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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產業一年一度的盛會又來臨了，今年台北

國際自動化展與機器人展再度與物流展、模具展合併舉辦，活動由工

業局、技術處、智動協會(TAIROA)與展昭公司一同主辦，承蒙經濟

部、教育部、國科會與行政院科技會報指導，今年我們也邀請了來自

大陸、韓國、日本、丹麥等國公協會與廠商前來共襄盛舉，希望透過

此次的機會讓國內外廠商合作交流，也讓國際能夠看到台灣在智動化

產業這塊讓人無法忽視的能量：在此要感謝所有廠商與協辦單位以及

各學研單位的大力支持與協助，大家共同努力推動台灣經濟成長、讓

智慧自動化產業持續向上攀升，在這裡，我們一起見證台灣智動產業

邁向新的里程。

本屆就展覽面，總計展出攤位超過1,000 個，又破了歷年紀錄，今

年台灣廠商精銳盡出，推出了屬於台灣國產化的工業用機器人產品及組件，如上銀科技展出了榮獲經濟

部金質獎的交叉滾柱軸承CRB 系列及工業用機器人、盟立自動化也推出整合力感機器人與視覺之自動組

裝系統等，國外機器人廠商也紛紛推出最新智動化應用技術；另外由華寶通訊及祥儀企業領軍推出的服

務型機器人產品更上一層樓並將推出新的產品，非常值得期待與體驗，本屆展出的內容精彩可期，同時

也顯示台灣廠商這一年來的創新與付出，更希望所有與會者支持的掌聲。

論壇面，今年辦理國際智動化產業趨勢論壇以及兩岸自動化與機器人產業論壇，在國際論壇的部份，

將與國際自動化產業協會代表，一同來探討國際智動化產業趨勢，在兩岸論壇則請到中國機械工業聯

會、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及多位大陸知名學者與廠商一同參與，將就工業用機器人及服務型機器人兩

個領域，探討兩岸工業機器人發展現況與未來展望，及醫療機器人趨勢與技術，掌握兩岸發展趨勢與合

作契機；另外在創造商機面，今年度首度舉辦的AU 類供需媒合會以及新產品暨技術發表會，也將提供

台灣智慧自動化廠商服務能量及軟、硬實力，讓有需要智慧自動化的業者獲得最佳的服務途徑；掌握國

際產業的脈動一直以來都是開啟未來市場的重要因素，而台灣也將以更為成熟的科技研發實力走向國

際，讓世界都能看到台灣的潛力。

競賽面，仍延續以往於展期舉辦2013 全國機器人競賽決賽，競賽由經濟部與教育部主辦，經濟部工

業局、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新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合辦，共有「102 年智慧型機器人產品

創意競賽」、「第六屆上銀智慧機器手實作競賽」、「2013 新光保全智慧型保全機器人競賽」等三大

賽事，可說是全國大專院校年度最受矚目的競賽舞台，隨著產業發展的進步以及學校投入前瞻研究，競

賽作品的水準年年攀升，今年的競賽內容勢必更加的精彩紛呈。自創辦以來，機器人競賽催生了許多新

生的技術與產品，也培育了許多人才，間接助長了產業產值的增幅，隨著更多機器人產品的問世，相信

智動化產業將會更加的活絡與需求。

感恩各界一直以來給予協會的支持，本會也將持續以服務更多元的產業、提升整體產業的能量，做為

政府與產業界溝通的重要平台為目標努力，明年我們將整合台北國際自動化展及機器人展，正名為台灣

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展，展現台灣智慧化自動化與機器人能量，敬請所有廠商持續支持與參與，謝謝！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理 事 長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理事長 卓永財

發刊序



2013台北國際自動化工業展及機器人展 (TIROS 2013)
展覽＆會議＆競賽

展期：2013年8月28日(三)至31日(六)      地點：台北世貿中心南港展覽館

日期 時間 活 動 項 目 地 點 主辦/執行單位

8/28
09:30-

10:30
◎台北國際自動化工業大展暨機器人展開幕典禮 J區中庭 聯合辦理

8/28
09:00-

16:30
◎2013新光保全智慧型保全機器人競賽

攤位：

K326

新光保全/工業局/

精機中心

8/28
13:00-

17:00

◎2013國際智動產業趨勢發展論壇(免費參加/同步口譯)

邀請丹麥/大陸/韓國/台灣等組織代表，探討智動

產業趨勢發展，促進國際智動產業的共同發展。

5樓

504c會議室

工業局/工研院/智

動協會

8/28
13:30-

17:00

◎智動產品親子互動專區(免費預約) 

以益智教育類型機器人產品為主，透過互動、學

習設計、體驗、動手實作、表演、競賽等，近距

離接觸及體驗各類型機器人，讓大朋友與小朋友

參與科技與智慧帶來的饗宴。

攤位：

K132

工業局/工研院/智

動協會

8/29
09:00-

16:00
◎第六屆「上銀智慧機器手」實作競賽

攤位：

K326
上銀/智動協會

8/29
08:30-

13:00

◎2013兩岸自動化與機器人產業論壇--產業用機器人

邀請兩岸產學研專家，共同討論工業用機器人政

策、發展趨勢、主要廠商發展、未來趨勢，促進

兩岸產學研單位合作。(免費參加)

5樓

504c會議室

工業局/精機中心/

智動協會

8/29
12:30-

17:00

◎2013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新產品/新技術發表會

廠商發表本年度開發之新產品與技術，透過本活

動可一次全部獲得智慧自動化技術與機器人最新

產品資訊，促成合作交流(免費參加)

5樓

503會議室

工業局/精機中心/

智動協會

8/29
13:00-

16:30
◎次世代手眼力協調機器人技術研討會

5樓

504c會議室
技術處/工研院

8/30
09:00-

12:30

◎2013兩岸自動化與機器人產業論壇--服務型機器人

邀請兩岸專家學者，發表服務型機器人發展趨

勢、前瞻技術等。(免費參加)

5樓

504c會議室

工業局/精機中心/

智動協會

8/30
09:00-

16:30
◎102年智慧型機器人產品創意競賽

攤位：

K326
工業局/精機中心

8/30
13:30-

17:40

◎2013智慧型自動化AU類供需媒合會(台北場)

邀請已合格登錄之智慧自動化(AU類)服務廠商，

進行自動化技術服務能量說明與案例分享，縮短

需求業者評估時間加速合作洽談。(免費參加)

5樓

504c會議室

工業局/工研院/智

動協會

8/31
09:00-

12:00
◎2013全國機器人競賽頒獎典禮

攤位：

K326

工業局/上銀/新光

保全/精機中心

各 項 活 動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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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a-Industry Collaboration

中型油壓機械之壓座台

基準平面加工技術
巫維標 / 東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助理教授

黃仁清 / 東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教授

黃亦祥 / 東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研究生

本文是針對中型油壓機械之壓座台基準平面部份在CNC臥式加工中心機（CNC horizontal machining 

center）精加工時，以改善一般CNC工具機控制器廠商提供之加工巨集循環指令，或工具機製造廠開發之

平面銑削巨集循環等套裝軟體不完善之處。使用各式CNC控制器或工具機製造廠提供之套裝軟體，如四

方形同向平面銑削（SQUARE UNI DIR）循環〔1〕，其每一銑削循環，有Z軸快移提刀及下降動作，因Z

軸導螺桿有背隙誤差(backlash error)與螺距誤差(pitch error)存在因素，造成Z軸銑削位置不穩定。若使用

四方形雙向平面銑削（SQUARE BI DIR）循環〔1〕，雖Z軸位置固定，X軸左右來回銑削，因壓座台基

準平面大，當Y軸向銑削至工件中心點以上時，機台X軸移動易產生振動，造成平面真平度（flatness）

不易控制、出現振紋及銑削紋路不佳。若使用平移繞圈式銑削路徑規劃（TRPP）循環〔2〕，其循環動

作為每完成一銑削，刀具即繞工件外圍固定路徑快移至下一循環起點位置，增加空行程軌跡距離、加

工時間，及機台移動的機台滑軌磨損。由上述各式銑削循環，各有平面真平度（flatness）不易控制、

振紋、銑削紋路不佳、加工時間長…等不一缺點。利用本文提出「選擇性平移繞圈式銑削路徑規劃」

（Selectivity Translated and Round mode Path Planning , STRPP）循環，經實驗後結果顯示，在平面真平

度（flatness）比四方形同向平面銑削（SQUARE UNI DIR）循環提昇31.58%，在加工時間比平移繞圈式銑

削路徑規劃（Translated and Round mode Path Planning , TRPP）循環減少6.16%，在銑削紋路比四方形雙

向平面銑削（SQUARE BI DIR）循環降低振紋且銑削紋路達一致性。

關鍵字：CNC臥式加工中心機、中型油壓機械、巨集循環指令、真平度、選擇性平移繞圈式銑削

路徑規劃

一、前言

本技術報告是國內大型油壓機械製造廠—連結

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與本校機械工程系產學合作－

技術服務項目成果之一，現將在工廠技術服務貢

獻「中型油壓機械之壓座台基準平面加工技術」

項目改良提出報告，而這改良技術亦獲得工廠現

場實際採用，並能有效改善現有CNC臥式加工中心

機對中型油壓機械之壓座台基準平面精加工，獲

得銑削平面真平度提昇、加工時間減少及改善銑

削振紋與銑削紋路一致性，提升加工效率提高產

品競爭力。 

油壓機械為金屬成型用重要機器，其工作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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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大，壓座台基準平面是整部油壓機械精度的基

礎，所以機械本身之基準平面面積就有幾平方公

尺大且成本頗高，油壓機械的相關零組件定位

均以此平面為基準，因此基準平面元件重要性

高。壓座台基準平面銑削加工時講求平面真平度

（flatness）佳、加工時間少及銑削紋路一致性，

不允許加工失敗等。因此如何在高效率下製造出

壓座台基準平面，達到良好的真平度與美觀的表

面銑削紋路，為是工廠加工部門重要的課題。

二、中型油壓機械之壓座台基準平面加工

技術背景

一般銑削中型油壓機械之壓座台基準平面是利

用CNC臥式加工中心機來加工，工具機主軸與工

作台面平行，因此加工中心機工作台上須裝設角

板，壓座台再固定在角板上銑削加工如圖1。如

使用四方形同向平面銑削（SQUARE UNI DIR）

循環，銑刀在X軸銑削完一刀，Z軸快移提刀後，

快移至下一循環XY軸之銑削起點位置，Z軸再以

F進給率下降至銑削位置準備下一循環如圖2，其

快移軌跡短雖可節省時間，但由於Z軸導螺桿有

背隙誤差與螺距誤差存在因素，又Z軸銑削位置

重複定位性依Z軸導螺桿精度而定，易造成Z軸銑

削位置不穩定，因此精銑削循環基準平面真平度

（flatness）不易控制。如使用四方形雙向平面銑

削（SQUARE BI DIR）循環，銑刀在X軸銑削完

一刀，Z軸在不提刀下快移至下一循環之Y軸起點

位置，X軸再與前一銑削相反方向銑削如圖3，此

循環雖Z軸不提刀導螺桿無背隙誤差與螺距誤差

存在，但由於X軸需來回往返移動，導螺桿仍有

背隙誤差與螺距誤差存在，銑削紋路不一致性。

另四方形同向平面銑削循環與四方形雙向平面銑

削循環，均在X軸向銑削，當銑削高度（Y軸）

超過壓座台中心一半時，工件及銑削刀具均有懸

臂樑問題現象，在銑削受力後之撓度剛性彎曲效

應產生，銑削刀具產生振動，造成振紋且銑削紋

路不一致、平面真平度差等缺點，銑削高度越高

振紋越明顯。若使用平移繞圈式銑削路徑規劃

（TRPP）循環，其循環動作為刀具快移XY軸至工

件的左上方精銑削起點位置圖4，Z軸以設定之進

給率移至銑削深度位置，Y軸往下銑削至終點，Z

軸不動下快移X軸至工件左側安全位置，及快移Y

軸再X軸至精銑削起點位置，完成一次精銑削循

環，因刀具均繞工件外圍固定路徑快移，刀具空

行程軌跡距離頗增長，加工時間頗浪費，且空行

程移動距離長加速機台滑軌磨損。

CNC臥式加工中心機導軌為滑動硬軌（Hardness 

Guide-way）通稱硬軌裝配時，其導軌結構接觸

面大的滑動摩擦傳動系統，相對剛性較高銑削時

振動相對低。若使用機台導軌為線性滾動軟軌

（Linear Guide-way）通稱軟軌裝配時，因其導軌

結構接觸面小的點接觸滾動摩擦傳動系統，相對

剛性較低銑切削時振動相對高，當在X軸向銑削循

環下，在銑削受力後之撓度剛性彎曲效應，難避

免銑削刀具產生振動，造成振紋且銑削紋路不一

致、平面真平度差等問題。

由於中型油壓機械之壓座台基準平面面積有幾

平方公尺大，以常加工之1,870mm×1,100mmm

壓座台基準平面尺寸為例，裝在CNC加工中心機

工作台上，其高度除了工件材料高度外，連同角

板及銑削刀具移動空間總高約1.5公尺高，使用線

（軟）軌的加工中心機，在X軸向銑削循環時，易

造成工件及銑削刀具產生振動，振紋出現銑削紋

路不一致性，平面真平度差等缺點。

在基準平面銑削軟體方面，除了上述套裝銑削

循環外，日本富士通公司FANUC系列控制器提供

之G1020平面加工-粗加工、G1021平面加工-精

加工加工軟體〔3〕，TOSHIBA公司TOSNUC 888

系列控制器提供之G121、G122（Face Milling 

Patterm）面銑削循環指令〔4〕，及MITSUBISHI

公司MELDAS-500系列控制器提供之Face Milling 

Function面銑削循環指令〔5〕，銑削路徑規劃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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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壓座台固定在角板上銑削加工

圖2 四方形同向平面銑削（SQUARE UNI DIR）循環軌跡示意圖

圖3 四方形雙向平面銑削（SQUARE BI DIR）循環軌跡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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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各有平面真平度（flatness）不易控制、銑削

紋路不佳、加工時間長…等不完善處，本文提出

選擇性平移繞圈式銑削路徑規劃（STRPP）循環技

術報告，可參考為改善現有CNC臥式加工中心機對

中型油壓機械之壓座台基準平面精加工之銑削路

徑規劃。

三、中型油壓機械之壓座台基準平面加工

技術介紹

對於中型油壓機械之壓座台基準平面加工技

術，由上述之CNC控制器套裝加工循環指令，或工

具機製造廠開發之平面銑削巨集循環等，在精加

工時分別各有平面真平度（flatness）不易控制、

產生振紋與銑削紋路不一致、加工時間長等缺

點，本報告提出「選擇性平移繞圈式銑削路徑規

劃」（Selectivity Translated and Round mode Path 

Planning , STRPP）循環如圖5，有改善上述之不完

善之優點。其技術內涵如下：

在精銑削時是採XZ軸不動，移動Y軸由上往下

銑削，以改善以往的YZ軸不動，移動X軸銑削，床

台移動X軸時，易造成銑削至上半部（Y軸）時床

台振動，產生基準平面的平面真平度差、振紋、

銑削紋路不一致性缺點。在銑削時間方面利用控

制器提供之判斷指令（Judgement command）功

能〔6〕，精銑削時由左側開始，每銑削完成一

刀即快速移動繞工件左側方式，再移至下一循環

起點。由程式判斷選擇最短的空行程距離為快移

繞行路徑，若銑削次數過半時，改繞右側工件方

式，再移至下一循環起點。以縮短精銑削時間，

減少機台移動的滑軌磨損。

在精銑削循環動作，開始刀具快移Z軸至提刀

（VR）位置後，快移XY軸至工件的左上方精銑削

起點位置，Z軸以設定之進給率（VF）移至銑削深

度位置（VZ），Y軸往下銑削至終點，Z軸不動下

快移X軸至工件左側安全位置，及快移Y軸再X軸至

精銑削起點位置，每完成一次精銑削循環，由程

圖4 平移繞圈式之精銑削路徑規劃（TRPP）循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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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選擇性平移繞圈式銑削路徑規劃(STRPP)循環示意圖

式判斷選擇最短的空行程距離為快移繞行路徑，

若銑削次數過半時，Y軸往下銑削至終點，Z軸仍

不動下X軸改快移至工件右側安全位置，及快移Y

軸再X軸至精銑削起點位置，繼續下一精銑削循

環，再由迴路功能完成右半部精銑削循環。

本文導入Marco設計於CNC加工程式中，將

所提出之「選擇性平移繞圈式銑削路徑規劃」

（STRPP）循環的技術，轉換成容易使用的CNC 

Marco程式〔7〕，其程式如程式1所示。而加工控

制指令參數如下：

選擇性平移繞圈式銑削路徑規劃（STRPP）循

環技術其主程式格式，及設定相關參數VA、VB、

VC、VT、VD、VQ、VR、VZ、VF等意義：

G72 $9000 , L1【SV,VA＝＿ , VB＝＿ , VC＝＿ , 

VT＝＿ , VD＝＿ , VQ＝＿ , VR＝＿ , 

VZ＝＿ , VF＝＿ 】；

參數說明：

VA：工件長X軸距離（取正值mm）

VB：工件寬Y軸距離（取正值mm）

VC：刀具與工件之間隙量（取正值mm）

VT：1粗加工 2精加工

VD：刀具之直徑（取正值mm）

VQ：銑削率，刀徑％（取正值整數）

VR：提刀之位置（取正值mm）

VZ：銑削之深度（mm）

VF：進給率（mm/min）

選擇性平移繞圈式銑削路徑規劃（STRPP）循環銑

削次數V15計算式：

V 1 5 ＝ F R U P ﹛ ﹝ ﹙ V A + 1 0 ﹚ / ﹝ F R N D

﹝ ﹙ V B + 1 0 ﹚ / ﹝ F R N D ﹝ ﹙ V A + 1 0 ﹚ /

﹙VD*VQ﹚﹞﹞﹞﹞﹞﹜

VA：工件長X軸距離

VD：刀具之直徑

VQ：銑削率

FRND：四捨五入取整數

FRUP:小數點無條件進位成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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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1

