa），且在藥物噴塗的過程中，壓力不會產生過大的變
化，維持藥物溶液穩定的噴射。氣壓顯示器與氣壓調整閥分別為顯示與調整控制模
式下的氣壓數值。
本研究之所以使用調整背壓的方式控制藥物溶液的噴塗，有兩個目的：首先，
可以利用較大的壓力使流體溶液（去離子水）來沖洗微型玻璃噴嘴，或者控制壓力
使機構內部壓力差，將藥物顆粒碎屑從微型玻璃噴嘴口吸入或排出，可視為此機構
的過濾器，移除會使微型玻璃噴嘴阻塞的微小藥物微粒。第二，本研究可以逐漸調
整壓力，施加微小的正反向壓力或負壓來使液珠形成更容易，以保持藥物溶液不會
滴落或自發流出，避免塗佈過程中會產生錯誤的塗佈結果。

圖 4-24 精密壓力調整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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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脈波控制器

本研究利用脈波控制器產生脈波的電子訊號，進而向壓電晶體施加電壓，控制
微型玻璃噴嘴口的直徑增加或減小，即可使封閉在管中的流體壓力產生變化，使藥
物溶液可以噴出，進行藥物溶液的釋放。藉由脈波控制器，可使微型玻璃噴嘴噴出
直徑為 70 um ~ 110 um 的球體液滴，而在連續噴射的情況下，噴射速率為可控制在
1 Hz ~ 1 MHz 的範圍內；除此之外，也可以依次噴射出一定量的藥物溶液，做出定
點控制的效果。此脈波控制器可選擇利用工作電腦做控制，也可利用機構直接做控
制。如圖 4-25 所示，利用頻率調整閥可直接控制脈波生成的頻率，也就是藥物液
珠噴射的速率。同時可利用 Trigger 線做訊號輸入，觸發訊號後進行塗佈的動作。
而本研究利用此脈波控制器上的 RS232 通訊口做控制，利用工作電腦搭配其
內部的控制軟體做溝通。而電子訊號輸出口利用專用連接線與微型玻璃噴嘴上的
壓電晶體連接，進一步控制脈波控制器發出電子訊號，達到藥物塗佈的功能。

圖 4-25 脈波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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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自動化系統軟體開發
本研究開發之 ACS 系統軟體建置於 Windows 10 之 64 位元作業系統上，使用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5 做為系統軟體開發平台，並利用開源影像處理函式庫
（Open Source Computer Vision Library，OpenCV）3.1.0 版、開放式圖形庫（Open
Graphics Library，OpenGL），以及本研究專門為了控制 ACS 所撰寫之「機器視覺
自動塗佈系統整合工具包（Automatic Coating System ToolKit，ACSTK）」來輔助系
統軟體的開發，其詳細規格與內容如表 4-6 所示。
以下本章節會介紹本研究開發之軟體程式介面的介紹、自行開發之工具包
ACSTK 的說明、此自動化系統軟硬體的溝通模式。

表 4-6

自動化系統軟體開發之詳細內容

藥物載具自動塗佈系統軟體開發
開發電腦

CPU Intel® CoreTM i7-3930K CPU @ 3.20GHz RAM 64.0GB

工作電腦

CPU Intel® CoreTM i5-4210M CPU @ 2.60GHz RAM 8.0GB

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10 64bits

程式語言

Microsoft Windows 2015 C#

輔助開發軟體

Matlab 2016a、SolidWorks 2015
自動化系統應用之函式庫
影像處理開源函式庫，由英特爾（Intel）公司所發起，並與

OpenCV
多位專家共同研究之免費函式庫
OpenGL

由矽谷圖形公司（SGL）所發起之開放式圖形庫（免費）
本研究所自行開發整合之藥物載具自動塗佈系統之工具

ACSTK
包，包含各個機構的控制、溝通、整合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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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軟體程式介面介紹

在本研究獨立開發的軟體介面部分，由於想要開發出一套完整且專業的控制
系統，故從自動化系統軟體主畫面（圖 4-26）中可以發現到，設計的軟體分為功能
區塊、系統顯示區塊、功能區塊，以及系統緊急停止按鈕。

圖 4-26 自動化系統軟體主畫面

在功能區塊，分為 6 大部分：功能按鈕（Function）
，使用者可以從這部分來切
換此自動化系統中各個裝置的工作區塊的情況；資訊按鈕（Information），使用這
可以在此處了解此自動化系統中所有的參數數值、目前各個裝置的狀態（如馬達的
位置、光學攝影機的參數）。在報告按鈕（Report）中，系統會記住系統的動作情
況，使用這可以從這裡了解做動的流程；也可以使用備份按鈕（Backup）來儲存各
個裝置的使用參數、影像建模與辨識結果。設定按鈕（Setting）中可以設定血管支
架、步進馬達、光學攝影機等參數數值；最後結束按鈕（Exit）即是結束此自動化
系統軟體，並安全斷開所有裝置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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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顯示區塊的部分，由三個部分組成：系統裝置連接燈號、系統時間、系統
緊急停止按鈕。系統裝置連接燈號顯示各個機構的連接情況；而系統時間上顯示著
目前的時間，同時控制系統各種流程中有關於時間的控制；系統緊急停止按鈕則是
當遇到緊急事件時，需要緊急停止自動化系統的運作時所使用。
最後就是工作區塊，這也是本軟體中最重要的地方，也是本研究中人機介面
（Human and Computer Interaction，HCI）最複雜的地方。本研究設計了 6 大介面，
如圖 4-27 所示為所有的工作區塊介面外觀。其詳細內容如下：


血管支架介面（Stent）
：在血管支架介面中，可以輸入欲處理之血管支架的長
度、內徑、厚度、型態等等參數，讓自動化系統可以運算出所需要的馬達轉速、
影像拍攝的情況，是在此自動化系統中最先要輸入的參數。



