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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ggBot 是由 Evil Mad Scientist Laboratories 所開源的一種易於使用的藝術機

器人專案，可以用來繪製球形或蛋形物體，並不只是能畫在雞蛋上，同時也可

以畫在迷你地球儀、義眼、棒球、水果......等物品上。我們非常熱愛 Eggbot 的創

作理念，決定製作一臺專屬於自己的 Eggbot。在這之前，我們很認真的學習許

多相關知識，例如：什麼是開源軟體、如何控制步進馬達、如何操作 3D 印表機、

如何整合機電設計......等，當初選這個主題是因為覺得 EggBot，非常嶄新有趣，

未來可以在各種活動上就能派上用場，例如:聖誕節、端午節、復活節……等。

在設計完成之後，我們根據實際使用狀況進行細節調教、重新設計、材質研究…

等努力。 



 

 

壹、 研究動機及目的(或問題) 

一、 探索 Egg Painter Mini 的相關知識 

二、 成功製作一台 Eggbot 

三、 運用 Eggbot 創造更多創意產品 

四、 改良 Eggbot 並嘗試運用在不同材質上 



 

 

貳、 文獻探討 

一、 Eggbot 開源專案 

 談論機械繪圖之前，必須先認識 Motion Control [1]，這已是工業設計過

去幾十年常用的基本技術，將 CNC(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 )概念融入到工具

機的應用就是 Motion Control 的最佳例證，如 CNC 車床、CNC 洗床以及現在最流

行的 3D 印表機。 

 Bruce Shapiro 也早於 1990 年就開始思考能不能創作一個能在圓形物體

繪圖並且不需要複雜力學的機器人呢？正巧，時序到了復活節， 「雞蛋 Egg」

就理所當然成為最佳畫布。Bruce 先生也致力於教育方面，因此最早的專案版本

Ovagraph 就成了他在明尼蘇達科學博物館，舊金山探險學院以及其他地方教授

電子，編程和機器人教學課程的最佳媒材 [2]。 

 Evil Mad Scientist Laboratories於2010年與Bruce以及Windell Oskay合作，

推出 Eggbot 2.0 工具包 [3]，所有的結構變得更簡易，且適合沒有任何基礎的

MAKER 從組裝中學習結構，機電裝置也開放為開源的版本，使得維護以及重組

再製變得更有發展性。雖然 Evil Mad Scientist Laboratories 的目標是放客製化的專

題包販售，但也因為開源的精神，我們選擇的專題 Egg Painter Mini 就是從這個

基礎上的再創作 [4]。 

 



 

 

 

 

 

Ovagraph 專題 

是 Bruce Shapiro 最早開發的

Eggbot 版本 

Eggbot kit 2.0 

Evil Mad Scientist 

Laboratories 的販售商品 

Egg Painter Mini 

Provlax 運用開源基礎的再

製分享版本 

圖(2-1) - EggBot 專題 

根據這個開源專案，網路上也有許多不同形式的作品 

   

開發者 Pedro 

透過木材拼裝結構，且運用

螺帽作為固定蛋的夾器 [5] 

開發者 Kjetil Vinorum 

運用牙條以及列印鍵為結構組

裝，採用 Hybid 步進馬達 [6] 

開發者 Untitled House 

運用雷射機器畫出蛋的外

觀 [7] 

圖(2-2) – EggBot 應用開發 

二、 相關電子元件知識 

（一） Arduino Uno 

 我們選擇這個 Mini EggBot by Provlax 這個專案有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它使用 Arduino Uno 這個元老級的開源微型控制器。而且有很大的因素

是不需要額外安裝 Shield 像一種外掛的電路板。經過我們的資料蒐集，

Arduino UNO 最早是義大利設計學校的老師 Massimo Banzi 所主導開發，

主因是他的學生進行電子設計時，發現沒有便宜又好用的微控制器。於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9ZSVSd1rMpWbTY5w-zCJRQ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_EZejgk5ksi35a6Exo5M8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jfL-MtMKNN-kSXNI0qyOXQ


 

 