$9000；

【SV,V1＝VA/2】；

【SV,V2＝VB/2】；

【SV,V3＝VD＊VQ】；

【SV,V4＝VD/2】；

【SV,V5＝【VA＋10】/V3】；

【SV,V15＝FRUP【V5】】；

【SV,V16＝【VA＋10】/V15】；

【SV,V16＝FRND【V16】】；

【SV,V17＝【VA＋10】/V16】；

【SV,V17＝FRND【V17】】；

【SV,V18＝V17/2】；

【SV,V19＝FRND【V18】；

【SV,V6＝【V1＋VC＋V4】】；

【SV,V8＝【V2＋VC＋V4】】；

【SV,V11＝－【V1＋V4－V16＋5】】；

G00 Z,VR；

G90 G00 X,V11, Y,V8；

G01 Z,VZ F500；

【IF,VT. EQ. 1 , GO, 200】；

N100【IF,V17.EQ.0,GO,300】；

G90 G01 Y,－V8,F,VF；

【IF,V17.LT.V19,GO,150】；

G00 X,－V6；

【GO , N180】；

N150 G00 X,V6；

N180 Y,V8；

【SV,V11＝【V11＋V16】】；

G00 X,V11；

【SV,V17＝V17－1】；

【GO , N－100】； 

N200 G90 G00 X,V11, Y,V8；

N250 【IF,V17.EQ.0,GO,300】；

G90 G01 Z,VZ F500；

G01 Y,－V8,F,VF；

G00 Z,VR；

【SV,V11＝【V11＋V16】】；

G00 X,V11,Y,V8；

【SV,V17＝V17－1】；

【GO , N－250】；

N300 M02；；

四、中型油壓機械之壓座台基準平面之加

工技術實例

本報告以一中型油壓機械之壓座台基準平面加

表1 各種銑削循環在加工時間、真平度及銑削紋路之比較

                                比較項目
           
 銑削循環            比較資料

真平度 加工時間 銑削紋路 銑削振紋

選擇性平移繞圈式銑削路徑規劃
（STRPP）循環

13μm 43分50秒 紋路一致性佳 無振紋

平移繞圈式銑削路徑規劃（TRPP）
循環

13μm 46分32秒 紋路一致性佳 無振紋

四方形同向平面銑削（SQUARE UNI 
DIR）循環

19μm 42分29秒
紋路一致性普
通

工件上半部以上
振紋明顯

四方形雙向平面銑削（SQUARE BI 
DIR）循環

17μm 40分9秒 紋路一致性差
工件上半部以上
振紋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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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四方形同向平面銑削（SQUARE UNI DIR）循環加工面之真平度

表2 選擇性平移繞圈式銑削路徑規劃（STRPP）循環加工面之真平度

說明：1. 軸位置單位mm   2. 真平度單位μm

說明：1. 軸位置單位mm   2. 真平度單位μm

               X軸位置

             真平度
Y軸位置

0

～

374

375

～

748

749

～

1,122

1,123

～

1,496

1,497

～

1,870

881～1,100 7 4 4 4 4

661～880 3 5 2 4 4

441～660 -2 0 0 -2 -2

221～440 -2 -1 -2 -3 -3

0～220 -3 -3 -3 -4 -6

               X軸位置

             真平度
Y軸位置

0

～

374

375

～

748

749

～

1,122

1,123

～

1,496

1,497

～

1,870

881～1,100 9 9 8 8 9

661～880 8 5 3 4 8

441～660 -2 0 0 -2 -2

221～440 -6 -6 -2 -5 -5

0～220 -9 -8 -5 -6 -10

表4 四方形雙向平面銑削（SQUARE BI DIR）循環加工面之真平度

說明：1. 軸位置單位mm   2. 真平度單位μm

               X軸位置

             真平度
Y軸位置

0

～

374

375

～

748

749

～

1,122

1,123

～

1,496

1,497

～

1,870

881～1,100 8 7 5 6 8

661～880 6 5 2 3 7

441～660 -2 1 0 2 -2

221～440 -6 -4 -2 -5 -9

0～220 -8 -6 -5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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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選擇性平移繞圈式銑削路徑規劃(STRPP)循環加工面真平度示意圖

圖7 四方形同向平面銑削（SQUARE UNI DIR）循環加工面真平度示意圖 

圖8 四方形雙向平面銑削（SQUARE BI DIR）循環加工面真平度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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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件為例，其主要尺寸長（X軸向）1,870mm、

寬（Y軸向）1,100mm，使用線性軟軌（Linear 

Guide-way）臥式加工中心機，分別利用選擇性平

移繞圈式銑削路徑規劃（STRPP）循環、四方形

同向平面銑削（SQUARE UNI DIR）循環、四方形

雙向平面銑削（SQUARE BI DIR）循環、及平移

繞圈式銑削路徑規劃（TRPP）循環四種不同銑削

循環加工方式實驗，使用6刃ψ160mm粗、精面

銑刀進行粗、精銑削。在相同切削條件，加工驗

證其四者在平面真平度、加工時間、銑削紋路比

較。本報告提出選擇性平移繞圈式銑削路徑規劃

（STRPP）循環使用指令參數、機器設備、切削條

件分別如下：

粗加工程式參數指令

【SV,VA＝1870 , VB＝1100 , VC＝10 , VT＝1 , 

VD＝160 , VQ＝0.75 , VR＝10 , VZ＝-3.5 , VF

＝650 】；

精加工程式參數指令

【SV,VA＝1870 , VB＝1100 , VC＝10 , VT＝2 , 

VD＝160 , VQ＝0.95 , VR＝10 ,  VZ＝-0.15 , 

VF＝480 】；

使用機器：日本TOSHIBA  SHIBAURA BTD-

13FR22 CNC臥式搪銑床

控制器：日本TOSHIBA TOSNUC 888  

切削條件：

面銑刀：三菱BN425R1020K ψ160mm(刀刃數

6)

刀片規格：粗加工 三菱SNMF43B2G、精加工 

三菱SNKF43B2S

被削材料：S50C 

銑削進給率：粗加工650 mm/min（0.390mm/

rev、刃）

精加工480 mm/min（0.223mm/

rev、刃）

切削速度：粗加工140 m/min 、精加工180 m/

min

主軸轉速：粗加工278 rev/min 、精加工358 

rev/min

切削油劑：水溶性乳化劑

經上述在相同切削條件銑削結果，各種銑削循

環在加工時間及銑削紋路之比較如表1，在基準平

面真平度資料表及真平度示意圖部份，使用選擇

性平移繞圈式銑削路徑規劃（STRPP）循環結果

如表2及圖6，使用四方形同向平面銑削（SQUARE 

UNI DIR）循環結果如表3及圖7，使用四方形雙向

平面銑削（SQUARE BI DIR）循環結果如表4及圖

8，其中平移繞圈式銑削路徑規劃（TRPP）循環

的銑削路徑，與選擇性平移繞圈式銑削路徑規劃

（STRPP）循環差別在快移繞工件路徑不同，驗證

結果基準平面真平度相似，但加工時間不同。

五、結果與探討

1.由表1可知銑削中型油壓機械之壓座台基準平面

在加工時間方面，使用選擇性平移繞圈式銑削

路徑規劃（STRPP）循環比平移繞圈式銑削路徑

規劃（TRPP）循環減少6.16%。兩者銑削路徑規

劃G01部份一樣，在平面真平度（flatness）上相

同。

2.由表2、3可知銑削中型油壓機械之壓座台基準平

面，在平面真平度（flatness）上，使用選擇性

平移繞圈式銑削路徑規劃（STRPP)）循環，比

四方形同向平面銑削（SQUARE UNI DIR）循環

提昇31.58%。

3.由表2、4可知銑削中型油壓機械之壓座台基準平

面，在平面真平度（flatness）上，使用選擇性

平移繞圈式銑削路徑規劃（STRPP)）循環，比

四方形雙向平面銑削（SQUARE BI DIR）循環提

昇23.53%。

4.由表1可知銑削中型油壓機械之壓座台基準平

面，在銑削紋路方面，使用選擇性平移繞圈式銑

削路徑規劃（STRPP）循環，比四方形雙向平面

銑削（SQUARE BI DIR）循環、及四方形同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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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銑削（SQUARE UNI DIR）循環振紋減少及銑

削紋路一致性高。

六、對工廠之貢獻

本項技術改良亦是獲得工廠現場操作技術人員

最受好評技術之一，在以往使用一般CNC控制器

廠商或工具機製造廠提供之循環等，其在精銑削

時是採Y、Z軸不動，移動X軸由左往右銑削，或由

右往左銑削，當銑削工件中心點（Y軸）以下時，

銑削紋路可達到一致真平度佳，但銑削工件中心

點（Y軸）以上時，銑削紋路就因機台振動因素，

銑削紋路不一致性、真平度差的缺點。利用選擇

性平移繞圈式銑削路徑規劃（STRPP)循環，可改

善上述問題，同時精、粗銑削加工之程式全部結

合在一起，各項加工數據以指令參數形式設定，

操作者可以很容易、迅速、精確處理完成銑削加

工，提高生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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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產業常有名詞★

金屬切削機

英文原文

ｍetal-cutting machines

用  途

用以生產精密金屬零件的工具機。

除須操作便利外，更需具備安全及穩

定性，並兼具準確及精確度。車床、

銑床、鉋床等都是切削機的一種。

★機器人產業常有名詞★

車床

英文原文

lathe machine

用  途

將圓柱型物件固定在旋轉主軸上加

工的工具機。配備各種專用刀具，可

完成內外圓加工、鑽孔、鉸孔等多種

加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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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反應曲面法與田口方法
建構機械手臂伺服控制器

參數最佳化

1. 前言

機械手臂從50年代規劃出全自動化的焊接、噴

漆汽車車身等環境生產鏈後，各工業發展的先進

國家便開始積極研發和應用。機械手臂的特點是

執行精密且複雜性高工作、取代傳統勞力密集的

生產線、更有效應用於生產上，用於各種加工環

境。近年來各領域自動化的發展，使得使得機械

手臂需求大量增加。

六軸機械手臂是最常見且運用最廣泛的一種機

械手臂，這種常用於各種加工種類、環境及產業

中。但是，六軸機械手臂具有非線性耦合的運動

特性，造成機械手臂無法準確定位，但經由伺服

參數的設計可改善此情況，但若使用不良的參數

設計，將會降低手臂本的運動性能，進而導致機

械手臂本身的損害，影響產品的品質。

因此，伺服參數設計優劣將是決定品質的好

壞的重要因素，如何藉由伺服參數的修改提升機

械手臂重複定位精度已成為相關業者積極努力的

方向。在過去，伺服控制的參數設計都憑藉試誤

法、經驗或技術手冊來選擇參數，不僅不易掌控

品質，無形中也花費了許多時間與成本。

RSM、(Taguchi method)和因子設計(Factorial 

design)是三種常見的實驗設計方法，此3種設計方

法在實驗效率上和加法性（Additivity）上有很大

林文燦、李偉正、曹淯瑋 /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劉文淵 /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研發科技與資訊管理所

自動化技術應用已從最初製造業拓展到服務業與醫療上，加上伺服控制器相關技術已發展成熟，因此

如何精確地控制機械手臂往往是用來界定機械手臂品質好壞的關鍵因素。

田口方法(Taguchi Method)是一種改良產品品質的實驗計劃法，反應曲面法（Respond Surface Method）

是一種結合實驗設計與迴歸分析來求解和模擬模式的方法。因此，本研究以全球最大代工廠廠的六軸機

械手臂為例，針對伺服控制器應用田口方法搜尋關鍵因子，並使用RSM之配置實驗最佳化搜尋模組進行

實證研究，期望能建構新的機械手臂重複定位精度改善方法與最佳化的預測模式。

研究結果顯示，因此，以反應曲面法與田口方法是有效用的。本研究可提供相關業者在實務上和學術

界在學術研究上之參考。

關鍵字：X-Y TABLE、田口、機械手臂、反應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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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異。因子設計則較重視其統計意義與所獲得

模式的正確性（Montgomery, 2009）。田口品質工

程利用工程知識進行實驗規劃，著眼在達成目標

的解決方案上，但其只能從原先設定好的因子水

準中找出一較佳值，而這些水準值並不一定是最

佳的（Su and Chou, 2008,Taguchi, Chowdhury and 

Wu, 2004）。RSM是一種結合實驗設計與迴歸分

析來求解和模擬模式的方法，經由實驗設計可以

使實驗者在所關切的實驗區域內以有系統的方式

進行實驗，取得所需的反應值，再以迴歸分析尋

找反應值與變數間的關係，以此關係式求得實驗

區域內的最佳解，可快速並準確預估設計參數對

目標值的影響（Montgomery, 2009, Deng and Cai, 

2010）。因此，近來許多學者(Wang et al.,2010; 

Neseli et al.,2011)都是應用RSM進行最佳化的研

究。

因此，本研究以全球最大的代工廠的六軸機械

手臂為例，嘗試結合RSM及田口進行實證研究，研

究目的有三：

1.利用田口方法找出影響重複定位精度的關鍵因子

2.利用RSM的實驗配置來規劃實驗以進行產品品質

之改善，找出最佳參數組合。

3.發展一套快速且方便的預測模式來探討伺服參數

與重複定位間的關係。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目的

目前業界較常使用的實驗設計方法是田口方

法，這是因為一般傳統的實驗設計在找尋最佳的

參數解時，此類方法雖可找出最佳參數解，但如

果實驗參數過多，所需實驗的次數也相對增加，

因此必須花費相當大的資源，如成本和時間。反

應曲面法（Respond Surface Methodology）是一結

合數學與統計的方法，可用於問題分析及解構之

集合，反應曲面法中較常見的設計方式為中央合

成設計（Central Composite Design）與Box-Behnken 

Design。

本研究將會以相同個案比較其兩種設計原則

之差異，同時達到降低成本、提升品質，以加強

競爭力之目標，並改良簡易基因演算法驗證反應

曲面法索求得知最佳水準，是否有其他多重可行

解，提供產業界做為參考。

本研究以國際代工大廠進行研究，運用田口方

法，結合反應曲面法其目的如下：

透過搜尋關鍵因子，並利用反應曲面法結合基

因演算法，求得一最佳化模式並進行分析。

符合經濟效益的條件下發展一套快速且方便的

預測模式來探討伺服參數與機械手臂重複定位精

度之關係；研究方法結合並改善簡易基因演算法

找出重複定位精度最佳化之參數，以符合客戶加

工之需求。

1.2 研究範圍與限制

    目前產業界所使用之機器人主要都是機械手

臂的形態，而線性手臂、SCARA手臂、關節多軸

機械手臂等都是常見的型式(王景恆、胡智威、顏

炳郎，2010)。本次研究範圍則是以跨國代工大廠

所生產之五軸機械手臂為主要對象。

同時進一步利用實驗設計理論於伺服控制器參

數設定及規劃實驗點，建立一套合乎實用的最佳

化模式。探討範圍包括利用田口方法找出重要之

關鍵因子，再針對關鍵因子以反應曲面法規劃實

驗點對五軸機械手臂進行重複定位精度實驗，實

驗量測值為機械手臂的重複定位偏移座標值。所

得結果用以提供做為架構機械手臂重複定位精度

最佳化。進一步研究出關鍵因子與水準，找出最

佳化伺服控制器參數組合，最後將反應曲面二階

段函數結合基因演算法，以確認反應曲面法求得

知伺服參數組合是否為最佳解亦或還有其他多重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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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獻探討

在光電製程設備中，定位裝置系統，包含X-Y 

Table機構、數值控制裝置、QFD實驗方法、TRIZ

理論、彰化基督教醫療設備資料。

2.1實驗配置設計

本 階 段 主 要 在 決 定 品 質 特 性 ( Q u a l i t y 

characteristic)、實驗因子(Experiment factors)及

其水準(Levels)、選擇實驗型態(Select Experiment 

Type)和進行實驗(Run experiment)。說明如下：

(1) 決定品質特性(Quality characteristic)

機械手臂因具有非線性耦合的運動特性，所以

較難精準定位，因而導致品質損失，因此以機械

手臂重複定位精度為本研究的品質特性。

(2) 決定實驗因子(Experiment factors)及水準

(Levels)

實驗因子(Experiment factors)是由代工廠的工

程師和針對伺服控制參數中先剔除不宜更動的參

數，再將剩下之參數已田口方法搜索出關鍵因

子，經篩選出的實驗因子(Experiment factors)及其

水準(Levels)的配置如下： 

(3) 選擇實驗型態(Select Experiment Type)

決定4個因子之設置水準後，先選定一個起始點

（通常是以目前製程設定值為起始點）為實驗中

心，選取Box-Behnken 模型進行實驗配置，配置含

中心點實驗共計27組處理(treatment)的實驗，其配

置如表1所示。

(4) 進行實驗(Run experiment)

依上述的實驗配置，進行因子的配適實驗及紀

錄實驗數據

2.2反應曲面分析

在1951年Box 和Wilson首先發表反應曲面法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RSM)的設計概

念。Giovanni(1983)提出大多數反應曲面的問題，

介於反應變數和獨立變數間的關係形式為未知

的。因此在進行反應曲面法時，第一步是決定反

應變數與獨立變數之間的函數關係，先找一個適

當的近似函數。反應曲面法是探討多個計量因子

(x1,x2,x3,……,xk)對反應變數(品質特性)y的關係

式，並尋找各因子(xi)水準在何種設定值時，反應

變數值會最佳。反應變數與自變數(影響因子)兩

者之間的函數可由formula (1)表示：(Montgomery, 

2009)

                           (1)

其 中 f 為 一 多 變 量 函 數 ， T h e  i t e m s  o f 

 代表影響因子(自變數)，則此

關係式呈一曲面，稱  為

反應曲面。由收集到的資料，找出此組資料所擬

合的函數的參數估計值，再利用此反應曲面進一

步找出使反應值最佳化的(x1,x2,x3,……,xk)水準

組合，這種方法就稱為反應曲面法。equation (2) 

and (3)是反應曲面法的一階（First Order）及二階

（Second Order）模式。

             (2)

                                                              (3)

反應曲面分析就是透過配適的曲面來完成，因

此，當配適的曲面能充分描述真正反應函數時，

則對配適的曲面進行分析的話，即相等於對於真

正的系統進行分析，一般反應曲面法多會用到一

階（First Order）及二階（Second Order）的模式，

當一階模式不適合時才會進行二階模式的配適

(Montgomery, 2009)。本研究求解流程如下：

在求解流程的一開始先選定一個起始點（通

常是以目前製程設定值為起始點）為實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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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一組RSM的因子實驗作為配適實驗（Fitting 

Experiments），由此組實驗的結果數據進行迴歸分

析，配適（Fit）出一個合適的模式。再使用願望

函數(Desirability Function) 求取最佳加工參數條件

的組合，願望函數介於0～1之間，愈接近1表示達

成反應值的機會愈大。

為了確立所建立的迴歸模型建立是否合適，採

用迴歸分析的顯著性分析來瞭解迴歸因子與反應

值之間的關係。其中，迴歸模型中預測值yi之變

異以迴歸平方和（Sum of Squares of Regression 

,SSR）表示。即

                              (4)

SSR表示迴歸因子引起之變異量。然而當樣本數

愈大，變異量也愈大。因此須將迴歸平方和除以

所對應之其限制住的自由度k（k個獨立變數），使

其標準化，稱為迴歸均方（Mean Square, MS）。

即當迴歸均方越大，而殘差均方越小時，則其迴

歸模型越顯著。

為了進一步瞭解反應值與迴歸因子間關係是否

存在線性迴歸模型之關係，Lewis(2000)建議可以

採F檢定法檢定c或採用p-value 顯著水準判定值來

進行判斷，進而推斷模型是否適用。F檢定法表示

式為

                   (5)