精密移動控制介面（Platform）
：精密移動控制介面中，主要分為兩大部分，分
別是檢測模式（圖 4-28b）與控制模式（圖 4-28c）
。檢測模式是從機構接通後，
以每 0.5 秒的頻率重複檢測精密移動控制機構的馬達情況、系統狀態。而在使
用控制模式時則不會檢測個馬達情況，可以直接利用控制模式中的控制鈕，直
接對精密移動控制機構做各式各樣的控制與參數設定。



光學影像拍攝介面（Camera）
：在光學影像拍攝介面中，可以直接觀察到利用
此自動化系統的光學攝影機拍攝到的血管支架影像，且同時做相關的參數計
算。另外，於光學影像拍攝介面當中的控制參數（圖 4-28e）可以切換不同的
拍攝方法，以及設定所有跟光學攝影機有關聯的參數。



支架影像處理與建模介面（Modeling）：在支架影像處理與建模介面中，可以
將先前拍攝出的血管支架影像做影像處理來得到相關的特徵，並且重新建模
成 3D 的血管支架立體圖形，可供使用者做快速的觀察。



藥物塗佈控制介面（Coating）：此藥物塗佈控制介面可控制 PMCM 的移動，
以及控制 DCCM 的脈波控制器，做出精細定量的藥物噴射。



自動光學檢測介面（Inspection）
：此介面主要做血管支架的塗佈結果檢測、影
像變形校正、瑕疵與幾何距離的量測等等，做自動光學檢測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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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 自動化系統軟體工作區塊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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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自動塗佈系統工具包

自動塗佈系統工具包（ACSTK）是本研究利用 C#進行開發，整合 ACS 中所
需要的功能，並撰寫許多控制程式進而達成各種目的，最後整合在此自動塗佈系統
之工具包中，以利在完成 HCI 與實作 ACS 上的功能可以更簡易開發與完成。此在
ACSTK 中包含此自動化系統各個機構的控制功能，本研究撰寫並封包成獨立的
function，其整合內容如圖 4-28 所示。在 ACSTK 內主要分為 3 功能，主要以章節
4.1.2 的流程架構做分類，其簡易說明如下：
(1) Platform：在 Platform 功能主要為 5 大項，分別可以控制精密移動控制機構上
所有馬達（X、Y、Z、A 軸），以及系統的參數設定、系統狀態等等。
(2) Camera：在 Camera 功能分為 4 部分，可以控制光學攝影機的擷取參數、影像
與光學攝影機細部資訊，還有影像拍攝模式的切換（ACS 拍攝模式與 FLSM
拍攝模式），讓使用者可以直接使用面掃描與線掃描功能。
(3) Coating：Coating 功能主要就是將藥物塗佈控制機構上的功能納入此工具包
中，可控制塗佈的參數、藥物噴射情況。

圖 4-28 藥物載具自動塗佈系統工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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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軟硬體溝通

在實作完成此 ACS 自動化系統，系統與各個機構之間的溝通尤為重要。本研
究在軟硬體溝通部分，PMCM 與 DCCM 都是利用 RS232 與工作電腦進行溝通，並
搭配自行開發之 ACSTK 內的功能，控制步進馬達旋轉，以及藥物的塗佈控制。由
於章節 4.2.3 中有提到，本研究所使用的馬達為驅動、控制、馬達一體，搭配轉接
晶片，並以 RS232 對馬達進行溝通，直接利用電腦功能訊號，驅動馬達控制器，
進而控制馬達運轉。在 DCCM 的部分則是利用 RS232 與脈波控制器做溝通，發出
脈波訊號給微型玻璃噴嘴，控制塗佈情況。本研究中相關的 RS232 連接參數設定
如表 4-7 所示。
在 OIPM 的部分則是利用 USB3.0 做訊號連接，由於本研究所使用的光學攝影
機是可以利用程式化控制，所以直接 USB3.0 進行訊號傳輸，撰寫程式來改變光學
攝影機的拍攝情況。而在控制程式部分，同樣利用 ACSTK 內的功能做操作。故上
所述，本研究共使用 2 個通訊口與 1 個訊號傳輸口做機構與軟體之間的溝通。

表 4-7

精密移動控制機構之 RS232 連接設定

RS232 通訊 連接設定
每秒傳輸位元

9600

停止位元

1

資料位元

8

流量控制

Xon / Xoff

同位檢查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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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影像建模定位流程
4.6.1

初始化

初始化是在自動化系統開始運作前非常重要的動作，除此之外，在機器視覺
中，由於從影像所換算的實際距離與自動化系統的編碼器息息相關，所以此步驟在
機器視覺系統中尤其重要。初始化是將程式中所會運用到的變數全部回歸到初始
值，如此一來就可以大量減少機台在操作時所遇到的錯誤，對於使用者、自動化機
台與欲處理的物件都是一層保障。
本研究中初始化的控制位置如圖 4-29 所示，當中的三個燈號分別代表系統中
三個機構的連接狀態。當程式開啟時，此時燈號情況為熄滅狀態，所有機構皆屬於
未連接情況；當要連結裝置時，直接點擊燈號即可連接，並同時針對此 PMCM、
OIPM、DCCM 三個主要機構，將其位置、設定參數、系統時間等做初始化的動作。
PMCM 會將控制平台的 XYZ 三軸依照 200 rpm 的速度會到原點，A 軸的旋轉編碼
器歸零，並將各個馬達內部參數回到預設值（表 5-2）
。而 OIPM 與 DCCM 初始化
的部分，也同時回到光學攝影機的預設情況與 DCCM 中的預設參數情況。利用初
始化可以使使用者重新定位、校正以及設定此自動化系統。

圖 4-29 系統連接與初始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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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影像座標定位