是組了一個簡單的團隊設計了電路板並編寫了設計語言，而且是非常高

階的語言，也就是非常接近我們平常使用的語言，可以很快上手[8]。 

 開發者保持開放源碼的理念將設計圖放在網路上，並採用創用 CC

保護開放版權的行為。在這樣的許可下，任何人都能自行印刷電路板並

製作自己的 Arduino，如果有重新設計就只需要註明是 Arduino 團隊的

貢獻即可，不過也必須採用一樣的精神，採用創用 CC，確保這個知識

可以不斷地被流通下去。也因為這樣的精神，大量 Maker 有了便宜好用

的創作硬體，而且還可以進行修改使他更完美，也造就了許多初學者有

一個簡單好上手的平台進行小小 MAKER 的嘗試。老師說我們很幸運，

出生在這個年代有這麼好玩的東西。 

 

圖(2-3) – Arduino Uno 微晶片控制板 

（二） ULN2003 步進馬達控制器 

 這是我們最難理解的部分，不過經過我們的研究發現，簡單來說

ULN2003 是一種積體電路(integrated circuit,IC)，而積體電路是一種微型



 

 

電路，也就是把所有的電路設計都縮小並整合在小小的黑色方塊裡面。

而步進馬達要能被驅動需要比較大的電流輸入，而 Arduino 是微型控制

器，無法輸出大電流，因此需要採用能大電流與高電壓輸出 ULN2003

作為馬達的驅動器。一開始我們尋找 ULN2003 時，會找到只有單純

ULN2003 晶片的商品，在我們搜尋資料之後我們就理解了，原來

ULN2003 就是 IC 的名稱，而 ULN2003 步進馬達控制器是商人繼續開

發，幫我們把接腳電路圖都焊上的產品，模組化的設計我們只要接線就

能驅動步進馬達了 [9]。 

 

圖(2-4) – ULN2003 馬達驅動板 

（三） 28BYJ-48-12V 步進馬達 

 28BYJ-48-12V 是一種步進馬達 [10]，而步進馬達的特點就是透過切

換電流來傳送正確的脈波信號，馬達就能正確地依比例追隨脈波信號而

轉動，如此一來就能達成精準位置與速度控制。因為他是步進馬達，所

以轉動方式是依步數進行計算，我們從規格表可以看到他每一步是轉動



 

 

5.625 度，因此轉動一圈等於走了 360/5.625=64 步；也就是說只要告訴

步進馬達走 64 步會等於一圈。而上面寫 28 的數字，根據規格表，即表

示馬達直徑為 28mm，因此這樣我們要使用他時，就能預先掌握他的資

訊而進行設計。最後一組數字 12V 代表額定電壓，此型號亦有 5V 的額

定電壓，在專題過程中，我們將會嘗試這兩種馬達並選用適合的馬達來

進行實驗。 

 

圖(2-5) – 28BYJ-48 步進馬達規格表 

  



 

 

參、 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 根據開源資料完成 Eggbot 的組裝 

（一） 參考 Egg Painter Mini的硬體組件配置 

我們透過 Thingiverse 網站搜尋了許多 eggbot 專題 [11]，其中 Egg Painter 

Mini 使用的電子材料最為親民，使用 Arduino Uno、ULN2003 驅動器以及

28BYJ-48-12V 步進馬達，這些零件都是相當好取得而且又便宜。而其他的專案

裏頭，大部分令我們卻步都是馬達驅動器是使用專屬店家設計的版本，雖然也

有開源，但我們不會刷電路板，老師說他也還沒學到那邊，如果要變成一個研

究的課題，可能會拉長我們的專題時間，因此不做為現階段的考量。Egg Painter 

Mini 的組裝概念如下圖。 

 

圖(3-1) - Egg Painter Mini 機構零件組裝圖 



 

 

（一） 嘗試 Egg Painter Mini的硬體組件配置 

根據我們的分析，它的設計是考量到了美觀，所以將電路的部分藏在盒裡

面，依據馬達的使用，它主要的結構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轉動蛋的步進

馬達，以及對應的支持架，這兩個結構會各自接上一個橡膠墊，做為緩衝的彈

性，不僅可以把蛋固定住，也不會因為轉動而滑落；第二部分是另一個步進馬

達的部分，用來控制畫筆的左右移動，但畫筆的左右移動並不是一個直線運動，

而是根據旋轉而畫出許多的弧線；最後一個部分是伺服馬達，作用於筆的放下

與抬起。Egg Painter Mini 的列印件有如下: 

    

    