其中，k 及（n- k -1）分別為所對應之迴歸平方

和及殘差平方和之自由度。α代表顯著水準，一

般為0.05。於建立迴歸模型時，所得之F值(Fα, k 

,n-k-1)表示迴歸係數顯著的機率有95%，即所建立

之迴歸模型可以顯著的描述反應值與迴歸因子的

關係。反之，則不顯著。其中Fα, k ,n-k-1的值可

藉由查詢不同顯著水準之F分佈（F-distributions）

表求得。假設檢定的決策判斷過程也可基於該效

應項所測試的機率值(probability value；p-value) 

來進行判斷，一般p-value 顯著水準判定值訂為

0.05。若p-value小於或等於事前訂定的顯著水準

(α level)，則為拒絕虛無假設，支持對立假設。

若p-value大於α-level，則無法推翻虛無假設，當

然就是支持虛無假設，拒絕對立假設。

3.研究方法與案例探討

3.1 界定問題

為找出影響品質特性之關鍵因子，本研究運用

田口方法，依照其因子貢獻率找出影響定位精度

之關鍵因子，再將關鍵因子進行下一步的最佳化

設計，其結果與變異數分析數據如下列表1所示：

水        準 1 2 3

模型環增益(PG1) 10 24 64

位置環增益(PG2) 10 37 64

速度環增益(VG2) 723 823 923

位置控制增益(PG2B) 10 37 64

震動頻率抑制(VRF1) 25 75 100

共震頻率設定(VRF2) 25 75 100

微震動制控(MVS) 0 1 2

震動頻率設定(VRF1B) 25 75 100

共震頻率設定(VRF2B) 25 75 100

伺服機電脈衝(FBP) 1000 1500 2000

伺服電機慣量比(GD2) 0 7 14

速度積分補償(VIC) 0.1 33.7 68

表1 因子水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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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上列12個因子進行參數配置設計，已圖運用其因子貢獻度找出影響本次實驗的關鍵因子，實驗配

方表與其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實驗配置表

表3 變異數分析表

將實驗結果進行變異數分析，計算出個別因子的貢獻度，作為篩選關鍵因子的依據結果如表3所示：

PG2B VRF1 VRF2 PG1 MVS VRFIB PG2 VRF2B FBP GD2 VG2 VIC 反應值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3.19
1 1 1 1 2 2 2 2 2 2 2 2 12.64
1 1 1 1 3 3 3 3 3 3 3 3 12.45
1 2 2 2 1 1 1 2 2 2 3 3 12.22
1 2 2 2 2 2 2 3 3 3 1 1 12.93
1 2 2 2 3 3 3 1 1 1 2 2 11.99
1 3 3 3 1 1 1 3 3 3 2 2 12.42
1 3 3 3 2 2 2 1 1 1 3 3 11.54
1 3 3 3 3 3 3 2 2 2 1 1 12.46
2 1 2 3 1 2 3 1 2 3 1 2 11.05
2 1 2 3 2 3 1 2 3 1 2 3 12.22
2 1 2 3 3 1 2 3 1 2 3 1 10.90
2 2 3 1 1 2 3 2 3 1 3 1 11.43
2 2 3 1 2 3 1 3 1 2 1 2 12.96
2 2 3 1 3 1 2 1 2 3 2 3 12.27
2 3 1 2 1 2 3 3 1 2 2 3 11.27
2 3 1 2 2 3 1 1 2 3 3 1 12.56
2 3 1 2 3 1 2 2 3 1 1 2 12.23
3 1 3 2 1 3 2 1 3 2 1 3 12.45
3 1 3 2 2 1 3 2 1 3 2 1 11.50
3 1 3 2 3 2 1 3 2 1 3 2 11.57
3 2 1 3 1 3 2 2 1 3 3 2 9.920

3 2 1 3 2 1 3 3 2 1 1 3 11.01

3 2 1 3 3 2 1 1 3 2 2 1 11.71
3 3 2 1 1 3 2 3 2 1 2 1 12.13
3 3 2 1 2 1 3 1 3 2 3 2 11.96

　 自由度 平方和 均方 F值 淨平方和 貢獻率

PG2B 2 1.637720 0.818860 998.61 1.63608 20.84%

VRF1 2 0.22962 0.11481 140.012 0.22798 2.90%

VRF2 2 0.10369 0.051845 63.2256 0.10205 1.30%

PG1 2 2.15717 1.078585 1315.35 2.15717 27.48%

MVS 2 0.34975 0.174875 213.262 0.34975 4.45%

VRF1B 2 0.17982 0.08991 109.646 0.17982 2.29%

PG2 2 1.16722 0.58361 711.72 1.16722 14.87%

VRF2B 2 0.1013 0.05065 61.7683 0.10130 1.29%

FBP 2 0.58193 0.290965 354.835 0.58193 7.41%

GD2 2 0.06045 0.030225 36.8598 0.06045 0.77%

VG2 2 1.13961 0.569805 694.884 1.13961 14.52%

VIC 2 0.14114 0.07057 86.061 0.14114 1.80%

合併誤差 2 0.001640 0.00082 　 3.72779 47.48%

總  和 26 7.85107 　 　 7.8510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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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變異數分析後可發現，PG2B、PG1、PG2、VG2的因子貢獻度遠高於其他因子，因此選定作為次

實驗的關鍵因子。

3.2 反應曲面法

本論文根據上述實驗因子確認後，此階段目的在利用反應曲面法提供搜尋最佳參數水準設定值。運用

軟體以反應曲面法列出實驗矩陣，本研究為四個因子之設計，同時進行中央合成法與CCD實驗。將不同

參數組合各進行實驗，設計參數配置與反應值做探討。

3.2.1中央合成設計

本研究先中央合成設計實驗配置，依照軟體所產生之實驗配方表進行實驗並記錄其定位誤差反應值值

如下：

依照實驗結果運用電腦軟體配適模型，同時進行變異數分析以檢定曲率，其結果如下表：

排序 PG1 PG2 VG2 PG2B 反應值 16 350 350 3500 1500 12.35

1 10 10 100 10 13.06 17 10 180 1800 755 9.98
2 350 10 100 10 13.75 18 350 180 1800 755 10.88
3 10 350 100 10 12.39 19 180 10 1800 755 10.7
4 350 350 100 10 13.27 20 180 350 1800 755 9.96
5 10 10 3500 10 14.1 21 180 180 100 755 10.3
6 350 10 3500 10 14.86 22 180 180 3500 755 11.39
7 10 350 3500 10 13.39 23 180 180 1800 10 11.42
8 350 350 3500 10 14.29 24 180 180 1800 1500 9.48
9 10 10 100 1500 11.1 25 180 180 1800 755 9.76
10 350 10 100 1500 11.98 26 180 180 1800 755 9.81
11 10 350 100 1500 10.36 27 180 180 1800 755 9.81
12 350 350 100 1500 11.17 28 180 180 1800 755 9.81
13 10 10 3500 1500 12.14 29 180 180 1800 755 9.79
14 350 10 3500 1500 12.94 30 180 180 1800 755 9.62
15 10 350 3500 1500 11.47 31 180 180 1800 755 9.73

來源 係數 SE係數 T值 P值

常數 9.77512 0.01812 539.440 0.000

PG1 0.41667 0.01440 28.939 0.000

PG2 -0.33222 0.01440 -23.074 0.000

VG2 0.53056 0.01440 36.849 0.000

PG2B -0.97444 0.01440 -67.679 0.000

PG1*PG1 0.63891 0.03792 16.849 0.000

PG2*PG2 0.53891 0.03792 14.212 0.000

VG2*VG2 1.05391 0.03792 27.794 0.000

PG2B*PG2B 0.65891 0.03792 17.377 0.000

PG1*PG2 0.02125 0.01527 1.391 0.183

PG1*VG2 0.00500 0.01527 0.327 0.748

PG1*PG2B 0.00875 0.01527 0.573 0.575

PG2*VG2 0.01000 0.01527 0.665 0.522

PG2*PG2B -0.02375 0.01527 -1.555 0.139

VG2*PG2B 0.00750 0.01527 0.491 0.630

S = 0.0610854　R-Sq=99.92%　R-Sq(adj)=9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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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變異數分析表結果顯示，適缺度檢度(Lack-of-Fit)在於解釋迴歸模式是否能夠確實反映出自變數與反

應變數間的關係，其適缺度檢定的結果，P值為0.746>0.05是不具顯著性的，因此接受的迴歸關係，由此

可知二次多項式所建立的反應曲面模式能夠充分表示此反應結果，且檢定係數R-Sq = 99.92%，表示此二

項函數具有顯著重要性，並可適當呈現因子與目標特性間的關係。

反應曲面法是一個透過反應曲面來描述輸入參數與表現值之間關係的方法，故根據上述變異數分析軟

體分析反應曲面圖與等高線圖，使用等高線圖方式求最佳參數具有其方便性只需一次運算作出其等高線

圖後，即可依使用者或客戶之不同品質要求，輕易在等高線圖上找出符合要求之最佳參數，如圖：

本研究將利用軟體做出整體最佳化分析，進行聯立最佳化技術之前，本次研究各因子的權重與反應權

重值皆設為1，將反應值規格限制與目標運用軟體以Desirability Function求解，即可得到最佳參值，最佳

參數組合及其預測反應值如圖所示，其中y為最佳化反應值，d為個別願望函數，右下方八座標圖為各因

子對各反應值效應圖，左上為最佳化總願望函數。

此階段RSM首先對每個反應變數 建構一理想值

函數(Desirability Function)，將反應值 轉換成對

應目標值的一個理想值(Desirability Value)。此值

反應 接近其目標值的程度(即 值愈接近1表示

越接近目標值)。此D值的大小即表示所有反應值接

近其目標值的程度(即D值愈接近1表示 越接近目

標值)。

經 過 反 應 曲 面 法 求 解 最 佳 條 件 為 P G 1 

123.3333、PG2 236.6667、VG2 1370.7071、

來源 自由度 平方和 均方和 F值 P值

迴歸 14 78.1384 5.5813 1495.75 0.000

線性 4 27.2703 6.8176 1827.06 0.000

Square 4 50.8478 12.7119 3406.72 0.000

交互作用 6 0.0204 0.0034 0.91 0.512

殘差 16 0.0597 0.0037 　 　

Lack-of-Fit 10 0.0308 0.0031 0.64 0.746

純誤差 6 0.0289 0.0048 　 　

總和 30 78.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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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2B 1319.3939，定位誤差最小值為9.2171，總

願望函數D為0.67561距離目標值1還有些距離表示

還有可能有改善空間。

4.結論

研究以跨國代工大廠進行實證研究，試圖找出

影響定位精度之參數問題，利用田口方法分析且

找出影響定位精度的關鍵因子，再以反應曲面法

搜尋最佳參數組合改善定位精度，本研究所找出

的關鍵因子為，為位置控制增益、模型環增益、

位置環增益、速度環增益對於定位精度的影響較

為明顯，因此將上述四個因子藉由反應曲面法進

行進一步搜索出最佳參數組合。

本研究已完成機械手臂定位精度與伺服參數間

的最佳化的架構程序，由反應曲面法模組中最佳

聯立技術，所得二維迴歸分析，在藉由田口與反

應曲面法做最佳化模組搜尋，未來研究可藉由以

上模式，擴充對其他不同類祥個案的研究或研究

改變其他可能對機械手臂定位精度影響之實驗參

數與伺服參數之間的關係。

未來之研究可將本論文之實驗架構或最佳化模

式應用於實際生產的工作，藉以提高產品的品質

保證。

5.參考文獻

郭如玉要因分析在QC story 中扮演角色之探1. 

討。現場與管理，5(25)，22-27（1997）。王

永鵬，1998，淺談精密機械振動控制技術，機

械工業雜誌，頁171-179.

王丞承，2003，實踐六標準差的技術，中國生2. 

產力中心，280頁。

王景恆、胡智威、顏炳郎，2010，產業機器人3. 

發展之未來趨勢。

方俊雄，1998，反應曲面在公差分配的應用分4. 

析，逢甲大學碩士論文。

田口玄一著，陳耀茂譯，2003，田口統計解析5. 

法，五南圖書出版社。

江修，黃偉峰，2006，六軸機械臂之控制理論6. 

分析與應用，工業研究院。

余思慧，2010，應用六標準差手法建構生物科7. 

技錠劑產品製程預測模式之研究，國立勤益科

技大學。

李俊蝗，2011機械手地控制器參數最佳化設8. 

計，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碩士論文

林唯修，2009，六軸機械手臂之研製與位置控9. 

制，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碩士論文。

林郁智，2005，產品與量測人員有交互作用存10. 

在下之量測重複性與再現性分析，南台科技大

學碩士論文。

洪弘祈，2011，反應曲面技術，朝陽科技大11. 

學。

蘇朝墩，2010，品質工程，前程文化。12. 

鄭光佑，2011，應用反應曲面法結合基因演算13. 

法建構光纖纜線製程模式最佳化，勤益科技大

學碩士論文。

Antti J. Koivo,1989, Fundamentals for Control 14. 

of, Robotic Manipulators,Vol.3,7 pp.77-102, 

227-268.

Pe t t e r s son  S .  Dav i s , 2010 ,Des i gn  o f  a 15. 

magnetorheological robot gripper for handling 

of delicate food products with varying shapes, 

Journal of Food Engineering 98, pp. 332–338

Asada H. and Slotine J. J.E.,1986,Robot Analysis 16. 

and ControlWiley-Interscience.

C.C. de Wit B. Siciliano and G. Bastin,1997, 17. 

Theory of Robot Control ,Springer.

Chen P . H. Yan C. Wu  K .Y . Lin S. and Shih 18. 

H.C.2005 ,Application of the Taguchi _sdesign 

of esperiments to optimize a bromine chemistry-

based etching recipe for deep silicon trenches 

Microelectronic Engineering , Vol. 1

Chen P . H. Yan C. Wu  K .Y . Lin S. and Shih 19. 

H.C.2005 ,Application of the Taguchi _sdesign 

of esperiments to optimize a bromine chemistry-

based etching recipe for deep silicon



102年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No.624

Academia-Industry Collaboration

溫室植栽之遠端溫控系統

一、前言

在追求精緻農業以提高農產品附加價值的今

日，以自動化設備精簡人力，一直是農業工作者

用來降低生產成本的方法之一，若能再透過遠端

網路系統來監控植栽作物之生長，並予以即時的

照顧，則作物的品質將能更提升，也能帶領現代

農業走向精緻化之目標。

本計畫擬藉由VB控制，將訊號經由USB與網路

攝影機，將作物影像傳至近端電腦，再透過TCP/

IP將影像傳至遠端主機，此外，在溫室內設置感

溫器、抽水馬達、風扇、加熱器、遮陽簾暨捲線

器，控制中心將指令訊號經由RS-232傳送到7520A

的模組，轉換成為RS-485的模組使用訊號，傳

送給各個模組，以控制此驅動機構之DI/O訊號。

感溫器亦可自動並隨時監控溫室內的溫度，當溫

室內的溫度過高時，可透過遮陽簾遮蔽陽光或驅

動風扇進行散熱，亦可啟動灑水系統，當溫度過

低時，亦可啟動加熱系統，相關近端電腦將透過

TCP/IP將訊號傳至遠端主機。

上述利用VB透過TCP/IP，設計一個遠端監控的

操作介面，能讓使用者不必到現場去觀看，就可

以直接透過網路遠端的主機去監控現場的即時狀

態，期望將能大幅有效地降低精緻農業的生產成

本，並提高作物的品質與附加價值。

追求自動化以節省人力，並能更準確、更迅速

地控制生產流程，一直為各領域(包括農、漁、工

業)長久以來的努力目標，而監視控制系統，是

自動化領域中最重要的一項應用技術之一。所以

開發遠端網路的溫度監控系統工作便成為一個有

趣且有用的研究專題。本計劃的主要目標是透過

Visual Basic程式生動活潑的人機圖形界面，無線

網控，監視並控制遠端的溫控系統。

二、研究目的

本計畫擬藉由VB控制，將訊號經由RS-232傳送

到7520A的模組，轉換成為RS-485的模組使用訊

號，再傳送給各個模組，以控制此驅動機構之DI/O

訊號，並利用7060D與7011D讀入，傳回到近端電

腦及利用VB來監控DI/O狀態。由於要維持溫室內

的溫度，所以要利用7011D配合熱電偶或溫度棒進

行溫度監測，當溫室的溫度高於第一道限定溫度

時，系統將自動啟動遮陽捲簾系統，若溫室內的

溫度持續上升至第二道限定溫度時，此時系統將

啟動風扇做強制對流，若溫度仍持續上升至第三

道限定溫度時，則系統將會同時啟動灑水設施以

降低室內的溫度。相反地，若溫度在降至某限定

溫度時，在白天時，就會先收回遮陽捲簾，並啟

動室內加熱燈泡。

為了達到遠端監視之目的，除了以網路攝影機

邱銘杰 / 中州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副教授

關鍵詞：農業自動化，溫室，遠端監控，分散式系統，網路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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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USB通訊協定將影像傳至近端電腦外，並再

利用VB透過TCP/IP，設計一個遠端監控的操作介

面，抓取影像，讓使用者不必要去現場觀看就可

以直接透過網路遠端的電腦去監控溫室的溫度及

作物成長的即時狀態，此外，亦可手動或自動灑

水以灌溉植栽，上述網路遠端監控設計，使用者

不必至現場處理就可以直接透過網路遠端的電腦

介面去監控現場並即時處理，能大幅有效地降低

作物照顧之人事成本，並達到作物之良好成長。

三、文獻探討

分散式監控系統的演進過程大略可分為三個

階段：第一代為配電盤監控方式：其監視和控制

皆採行個別的指示器及控制器，號線傳送採用一

對一控制線傳送，故控制機能簡單。第二代為繼

電器監控方式：監視和控制採用共同示器及控制

器，信號傳輸採共用控制線傳送，因其傳送信號

是採用類比信號，故傳送速度慢、距離短，且無

法採用軟體規劃監視點的方式，當監視點功能變

更或增設時，施工將較困難，且控制機能不足。

第三代為電腦控制之監控方式：監視與控制皆以

電腦及周邊設備達成，佔用面積小、監控機能齊

全，目前皆採用此種方式。依電腦機能的發展時

期不同，此階段又可區分為二種方式：(a)電腦發

展初期的集中監視控制系統，(b)現階段的分散式

監控系統。[1]