影像座標定位可以將光學攝影機所拍攝到的影像與實際座標找出對應關係，
此步驟在機器視覺中尤為重要。在影像建模定位流程中，若沒有精確的影像座標定
位，光學攝影機在拍攝影像時就會產生影像失真，導致後續的控制產生累積誤差，
使藥物無法在指定的位置做藥物塗佈。
除此之外，在後續的自動光學檢測流程，正是只仰賴影像座標定位做為換算距
離的方式。從圖 3-22 中可以看出，由於本研究是利用 FLSM 達成線掃描方式來存
取影像，所以在沒有做影像定位的情況下，對於拍攝出來的影像會產生嚴重失真，
如圖 4-30（a）影像被拉伸造成實際距離過長，以及圖 4-30（c）影像被壓縮。

圖 4-30 影像定位失真

影像座標定位的做法是輸入光學攝影機所拍攝到的即時影像，並利用章節
3.3.2 所介紹的基本影像處理方法來完成。做法是固定光學攝影機的拍攝範圍，移
動控制平台的 X 軸，使工作載台上的支撐圓棒前端通過影像範圍，同時利用影像
處理來計算其特徵，進而得到影像與實際距離的關係。
影像處理的步驟如下：由於此部分只考慮顏色強度變化，首先將輸入影像做色
彩空間轉換，將彩色影像轉換為灰階影像，取影像的 ROI 區域，且同時將影像做
負片轉換與平均濾波處理，之後依照自動搜尋門檻值的方法將影像做二值化處理。
得到二值化影像後對其做侵蝕、收縮與補洞演算法運算，只留下特徵面積最大的影
像，並儲存相關資訊，做影像座標定位的運算，結果如圖 4-31 上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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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世界座標定位影像處理結果與分析

從圖 4-31 中的影像數據結果分析中可以發現，由於程式設定 Pixel Number 大
於 10000 個的時候 Pattern 才會出現，故 Pattern 出現位置是 57.75 mm 處，並在 58
mm 的位置到達最大值；在 61.389 mm 的位置 Pixel Number 開始減少，直到 61.762
mm 的位置 Pattern 消失。故當 Pattern 在影像畫面中完全出現和完全消失為影像邊
界，所以此畫面的影像寬度為 3.388 mm。利用章節 3.4.3 影像座標與單位轉換，此
光學攝影機的 Pixel Size 為 5.3 um，放大倍數為 2 倍，故理論影像寬度為 3.392 mm，
與實際測試誤差 0.004 mm。會造成此誤差的原因是因為在光學攝影機的架設位置
與理想距離有些微偏差，有因為血管支架十分精細，所以在拍攝到的影像才會有些
許變化，後續的處理皆採實際測試之結果做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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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影像組合與轉換

由上述的影像座標定位中可以知道，利用 OIPM 所擷取之一張影像的拍攝範
圍為 3.392 mm × 2.714 mm（±0.01 mm），但往往完整的血管支架表面影像都比其
範圍大上好幾倍。所以為了要拍攝出一張完整的血管支架影像，本研究採用組成影
像的方式完成。由於此自動化系統的定位經度比影像的誤差範圍還要小，可以成功
準確地將血管支架的所有表面影像檢測出來，也是本研究使用機器視覺的主因。
在拍攝影像的同時系統會計算影像在控制平台上的實際位置，再將影像依照
PMCM 上的控制平台進行編碼器的位置運算，並在指定位置處儲存組成圖片，如
圖 4-32 所示，利用此方式及可以得到血管支架上的表面影像。

圖 4-32 光學影像拍攝組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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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像建模定位流程中，自動化系統會依照血管支架介面（圖 4-27a）中所設
定的血管支架參數，依照其參數會運算出拍攝完整的血管支架表面所需要的影像
張數。假設血管支架內徑為 d、厚度為 t、長度為 L、A 軸編碼器偵測到的距離差
為 dθ，故可以求得影像高度 H
H=

d + 2t
dθ
2

(4−2)

由影像座標定位所求得的影像寬度為 W，故血管支架表面組成影像所需的影
像張數為 NA 與 NX

A軸方向影像張數 ( N A )
X軸方向影像張數 ( N X )

 2π 
 dθ  + 1
L
W  + 1

(4−3)

又因為組合影像的 A 軸距離會大於實際血管支架上 0 ~ 360 度的距離，所以需
要對組合影像做重組轉換處理（圖 4-33）
，依照旋轉角度的順序做重新排列與儲存，
最後即可得到一張完整的血管支架表面影像。除此之外，此自動化系統將血管支架
置放在支撐圓棒前，可以先對支撐圓棒做其表面的影像建模。此步驟對於後續的切
割出血管支架的位置與特徵有很大的幫助，因為可以有效區分前景（血管支架）與
後景（支撐圓棒）的差別，只針對血管支架做影像的特徵分析，不會受到支撐圓棒
上的污漬（藥物殘留）、刮痕或瑕疵影響。

圖 4-33 血管支架影像重組轉換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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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影像 3D 建模

影像 3D 建模部分，是將血管支架表面組成圖做一連串的影像處理，有效的將
血管支架本體切割出來，並透過影像與實際座標的單位關係，建立血管支架的 3D
建模，建模結果如圖 4-34 所示，此為 Ring Number 為 4 個、Crown Number 為 21
個、內徑為 20 mm，有儲藥槽的設計。從結果中可以看出血管支架的表面幾何形狀
都有完整建模結果，且可藉由調整視角來觀察血管支架上各個位置的情況。