    

    

圖(3-2) - Egg Painter Mini 3D 列印件 

 



 

 

 

二、 成功組裝一台 Egg Painter Mini 並加以改良 

首先我們先將列印件組裝，其中有幾個零件是需要準備的，第一個是 608

培林，正巧老師有之前設計 3D 印表機用剩的 608 培林，我們就直接拿來用，不

過我們發現老師的型號有點不同，他給我們的是 608zz，而 zz 是代表多了一個

往外延伸的蓋子，再組裝上不影響，反而可以用來固定位置。第二個零件是彈

簧，而且要大於列印建的中柱，老師說他只有固定加熱版的小彈簧，我們嘗試

加工，要透過很多個小彈簧來取代大彈簧，但是失敗；幸好後來同學發現家裡

用剩的洗髮精有很大的彈簧在裡頭，就直接破壞按壓頭，取出彈簧，就完成可

以調整的蛋固定架了。第三個是橡膠墊片，我們找到洗手台的堵水的軟塞，發

現幾乎不需要改裝就可以直接裝上去，這應該就是作者一開始設計的巧思。 

  

 

  

 

608ZZ 洗髮精彈簧 洗手台的橡膠墊片 

圖(3-3) – 畫蛋機改良零件 

接下來我們要處理的是電路的部分，在線路圖的部分主要要連接 Arduino 

Uno 與步進馬達，但由於 Arduino 無法直接驅動馬達，所以要透過 ULN2003，

我們使用的版本與作者的不同，但經過測試，發現只是設計的外型不同，功能

都是一樣的。目標是從 ULN2003 控制板上引出 IN1~4，分別接到 Arduino UNO



 

 

的訊號線上，而且這些訊號我們發現都有波浪在數字前面，後來研究才知道這

是數位訊號模擬類比訊號。原本的數位訊號只有兩種變化，一般常見就是開與

關。而小波浪就是可以把時間的概念加入，在一定時間內開關的頻率變化可以

模擬出不同類比程度。而馬達不會只有轉跟不轉，還有轉動角度的問題，所以

用這些模擬類比的方式去控制馬達，都要接到數字有小波浪的地方。以及控制

板上的電源 V 與 GND 要接到 ARDUINO UNO 的 Vin 與 GND。而伺服馬達的部

分比較簡單，透過 13 號控制，且外接正電負電就可以了！ 

 

圖(3-4) – 畫蛋機馬達及控制板之配線圖 

 



 

 

專題的設計是 28byj48-12V 的步進馬達，但一開始老師的零件倉庫裏頭只有

28byj48-5V，所以我們直接拿來做嘗試，由於我們電壓從 12V 降到 5V，所以我

們就不幫 Arduino 外接電源，直接由 USB 供電。我們進行了第一次畫蛋。不過

為了接下來討論能夠統一標準，我們統一用了乒乓球。我們發現畫蛋機似乎不

太能正常運作，馬達的運作並不到位。第二次嘗試就是額外購買 28BYJ-12V 的

步進馬達， 但我們特別不外接電源，想測試USB供電是否能正確驅動步進馬達，

測試結果是可以，但馬達運作仍然不到位，畫蛋的過程中有不正常的擺動。第

三次嘗試，我們蒐集了家用 12V 電源供應器，但分別有 2.5A、2A、0.5A，我從

小電流開始嘗試，測試結果是 0.5A 讓我們感受畫蛋成功的喜悅了，他有正確畫

出一個漂亮的圖案，而 2A 與 2.5A 也能畫蛋，但有一個缺點是我們發現馬達非

常的燙，所以我們就不敢繼續測試，很怕辛苦的作品會燒壞。 

               

                     

圖(3-5) – 畫蛋機馬達電源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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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此次的實驗中，我們得知透過 Arduino 的輸出電壓能輸出 5V，但配額