現今的自動化生產系統若以架構來分類，一般

有集中式系統(centralized system)和分散式系統

(decentralized system)兩類。集中式是指整個系統

完全由一部中央電腦集權控制，CPU對處理各個單

元事件，可能採用分時(time sharing)或中斷策略。

相對的，分散式方式[2, 3, 4, 5]則是指系統由多個

單元組成，各單元皆有控制器自行處理單元內的

事件，再由一部主電腦(host computer)整合各單元

之間的協調。

精緻農業主要是提高農產品品質以區隔市場並

創造利潤，所以，必須能同時以自動化遠端網路

監控系統進行植栽作物之即時的照顧，如此不但

能精簡人力、降低生產成本，且能確保作物的品

質，本計劃的主要目標是透過Visual Basic程式

生動活潑的人機圖形界面、無線網控、網路攝影

機，遠端監視並控制遠端的溫室植栽的室溫調節

系統，除了可藉由遮陽捲簾、強制通風及灑水來

降低溫度外，當寒流來襲時，亦可調整遮陽捲簾

的位置，並啟動溫室內之加熱系統。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擬採用的執行方法如下:

1.規劃網路攝影機。

2.設計灑水系統。

3.設計遮陽捲簾系統

4.強制通風系統

5.設計溫室加熱系統

6.規劃溫控感應器。

7.研擬並規劃網控模組。  

8.主控電腦之網控功能規劃撰寫。

9.內建Visual Basic網控程式碼並除錯。 

10.網路攝影機監視系統建立。

11.網路溫控系統建立。

12.軟硬體整合。

溫室植栽之遠端溫控暨灑水/遮陽/散熱系統的

整體系統圖如圖一，整個網路監視系統透過USB

與電腦端作聯繫動作，將網路攝影機抓取之影像

訊號，在電腦端透過VB來監看整體系統的狀態，

再透過網際網路將伺服端的控制狀態傳送至客戶

端。



102年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No.626

Academia-Industry Collaboration

此外，網路溫控系統亦透過RS232與電腦端作聯

繫動作，將模組接收的DI/O及AI訊號，在電腦端

透過VB來監控整體系統的溫度狀態，再透過網際

網路將伺服端的控制狀態傳送至客戶端，電腦遠

端可自動或手動來適時啟動遮陽捲簾馬達、灑水

泵、散熱風扇、加熱器。

本系統使用了三個模組如圖二所示，分別是

7060D、7520、7011D，來控制整體系統的動作及

與電腦端的通信。如圖一所示，相關溫控系統，

裡面包含有溫度計(熱電偶)、遮陽捲簾馬達、灑水

泵、散熱風扇及加熱器，而本系統採用熱電偶來

量測溫室內之溫度，主要原因是熱電偶在溫度量

測的反應靈敏度上較一般的溫度棒高，加上本系

統設計溫室空間比較小，所須之反應時間短，所

以利用熱電偶之反應效果更加迅速、準確。當溫

室的溫度高於第一道限定溫度時，系統將自動啟

動遮陽捲簾系統，若溫室內的溫度持續上升至第

二道限定溫度時，此時系統將啟動風扇做強制對

流，若溫度仍持續上升至第三道限定溫度時，則

系統會同時啟動灑水設施以降低室內的溫度。相

反地，若溫度在降至某限定溫度時，在白天時，

就會先收回遮陽捲簾，並啟動室內加熱燈泡。

圖一 溫室植栽遠端溫控暨灑水/遮陽/散熱系統的整體系統圖

圖二 整體近端/遠端之通訊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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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7520模組是與電腦端通訊之用，主要功

能是將電腦端RS-232訊號轉變成RS-485訊號，此

乃因電腦端使用的基本通訊埠是RS-232，而其他

遠距傳輸模組則是使用RS-485訊號，故必須透過

7520模組，轉換成RS-485訊號，使電腦端的訊號

能夠傳送到各模組上面。

相關7060D模組有DI/O功能，在本系統中是用來

控制遮陽捲簾馬達、灑水泵、散熱風扇及加熱器

的開關，其中，本加熱器發熱系統是使用110V的

交流電壓，故利用繼電器與模組輸出的電壓來啟

動／關閉外部之110V的交流電壓，來啟動加熱器

(參閱圖三)。

相關7011D模組是做AI及DO功能，此模組除了

連接熱電偶以感應溫室的溫度外，並透過電腦端

的即時溫度資料接收之監視，再經由VB監控系統

圖四 溫室植栽近端系統示意

圖三 利用繼電器將模組輸出的電壓轉成一般插座

的電壓來啟動熱源

作動，使能在高溫啟動遮陽捲簾馬達、灑水泵、

散熱風扇，在低溫時能啟動加熱功能，溫室植栽

近端系統示意如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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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客戶端的程式介面

圖八 遠端電腦(客戶端)之VB介面畫面

圖五 伺服端的程式介面

在伺服端(近端電腦)的程式介面如圖五所示，如

果只要單機操作，則單獨開啟電腦端與模組的連

線即可，監視系統會自動起動，畫面如圖六，此

外，溫控系統會自動啟動，使用者亦可手動操控

遮陽捲簾馬達、灑水泵、散熱風扇及加熱器的ON

與OFF。如果要做遠端的監控，只要按下聆聽連線

並利用IP位址及連接埠，設定透過TCP/IP的協定方

式，就可以利用客戶端介面，透過網路來達成遠

端監控的目的，相關客戶端(遠端電腦)的程式介面

如圖七所示，監視畫面如圖八。

圖六 近端電腦(伺服端)之VB介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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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伺服端PC與客戶端PC通訊之程式設計

伺服端與客戶端電腦是使用VB 6.0之Winsock控

制項來進行TCP/IP通訊，其通訊流程如圖9所示：

DataArrival事件，此時伺服端可以用GetData方

法接收傳來的資料。

(6)資料傳送：

由步驟(4)與(5)傳送資料之方向也可以交換，變

成伺服端傳送資料給客戶端。

(7)離線：

當完成通訊目的，可以使用Close方法來結束連

線。

本系統之監控程式是以VB 6.0之MSComm控制項來

進行串列通訊。所使用之控制項屬性與方法如下：

(1)設定使用的串列埠：

MSComm1.CommPort = 1 

(2)設定串列通訊參數：

MSComm1.Settings = "9600,E,7,1" 

(3)開啟串列埠：

MSComm1.PortOpen = True

(4)傳送資料：

MSComm1.Output = DataString

(5)接收資料：

RspString = MSComm1.Input

(6)關閉串列埠：

MSComm1.PortOpen = False

六、系統溫度控制

客戶端方面介面與伺服端類似，差別在於需要

指到伺服端的IP以及連接埠，而伺服端方面也必

須是在聆聽連線的狀態才可以進行通訊，客戶端

可以控制伺服端的加熱器開啟及讀取系統溫度現

況，以判斷是否系統環境溫度已達到高溫狀態而

須啟動散熱裝置抑或正處於低溫狀況，必須啟動

加溫器以增溫。

當溫室內的溫度在降至某限定溫度時，在白天

時，就會先收回遮陽捲簾，且開啟加熱燈泡以提

升室溫，以並保持在安全溫度範圍內;當溫室內的

溫度在高於設定溫度時, 將會進行遮陽、強制風扇

對流散熱、灑水等措施直到室內溫度降至某限定

溫度為止，相關溫控流程說明如下圖十。

(1)Server端Listen：

Server必須先建立可以提供Client連結的功能，

即是以Listen方法等待Client連接。由於伺服端

一個WinSock控制項只能連結一個客戶端的連線

需求，所以伺服端要能多重連結，需要有多個

WinSock控制項，此WinSock控制項必須設定一

個Local Port當作Listen的Port。

(2)Client端Connect：

客戶端的WinSock控制項以Connect方法發出連線

請求，此WinSock控制項的Remote Port要指定為

伺服端Listen的Port Number。

(3)Server端Accept：

當客戶端發出Connect連線請求時，伺服端會收

到ConnectionRequest事件，此時要選取一個沒有

使用的WinSock控制項，以Accept方法接受客戶

端的連結請求。

(4)Client端SendData：

建立連線後，客戶端可以SendData方法將資料傳

送至伺服端。

(5)Server端GetData：

當 客 戶 端 將 資 料 送 至 伺 服 端 時 ， 伺 服 端 會

圖九 伺服端與客戶端電腦通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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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已成功開發一套溫室植栽之遠端溫控暨

灑水/遮陽/散熱系統，透過Visual Basic程式生動活

圖十一 溫室植栽之遠端溫控暨灑水/遮陽/散熱系統

的實體模型

圖十 溫控流程說明

潑的人機圖形界面、無線網控、網路攝影機、遮

陽捲簾馬達、灑水泵、散熱風扇及加熱器，遠端

監視並控制遠端的溫室內的溫度。相關系統之人

機圖形界面設計，如圖五~圖八所示，整個系統除

了透過USB傳遞影像至近端電腦以監視溫室植栽狀

態外，亦透過RS-232與電腦端作聯繫動作，將模

組接收的DI/O及AI訊號，在電腦近端透過VB來控

制整體系統之動作。此外，再透過網際網路將伺

服端的控制狀態傳送至客戶端，而客戶端也可以

透過網路，傳送控制命令來操作及監看伺服端的

工作狀態，相關溫室植栽之遠端溫控暨灑水/遮陽/

散熱系統的實體模型如圖十一。

★機器人產業常有名詞★

銑床

英文原文

miller machine, milling machine

用  途

用來切削金屬平面的工具機，使用

各種形狀的銑刀，銑出成型表面、螺

旋槽、齒輪齒形等多種加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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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目前的嵌入式系統（Embedded System）運用

的相當廣泛，在我們的食衣住行育樂中常會被使

用，如家電和速食店的點菜系統、賣場的3D衣

服試穿系統、居家電源控制系統、GPS衛星導航

系統、學校的教學系統、行動電話、平板電腦等

等…，都是消費性電子的運用;在工業系統、醫

護系統和軍用系統也常出現嵌入式系統的運用，

如自動化系統、資通訊系統、醫藥系統、車用系

統等等。本文的運用是結合精密工業控制和安全

監控的系統，運用於高精密和高安全性的系統架

構。 

因為現代的系統架構是以複雜且規模龐大為

發展演進，若發生意外事件，將是個浩劫，會

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甚至有可能造成人員安

全的傷害，所以對於這類型的系統，對於可靠

度（Reliability）和安全性（Safety）有極大的需

求 [1]-[4]。在本文所探討的嵌入式系統容錯控制

（FTC，Fault-tolerant Control），是運用嵌入式系

統的省電的優勢和價格較親民，而容錯控制則採

用冗餘（Redundant）的設計觀念，可運用於精密

工業、醫療系統、軍用系統等等，以下本文對於

嵌入式系統和系統容錯控制架構做論述。

二、開發系統架構

為求開發系統的穩定，本設計架構採用的是運

用於伺服器（Server）系統的嵌入式系統平台，

其可靠度較高、產品的生命週期（Life Cycle）

較久且平均故障間隔時間（MTBF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s）較久，可以符合精密工業控制

的要求。

在開發過程中，設計開發系統平台架構，可分

為單嵌入式系統（SES，Single Embedded System）

架構和雙嵌入式系統（DES，Dual Embedded 

System）架構，如圖(一)所示，其優缺點如表(一)

所示。

首先討論SES的架構，由工作站（Workstation）

或伺服器、單一嵌入式系統和數個終端裝置（End 

Point）所組成。在設計時須考量嵌入式系統的規

格是否可以符合設計要求，如核心效能和輸出入

功能，因處理資料量有大有小，若處理大資料量

時，其系統效能可以被展現，但是若處理小資料

量時，系統效能可能就大材小用，也較不符合環

保要求。

若以DES的架構而言，採用分層負責的觀念做為

設計的主軸，將嵌入式系統分成高階的嵌入式系

統微處理器（Microprocessors）和低階的嵌入式系

統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s），由微處理器來處

理較大的運算量。而微控制器則處理低速的輸出

入設備。以其架構可以將所處理的類型分別獨立

運算，對於運用上會有較大的彈性和可以節省能

源消耗。

本文所介紹的架構是以DES為出發點，若使用數

個終端裝置（End Point），微處理器和微控制器不

張登章 /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陳聰杰、徐勝均 /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自動化及控制研究所

嵌入式系統容錯控制技術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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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距離的因素，有較高的彈性規劃，另外可以將

傳輸的架構設計分層處理負責，不必相互依賴。

以單個工作站（Workstation）而言，可以分為數個

嵌入式系統微處理器，用來運算或分析資料，可

以減輕工作站（Workstation）的運算量，而另一層

數個嵌入式系統微控制器，則用來控制數個終端

裝置。

其中，終端裝置可以是任何的受控制設備，

如任何的感測器、資料擷取卡（DAQ，da t a 

acquisition）、監控設備、馬達驅動器等等。利用

微控制器的運算系統獨立控制，有較佳的使用模

式。

圖(一) 開發系統平台架構

表(一)開發系統平台架構比較表

                特點

   架構
優     點 缺     點

SES 設計架構較容易 成本較高（彈性較差）

DES 成本較低（彈性較大） 設計架構較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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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容錯控制架構

討論容錯控制的設計，因為高精密且高安全性

的系統平台，對於系統失效（Failure）時，也就是

無法發揮預期的功能，如系統故障、發生穩定狀

況和功能未達要求，都需要相當程度的應對，所

以對於備份機制（Backup Mechanism）的設計和延

遲時間（Latency Time）是重要的考慮因素。在設

計容錯控制包含了故障診斷（Fault diagnosis）和

估計補償（Estimation Compensation）的方式，運

用於嵌入式系統中，如何判斷資料異常和如何有

效改善，若系統異常是否可自行修復和告知使用

者。

討論到備份機制，隨著使用時間越來越長，

當然資料量也會越來越龐大，大致上，備份

機制包含了檔案系統（File  Sys t em）、資料

庫（Databa s e）的備份和系統還原（Sys t em 

Recovery）的功能。

在故障診斷的方面，可利用許多的控制方法，

如模糊診斷（Fault Detection）或、是結合遺傳

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s, GA）與類神經網路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都是可用的控制

方法，利用此概念運用於嵌入式系統的故障診

斷，判斷其特徵值（Eigenvalues）有哪些，如訊

號斷線（Signal Disconnection）、系統過熱、系

統重置（Reset）等等…，利用嵌入式系統的中斷

（Interrupt）或輪詢（Polling）的方式，其介面

包含很多，如GPIO（General Purpose I/O），I2C

（Inter-Integrated Circuit），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等等…，透過嵌入式系統運算能力，可

以診斷出故障原因。

在 估 計 補 償 方 面 ， 使 用 到 控 制 理 論 如 經 典

且務實的PID控制器（Propor t ional - In tegral -

Derivative），也就是比例-積分-微分控制器，最常

用於馬達控制上，在本系統中運用於嵌入式系統

微控制器上，可以獨立完成，無需依靠微處理器

甚至是遠端工作站。

因為本系統為多輸入多輸出（MIMO，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系統，其方程式為公式一

為連續時間（Continuous time）和公式二為離散時

間（Discrete time）。使用控制系統的閉迴路系統

（Closed loop system）的觀念，如圖(二)所示，運

用於處理器系統架構，可以設計出開發系統，如

圖(三)所示。

                  （公式一）

        （公式二）

圖(二) Closed Loop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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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圖(三)的觀念，是將較重要的微處理器作為

延伸以符合容錯控制的目的，將微處理器分成主

要（Primary）和次要（Secondary）系統，透過

本地的Backup System的溝通機制，也就是故障診

斷，可以得知其運算狀況。其中次要系統為備援

（Redundant）系統，用來輔助主要系統，其平時

可以進入休眠模式（Sleep Mode），可以達到省電

的目的。

討論到備援機制，以本架構而言，其備份機制

是將資料備份於本地的Backup System和遠端的

Workstation，是可以達到雙重的保障，但是其成本

會較貴許多，較不經濟，且本地的Backup System

會有容量的限制，所以發展出新的架構如圖(四)所

示。

圖(三) Backup System Architecture A

圖(四) Backup System Architectur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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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信號容錯控制比較

表(二)Backup System架構比較表圖(四)中運用微處理器和微處理器之間的溝通

協定（Control Bus），可以相互診斷故障狀況，

若主要微處理器為穩定（Stable）時，次要的微處

理器自動進入休眠模式，若主要微處理器為異常

時，透過溝通協定，如看門狗定時器（watchdog 

t imer）等等…的Event，將次要的處理器喚醒

（Wake up），輔助並且修復主要微處理器功能，

以達到估計補償的目的。其備份機制則是微處理

器和微處理器之間的透過高速資料匯流排（Data 

Bus），然後再傳遞資料至Workstation，以確保資

料不會遺失。若分析架構A和架構B的優缺點可得

到結果，如表(二)所示。

在討論容錯控制系統中，延遲時間是無法避免

的問題，如圖(五)所示。紅色為無容錯控制系統，

藍色為有容錯控制系統。因為在訊號切換的瞬間

有可能是微秒（microsecond）也有可能是毫秒

（millisecond），取決於系統的容忍度，可以透過

軟硬體機制將延遲時間降低，或利用補償的方式

來解決其問題。

四、結論 

運用於高規格的嵌入式系統，對於控制系統的

可靠度和安全的考量要求很高，例如航空器，發

電廠、煉鋼廠等等…，要考量的參數很多，如溫

度、濕度，壓力、輻射等等…，本文的架構可運

用於多點對多點的系統，而嵌入式系統不局限於

消費性產品，可以發展於更高規格的工業控制，

且運用容錯冗餘的觀念，以目前的系統發展方向

有相輔相乘的功效。因為多數架構對於延遲時間

的要求十分嚴苛，本文對於嵌入式系統容錯控制

技術架構的論述，可對於先期開發嵌入式容錯控

制技術有所貢獻，如何更進一步克服延遲時間和

可靠度將是接續的研究重點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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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號期刊更正事項

更正圖檔

於今年六月號產業期刊中刊出的【切削工具機智能化技術研發】

（p.34~p.46）一文中，圖5（p.37）與圖6（p.38）內容誤植，特此更正。

文章標題：切削工具機智能化技術研發

作者：蔡志成、盧銘詮、葉瑞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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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ladimir Stankovic,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of Using Diverse Redundancy for Database 

Replication,” Thesis, Centre for Software 

Reliability, City University. London, United 

Kingdom, February 2008.

[3] GE Intelligent Platforms Contact Information, 

“A Revolutionary Approach: Quad Redundancy 

Control,” 2009.

[4] Hassan Noura, Didier Theilliol, Jean-Christophe 

Ponsart, and Abbas Chamseddine, “Fault-

Tolerant Control Systems – Desig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Springer-Verlag, 2009.