圖 4-34 血管支架表面影像 3D 建模

血管支架表面影像切割的演算法步驟於章節 3.3 中以提過，利用基本的影像處
理原理來做血管支架的主體切割，並利用邊緣檢測演算法來找出血管支架的邊緣
位置，其後透過 OpenGL 與相關演算法將血管支架建模出來。相關的切割結果以於
章節有提過，此處就不加以贅述。雖然利用影像 3D 建模並不影響藥物塗佈的結
果，但可以利用此觀察將血管支架重新建模後的表面情況。尤其是血管支架經過一
連串處理，如雷切、噴砂、拋光、熱處理等等的加工過程，血管支架的幾何形狀早
已經不是原始支架設計的情況，也代表了本研究應用機器視覺技術重新將血管支
架拍攝與建模的另一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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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藥物塗佈控制流程
在藥物塗佈控制流程中，是利用上述的影像建模定位後，利用 PMCM 來控制
其移動平台到 DCCM 的位置處做藥物塗佈的功能。如同章節 4.1.2 自動化系統流
程架構中所提到的自動塗佈方法，由於本研究利用機器視覺技術，重新定為血管支
架的位置，故在開發之藥物塗佈控制流程的部分，可使用三種塗佈方法，分別是快
速塗佈法（RCM）、表面塗佈法（SCM）、定點塗佈法（TCM）。
本研究所使用的三種塗佈方法中，RCM 並不考慮血管支架的幾何形狀，可以
直接對血管支架進行藥物塗佈動作，是目前醫療器材界最常使用的塗佈方法；而
SCM 與 TCM 都是利用機器視覺技術，參考血管支架的幾何形狀，萃取其中的特
徵，來達到塗佈的動作。其中 SCM 是沿著血管支架表面進行塗佈，而 TCM 是辨
識出血管支架儲藥槽的位置，只在目標位置處進行塗佈。
ACS 上的藥物塗佈控制流程如圖 4-35 所示，首先要裝設微型玻璃噴嘴與藥物
溶液，測試是否可以順暢的塗佈出藥物，其後利用 OIPM 所拍攝到的影像結果，與
PMCM、DCCM 進行整合控制，達到自動藥物塗佈的功能與目的。以下會詳細介
紹當中的細節與相關演算法。

圖 4-35 藥物塗佈控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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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快速塗佈法（RCM）

由於目前的醫療器材界中的 DES 製造幾乎都是利用 RCM 的方式做藥物塗佈
的功能，所以本研究在設計此自動塗佈系統時，依然保留 RCM 的塗佈方式，不過
在藥物噴嘴就改用單顆藥物溶液連續出藥，而不是目前的噴霧式來完成。在實作過
程中，由於 RCM 的塗佈時間較快，為了達到快速塗佈效果，DCCM 中的脈波控制
器會以較高的的頻率（1000 Hz）產生連續的脈波。又因為在連續出藥，為了使液
滴產生穩定，微型玻璃噴嘴與欲塗佈的血管支架表面距離為 1 mm ~ 3 mm。
由於 RCM 不考慮血管支架的幾何形狀，不需依照血管支架上的設計形狀、特
徵位置來完成，只需要考慮 Stent Length 和 Stent Diameter 來完成塗佈；而本研究
中所使用的機器視覺部分也僅僅需要做血管支架的定位建模，無需做後續的影像
處理與辨識。故在 RCM 的功能中，利用 PMCM 控制搭載在上方的工作載台，依
序做 X 軸與 A 軸的旋轉；而同時 DCCM 則是做連續的塗佈，如此一來血管支架上
的塗佈會從最上方的位置，利用 A 軸旋轉做環的塗佈。當塗佈結束後，直接移動
X 軸往下一個位置繼續塗佈，直到血管支架表面都塗佈結束。RCM 在 ACS 上的徒
步情況如圖 4-36 所示，紅色箭頭為塗佈路徑。

圖 4-36 快速塗佈法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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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表面塗佈法（SCM）

本研究中所使用的 SCM，利用機器視覺技術改進原先 RCM 的缺點，藉由血
管支架的重新建模定位，可以完整的在血管支架表面上做塗佈，減少藥物浪費的問
題。不過 SCM 所做的演算法處理就會複雜的多，且由於 SCM 較為精細，所以脈
波控制器的頻率塗佈的速度也不會像 RCM 一樣快速。利用機器視覺技術，SCM 只
塗佈血管支架表面的部分，並且沿著血管支架做塗佈的動作。由於與 RCM 不同的
是 SCM 要考慮血管支架的幾何形狀，故除了 SCM 所需要的血管支架參數，還要
了解 Ring Number 來做塗佈路徑的參考。而機器視覺的部分，應用本文章節 3.3.2
中的基本影像處理技術，目的是要將血管支架的本體呈現出來。
影像處理步驟如下：首先將影像建模定位流程所拍攝到的血管支架影像做直
方圖演算法處理，可提高影像的對比性，有效地將突顯血管支架上的前景與後景之
差異。其後搭配影像平均濾波處理，將影像拍攝上的雜訊與干擾消除，並使用 OTSU
自動搜尋二值化門檻值將影像做二值化處理。由於先前在 OIPM 的設計上有做出
許多努力與測試，所以二值化處理後，就已經可以得到完整的支架表面。本研究加
上了侵蝕與收縮運算，將非血管支架表面的區域排除，即得到血管支架表面影像。
影像處理結果如圖 4-37 所示，此為利用圖 4-36 所進行影像處理結果。

圖 4-37 表面塗佈法之影像處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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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CM 塗佈路徑的部分，希望可以沿著血管支架表面做塗佈的動作，故本研
究利用 SCM 所得到的影像處理結果中，萃取出兩種特徵，分別是血管支架表面與
塗佈路徑，如圖 4-38 所示。利用上述所得到的影像處理結果，對其做負片轉換，
而當中黑色的部分就是血管支架表面特徵；塗佈路徑的特徵也同要利用所得到的
影像處理結果，對其做影像處理中的骨架化運算，利用此骨架化的結果，當作 SCM
塗佈路徑的判斷特徵之一。