電壓不足於 28BYJ-12V 馬達。此外，儘管 USB 供電能符合 28BYJ-5V 馬達的配額

電壓，但要在此設計機構下，電源所供給的功率略有不足於馬達的負荷，因此

這兩種狀況下，馬達在負荷下所轉的角度會與我們預期的角度有些微誤差而導

致畫蛋的效果不佳。而使用電源供應器提供 12V 的電壓給 28BYJ-12V 馬達，在輸

出電流 0.5A 以上的供應功率下，馬達可提供足夠的扭矩讓寫字的軌跡更佳的精

準，其中經過嘗試後使用 0.5A 有最好的性能。然而，在此次專題中，為了在配

線及機構尺寸的限制下，並也將重點著重在此畫蛋機的發展性上，我們直接使

用 28BYJ-12V馬達並僅透過USB來供電及程式與訊號的傳遞以方便實驗的進行。

未來若要更精準的寫字或是要應用在筆畫較複雜的中文上，則可以外接電源供

應器或是鋰電池來達成。 

 

三、 運用 Egg Painter Mini 創造更多創意產品 

我們運用 EggBot 創作了很多有趣的作品，首先是我們成員的個人設計，這

是要紀念我們完成專案設計 

  

  

圖(3-6) – 設計之圖騰 

 



 

 

    
數據: 

筆抬高 55 

筆下降 35 

數據: 

筆抬高 50 

筆下降 40 

數據: 

筆抬高 50 

筆下降 35 

數據: 

筆抬高 55 

筆下降 40 

困難: 

原本有從網路上找

一個圖片，但因為圖

片不是路徑檔，導致

圖案畫不出來。 

困難: 

字太大，

Chris.2017.06.06,都無

法成功畫出頂端。 

 

困難: 

筆太下去了，筆無法

抬起導致      

移動的時候畫出一條

線。 

 

困難: 

原本有設計 Melody的

字，但是因為筆抬得

太高了，所以導致

Melody 的字沒有畫

到。 

解決方法: 

嘗試如何將圖片轉

換為路徑檔 

 

解決方法: 

把字調小一點、移下

面一點，或 

把支架調小一點 

 

解決方法: 

把筆抬起來的高度調

高一點。 

 

解決方法: 

把筆降下來的高度調

低一點。 

 

圖(3-7) – 畫蛋結果 

四、 改良 Egg Painter Mini 並嘗試運用在不同材質上 

（一） 畫筆的位置： 

 根據我們的研究，伺服馬達會控制畫筆的高低，控制方式是以百分比做

為計算。原本是 50%落下，以及 55%抬起。但根據我們的研究，畫筆凸出

位置在 2 公分是最佳值，但落下的百分比要降到 45%才能確保畫筆的圓弧

可以落在球體的每一個位置。 

 後來，希望畫筆可以更精準繪製在乒乓球上，於是我們重新設計手臂的

長度以及落點。如何繪製呢？我們透過 3D 繪圖將結構資訊繪製在 123D 

design 裡頭，目標是將 28BYJ48-12V 步進馬達的軸心對準固定在架上的乒



 

 

乓球圓心，如此一來上頭手臂的的長度不論為何，轉動所構成的圓弧上的

任何一點都會與乒乒球對應的球面等距，類似平行的概念。所以只要調整

好畫筆，筆尖就會正好落球面上。 

   

改良前的問題描述 

綠色是馬達轉動的軸心，畫筆的弧線如藍線的軌

跡，可以看出乒乓球表面都與畫筆畫弧線的路徑

不平行，所以原始機器畫正元球體圖形會在兩側

有變形的情況。 

改良後的原理 

當調整馬達轉動軸心與

球體一樣高的位置時，

就能畫出正確畫出球體

圖案不變形。 

  

因此我們改良的方向是可以調整轉動畫筆的步進馬達為可調整式的。 



 

 

（二） 底座修正: 

原先專案的底座是可收納的版本，但我們發現如果將電路藏在結構下，

調整蛋架夾器時會勾到下方的電線，而且上蓋原本設計用折的做出三個面，

當馬達固定在上蓋時，發現結構不穩，會搖晃，造成每次畫蛋時，起始位

置都不同，因此我們想要設計一個底座穩固版，但是要兼具可調整馬達。 

 

目前我們的快速製作方式為分離兩者，底座外露也方便我們進行測

試與線路重接。 

（三） 手臂軸承穩定度: 

 在手臂端的伺服馬達負責抬起與落下畫筆，但我們發現每次落點位置會

左右偏移，經過研究，發現這是 3D 列印的限制，在懸空的條件下列印一個

空心，他的精準度並不好。所以我們考量成使用螺絲固定。一方面是把孔

洞放大，列印所造成誤差比例相對會比較少，另一方面螺絲使用公制規格，

未來要分享我們的作品，也可以方便其他人再製。  



 