圖6 加工狀態即時監測平台架構示意圖

圖5  加工狀態即時監測系統軟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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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汽車電池盒有加強肋的玻纖

PA6 Technyl C218 V35 Rhodia 
與MIM-316鋁鎂合金材料

之模流分析

1. 前言

近來國內電動車更研究方向更朝向關鍵模組

如電動車用底盤、電能系統、電動動力系統以及

電動附件系統國內產業自主之電動車關鍵模組設

計與雛型件開發，包含：50kW/190N-m電力動力

系統、20kWh STOBA/UL2580設計之電能系統、

6.6kW/UL2202設計之車載充電系統、330V/30cc

電動空調模組、減重10%彈性化底盤等。完成國

內產業自主之整車平台累積3000km發展：包含於

ARTC測試跑道完成10-15mode 1000km車輛實驗運

行測試，並於底盤動力計測得目標車性能為極速

89kph， HYPERLINK "mailto:續航力71.1km@UDDS" 

續航力71.1km@UDDS。

產業推動成效包括整合47家投入電動關鍵模

組開發、進行車電展/TAIFE/EVS25/兩岸車輛產

業合作及交流，促成2家新公司成立(包含：永泰

豐、台灣動能)及台灣底盤科技公司儲備處1家可

管理電容量>20kWh @ 1C 25℃，具短路、過低

電壓、過高電壓、過電流、過溫保護功能，完成

電池自動防火系統之降溫機制初步設計。電動附

件控制系統：完成330V、30c.c./rev電動壓縮機雛

形件製作，最大轉速7000rpm及最大冷房功率為

4.62kW。完成電動空調控制策略推導，藉由熱負

載估測器及控制壓縮機轉速及冷凝器風扇轉速，

可使系統依據冷房需求運作於最佳效率點。完成

車廂內流場及溫度場分析，針對出風口風速、溫

張旭銘 / 高苑科技大學機械與自動化系 / 台南大學綠能系副教授

專利師、機械技師、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機械技師學刊 主編 通訊作者

本文探討（1）BMW hydrogen5和hydrogen7的電池盒之模流分析，利用玻纖PA6 TECHNYL C218 V35 

Rhodia與MIM-316鋁鎂合金來增加散熱效率並減輕重量，有效解決高發熱電池盒之嚴重發電產熱問題，

來維持電動車電池盒之壽命（2）以鋁鎂合金作為電動車散熱殼體來輕量化物件本體，以增加密閉式結

構之電動車電池盒系統之散熱效率並滿足密封於車體散熱的強烈需求與減重需求（3）利用塑料來輕量

化電池盒的重量(4)使用模流分析軟體MOLDEX3D(9.1)分析充填飽壓結果，此技術在試模前可提供成型的

參數修正，避免開模後修模的機會，導入翹曲變形的結果，提供結合公差與配合上的優點來分析鋁鎂合

金電池盒殼體可使玻纖PA6 TECHNYL C218 V35 Rhodia 與鋁鎂合金成型製程順利。

關鍵字：玻纖PA6 TECHNYL C218 V35 Rhodia 、MIM-316鋁鎂合金、充填、翹曲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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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及車廂中央出風口角度進行車廂溫度及舒適

度分析，分析發現出風口風量為空調控制策略中

一重要控制參數。完成電動商用車底盤研改CAE設

計分析，並提出研改方案。研改目標達到操安性

能-Roll gradient較參考車改善14%，乘適性能-整

車Bounce頻率較參考車改善9%。完成底盤研改方

案試作件，FY100裝車進行實車測試分析調校。完

成電動商用車電池架強度評估及改善建議。完成

電動商用車底盤結構元件強度與耐久評估。完成

第一代電動車彈性化自主底盤設計技術建立，包

括：(1)軸距2500mm-2800 mm可變更設計(2)電池

能量體積密度≧90 Wh/liter (3)電池模組彈性化配

置(15~40 kWh) (4) 電池盒/底盤結構一體化設計，

採用高強度鋼/鋁合金材料，輕量化後底盤結構重

量(不含電池)208 kg，整車重量目標由1590 kg降

為1400 kg，減重10%以上。完成第一代電動車專

用底盤設計圖面及概念展示平台(比例尺1:7展示模

型)。完成支援DC與AC擴充電力源之彈性電能系

統，得以3.3kW功率進行延距充電。產業聚落交流

平台：移轉底盤研改CAE設計分析技術，提供傳

統車輛業者運用CAE技術進行電動車底盤研改設

計，取代傳統直接改裝試作及實車測試進行多次

的試誤修正而衍生浪費大量時間與成本，使電動

車底盤研改設計能一次到位，增加產業及產品競

爭力。建立底盤研改CAE設計分析技術，包含底盤

數據量測、車輛vehicle dynamics模擬技術、實車

主客觀測試CAE比對、懸吊研改設計CAE分析、底

盤電池搭載結構耐衝擊分析改善及底盤元件強度

耐久評估等技術。

近年來能源危機及環保意識的抬頭，使得世界

各國全力朝向新能源及節能減碳的研究新方向。

全球最大的汽車製造龍頭通用汽車（GM）即研

發生產了EV1型電動汽車。這是部全天候適用的4

人座車，省力、安靜、高雅。這款車用短時間插

座電池充電後可以跑300公里，而且1小時可跑128

公里╱80英哩 （美國最高限速）

電動汽車的諸多優點，例如：

一、有害氣體的零排放。

二、實用、不易耗損、免維修：1台電動汽車比一

般需要石油燃料的汽車少了約90％可拆卸的

零件。

三、省能源：1台燃料汽車只能使用燃料效能的

30％，而電動汽車則可達90％。

四、省錢：跑100公里所花費的價錢相當於加1.5公

升的油料錢。

五、安靜、高雅、跑得快：目前技術已可製造出

無噪音及外型討好的電動汽車。

六、耐用：電動汽車的壽命是一般汽車的2倍。

本文研究利用MOLDEX3D分析軟體，找出適

當充填位置與流動平衡，以改善利用玻纖PA6 

TECHNYL C218 V35 Rhodia 與MIM-316鋁鎂合金

可大幅增加散熱效率，有效解決高發熱電池盒之

嚴重發電產熱問題，來維持電動車電池盒之壽命

與收縮率。

2.文獻回顧

運輸工具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只

要是有段距離的皆會需要運用到基本的運輸工具-

汽車。

然而汽車在1886年發明，在歐洲開始發展，

1910年美國底特律導入大量生產模式，使汽車

產量迅速暴增，價格大幅降低，汽車市場迅速擴

張；1960年因汽車的快速增加，造成空氣污染，

影響國民身心健康及環境品質，開始實施汽車排

放廢氣的管制。1990年代起，因CO2濃度增加，

造成“溫室效應”，加上石油快速的消耗而枯

竭，促使京都議定書的簽訂，各國開始推動節能

減碳政策。且自2000年，各工業先進國家積極研

發替代能源汽車，目前已發展出一定的水準，未

來汽車將已不是僅使用汽油或柴油，各種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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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酒精等替代燃料，複合動力、燃料電池，

純電動汽車等，也就是因為這樣所以現在就積極

地在研發電動車。

在德國汽車大廠BMW，40多年來，始終致力於

電動車的發展取得了多項關鍵性成功，近幾年，

BMW開發出i8概念車能在5秒內由靜止加速到100

公里/小時，油耗僅為2.7升，這兩項數據的結合使

它的性能表現超越了目前任何的內燃引擎車輛。

憑藉其採用eDrive技術的大型鋰離子電池，可以用

一般的插座就可以為電池充電。但是這輛i8並未大

量生產。

在德國汽車大廠Mercedes- BENZ以旗下A-Class小

型5門掀背車為基礎，打造A-Class E-Cell電動車，

具擁有95匹馬力、能在5.5秒由靜止加速至60km/

h，A-Class E-Cell也能利用一般230伏特的家用插

座進行充電，8個小時的充電過程，能讓A-Class 

E-Cell擁有大約100公里的續航力[1]。

今年在日本汽車大廠TOYOTA配合日本政策，

「綠能環保、節能減碳」，研發出RAV4 EV的綠

能環保新科技Toyota RAV4 EV乃是Toyota北美汽

車工程與製造中心 (TEMA)，結合Tesla公司負責建

造和供應車載鋰電池及其他相關零部件，兩者所

共同研發出純電動車款，RAV4 EV馬力最大約可

達到340匹的水準，0~100 km/h 也僅需9~9.5秒就

可完成，最高速度則可達到140~150km/h，性能已

可符合一般市區或高速公路使用所需，RAV4 EV

最遠行駛里程可達190~210公里，而使用一般家用

200~240V充電系統僅需5~7小時即可充滿電池，強

調長途行駛的便利性表現[2]。

去年日本汽車大廠Nissan來我們學校宣傳全新

Leaf將是全球首款普及化的零排放車款。以鋰電池

模組驅動電動馬達，全新Leaf採用五人座中型掀背

設定，並可提供超過160公里的續航距離，來滿足

一般消費者的駕車需求。Leaf採用薄型化鋰電池模

組，一般認為即是Nissan與NEC合資的AESC汽車能

源公司所生產供應。鋰電池模組輸出可達90kW，

而電動馬達本身則可提供80kW (約合107匹馬力) 

Leaf 採用電動馬達驅動的Leaf外觀完全不見排氣

管的設計，也就是說，它將不會排放任何二氧化

碳或是溫室氣體。Leaf煞車動能回收系統下，單次

充電完成後，Leaf則可提供超過160公里、相當於

100英哩的續航距離。Leaf有兩種充電插槽，快速

充電插槽可在30分鐘內充電80%；而利用一般家

庭200伏特電源進行充電，則需時約8小時，相當

於一個晚上的時間，即可為Leaf充飽電源繼續乘用

[3]。

以上這些舉例售價昂貴原因，是因為零件、鋰

離子電池照價昂貴，造成現在電動車的電池造價

昂貴的原因電動車裡的電池盒設計必須考慮散熱

性、電池盒的強度性，必須好好改善找出根本才

能把價格降低。

其它學者則對電動車控制系統，燃料電池，磷

酸鋰鐵電池，SOFC，風阻造形與底盤煞車等提出

多項研究[4-85]

3. 分析方法

研究方法主要是利用模流分析軟體Moldex 3D之

eDesign模組來做模擬。本研究將討論電動車電池

盒殼體如圖1與2的流動情形，其中圖3-5為電動汽

車電池盒上蓋無加強肋的圖，其中圖6-8為電動汽

車電池盒上蓋有加強肋的圖，表1為電動汽車電池

盒上蓋無加強肋的尺寸表，表2為電動汽車電池盒

上蓋有加強肋的尺寸表。

分析流程步驟如下:

繪製3D實體模型，存成STL檔。1. 

將STL檔匯入Designer，設進澆點/設立流道，產2. 

生實體網格，輸出分析模型。

將所繪製完成之產品資料匯入Moldex3D(R9.1)3. 

軟體中，定義PA6 TECHNYL C218 V35 Rhodia 

與鋁鎂合金材料(MIM-316)。

所得到之結果作設計變更並討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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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BMW hydrogen5和hydrogen7的電池

圖2. 電動汽車電池盒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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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電動汽車電池盒上蓋無加強肋示意圖

圖4. 電動汽車電池盒上蓋無加強肋內部示意圖

圖5. 電動汽車電池盒上蓋有無強肋網格示意圖

圖6. 電動汽車電池盒上蓋有加強肋示意圖

圖7. 電動汽車電池盒上蓋有加強肋內部示意圖

圖8. 電動汽車電池盒上蓋有加強肋網格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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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動車電池盒分析

原始設計模型產品尺寸：

分析物件網格分析物件模穴體積：5492.05cc，網

格總數 = 1.315.896，節點總數 = 1.303.671。

產品介紹(有Bridge)：長度：848.76mm，寬度：

350mm，高度：98mm，厚度 : 15mm。

肋：寬度：6mm，高度：25mm。

Bridge：寬度：30mm，長度：90mm，高度：

5mm。 

玻纖PA6 TECHNYL C218 V35 Rhodia 與鋁鎂合金 

MIM Catamold 316 LA BASF SE

原始成型條件：

充填時間：8 Sec，塑料溫度：230℃，模具溫

度：45℃，成型壓力：200MPa，冷卻時間 : 30 

Sec，冷卻溫度：45℃，電腦計算所需時間，流動

分析 = 1hr35min，保壓分析 = 1hr39min ，翹曲分

析 = 5 min，電腦設備，CPU = 3.7GZ，記憶體 = 

16G，電腦計算所需時間，流動分析 = 3hr2min，

保壓分析 = 1hr39min ，翹曲分析 = 11 min。

充填結果：

圖9為MIM Catamold 316LA BASF SE之機械性

質說明，圖10為玻纖PA6 TECHNYL C218 V35 

Rhodia之機械性質說明，圖11為流道佈置。

圖12為水路配置，圖13為有Bridge_MIM-316_流

動波前99%，圖14為有Bridge_玻纖PA6 TECHNYL 

C218 V35 RhodiaMIM-316_流動波前99%，圖15為

有Bridge_ MIM-316_體縮分佈，圖16為無Bridge_

PA6-35%GF_體縮分佈，圖17為有Bridge_PA6-

35%GF_體縮分佈。

圖18為有Bridge_ MIM-316_凹痕位移，圖19

為無Bridge_PA6-35%GF_凹痕位移，圖20為有

Bridge_PA6-35%GF_凹痕位移，圖21為有Bridge_ 

MIM-316_總向位移量，圖22為無Bridge_PA6-

35%GF_總方向位移量，圖23為有Bridge_PA6-

35%GF_總方向位移量

表3. 為保壓結果比較，表4. 為 X、Y、Z方向及

總位移量分佈，表5. 為各洞口翹曲比較。

表1. 電動汽車電池盒上蓋無加強肋尺寸大小

表2. 電動汽車電池盒上蓋有加強肋尺寸大小

電 動 車 電 池 盒

外觀尺寸

長度 848.76mm

寬度 350mm

厚度 15mm

高度 98mm

肋
高度 49.5mm

寬度 49.5mm

Bridge

長度 90mm

寬度 30mm

高度 5mm

電 動 車 電 池 盒

外觀尺寸

長度 848.76mm

寬度 350mm

厚度 15mm

高度 98mm

肋
高度 49.5mm

寬度 49.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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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PA6 TECHNYL C218 V35 Rhodia之機械性質

說明

圖11. 流道佈置

圖12. 水路配置說明

圖13. 有Bridge_ MIM-316_流動波前99%

圖14. 有Bridge_PA6-35%GF_流動波前99%

圖15. 有Bridge_ MIM-316_體縮分佈

圖9.MIM Catamold 316LA BASF SE之機械性質說明



Academia-Industry Collaboration

102年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No.6

產
學
合
作
專
欄

45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圖16. 無Bridge_PA6-35%GF_體縮分佈 圖20. 有Bridge_PA6-35%GF_凹痕位移

圖17. 有Bridge_PA6-35%GF_體縮分佈 圖21. 有Bridge_ MIM-316_總向位移量

圖18. 有Bridge_ MIM-316_凹痕位移 圖22. 無Bridge_PA6-35%GF_總方向位移量

圖19. 無Bridge_PA6-35%GF_凹痕位移 圖23. 有Bridge_PA6-35%GF_總方向位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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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無Bridge
玻纖35%

有Bridge
玻纖35%

有Bridge
鋁鎂

體積收縮(%) 0.091~5.154 0.134~5.148 0.076~2.411

凹痕位移(mm) 0.0032~0.4225 0.0035~0.4237 0.0067~0.4328

  材料
無Bridge
玻纖35%

有Bridge
玻纖35%

有Bridge
鋁鎂

X方向位移量分佈(mm) -3.784~3.756 -3.745~3.751 -5.984~5.795

Y方向位移量分佈(mm) -1.924~3.191 -2.039~2.894 -1.356~1.685

Z方向位移量分佈(mm) -1.810~1.594 -1.602~1.574 -2.429~1.933

總位移量分佈(mm) 0.750~4.466 0.525~4.448 0.498~6.288

                材料
  位置

無Bridge
玻纖35%

有Bridge
玻纖35%

有Bridge
鋁鎂

X方向位移量
分佈(mm)

大洞
-1.661至
-0.197

落差1.464

-1.780至
-0.179

落差1.601

-2.677至
0.077

落差2.754

小洞
-0.591至

0.645
落差1.236

-0.39至
0.621

落差1.011

-0.209至
1.049

落差1.258

Y方向位移量
分佈(mm)

大洞
-1.651至
-0.012

落差1.639

-1.673至
-0.028

落差1.645

-1.356至
0.460

落差1.816

小洞
-1.824至-0.161

落差1.663
-1.966至-0.012

落差1.954

-1.356至
0.607

落差1.963

Z方向位移量
分佈(mm)

大洞
-1.545至

0.024
落差1.569

-1.602至
0.032

落差1.634

-2.195至
-0.389

落差1.806

小洞
0.074至
1.544

落差1.47

0.060至
1.513

落差1.453

0.268至
1.933

落差1.665

表3. 保壓結果比較

表5. 各洞口翹曲比較

表4. X、Y、Z方向及總位移量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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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6 Technyl C218 V35 Rhodia and MIM-

316 Al-Mg for Electric Vehicle Battery Box 

Mold Flow Analysis

Shiuh Ming Chang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and Automation 

Engineering

 Kao Yuan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Abstract

Moldex 3D software is used for engineering 

analysis of plastic injection molding. Using this   

software, we can simulate forming process of filling, 

packing and cooling. The temperature, pressure, 

volume shrink and warpage can be found by mean of 

simulation from Moldex 3D software.

In our research, electric vehicle battery box 

of BMW will be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 we 

uses PA6 Technyl C218 V35 Rhodia and MIM_

Catamold316LA material to improve the heat 

transfer and rigidity. The temperature, pressure, 

volume shrink and warpage can be discussed for this 

research. Moreover, the bridge effect in cavity of 

battery box will be discussed.

Keywords: packing, shrink, warpage, electric vehicle 

battery box, BMW, rigidity.