圖 4-38 表面塗佈法之血管支架表面與塗佈路徑

SCM 塗佈路徑的演算法過程如下：首先，先將血管支架表面與塗佈路徑特徵
萃取出來，在塗佈特徵路徑上選擇一點做塗佈起點，並利用萃取出的特徵路徑從徒
步起點開始移動。移動後的位置坐上標記，即可以找出塗佈路徑。利用塗佈路徑上
的每一點做塗佈，塗佈完成後並往下一個最靠近未塗佈的塗佈路徑位置，完成 SCM
的功能。由於可以微型玻璃噴嘴的塗佈範圍約為 50 um ~ 100 um，故在路徑上會搭
配血管支架表面結果做完整塗佈。由於會遇到 Connect 的部分，會造成路徑會往
Connect 方向移動。故本研究利用 Ring Number 將血管支架表面做分割，待塗佈完
一個 Ring 以後在做下一個 Ring 的塗佈。如圖 4-38c 中的紅色部分即為塗佈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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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定點塗佈法（TCM）

在 DCCM 與藥物塗佈控制流程中，TCM 與本研究中其他兩種塗佈方法不同的
地方是 TCM 主要針對特定目標做定點的塗佈，也是可以解決目前塗佈方式無法為
DEDS 做藥物塗佈的問題。如同上述所提到，本研究中 TCM 與 SCM 都必須要經
由機器視覺技術來取得血管支架的特徵，利用其影像重新定位達到位置的塗佈。另
一方面，由於 TCM 為定點塗佈，所以不像 SCM 一樣有路徑的問題要考慮，在實
作過程上較為輕鬆且相對直觀。
不過在辨識血管支架上的特徵（如儲藥槽）就相對地比 SCM 還要困難許多。
本研究利用章節 3.3.4 的 Pattern Matching 演算法與 3.3.5 隨機三點霍夫圓法來辨識
出血管支架上的儲藥槽，辨識方法的細節已於章節當中介紹，本文在此就不多加贅
述。從圖 4-39 中可以看到，本研究成功的將儲藥槽式塗藥血管支架上的儲藥槽位
置辨識出來，當 TCM 塗佈在辨識完目標位置後，透過此自動化系統的 PMCM 做
位置的定位，搭配藥 DCCM 做藥物定點、定量的塗佈，即可達成在儲藥槽內的儲
存藥物的功能。

圖 4-39 定點塗佈之辨識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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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自動光學檢測流程
在自動光學檢測流程中，使本研究開發之自動化系統除了達到自動塗佈控制
的 功 能 ， 更 可 以 藉 由 光 學 影 像 檢 測 機 構 做 自 動 光 學 檢 測 （ Automatic Optical
Inspection，AOI）的功能，可以觀察血管支架表面的情況，展現本研究使用機器視
覺技術的最大價值。
本研究所開發之自動光學檢測中，目前有兩種功能，分別是影像變形
（Distortion）校正，以及影像距離量測。如圖 4-40a 與圖 4-40b 所示，本研究以手
動方式選擇要校正的區域（藍色框選位置）
，利用影像處理中的梯型校正運算，重
新校正影像，使後續距離量測達到準確。如圖 4-40c 中的血管支架影像，經由手動
量測的方式，可直接得到影像中得實際距離。

圖 4-40 自動光學影像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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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自動化系統測試與討論
5.1 測試研究樣本
為了瞭解本研究所設計之自動化系統的使用情況，本研究將會利用不同的藥
物載具之血管支架做整個自動化系統的流程，並加以探討觀察是否 ACS 可以成功
應用。為了要達成應用在不同設計的血管支架之目的，本研究選擇 3 種形式的血
管支架來做測試，利用不同的血管支架的直徑、型態與儲藥槽的與否來對此自動化
系統做使用測試，其血管支架之外觀圖片與相關規格如圖 5-1 與表 5-1 所示。

圖 5-1

表 5-1

血管支架外觀

測試支血管支架規格

血管支架 A

血管支架 B

血管支架 C

Style

自動擴張式

儲藥槽式

Wall stent

Material

鎳鈦合金

鎳鈦合金

鎳鈦合金

Stent Diameter

7 mm

7 mm

2 mm

Stent Thickness

0.2 mm

0.2 mm

0.17 mm

Ring Number

2

3

5

Depot

無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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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藥物溶液部分，由於可以治療 CVD 的藥物十分昂貴且難以取得，
且本研究主要測試此自動化系統的運作情況、OIPM 拍攝影像的定位建模結果，以
及應用機器視覺達到 PCMC 與 DCCM 控制藥物載具自動塗佈系統的情況，可精準
地塗佈在指定的位置處。因此本研究在測試研究樣本中，並未使用真實的治療 CVD
的藥物，而是使用可溶於水的維他命 B 來做為測試藥物。
由於本研究所使用的微型玻璃噴嘴必須要使用黏度 20 cps 以下的流體溶液，
故藥物溶液則是使用去聚乙烯醇（PVA）水溶液，像台灣荒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購買，此溶液之黏度為 15 cps ~ 20 cps。其後搭配上述維他命 B 來做為治療藥物
的添加物，為本研究所使用的測試藥物溶液。
本研究所使用的藥物溶液是以 5.2438 g 的 PVA 加入 14.4953 g 的去離子水加
溫充分混和後，將 0.0356 g 的維他命 B 完全溶此水溶液內。由於利用藥物塗佈控
制機構所產生的藥物液珠十分微小，且上述的藥物溶液皆為無色，本研究利用微量
的染色墨水添加在藥物溶液內，藉此分辨與觀察在血管支架上藥物溶液塗佈的位
置，所使用到的藥物溶液材料如圖 5-2 所示。