 

 

肆、 結果與討論 

一、 探索 Eggbot 的相關知識 

 作者秉持分享的態度，運用開源硬體以及開源軟體的精神，讓更多人可以

透過仿作 eggbot 學習結構與程式原理。我們也透過這次的經驗，發現開源硬體

是未來的趨勢，掌握開源硬體的應用方式，就可以創作更多專屬的作品，發揮

我們的創意。 

（一） 開源硬體 

除了最早的 Arduino 之外，我們也發現 Raspberry Pi 也是很棒的硬體，而且

更高階。不論選擇哪一種，這些開源的硬體會由大眾一起努力更新，讓周邊相

關配件更齊全。 

（二） 開源軟體： 

我們發現自己設計專案，不如開源由大家共同努力。這樣不僅可以分享知

識，讓其他人有機會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能透過大家的努力，讓自己原創的

想法越來越成熟。 

二、 成功製作一台 Egg Painter Mini 

 製作過程中，除了作者分享的 3D 列印件之外，有些結構件有特定的規格，

但我們從生活找尋類似的功能的結構，一樣能完成作品需求。這過程中也讓我

們感受到動手做的樂趣。未來想嘗試更多主題。 



 

 

 

（一） 固定蛋的緩衝墊片，可以直接搜尋家裡不用洗手台防水塞，或利用

多餘的隔音條塞進瓶蓋加工。 

（二） 彈簧，搜尋不要用的沐浴用品，大部分都具有按壓功能，裏頭的

彈簧就是可以運用的材料。 

三、 運用 Egg Painter Mini 創造更多創意產品 

（一） 名片球：這是我們成功之後最早運用的想法，把各自的名字成功寫

在乒乓球上。 

（二） 彩球：用來抽籤，上面可以畫很多有趣的圖案，如果抽籤是一種

逞罰，抽到籤的人看到這有趣的圖案應該會心情好很多。 

（三） 地球儀：大家都能創造自己的世界觀，並透過畫蛋機把它變成專

屬的地球儀。 

（四） 任務球：把要說的神祕任務透過畫蛋機緩緩寫下來，很有電影的

氣氛會更令人期待與正視這個任務，一定很好玩。 

四、 改良 Egg Painter Mini 並嘗試運用在不同材質上 

我們實際測試作品發現有許多問題。 



 

 

（一） 迷你底座：這不容易維護，雖然可以把線材與控制板都收在盒子內，

但我發現未來維修不易，而且調整底座時，可能會勾到裡面的線材而造

成作品失敗。 

（二） 手臂軸心與球圓心：經過我們研究，原始的設計是給蛋使用，由

於但接近橢圓形，所以當手臂旋轉軸心與蛋圓心不在同一點時，仍然可

以確保筆在不同弧線上都能與蛋殼保持等距離，但是換成球就沒辦法。

所以我們把作品改良成手臂軸心與球圓心等高的設計，這樣就能確保畫

筆與球面等距。 

（三） 固定底座 : 由於我們想改良成乒乒球專屬，所以我們以球直徑

40mm為基準，設計一個無法調整但結構穩定的版本，減少各式各樣的誤

差。 

（四） 筆頭選擇 : 鉛筆效果最差，因為鉛需要被破壞才能畫在作品上，

但畫蛋機的設計是地心引力自然接觸，所以這類的畫筆不適合，最適合

的是水分容易自然流出的，如簽字筆之類的最佳。 



 

 

伍、 結論 

我們成功打造了畫蛋機，也根據實際使用情況改良了許多設計。我們秉持

著研究精神調整了許多細節設計，如畫筆台起與落下位置、手臂軸心與球圓心

位置、橡膠墊片的選擇、左右夾器的距離，這些都是我們一一測試才得到最佳

值，最後成了同儕間最令人羨慕的玩具。 

當然一開始的努力也相當辛苦，因為網友的分享全部都是英文，還需要老

師充當翻譯幫忙解釋相關原理，但憑著我們不放棄的精神，最後我們還是成功

做出作品並改良設計讓他更完美。 

而我們也秉持開源精神，將乒乓球機設計出來，讓畫蛋機可以更精準的畫

在乒乓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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