5.結論與討論

電動車電池盒的物體最重視的就是翹曲，所

以本研究使用PA6-35%GF與粉末冶金的鋁鎂

合金，結果是凹痕位移(mm)：有Bridge_PA6-

35%GF： 0.0035~0.4237，有Bridge_ MIM-316： 

0.0067~0.4328，總位移量分佈(mm)：有Bridge_

PA6-35%GF: 0.525~4.448，有Bridge_ MIM-316： 

0.498~6.288。

體積收縮(%)：0.076~2.411，凹痕位移(mm)：

0.0067~0.4328。

各洞口翹曲比較：有Bridge_PA6-35%GF X方

向位移量分佈(mm)：大洞-1.780至-0.179落差

1.601，小洞-0.39至0.621落差1.011，Y方向位移

量分佈(mm) 大洞-1.673至-0.028落差1.645，小

洞-1.966至-0.012落差1.954，Z方向位移量分佈

(mm) 大洞-1.602至0.032落差1.634，小洞0.060

至1.513落差1.453，有Bridge_MIM-316: X方向位

移量分佈(mm)：大洞-2.677至0.077落差2.754，

小洞-0.209至1.049落差1.258，Y方向位移量分佈

(mm) 大洞-1.356至0.460落差1.816，小洞-1.356

至0.607落差1.963，Z方向位移量分佈(mm)大

洞-2.195至-0.389落差1.806，小洞0.268至1.933落

差1.665。

本文考慮Bridge設計，主要增加前後上蓋的強度

並找出流動平衡的澆注口，結果在洞上面加Bridge

的有Bridge_PA6-35%GF洞口翹曲低，設計效果會

比較好，也可以減少洞的周圍所翹曲或收縮，結

果指出翹曲量雖然有減少但未達到標準值，此翹

曲值稍微偏大，需要再重新調整水路設計及水路

溫度與電池盒厚度，才可抑制翹曲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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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產業常有名詞★

塑膠射出成型機

英文原文

plastic injection machine

用  途

利用塑膠的熱塑性，施以高壓及熱

度使塑膠流入模具，經冷卻保壓後形

成各種形狀且精密的塑膠產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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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機械手
CAD/CAM路徑自動規劃

軟體系統開發

1. 前言

雖然多軸工具機已廣範應用於國內外之工業

界，但國內相關之研究與應用卻相當匱乏，其主

因是多軸工具機同時具有線性軸及轉動軸，其機

構間之交互影響造成複雜之數學模型並增加其相

關技術應用的困難度。在多軸加工上，工件座標

上的任一刀具位置(Xw,Yw,Zw)及刀具指向(I,J,K)在

多軸工具機的多個機器運動軸有相應驅動位置，

以加工出所需的工件。

多軸機器人的刀具路徑的NC程式產生的運作流

程，是在電腦輔助設計系統(CAD)中進行NC加工路

徑規劃處理，此檔案描述刀具端點於工件座標上

的座標位置(Xw,Yw,Zw)及刀具軸向於工件座標上

的指向(I,J,K)，接著特定的後處理器(Postprocessor)

根據多軸機器手架構及控制器的不同產生其相應

具多軸機器手運動軸位置的NC碼，最後送至多軸

機械手中驅動各機器運動軸以完成工件切削。

另在多關節機器人的使用上，防撞機制的建立

一直是相當重要的發展趨勢，大部份公司提出的

解決方法是在多關節機器人裝上感測器，藉由感

測器的訊號變化判斷是否撞機，此一方法無法有

效滿足各式不同的碰撞可能，且偵測到時該機器

已發生碰撞。[1-4]則是應用CAD/CAM系統開發多

軸工具機干涉檢測功能，即在CAD/CAM系統藉由

運動路徑模擬機器的運動，並進行干涉檢測，此

一方法可有效模擬偵測到機器是否發生干涉(撞

徐永源 / 中華大學 機械系 副教授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建構CAD_Based「智慧型機械手CAD/CAM路徑自動規劃系統」，研究相關之CAD_

Based在智慧型機械手自動化技術應用。此系統具CAD基本操作介面，可將各式CAD系統所建構的CAD模

型經轉檔功能(IGES,STEP)載入自行開發的系統中，即可匯入加工工件、治夾具、應用工具(雷射或焊接

頭等)、機械手模型，並可對工件模型進行縮放、旋轉…等基本功能。接著可依選取的加工特徵進行切削

路徑的規畫，依產生的切削路徑進行切削路徑模擬，機器人運動試算時檢測各軸角度限制、奇異點、碰

撞，碰撞包含機器人自體碰撞檢測與匯入物體之碰撞檢測，並可依切削路徑產生所需要的多關節機器人

控制器中機器座標值的指令，以便進行後續的加工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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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此一機制亦可應用於多軸機械手的防碰撞機

制。但由於3D實體干涉模擬耗時，在講求精度的

即時(Real time)控制器系統中整合並加以實現有其

實務上的困難。近年，則因CAD技術的增進及CPU

計算速度的增快，將此一機制直接建構於控制器

變成可能，海德漢(Heidenhain)控制器及Mazak控制

器皆將此一機制有效建構於多軸工具機及車銑複

合多軸工具機中，即在控制器導入及建構機器與

工件的3D模型，並從控制器中讀取運動座標藉此

驅動CAD實體依切削路徑運動，機器實切運動過程

其虛擬的3D CAD亦依相同路徑運動並進行干涉檢

測，若發生干涉則此一系統會在機器未運動至該

運動點前命令機器停止，則此防撞機制即可有效

達成，而成為此一領域的高階技術控制器，反觀

國內控制器廠商在此一技術領域上是相當匱乏。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建構「智慧型機械

手CADCAM路徑自動規劃軟體系統」開發，研究並

建立相關CAD_Based在智慧型機械手自動化技術應

用。此系統會配合目前嘉澤公司發展的六軸機械

手，開發具CAD基本操作介面，可將各式CAD系統

所建構的CAD模型經轉檔功能(IGES,STEP)載入自行

開發的系統中，即可匯入工件、治具台、刀具、

機器人模型，並可對工件模型進行縮放、旋轉…

等基本功能。接著可依選取的加工特徵進行切削

路徑的規畫，依產生的切削路徑進行切削路徑模

擬，機器人運動試算時檢測各軸角度限制、奇異

點、碰撞，碰撞包含機器人自體碰撞與匯入物體

之碰撞，並可依切削路徑產生所需要的多關節機

器人控制器中機器座標值的指令，以便進行後續

的加工應用。

2. 系統開發

「智慧型機械手CAD/CAM路徑自動規劃軟體系

統」是應用Open CasCade幾何造型核心建構，建立

相關CAD_Based在智慧型機械手自動化技術應用。

為建構此一系統將以Open Cascade 3D幾何造型核

心為開發環境，並建構KUKA機械手與六軸機械

手系統進行功能整合，即將KUKA的機械手，加工

應用刀具及治夾具等以IGES導入系統，並定義及

設定機械手運動構構鏈，接著可依選取的加工特

徵進行切削路徑的規畫，依產生的切削路徑進行

切削路徑模擬及碰撞檢測，並依切削路徑產生多

關節機器人機器座標NC指令，進行後續的加工應

用。

由於此一智慧型CAD/CAM專業軟體的功能要求

為3D實體顯示及3D動態切削模擬，因此有必要在

一具有3D幾何造型核心的架構下進行開發，但若

3D幾何造型核心自行開發，則開發繁瑣費時且困

難度大，成本高。而目前雖有多個商業用的3D幾

何造型核心(如ACIS, Parasolid…)，但其授權金及

開發後銷售的權利金高，且所需的CAD/CAM功能

開發是較著重在單一工件的路徑規劃及動態的3D

模擬及干涉功能的應用上，不需要非常強大的曲

面造型特殊功能，另依功能需求開發後的單套軟

體成本必需相當低，方具有競爭的優勢。在上述

的需求目標下選用3D幾何造型核心---Open Cascade

模組進行此一專業軟體的開發，此一開發模組免

費且功能強大，圖2顯示Open Cascade模組的結構

關係圖，其各模組的功用概要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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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Open Cascade CAD幾何造造型核心模組結構圖

(1) Application Framework: 提供使用者CAD開發應用引擎，簡化開發時程。

(2) Foundation Classes: 提供各式一般性的應用函數。

(3) Modeling Data: 定義且提供2D及3D模型的幾何及拓樸資料結構。

(4) Modeling Algorithms: 提供實體建模時一些幾何及拓樸的應用方法。

(5) Mesh: 3D實體的網格化應用功能。

(6) Visualization: 提供Open CASCADE 建構實體的顯示及選定實體及相關特徵的操作應用。

(7) Data Exchange: 提供各式不同CAD系統的資料的轉換功能，即CAD資料的轉檔功能，如IGES, 

STEP,…等。

(8)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Framework (GUIF): 提供使用者開發操作對話框界面及相關應用功能界面的

開發工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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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則為Open Cascade的CAD功能的展示,圖中說明其3D實體建構系統功能強大及穩定。圖3為工業界應

用Open Cascade進行開發三次元量床(CMM)的專業軟體。此一展示間接說明Open Cascade開發模組獲得工

業界的信任及其功能的穩定性，可有效做為各式CAD/CAM/CAE等各式專業軟體的開發。

圖2  Open Cascade CAD幾何造造型核心功能展示

圖3  Co-ordinate Measuring Machines (CADPACK Courte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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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為此一「生產線自動化規劃及模擬系統」及其內的CAD_Based「智慧型機械手CAD/CAM路徑自動

規劃系統」架構圖，系統功能模組簡要說明如下：

圖4則顯示目前在多軸機械手CAD_Based智慧化功能開發相關的技術領域魚骨圖，

圖4 多軸機械手CAD_Based技術關聯圖

圖5  CAD_Based「智慧型機械手CAD/CAM路徑自動規劃系統」架構圖

註：請加註標記符號說明。

『＊』表示我國已有之服務、技術或產品（並註明企業或機構名稱）

『＋』表示我國正在發展之服務、技術或產品（並註明企業或機構名稱）

『－』表示我國尚未發展之服務、技術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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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CAD模型轉檔模組: 此功能主要是進行3D (1) 

CAD模型的轉檔功能，即可將其它CAD系統

建構產生的多軸機械手、工件、刀具及夾治

具等3D CAD模型以IGES、STEP及Parasolid轉

檔功能，將其轉入Open CascCade CAD系統

中。

CAD操作介面與功能:基本上包括1. CAD元件(2) 

平移旋轉縮放等功能，2. 各式CAD元件導入

機制，3. X，及4. 各式基本CAD建模功能等。

刀具路徑規劃模組: 基本上包括:1. 路徑導入(3) 

導出功能，2. 切削輪廓刀具路徑及指向規劃

功能，3. 刀具半徑補正功能，及4. 定義機器

人與治具台位置功能等。

多軸機械手運動機構座標轉換: 1. 工件座標系(4) 

轉換至機器軸座標系模組，及2. 機器軸座標

系轉換至工件座標系模組。

多軸機械手CAD運動模擬模組:可進行刀具運(5) 

動路徑的運動模擬。

檢測各軸角度限制、奇異點功能:可針對輸入(6) 

的機械手運動行程等參數進行運動路徑是否

過行程及奇異點的檢測。

多軸機械手干涉檢測(防撞) 機制功能: 此一機(7) 

制應用OCC的API檢測功能進行整合，可針對

機械手,工件及治夾具間有無干涉進行運動路

徑的碰撞檢測。

後處理器功能: 可轉出機器人語言，系統完成(8) 

嘉澤公司機械手及2種為國際廠牌之機器人語

言檔案。

  焊接路徑規劃功能模組: 此功能針對工件的(9) 

幾何特徵進行去焊接的路徑規劃，並產生其

焊接工具的運動位置及其工具指向。

噴漆路徑規劃功能模組: 此功能針對工件的幾(10) 

何特徵進行噴漆的路徑規劃，並產生其噴漆

工具的運動位置及其工具指向。

塗膠路徑規劃功能模組: 此功能針對工件的幾(11) 

何特徵進行塗膠的路徑規劃，並產生其塗膠

工具的運動位置及其工具指向。

打磨路徑規劃功能模組: 此功能針對工件的幾(12) 

何特徵進行打磨的路徑規劃，並產生其打磨

工  具的運動位置及其工具指向。

生產線自動化規劃及模擬系統: 此系統技術開(13) 

發主要是將主持人在此計畫中所研發的「影

像處理自動化系統」與上述之「智慧型機械

手CAD/CAM路徑自動規劃系統」進行整合，

其「影像處理自動化系統」可將在輸送帶運

動中的實體工件進行追縱，並可與「智慧型

機械手CAD/CAM路徑自動規劃系統」中的

CAD工件模型快速對正，及時修正加工路徑

及其特定時域相應的機械手作動位置，以達

到高效率的行進中加工功能。

3. 成果

如下4個圖說明本研究應用此一開發環境進行六

軸機械手臂焊接切削系統開發的初步成果，此成

果包括IGES圖檔導入，刀具路徑自動產生功能(如

圖6所示)，3D切削路徑動態模擬(如圖7所示)，過

行程檢測(如圖8所示)，干涉檢測(如圖9所示)及3D

實體切削動態模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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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語

此一計畫開發的技術是國內多關節機器人廠商

非常迫切需要的技術之一，申請人在多軸工具機

及專業CAD/CAM系統開發上有相當豐富的工業界

服務經驗，可有效在國內建立此一高階且實用的

技術，以提升國內工具機的競爭力及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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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刀具路徑自動產生

圖8 3D切削路徑動態模擬

圖7 3D切削路徑動態模擬

圖9 干涉檢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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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胎壓調整
控制系統開發之研究

1. 前言

基於環保立場以及節約能源訴求，全球各國

政府重視節能與減碳所帶來的經濟與節能效益，

隨著高科技產業的快速發展，高科技產品趨向體

積小與高功率，所需的效能愈來愈高。目前汽車

業界不僅著重於車輛外觀之設計，尤其強調智慧

電子化之配合、環保及安全等科技發展趨勢。本

研究設計之系統係針對胎壓高低做偵測，因胎壓

的不足與過剩都會影響行車安全。且現今車廠的

胎壓監測系統僅僅只有數據的判別功能，雖然能

讓駕駛即時了解胎壓數值但卻無法即時的改變實

際胎壓值。如遇高速行駛間胎壓劇變，大量洩氣

時或長途行駛間胎壓不足急需維修時，將束手無

策。而胎壓與能源效率亦有極大關係，當車輛

行駛中輪胎表面和路面接觸為連續剝落分離，

然而每一表面（輪胎表面和路面）實際上均稍

有變形，輪子轉動就費力。此效應產生了滾動

阻力。依照橡膠製造協會報告，當輪胎胎壓降低

1psi 時，輪胎滾動阻力增加1.1％，而因滾動阻力

降低了性能5-8％時，相當於降低大約1％燃油效

率[1]。此相似於schuring 和Futamura 所提出降低

10％滾動阻力係時，可提升燃油效率以都市路面

為1.5 至2.5％，而高速公路則為0.9至2.1％[2]。

與其他自動商業化安全設備相似，Wal-Mart Auto 

Centers 主要是提供車輛胎壓檢測服務。胎壓檢測

主要目的是伴隨油量改變時，輪胎應具有對應之

正確胎壓值。如按照製造商推薦胎壓來充氣，每

部汽車每年將可減少4 至4.5 加侖汽油，即節省消

費者每年11.63 至15.58 美金，且減少78 至105 磅

CO2 之排放[3]。研究中亦指出，在加速條件下，

四項噪音來源中以（輪胎/道路）噪音是除了引擎

噪音外，具有最大噪音百分比值。因此降低（輪

胎/道路）噪音是一項非常重要問題。而在German 

Umweltbundesamt 報告結果指出；降低30％輪胎

轉動阻力可降低汽車燃料消耗2％至6％（視駕駛

條件及相關因素）[4]低胎壓不僅降低燃料經濟，

並且產生許多意外傷害。特別是在乾或濕滑路面

上，在充足胎壓下可增加車輛煞車距離，預防事

故發生。以現代汽車技術而言，特別需針對胎壓

的監控加以重視，電子機械系統之相關運用已有

逐漸增加之趨勢；例如[5]提出懸吊系統與液壓

煞車系統偵測，可增進對汽車整體信賴度、安全

王士榮 /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王睿揚 / 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關鍵字：ECU微電腦控制、胎壓偵測、胎壓控制、田口實驗法

現今汽車工業不僅著重汽車外觀的設計，也強調和ECU微電腦控制結合、節能、省油等趨勢發展。現

今汽車胎壓偵測系統只有數據的判別功能，駕駛雖然可以即時了解胎壓值卻無法調整實際胎壓，所以本

研究針對胎壓調整問題，設計並製作一套控制調整胎壓系統，當車輛長途行駛間胎壓劇變，輪胎大量洩

氣胎壓不足，系統可以偵測胎壓並且可控制調整胎壓進行補氣動作，能夠使車輛維持行駛至維修；並利

用田口實驗法分析出胎壓調整控制系統最佳化設計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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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經濟性。而一些先進國家如美國也已立法規

定，在2000TREAD[6]法案中提出符合新車的規

範，即是求要汽車製造商逐步地針對新車提供胎

壓監測系統，TREAD 法案的提出將可降低能源使

用，因此未來政府將要求製造商在自動車上設置

胎壓監測系統（TPMS）[7]。由此可見，胎壓監控

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設計之智慧型行車胎壓調

整控制系統，可有效解決目前單一監測模式中，

無法實際控制壓力的缺點。胎壓的即時控制雖然

重要，但不同的速度也須不同的胎壓，不同的行

駛路面也須不同的胎壓，甚至不同的車重負載(人

員.物品)也須不同的胎壓。而其創新技術開發之研

究在於將傳統之有線行車胎壓調整之控制系統所

無法達到之迅速及精確性的要求及操作組裝之方

便性等問題，可藉由無線式電動行車胎壓控制系

統之開發研究功能設計暨整合技術之研發，來達

到騎乘穩定舒適及科技人性化的產品目的。針對

以上所列述之情況，本研究之智慧型行車胎壓調

整控制系統將設計一個全自動的系統，不單單只

有監測作用，更具有調整控制之功能，且無須額

外的電力。

2. 研究動機與方法

由於目前市面上車輛只做到胎壓偵測系統而無

法控制調整胎壓的缺點，而當車輛行駛時間胎壓

劇變，大量洩氣時或長途行駛間胎壓不足，往往

造成行車的安全。本研究為了彌補胎壓偵測系統

之不足而有了創新的構想，利用打氣機配合壓力

感應開關，藉此來控制輪胎胎壓，壓力感應開關

感應到胎壓低過設定值時，藉由壓力感應開關來

啟動打氣機作動，來當胎壓到達規範值取消打氣

機作動。

2-1 多因子實驗設計步驟

2-2-1 田口式直交表因子水準設立

本文旨在探討影響空氣流量出速時間的數值，

對於空氣流量出速時間要求是越小越好，因此，

選擇望小特性為品質的計量法。再依據以及其

他文獻的實驗結果，整理出較具影響力的四個因

子，將其定義為本論文實驗分析的控制因子。分

別為氣壓電磁閥(A)、氣壓壓力調壓閥(B)、空壓管

尺寸(C)、彎管角度(D)等四項設定為控制因子，其

每個控制因子各取了三個水準，如表1所示。

2-2-2 直交表選取

一般直交表以La(bc)來表示，其中L：為直交表

的代號；a：代表實驗總次數，在直交表中以列數

表示實驗的次數；b：水準數，表示設計參數有b

個不同的值，在設計水準數之前，需視設計參數

的數量而定，以最少的實驗次數分析出各個設計

參數對目標函數之影響程度；c：設計參數或因

子，當製作表格時，以行表示設計參數。直交表

的目的是在於減少實驗次數，而且獲得沒有偏差

的數據。

本實驗是以田口L9(3
4)如表2來進行胎壓空氣流

量出速實驗。在不考慮因子間交互作用下，田口

L9(3
4)直交表是三水準中非常有效率的直交表。實

驗編號由1~9故實驗次數共為9次，實驗按直交表

順序逐步完成。表2編號ABCD分別表示控制因子

(Control factor)，分別為氣壓電磁閥、氣壓壓力調

壓閥、空壓管尺寸、及彎管角度。對因子取三水

準。田口L9直交表共有9列，提供因子或交互作

用之配置，直交表有四個主要因子為主效果，雖

表1 實驗控制因子與水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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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彼此之間會有些微的交互作用，但因本實驗考