圖 5-2

藥物溶液使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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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自動化系統實作結果
本研究透過自行設計、開發此藥物載具自動塗佈系統的軟硬體部分，軟硬體部
分的內容與細節已於第四章中詳細說明。以下為針對本研究的整體實際操作動作
與流程。

圖 5-3

自動化系統操作流程

88

doi: 10.6342/NTU201701871

如圖 5-3 自動化系統操作流程中所示，當開啟程式後，利用手動的方式將三大
機構的通訊進行連結，並進行初始化的動作。其後置放藥物載具於工作載台上，並
對 OIPM 與 DCCM 進行參數的調整，依序對血管支架做相關的初始化流程，達到
可以取得穩定且清晰的影像與藥物塗佈結果。
機構部分的參數設定結束，進行欲塗佈與建模之藥物載具參數軟體部分的參
數設定，並輸出相關資訊給工作電腦判斷，隨後即進行一連串的影像定位流程、藥
物塗佈控制流程、自動光學檢測流程，相關流程實作情況如圖 5-4 所示。並於動作
完成後回歸原點，進行下一個藥物載具的塗佈與建模。

圖 5-4

自動化系統測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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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精密移動控制機構測試
在此自動化系統中，馬達滑台組的位置控制是在此系統中十分重要。由於本研
究是使用步進馬達，並利用脈波控制來達到馬達位置與速度的控制。除此之外，本
研究使用絕對位置的方式來控制馬達滑台組，可以消除馬達的累積誤差，有效地將
每次地位置與速度控制得結果完美的達成。本研究中馬達滑台組的位置與速度實
作測試如圖 5-5 所示。
利用光學影像擷取的方式來取得馬達滑台組的移動情況，由於馬達滑台組的
導程（Lm）為 2mm ，所以馬達實際速度為 V。
V =

VRPM × Lm
60

(5−1)

從圖 5-5 中可以發現從位置 0 mm 移動到 150 mm，馬達的位置與速度都有十
分精確的達到，並且有完成圖 3-16 提到馬達梯形速度控制，可以讓馬達穩定且精
準地移動。經過測試，此自動化系統之精密移動控制的 XYZ 軸精度為 0.001 mm，
A 軸精度則是依照血管支架外徑大小決定。若是以 2mm 外徑，則 A 軸經度可達到
2×0.0001×π=0.6283 um，此精度在測試研究血管支架 ABC 的規格十分充裕，且可
達到一般市面上所有的血管支架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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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馬達滑台組位置與速度實作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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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影像建模定位結果
圖 5-6 為利用此系統之光學影像檢測機構所拍攝出來結果，可以從中發現本研
究可以將血管支架表面影像完整的拍攝並建模定位完成。

圖 5-6

光學影像建模定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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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5-6a 為測試研究樣本中的血管支架 B，從上圖中可以發現其儲藥槽位置
可以很清楚地發現，Ring Number 與相關的血管支架參數也都由光學影像檢測機構
拍攝得相當清楚。除了拍攝血管支架影像以外，還可以利用此自動化系統對支撐圓
棒做影像建模，如圖 5-6b 所示。利用支撐圓棒的影像建模結果，即為拍攝完的血
管支架影像結果的背景，雖然從圖中會發現有需多污漬與刮痕，但可以利用此結果
更有效地將血管支架本體（前景）切割出來，支撐圓棒上的污漬或刮痕就不會影響
藥物載具的建模結果。
圖 5-7 為血管支架 A 與 C 的光學影像建模定位結果，由此可以發現，無論是
各種大小、形狀、材質等藥物載具，都可以利用本研究所開發的光學影像檢測機構，
將其表面完整的建模成功，可幫助後續的藥物塗佈控制流程與自動光學檢測流程，
做出更完成的表面影像輸出結果。

圖 5-7

血管支架影像建模定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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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藥物塗佈控制結果
本研究利用脈波控制器發出脈波訊號，控制脈波頻率與電壓大小，藉著穩定壓
力控制裝置提供穩定的壓力源，來達到藥物溶液的塗佈效果，如圖 5-8 所示，此為
微型玻璃噴嘴做單點塗佈情況。

圖 5-8

微型玻璃噴嘴單點塗佈情況

藥物塗佈控制結果的部分，將會探討利用不同的塗佈方法所得到之結果。本研
究以測試研究樣本中，由於血管支架 A 的管徑較大，利用此做 RCM 的測試血管
支架；而因為血管支架 B 上有血管支架新式的儲藥槽式設計，故本研究運用 TCM
塗佈法來完成；最後血管支架 C 的尺寸較小，運用較為精細的 SCM 塗佈法來測
試。下列會依序說明不同的塗佈法之塗佈結果。

(1) 快速塗佈法
本研究使用測試研究樣本中的血管支架 A 做快速塗佈法的測試，從圖 5-9 中
可以看出快速塗佈法的效果。圖中藍色區域為藥物塗佈的範圍，無論是血管支架或
是後方的支撐圓棒都圖佈到了藥物。但相對的，因 RCM 不需要辨識血管支架表面
特徵，可以直接對血管支架做塗佈，所以 RCM 塗佈時間十分快速，只需要 10 ~ 20
秒的時間。藥物塗佈控制機構的部分，使用較高的脈波頻率與較高的電壓，可以產
生較大的藥物液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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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快速塗佈法結果

從後續的自動光學檢測流程中可以發現，上圖的 RCM 塗佈面積為 167.0035
mm2，而血管支架表面面積為 90.9332 mm2，故有 76.0703 mm2 藥物浪費，藥物有效
使用率僅僅只有 54.45%。

(2) 表面塗佈法
本研究在表面塗佈法的部分是使用血管支架 C 來做測試，如圖 5-10a 所示，此
為利用光學影像檢測機構所拍攝到的血管支架，利用影像處理的方式將血管支架
表面辨識出來。其後利用 SCM 影像處理的演算法運算，可以得到血管支架 C 的塗
佈路徑（圖 5-10b）。
而圖 5-10c 為表面塗佈結果，利用 SCM 塗佈路徑進行藥物塗佈，圖中藍色區
域為藥物塗佈的位置。除此之外，可以從圖 5-10d 中觀察到，由於此自動化系統的
SCM 是利用每一 Ring 的方式做塗佈，所以在 Ring 與 Ring 的連接處容易產生塗佈
誤差。不過相較於 RCM 塗佈法，SCM 已經節省了很多藥物使用量。從後續的自
動光學檢測流程中可以發現，SCM 塗佈面積為 27.1895 mm2，而血管支架表面面積
為 26.1354 mm2，故有 1.0541 mm2 藥物浪費，藥物有效使用率高達 96.12%，比 RCM
多出了 41.67%的藥物使用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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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表面塗佈法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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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點塗佈法
由於有了新的 DEDS 設計出現，TCM 所擁有的在儲藥槽位置的定點藥物塗佈
就變得非常重要，而本研究利用血管支架 B 來測試 ACS 使用 TCM 塗佈方法的結
果。由於血管支架 B 上有儲藥槽的設計，不過並未切穿血管支架本體，只利用雷
切機在血管支架表面刻畫出儲藥槽的位置，此部分即代表儲藥槽的位置。如章節
4.7.3 中所提到，本研究經過相關辨識演算法的方式做影像辨識處理，可以成功地
辨識出儲藥槽的位置（圖 5-11b）。
從圖 5-11b 中可發現在局部的血管支架 B 中有找出 7 個儲藥槽，並利用辨識
演算法都有找出。而本研究設定右邊 5 個儲藥槽為定點的塗佈位置，塗佈結果如
5-11c 所示。可以從圖中清楚地觀察到，紫藍色區域為藥物塗佈區域，5 個目標塗
佈位置都有塗佈成功，且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分為 5 大塊區域。而由於在實作 TCM
時，藥物塗佈控制機構需要以定量的方式進行塗佈，脈波控制器要設定較低的脈波
頻率與電壓，讓液珠不會產生過大，也代表著 TCM 的時間拉長。

圖 5-11 定點塗佈法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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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6.1 結論
在本研究中，成功設計開發一台應用機器視覺之藥物載具自動塗佈系統。除了
改善目前利用人工方式與噴霧式方式塗佈血管支架的缺點，更可以應用在創新的
儲藥槽式塗藥血管支架上。為了要實現定點塗佈的功能，本研究應用機器視覺的技
術，重新為血管支架做表面建模。除了可以解決先前因為血管支架在製造與後處
理，所造成血管支架表面與原始設計圖差異，減少定點藥物塗佈所產生的誤差；還
可以利用機器視覺檢測血管支架的表面情況。
在設計與實作的硬體部份，本研究以模組化設計，由精密移動控制機構、光學
影像檢測機構、藥物塗佈控制機構組成。精密移動控制機構主要就由馬達滑台組組
成，控制血管支架在自動化系統中的位置，以及血管支架的旋轉。而光學影像檢測
機構藉由本研究利用影像線掃描重組法，以面掃描光學攝影機做到線掃描攝影機
的功能，並以適當的光學照明裝置使機構可以擷取出優良的表面影像。藥物塗佈控
制機構則是可以藉由脈波控制器與微型玻璃噴嘴，定量或連續方式塗佈藥物。
在實作軟體與系統流程部份，本研究利用 C#、OpenCV、OpenGL 來撰寫整個
藥物載具自動塗佈系統的軟體，另外開發藥物載具自動塗佈系統工具包 ACSTK，
整合所有系統運作所需要的功能，來完成此自動化系統的軟體與使用者介面。而在
軟體中本研究利用三種不同的機構互相溝通，拍攝與重組出血管支架表面影像，並
利用影像處理技術進行特徵辨識，做出快速塗佈、表面塗佈，以及定點塗佈功能。
本研究最後利用三種不同尺寸的血管支架對此自動化系統做影像定位檢測與
三種功能測試，測試結果此自動化系統在各方面都可以成功完成任務。本研究設計
開發此自動塗佈系統，未來可以應用在塗佈多種不同的藥物載具上，且可以使用三
種不同的塗佈方法，以及富含影像定位與檢測功能。有了此自動藥物塗佈系統，相
信未來醫療器材界對於藥物載具有更好的製造方式，提升塗藥血管支架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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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未來展望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所開發之藥物載具自動塗佈系統可以達成兩種主要功
能：血管支架的定位與檢測、血管支架的藥物塗佈，且在血管支架藥物塗佈有三種
不同的塗佈法。雖然目前此系統已經接近完全自動化，不過仍然還有部分操作依然
要使用人工調校。故本文認為本研究所設計開發之藥物載具自動塗佈系統可有以
下幾部分加以改進，若是在此些部分有更好的安排與設計，相信會有更好的結果。
(1) 裝設血管支架方式與支撐圓棒的改良：
由於此自動化系統在置放血管支架於工作載台上時，為了使血管支架牢固
的卡在支撐圓棒上，減少血管支架滑動的可能性。故金屬支架會與支撐圓棒有
一定量的摩擦，此摩擦結果會影像到血管支架，甚至導致血管支架變形。此處
可使用充氣氣球來取代支撐圓棒，好處其一是可以牢固的將血管支架固定在氣
球上，而不會使血管支架變形，對血管支架產生破壞。其二是利用充氣氣球即
可適用在各種不同尺寸的血管支架，不需要像目前此自動化系統要改變支撐圓
棒管徑大小，可以更適合用在此藥物塗佈系統上。
(2) 光學影像檢測機構的改良：
由於本研究所設計的光學影像檢測機構是利用影像線掃描重組法來完成，
利用此方法好處是可以利用 ASC 達到 LSC 的功能，不過其掃描速度會受到一
定的影響。除此之外，在重組影像的過程中也容易產生一些偏差。所以如果使
用 LSC 來完成此自動化系統，勢必會有更快速、更優良的效果。
(3) 塗佈控制誤差校正：
由於本研究使用良好的機器視覺技術拍攝血管支架影像，並進行精準的位
置定位。但在塗佈控制的部分並沒有依照塗佈的結果做誤差校正。未來可以加
裝一台光學攝影機拍攝 DES 塗佈時的情況，並在自動化系統的機器視覺控制
下，進行誤差校正。如此一來，相信未來可以有更好的 DES 塗佈結果，並且在
各種情況下都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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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未來工業 4.0 的時代下，自動化系統的整合與設計將會不斷地持續進步，
加上網路資訊工業的快速發展，自動化系統中的相關製造資訊將會全部整合在控
制系統之中，再以網路傳輸形成真正的全自動化系統。未來無論是機台壽命、產品
品質、人員管理、工業安全等，都會有巨大的影響。
最後，雖然本研究所開發之藥物載具自動塗佈系統大致上都已完成，不過在設
計與應用上，可以朝向未來工業 4.0 的方向做改進研發。由於有了此自動化系統，
再製造 DES 上的每一項動作都詳細的紀錄，並利用演算法的方式去修正參數（如：
馬達運轉速度、塗佈控制機構參數、光學影像檢測機構參數等等）。
除此之外，本研究目前在藥物塗佈控制部份，僅僅針對連續塗佈與定點塗佈做
使用。未來若是可以應用更多種的塗佈法在此自動塗佈系統上，並且更有效率、更
智慧化的完成各種藥物載具的塗佈，相信未來可以應用在更多種創新藥物載具上，
提升血管支架之市場價值，並且為生醫產業有更多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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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ACSTK DOCUMENTATION BASED ON CSHARP (C#)
GuanJieSu Date. 2017/06/26