量實驗規模忽略ABCD因子交互作用的存在，只要

進行9次實驗，即直交表填滿控制因子的飽和直交

表。

3. 胎壓調整控制系統設計與製作

3-1 胎壓調整控制系統設計原理如圖1為

本研究胎壓調整控制系統設計魚骨圖

由於目前的車廠只做到胎壓監測而無法實際控

制壓力之缺點，本研究將設計胎壓控制方式加裝

打氣機配合壓力開關，藉此來控制輪胎之胎壓，

當車輛因高速行駛間胎壓劇變，大量洩氣時或長

途行駛間胎壓不足急需維修時，此時壓力開關感

應壓差低於設定值；一般而言，最佳理想胎壓值

為最大胎壓(MAX psi)的百分之80即可(各廠牌、型

號、尺寸的輪胎皆不同，並非固定值)，本文將理

想胎壓值設定為32 psi，當胎壓降至26 psi時，藉

由胎壓調整系統來啟動打氣機作動，當胎壓到達

規範值時，則取消打氣機作動。過程中在時間的

考量下需要較短的時間，且為了延長各部零件使

用壽命，須搭配田口實驗法，將其各部位零件調

整至最佳狀態，以達到整體最佳之效益。

3-2 胎壓系統機構創新設計

在設計過程中發現了一些困難，車輛在行駛中

輪胎不停的轉動而要是氣壓管與氣嘴連接時，會

因輪胎不停轉動而氣壓管造成被傳動軸纏住，為

了克服這項技術問題，在傳動機構上再作了創新

的嘗試及設計，在傳動軸中心軸鑽一個洞，也在

輪胎附近的傳動軸鑽一個洞使用接頭與氣嘴連接

(如圖2紅圈所示)，這樣才能使氣壓管與輪胎同步

運轉，這樣設計才得以克服氣壓管路被傳動軸纏

繞住這項技術瓶頸。

圖1胎壓調整控制系統設計魚骨圖

圖2 傳動機構圖

表2 L9(3
4)直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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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系統機構設計步驟如圖3為胎壓調整

控制系統製作流程圖

3-3- 機構組合

如圖4利用3D繪圖軟體Pro/Engineer Wildfire 4.0

設計系統機構形狀，【圖5】為此設計系統的組

合圖 (不含氣壓零組件)，目前市場上有關車輛的

傳動系統與懸吊系統有許多種型式。本研究的設

計系統在機構方面也必須配合不同的傳動系統與

懸吊系統而有所修改。以機構系統作動為例做說

明：利用車輛行駛時傳動軸的旋轉力【如圖5A】

來帶動時規皮帶輪【設計於圖4-2Ｂ機構中】配合

電磁離合器【設計於圖4-2Ｂ機構中】，驅動螺旋

式壓縮機【圖5Ｂ】，將空氣加壓儲存於蓄壓瓶

【圖5Ｃ】，蓄壓瓶的壓力限制須配合氣壓元件與

ＥＣＵ的控制以引導電磁離合器達成停止加壓的

動作。經壓縮後的空氣經由蓄壓瓶流出氣孔並進

入進氣座【圖5Ｄ】後流入傳動軸【圖4-2Ｄ】再

流入鋁圈【圖5Ｆ】，最後就可加壓至輪胎內。此

時輪胎內的感測器將壓力值傳遞至ＥＣＵ，若達

到所設定的模式胎壓值，則停止機構做動。待行

駛中ＥＣＵ再度判斷出另一模式時，才可再度作

動。

使用電腦配備：

1.System: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2.CPU：Intel Core i5-460M

3.RAM：4GB DDR

4.VGA：ATI Radeon HD5470 with 1GB DDR3 

VRAM

3-3-1 增壓機件

此機構之設計主要是將時規皮帶輪、時規皮

帶、離合器、螺旋式壓縮機等加以整合為單一機

構而設計，如圖6 所示。現因螺旋式壓縮機在市場

上已相當普及，因此本研究即將螺旋式壓縮機用

於所設計之增壓機件所搭配型式中。

圖3 製作流程圖 圖4 系統機構

圖5 機構設計系統組合圖

圖6 增壓機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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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進氣座

如圖7所設計之進氣座係固定於傳動軸上，圖

中之兩面硬鉻電鍍處必須配合傳動軸轉動，而介

於電鍍中之溝槽也須貼和傳動軸的進氣溝槽以形

成一環進氣孔。而給油孔主要之用處為潤滑培林

（軸承）以隔絕空氣，而培林（軸承）之另一處

則必須加裝油封。

3-3-3 傳動軸

圖8為傳動軸前段部份的顯示圖，圖中進氣溝槽

處與進氣座之電鍍兩側中間的溝槽接續形成一迴

圈，氣體進入進氣孔後再流入進氣孔A經由下方剖

視圖所示流入輪圈(鋁圈)中（進氣溝槽與進氣座搭

配處必需在萬向接頭內側）。

3-3-4 輪圈（鋁圈）

如圖9所示進氣孔A(輪圈中心處)與傳動軸的出氣

孔相接合，而氣體主要是經由剖面視圖所指引之

路徑進入後，最後再從進氣孔B流進輪胎中。

3-4- 氣壓零組件

3-4-1 胎壓控制胎壓系統如圖10所示

運用連接110V的電源，因充氣裝置為利用裝潢

用的空壓機以及使用輪殼馬達來帶動傳動軸。其

作動方式是以AC110V經過電源開關，一條接電壓

轉換器DC100V供給輪殼馬達，一條接空壓機經過

壓力開關在經過電磁閥經過汽缸，由於空壓機有

儲氣筒因此必須加電磁閥開關，以控制隨時充氣

進入輪胎形成迴路。

圖7 進氣座圖

圖9 鋁圈進氣流道圖

圖8 傳動軸前段部分顯示圖 圖10 胎壓調整控制系統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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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果與討論

1 重要參數之效應

本研究目的主要在探討影響空氣流量出速時

間的數值，對於空氣流量出速時間要求是越小越

好。為了讓我們更容易觀察出各控制因子的效

應，可以由表3及圖11計算得到Ｓ/N比數據資料製

作成反應圖與反應表，反應圖表可以很直接的比

較出各因子的重要性排序。由圖11Ｓ/N比反應圖

可以更容易找本研究的最佳組合。

因子效應的計算方式為取該因子所有水準下的S/

N 比平均值，以下舉因子A、B為例：

2 最佳化參數組合

本實驗在經過田口實驗法分析後，由直交表的

9組數據中，可知最小的空氣流量出速時間出現在

L1當中，其值為0.55sec，但藉由望小特性公式所

計算出S/N比的最佳參數組合(如表4-4)並沒有在這

直交表9組當中，所以必須再以最佳參數組合的數

據做一次實驗和L1來做比較驗證。而使用氣壓電

磁閥A1(0.5㎏f/㎝2)、氣壓壓力調壓閥B1(35psi)、

空壓管尺寸C2(6.5X10mm)、彎管角度D1(30°)，

此組參數組合(A1B1C2D1)再進行實驗分析結果，

其空氣流量出速時間為0.51 sec，的確優於在L9

直交表中的任何一個參數組合，因此此組參數

(A1B1C2D1) 如表5所示，即為本次實驗的最佳化

參數值。胎壓空氣流量出速時間的數值重要因子

排序如表4所列，各因子的效應由大至小分別是

空壓管尺寸(C)、氣壓壓力調壓閥(B)、氣壓電磁閥

(A)、彎管角度(D)。

本文在有限的因素中，挑選出四個因素當控制

因子，在各參數數據下，利用田口法只需進行少

量實驗或模擬，所需的時間最短，即可達到滿意

的最佳化之效果，但水準值固定是其缺點，所獲

得的最佳化結果仍有改善的空間。

3 最佳化參數之最大洩漏測試

利用最佳控制參數組合(A1B1C2D1)調整胎壓控

制系統來觀察此系統能夠負荷最大的洩壓空氣流

量，由圖12及表6可知最大的洩壓空氣流量9.2(L/

min)，超過9.2(L/min)輪胎就無法充飽。

表3 L9(3
4)直交表實驗數據

圖11 S/N比反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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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

為了克服輪胎轉動造成氣壓管被傳動軸纏住

的技術問題，在傳動機構上作了創新的嘗試及設

計，在傳動軸中心軸鑽一個洞，也在輪胎附近的

傳動軸鑽一個洞使用接頭與氣嘴連接，才能使氣

壓管與輪胎同步運轉，得以克服氣壓管路被傳動

軸纏繞住這項技術瓶頸。

各參數因子的效應由大至小分別是空壓管尺寸

(C)＞氣壓壓力調壓閥(B) ＞氣壓電磁閥(A) ＞彎管

角度(D)。經過田口實驗方法分析後，得知胎壓調

整控制系統最佳控制參數組合為氣壓電磁閥A1(0.5 

㎏f/㎝2)、氣壓壓力調壓閥B1(35psi)、空壓管尺

C2(6.5X10mm)、彎管角度D1(30°)；利用此組最

佳參數進行洩壓實驗來觀察胎壓調整控制系統能

表4 S/N比反應表

表5 最佳參數組合

表6 洩壓/空氣流量出速時間表 圖12 洩壓/空氣流量出速時間對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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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負荷最大的洩壓空氣流量，由實驗可知最大的

洩壓空氣流量為9.2(L/min)，如果超過9.2(L/min)輪

胎就無法充飽。

目前胎壓調整控制系統還是屬於開發初步雛型

的階段，本研究所得之數據可以作為未來改良胎

壓調整控制系統的參考資料。

6. 誌謝

本論文為九十九年度國科會小產學合作計畫計

畫編號：99-2622-E-253-005-CC3之計畫，由於國

科會的支持，使本計畫得以順利進行，特此致上

感謝之意。

7.參考文獻

Calwell, C., Ton, M., Gordon, D., Reeder, T., 1. 

Olson, M., Foster, S.,2003）. California State 

FuelEfficient Tire Report, vol. II. California Energy 

Commission,600-03-001CR,/http://www.energy.

ca.gov/reports/2003-01-31_600-03-001CRVOL2.

PDFS.

Schuring, D.J., Futamura, S.,（1990）. Rolling 2. 

loss of pneumatic high-way tire in the eighties. 

RubberChemistry and Technology 63 (3), 315–

367.

Joshua M. Pearce, Jason T.,（2007）.Energy 3. 

conservation from systematic tire pressure 

regulation. Energy Policy 35 2673–2677.

Friedrich,A.,（2002）.Fuel saving potential from 4. 

low rolling-resistance tires. Presentation for 

theUmweltbundesamt at the September 2002,CEC 

TiresWorkshop in Sacramento.

Marcus, B., Harald, S., ＆ Thomas, W.（2002）5. 

Model based fault detection of vehicle suspension 

and hydraulic brake system, Mechatrnics 12

（pp999-1010）

US 106th Congress.（2000）.Transportation 6. 

Recall  Enhancement ,  Accountabil i ty and 

Documentation（TREAD）Act. Public Law 106-

414, November 1.

Keijiro, I., Inchiro, Y., （ 1996 ） .A Study 7. 

on the mechanism of tire/road noise,JSAE 

Review17pp.139-144.

王士榮，無線式電動行車胎壓控制系統之開發8. 

研究，南亞技術學院國科會計劃案，民國100年

10月。

★機器人產業常有名詞★

NC工具機

英文原文

numerical control machines

用  途

有別於傳統純手工操作模式，使用

一些數控物件（如計數器、溫度控制

器）協助進行簡單的數值控制，因此

稱為數值控制工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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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組裝系統之設計與實現

一、引言

對於微組裝系統光源與成像設計，一般而言，

對於光源造成物件的陰影部分可調整光源來消除

陰影，或利用影像處理消除陰影；此外，亦有利

用物件陰影輔助組裝定位。本系統以散射成像，

利用物件影像與物件造成的陰影來達成微圓柱與

組合件孔洞之組合。回顧已發表的文獻，2004年

烏克蘭學者Baidyk[1]等人利用四個不同方向之光

源與物件造成的陰影與孔洞位置關係，並使用類

神經網路完成直徑1.2mm的微圓柱與直徑1.25mm

的孔洞之組裝作業。2005年瑞士學者Yang[2]等

人利用三個方向光源消除陰影，達成在陣列方孔

0.5*0.1mm2之微組裝。2009年張仁宗教授[3]等

人建立影像伺服微組裝系統，使用固定光源照明

與成像，並利用物件影像與物件造成的陰影來定

位，完成直徑88μm金屬圓柱與100μm圓孔的組

裝。

二、系統設計

自動化微組裝系統的設計是依據N.P.Suh的公設

設計理論[4]；由使用者的需求為出發點，在具

體的定出需求後，將其映射至功能領域，再將各

項功能設計映至設計參數，最後對應到產品製程

領域。依照此設計步驟及原理，進行微組裝系統

的初步設計，以達到具體的目標需求，例如夾持

力、工作裕度、移動平台工作空間與量測工作空

間；本研究對於自動化微組裝系統的功能需求FR 

(Functional Requirements)如圖一所示，而所對應的

設計參數DP (Design Parameters)則如表一；DP之實

現可因應使用者的需求以選擇製造適合的元件，

完成微組裝系統。

張仁宗、吳宗霖 /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使用公設設計理論以實現自動化微組裝系統，依系統需求實現各子系統之設計與整合。切換散射光

源，並利用物件影像與物件造成的陰影，達到物件與組合件之定位，本研究完成自動化組裝直徑80μm

之圓柱與孔徑100μm之組合件，其組裝之間隙比為0.2。

圖一 功能需求樹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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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功能需求與設計參數

FR1 材料供給 DP1 進料系統

FR1-1 供給物件 DP1-1 物件進料平台

FR1-1.1 易整送 DP1-1.1物件設計

FR1-1.2 符合夾持方式 DP1-1.2供給方式與夾持動作相同維度

FR1-1.3供給至夾持工作空間 DP1-1.3輸送物件至組裝機台機構

FR1-2 供給組合件 DP1-2 組合件進料平台

FR1-2.1易整送 DP1-2.1組合件設計

FR1-2.2符合組裝方式 DP1-2.2固緊裝置與組裝動作相同維度

FR1-2.3供給至組裝工作空間 DP1-2.3輸送組合件至組裝機台機構

FR2 夾持與釋放微尺寸物件 DP2 夾具系統

FR2-1 夾持物件功能 DP2-1 端效器

FR2-1.1 符合物件尺寸 DP2-1.1 夾持端尺寸

FR2-1.2 符合物件幾何形狀 DP2-1.2 夾持端幾何形狀

FR2-2 致動夾具功能 DP2-2 夾具致動器

FR2-2.1 控制夾具開闔 DP2-2.1 驅動功率

FR2-2.2 控制致動量 DP2-2.2 控制器

FR3 移動夾具、物件與組合件 DP3 移動平台系統

FR3-1 符合工作需求之平台自由度 DP3-1 移動平台總自由度

FR3-1.1 夾具平台符合夾持動作 DP3-1.1 夾持動作自由度

FR3-1.2 組裝平台服和組裝動作 DP3-1.2 組裝動作自由度

FR3-2 移動夾具 DP3-2 夾具移動平台

FR3-2.1 定位需求滿足工作裕度 DP3-2.1 位移解析度與定位精度

FR3-2.2 工作空間 DP3-2.2 平台行程

FR3-3 移動待組裝件 DP3-3 待組裝件移動平台

FR3-3.1定位需求滿足工作裕度 DP3-3.1 位移解析度與定位精度

FR3-3.2 工作空間 DP3-3.2 平台行程

FR3-4 移動組合件 DP3-4 組合件移動平台

FR3-4.1 定位需求滿足工作裕度 DP3-4.1 位移解析度與定位精度

FR3-4.2 工作空間 DP3-4.2 平台行程

FR4 產生組裝狀態之反射與折射光場 DP4 照明系統

FR4-1 光源切換 DP4-1.1 光源模式

FR4-1.1 獲得目標邊緣特徵 DP4-1 光場變化

FR4-1.2 光源切換順序 DP4-1.2 光源程序

FR4-2 符合光場需求 DP4-2 光源選用

FR4-2.1 可清晰成像 DP4-2.1光源強度

FR4-2.2 光源可快速切換 DP4-2.2 光源性能

FR4-2.3 降低成本 DP4-2.3 成本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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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5得到組裝工作狀態 DP5 視覺系統 

FR5-1 量測方式 DP5-1 量測訊號類型

FR5-1.1 可判別進料狀況 DP5-1.1 進料情況特徵

FR5-1.2 可檢測物件姿態 DP5-1.2 待組裝件姿態特徵

FR5-1.3 可判別夾持狀況 DP5-1.3 夾持情況特徵

FR5-1.4 可判別組裝狀況 DP5-1.4 組裝情況特徵

FR5-1.5 可判別各相對位置 DP5-1.5夾具、待組裝件與組合件位置特徵

FR5-2 量測微組裝系統性能 DP5-2性能觀測

FR5-2.1 量測平台工作空間 DP5-2.1 量測範圍大小

FR5-2.2 量測定位精度需求 DP5-2.2 量測解析度

FR6自動化操作與監控 DP6 人機介面與控制系統

FR6-1 微組裝系統動作流程 DP6-1 微組裝系統控制程序

FR6-1.1 待組裝件進料 DP6-1.1 進料流程

FR6-1.2 待組裝件品質檢測 DP6-1.2 品質檢測流程

FR6-1.3 待組裝件姿態調整 DP6-1.3 姿態調整流程

FR6-1.4 夾具、待組裝件與組合件定位 DP6-1.4 夾具、待組裝件與組合件演算法流程

FR6-1.5 夾持待組裝件 DP6-1.5 夾持流程

FR6-1.6 組裝待組裝件 DP6-1.6 組裝流程

FR6-2 檢測物件位置與各狀態 DP6-2特徵識別演算法

FR6-2.1檢測夾具、待組裝件與組合件位置 DP6-2.1夾具、待組裝件與組合件識別演算法

FR6-2.2檢測進料情況 DP6-2.2進料情況識別演算法

FR6-2.3 檢測夾取情況 DP6-2.3 夾取情況識別演算法

FR6-2.4 檢測組裝情況 DP6-2.4 組裝過程識別演算法

FR6-3 改良系統性能 DP6-3 夾具與平台控制器

FR6-3.1 增加組裝各過程速度 DP6-3.1 穩定時間

FR6-3.2 減少組裝失敗率 DP6-3.2 各流程可靠度

由式(1)可知FR1受到DP1影響，FR2受到DP1與

DP2影響，FR3受到DP1至DP3影響，FR4受到DP1

至DP4影響，FR5受到DP1至DP5影響，FR6受到

DP1至DP6影響，故在設計時，應由DP1逐步設計

至DP6較符合設計邏輯。在設計與實現過程，當資

訊量越小時則越容易達到設計目標；而微組裝系

統的功能獨立設計方案，使用最小資訊量法則，

故為最佳的設計方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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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系統整體硬體架構圖