Main modules:


Platform. Precision Motion Contorl Mechanism



Camera. Optical Imaging Positioning Mechanism



Caoting. Drug Coating Control Mechanism

PLATFORM MOUDULE
Class Device (ACSTK.Platform.Device.)
功能與格式

中文解釋

Port(get; set;)

設定與查詢機構通訊連接資訊

isConnect(get; set;)

設定機構通訊連接

PortNumber(get; set;)

機構通訊連接口位置

GetTemperture()

查詢目前機構的溫度

Stop()

停止機構當下的所有工作

Class Aaxis / Xaxis / Yaxis / Zaxis (ACSTK.Platform. Aaxis / Xaxis / Yaxis / Zaxis.)
wait(double time)

馬達等待秒數後運作

WaitDone()

馬達等待上一個動作後完成在繼續下個動作

Position(get; set;)

設定與查詢馬達編碼器目前的位置

Speed(get; set;)

設定與查詢馬達目前脈波速度/運轉速度

Proportional(get; set;)

設定與查詢馬達 PID 的 P 值

Integral(get; set;)

設定與查詢馬達 PID 的 I 值

Derivative(get; set;)

設定與查詢馬達 PID 的 D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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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urbance(get; set;)

設定與查詢馬達負重修正數值

Acceleration(get; set;)

設定與查詢馬達的運轉加速度

EncoderSetting(double

設定馬達馬達編碼器的數值，可利用此做重新

newencoder)

校正

ContinueRotate (int Direction)

馬達連續運轉(正轉、反轉、停止)

Home()

使馬達回復初始位置

EncoderToZero()

將馬達編碼器數值回復初始值

CAMERA MOUDULE
Class Device (ACSTK.Camera.Device.)
CameraID(get; set;)

設定與查詢光學攝影機的 USB3.0 連接位置

Feature(get; set;)

設定與查詢光學攝影機機構狀態

EnalbeAutoExit(get; set;)

設定與查詢光學攝影機是否要自動關閉

Close()

直接關閉光學攝影機與斷開連接

Class Acqusition (ACSTK.Camera. Acqusition.)
Capture(get; set;)

設定與查詢影像擷取參數

Freeze(get; set;)

從光學攝影機獲取單個擷取影像

HasStarted(get; set;)

檢查圖像數字化處理開始

Stop()

停止觸發方式擷取影像，防止曝光尚未開始

Class Image (ACSTK.Camera.Image.)
Gain(get; set;)

調整影像的 Gain 值

Gamma(get; set;)

調整影像的 Gamma 值

HDR(get; set;)

調整影像的 HDR 值

Convert()

影像處理轉換影像型態

Histogram()

查詢影像直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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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etAOI()

設定 AOI 相關參數

Measure.Inquire

查詢 AOI 相關參數

Save(string savepath)

儲存擷取影像

Class Mode (ACSTK.Camera.Mode.)
LinescanMode(int lineposition) 設定機構做影像線掃描模式
AreascanMode()

回復原始面掃描模式

COATING MOUDULE
Class Device (ACSTK.Coating.Device.)
Port(get; set;)

設定與查詢機構通訊連接資訊

isConnect(get; set;)

設定機構通訊連接

PortNumber(get; set;)

機構通訊連接口位置

Stop()

停止機構當下的所有工作

Class Jet (ACSTK. Coating. Jet.)
StartJet()

開始塗佈

StopJet()

停止塗佈

Class Information (ACSTK. Coating. Information.)
Frequency(int number)

設定機構脈波頻率

Drops(int number)

設定單次塗佈顆數

Rise(double number)

設定脈波 Rise 參數

Final Rise(double number)

設定脈波 Final Rise 參數

Dwell(double number)

設定脈波 Dwell 參數

Fall(double number)

設定脈波 Fall 參數

Echo(double number)

設定脈波 Echo 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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