圖三 自動光源調整微組裝系統操作人機介面

三、系統實現

在微組裝系統硬體整合方面，各個子系統，包

含進料系統(DP1)、夾具系統(DP2)、移動平台系統

(DP3)、照明系統(DP4)、視覺系統(DP5)、人機介

面與控制系統(DP6)之整合。整合上述的各個子系

統，其系統的實體與系統控制架構如圖二所示。

本文在軟體人機介面部份，使用了NI公司之LabVIEW8.2做為系統的人機介面，搭配MATLAB系統建構

調整光源系統，實際進行微組裝系統操作之介面，如圖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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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微組裝測試

本測試之目標為加入多散射光源切換系統後，

系統的實際運作成效，是否能增進系統定位準確

度。本實驗測試時，使用的微物件為直徑80 μm

之圓柱，組合件孔洞直徑為100 μm，物件長度控

制在1.1~1.5 mm之間，連續10次自動組裝雙物件，

實驗成功率為80%，兩次失敗的原因為開始夾持搬

運微圓柱時，由於物件彎曲、過短、切口不平整

或黏滯力，以致發生失敗。自動化微組裝過程，

圖四為切換不同光源判斷孔洞特徵，圖五為最後

完成組裝之畫面。

五、結論

運用公設設計理論，進行微組裝系統的概念設

計，能有效、具體設計並實現微組裝系統。本文

採用切換散射光源，使組裝過程物件與組合件所

需之特徵能清晰呈現，並由微物件與其陰影以及

組合件之間的互相關係，以達成三維空間圓柱與

組合件孔洞之組裝，本微組裝系統能達成組裝直

徑80μm之圓柱與孔徑100μm之組合件，其組裝

之間隙比為0.2，實驗成功率為80%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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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微物件組裝完成

圖四 不同光源判斷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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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的在建構熱線式風速傳感器的自動線性校正系統。系統由PC主機與人機界面、高速風洞測試

腔體與風速控制模組、通訊介面、資料擷取模組、線性校正模型和微控制器之線性補償模組等所組成。

本研究為了實現熱線式風速傳感器自動線性校正與品管檢測，完成之系統包括三個不同功能模式，並將

其整合於同一人機介面供使用者選用，使得操控人員可以依照要求，選擇所要執行之功能模式。此三個

功能模式分別為校正功能模式、品管功能模式與先校正後品管功能模式。三個功能模式皆整合傳感器的

微控制器晶片(MSP430)分別處理校正與品管之電壓訊號。以先校正後品管為例，首先將完成溫度補償的

風速感測器安裝於可控制風速之實驗腔體風洞中後，即自動進行風速計校正處理，透過資料擷取模組量

測不同量程下風速之原始電壓訊號，並傳至PC端之校正系統自動檢測與計算出多項式係數，再藉由通訊

模組載入至微控制器中，完成線性化校正。完成線性校正後可接著利用自動品管檢測功能，自動擷取風

速計品管電壓去驗證線性化後的品質改善，縮短生產時間。本系統亦可作為一般風速計之自動化品管檢

測與產品分級用途。

熱線式風速傳感器
自動線性校正系統之研製

一、前言

在農、工業、民生等諸多生產設備或系統中，

流量或風速是一個很重要的感測項目。而熱線式

風速計在各行業具有廣泛的應用。例如在(1)汽

車工業，用於檢測進入發動機的空氣量，為汽車

發動機提供準確的噴油量；控制噴油氣的噴油

量，以得到較準確的油氣比，充分發揮發動機的

效能。同時，可以減少對環境的污染以及節約燃

油。(2)電廠鍋爐空氣給入量與煤的比例控制。(3)

空調室內空氣質量與通風節能的最佳控制。(4)民

生、工業現場的天然氣、液化氣、煤氣等可燃性

氣體的流量檢測。(5)醫學的臨床診斷和治療，呼

蔡明忠、邱瑞慶、關玉蘋、周佳德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自動化及控制研究所

朱仁誠、朱信燁 / 鎰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關鍵字：熱線式風速感測、風洞、品管檢測、資料擷取、線性化校正、溫度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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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功能測量儀通過測量受測者的中期、峰值呼吸

流速和呼吸容量等靜態、動態肺功能參數，為呼

吸疾病診斷、治療提供醫學依據[1]。

熱線式質量流量計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外部熱源

對管道內的熱電偶加熱，熱能被流體帶走，透過

測量因流體流動而造成的熱量（溫度）變化來反

映出流量體的質量流量。熱線式流量計亦可用於

量測氣體流速，或稱風速計[2]。

由於熱線式風速計使用的熱敏電阻大小有些

微差異，導致風速計的非線性特徵曲線都有些微

的差異。使用人工校正風速計不但耗費時間與金

錢，且準確性與精確度都不一致。因此，若能藉

由自動化感測系統取代人工記錄，將可以提高量

測的準確性與精準度，提高生產效率、使品質穩

定並且降低成本。

二、熱線式風速計原理及校正模型

2.1 熱線式風速計

其熱線式風速計的基本原理是將一根細的金屬

線絲放在流體中，通過電流加熱金屬線絲(即熱

線)，使其溫度高於流體的溫度，當流體沿垂直方

向流過金屬線絲時，將帶走金屬線絲的一部分熱

量，使金屬線絲溫度下降，熱線在氣流中的散熱

量與流速有關，散熱量導致熱線溫度變化而引起

電阻變化，使流速信號轉變成電氣信號，典型熱

線式風速計工作原理如圖1 所示[3]。

本研究之熱線式風速計內部含有惠斯頓電橋

(Wheatstone Bridge)和一個電源控制器，使熱線

式風速計的電路保持恆溫。熱線與周圍流體的熱

傳作用形成一流速的函數，但溫度和壓力的變量

會影響它。溫度補償電路自動增加供給熱線的電

流使其恢復原來的溫度和阻值，直到電橋重新平

衡。

圖1　典型熱線式風速計工作原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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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的熱線式風速計乃是由一個探頭、

熱敏電阻和信號調整電路組成，如圖2所示。

其中之熱敏電阻為PT50和PT1000，因屬於薄膜

傳感器，可在比光纖薄膜不乾淨的空氣中使用。

金屬箔的熔點高、延展性好，性能非常穩定，在

800℃以下，溫度係數誤差極小，可以忽略溫度對

其本身電阻的影響。鉑電阻溫度傳感器是利用電

阻與溫度成一定函數關係而製成的溫度傳感器，

作為溫度傳感器在實際溫度檢測系統中應用十分

廣泛。但其非線性如影響了測溫精度，則成了檢

測中需要重點處理的問題。在0℃-800℃範圍內，

鉑電阻的阻值R與溫度t之間的關係為[4]：

                                                           (式1)

PT50和PT1000是用鉑製成；PT50在攝氏零度時

電阻值為50歐姆，PT1000在攝氏零度時電阻值為

1000歐姆。熱線探頭結構如圖3所示，探頭的熱敏

電阻材料是金屬，一般採用鎢或鉑。鉑的使用溫

度較高、不易氧化。

熱線式風速計的電橋電路是利用熱敏電阻做為

溫度補償，並且調整可變電阻使不同溫度下的零

點電壓可以相同。熱傳造成熱線冷卻改變電阻，

導致惠斯頓電橋電壓的差異。因此，電橋上的電

壓改變使得流速大時通過熱線的電流增加，流速

小時電流減少，且加熱電流是空氣流量的非線性

函數。而風速計提供的電流控制，保持熱線式電

阻本身的溫度恆定。在加熱電流通過精密電阻產

生的電壓降作為輸出信號輸給電控單元，其大小

可作為空氣流量的度量值[6]。

2.2 線性校正模型

針對熱線式風速計傳感器的非線性特性，乃以

微處理器MSP430為核心，將傳感器特性曲線儲存

在傳感器中。傳感器訊號經過溫度零點補償後，

通過A/D轉換進入微處理器MSP430。經MSP430

內的多項式校正模型換算，可將訊號線性化後輸

出。

圖2 熱線式風速計組成架構

圖3 熱線探頭結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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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膜探頭將氣體流量信號轉為電壓信號，經差

動放大電路和同相放大電路後，送入MSP430單機

片的12位AD通道。單機片根據採集的信號計算出

氣體的流速，同時根據用戶的需求輸出4-20 mA

電流或電壓輸出。未校正的原始電壓輸出和流體

速度有一個幕次定律相關的非線性關係，它最常

使用四階多項式建模。透過紀錄風速、傳感器電

壓、流體溫度和壓力，可校正隨風速、溫度變化

的傳感器電壓[6]。

當傳感器在恆溫下工作，King's law的熱平衡方

程為[3]

                                                        (式2)

上式中： 為傳感器電壓輸出(V)； 為恆溫熱線

式風速計的零點輸出，可利用電路消除； 是傳感

器的靈敏度，與工作溫度相關； 是流體的流速；

通常取0.45~0.5，由公式可以畫出恆溫熱線式風

速計的特性曲線，如圖4所示，流體速度與傳感器

電壓輸出之間的關係不是線性的。冪次法則的準

確度通常比多項式低，尤其是在速度範圍較寬的

時候，因為 會造成速度上的相依，所以它最常使

用四階多項式建模。

本研究採用一個四階的多項式曲線以擬合上述

之非線性特性曲線：

                                                        (式3)

上式中U為風速(m/sec)，E為傳感器電壓輸出

(V)，C0、C1、C2、C3、C4為多項式之係數，e為

誤差。假設有n組已知之風速與傳感器電壓訊號

E1,E2,E3,...,En，代入式(3)得。

                                                        (式4)

式(4)之平方誤差和SSE(Sum of Squares for Error)

為

                                                        (式5)

利用最小平方誤差法，可得以下列多項式方程

式

             
 ;  j=0,1,2,3,4

           　　　　　　　

                                                        (式6)

經過式(6)聯立方程式解求出多項式之係數(C0~ 

C4)，即可得傳感器線性化的輸出信號。實務上之

傳感器數據採集與校正處理，可透過PC-based虛

擬儀器和微處理器MSP430來達成。MSP430微處

理器有A/D轉換模組，可以簡化數據採集系統的硬

體電路，其低功耗的特性適合長期的數據採集。

PC-based虛擬儀器可以在系統內共享軟硬體資源，

提高系統性能。運用MSP430微處理器可設計系

統的數據採集模組、儲存模組、通訊模組及電源

模組，降低數據採集系統的開發成本、提高效率

[7]。

圖4 恆溫熱線式風速計特性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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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熱線式風速計的架構與訊號處理流程

圖6 風速計自動化線性校正與品管系統硬體組成圖

根據上述熱線式風速計的工作原理，利用PC-

based圖控程式和MSP430微處理器結合，可即時顯

示和監控量測數據，還可對採集的數據作儲存、

分析、報表輸出等處理。本研究採用之熱線式風

速計的架構與訊號處理流程如圖5所示。其中線性

校正模型之多項式係數則有賴PC-based控制器處理

後再以通訊方式自動寫入傳感器，以達到線性化

的輸出目的。

三、自動線性校正與品管系統架構

3.1系統硬體架構

本研究針對風速計建構自動化線性校正與品管

系統，採用之待測風速計本身是由微處理器與硬

體感測裝置組合而成的韌體，而檢測平台的硬體

架構包括PC-based控制系統、DAQ訊號擷取卡、風

洞腔體、傳送裝置、電壓轉換器、浦風機控制模

組與風速計載放架構。運用DAQ訊號擷取卡搭配圖

控程式自動資料處理，擷取所需檢測值與輸出電

位控制浦風機。而風速計放在固定的載具上，使

風速計可以固定座標感測風速並透過電壓轉換裝

置穩定電壓後輸出，最後則是透過傳送裝置來達

到軟體與韌體的交握通訊。

圖6為風速計自動化線性校正與品管系統硬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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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由PC-based控制系統、DAQ訊號擷取卡、待

校正風速計FTS64[12]、風速參考源SS20.60[13]、

MSP430微處理器[14]、MSP430燒錄器、測試風

洞、USB hub、USB轉RS232裝置等所組成。首先

安裝待校正風速計至系統測試風洞中並連結所有

類比與通訊界面，再使用電腦控制系統透過DAQ依

量程規劃控制風洞之風速，將風速傳感器測量出

來的風速值透過DAQ轉換成數位值，傳回給電腦。

電腦中的圖控程式對採集到的數據進行資料分析

處理，計算出校正函數並將校正係數透過RS232分

別傳送到待校正風速計FTS64中的MSP430微處理

器即完成熱線式之風速計線性校正。

3.2 系統軟體架構

軟體部分則採用圖型控制人機介面，包括風洞

控制、風速計訊號擷取、校正係數運算、校正傳

送程式、校正與品管報表等。從圖控程式接收風

速計的原始訊號，計算其校正多項式，然後將校

正多項式傳送至風速計內的MSP430微處理器中，

再經由微處理器內所建立好的線性校正模型載入

各項次的係數，使得訊號透過線性校正模型達到

線性化的輸出，再經由微處理器處理硬體倍率輸

出。最後則是編輯各穩定時間所需的Excel報表，

配合圖控程式呼叫寫入，達到一貫作業的自動化

流程。

圖7所示為圖控軟體與MSP430微處理器的互動

架構，執行校正模式系統時，一開始由圖控軟體

傳送辨識碼開啟MSP430校正模式，圖控軟體就

會輸出電位控制浦風機並量測每一個量程的校正

待測點，直到所有量程結束後迴圈才會結束，並

在傳送一辨識碼關閉MSP430校正模式。接下來就

是利用採集到的數據來去做分析並計算其校正係

數，傳送給MSP430接收做為校正用之係數，此同

時會輸出一份校正報表，可由裡頭內容得知相關

的校正參數與量程資料，然後當MSP430接收完成

後會進行check sum的動作，確認所有資料都接收

正確，就接下去進行品管檢測程式，最後由品管

檢測報表中就可以得知所待測之風速計的誤差值

與量程曲線。

圖7 通訊程式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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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類比輸入排程代碼

本研究的軟體系統架構中，包含了三大主要的

程式，分別是線性校正程式、品管程式與先校正

後品管程式。校正程式與品管程式最大的差別就

在於是否有計算與傳送多項式的校正係數值，而

兩程式呼叫寫入的Excel報表也有所不同，其校

正報表主要為校正電壓與參考源流量之曲線擬合

圖，而品管報表則是用來觀察校正後待測物各誤

差率之報表。最後先校正後品管程式則為組合前

面兩者程式的完整系統流程，並同時輸出校正與

品管之報表，達到完整自動化之生產作業。

本研究以順序式量程進行品質檢測，其量程

規劃順序如表1，以取樣點數11點為例，將量程

100%分成10等分後進行風洞控制電壓輸出，其順

序則是由低風速吹至高風速後再進入下一循環，

直到滿足所設定循環數，程式就會進入下一個狀

態。

一般的平均量程計算公式如下：

                                                        (式7)

Vout為量程輸出電壓、Vmax為最大風速控制電

壓值、Vmin為最小風速控制電壓值，而Span為各

量程累加比例(%)。一般量程計算是先將最大控

制電壓減掉最小控制電壓後，再分成n-1等份(n為

總量程點數)，然後從最小的控制電壓逐漸向上累

加，並由DAQ輸出電壓控制浦風機達到所需要的流

量值(線性關係)。

由於本系統之痛浦風機的最小啟動電壓約為

1.24V(與系統風阻有關)，此時浦風機即有風速產

生且約與控制電壓成正比，然而代表0%量程之

Vmin並無法確知，但在計算校正參數時必須加入

輸出0m/sec之0%量程電壓Vmin，所以本系統利用

式(8)自動將0%之量程(即Vmin)加入總量程之中。

此公式算出(V100%-V10%)縮減一位之靈敏度，將

其靈敏度與V10%相減後，即可照取樣點數比例順

序輸出，程式將以100%量程電壓與10%量程電壓

自動判斷輸出0%~100%量程之電壓，其取樣點數

以變數n為代號(如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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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8)

在計算校正係數時，程式需求輸入X與Y值來去建立多項式項次，並以標準源的流量值來去當

作Y值，對應到待測物校正電壓的X值，帶入計算校正係數的程式裡頭，即可匯出多項式函數中

Y(X)=aX4+bX3+cX2+dX+e的係數值。

依照標準風速與待測電壓點數對應排列，便可繪出多項式函數圖形，並觀察其校正曲線的線性度，如

圖8。

3.3 品管檢測報表定義

參考IEC61298-2[8]與GB/T 18271.2-2000版標準[9]中測量程序與標準，本研究對待測點數值及循環數

做了修正，目的為自由增加上行下行循環數及更多採樣點，平均出來的數值更有可性度，亦可更明確的

知道該感測器於高流量轉低流量及低流量轉高流量的物理量變化的特性。表2為量測循環及待測點數目

與數值定義。

延續過去自動品管檢測系統[10、11]，先校正後再建立風速計品管檢測報表，包含參考源與風速計對

應之總循環量程曲線，並繪出一份各循環的量程曲線辨識其重現度，最後依照每一上下循環的標準與實

際誤差百分比，繪出對應的誤差百分比曲線，達到品質檢測功能之報表。

圖8 標準風速與待測電壓對應排列多項式函數圖形

表2 量測循環及待測點數目與數值定義

測量循環數量 試驗點數量 試驗點的位置(輸入量程%)

1或2或3

6

由低到高或由高到低自行輸入1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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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統建構及結果驗證

4.1開迴路吸入式風洞實驗機構

本次研究以熱線式風速計FTS64[12]為待測物，此風速計乃利用電僑平衡理論作為基礎，找出硬體適

當的零點位置，並透過MSP430晶片內之線性校正模型，將外部感測電壓經多項式校正後以提高輸出精

度，並利用微處理器內部程式設計切換校正與品管模式，使得風速計在做完校正處理後可以立即進行品

管檢測流程。

    本次研究首先開發開迴路吸入式風洞實驗機構如圖9所示，整套系統流程分別從啟動浦風機，設定

所要求的風速後，經由風洞將風速穩定至測試區段進行待測物感測數據分析，最後經由擴散段至出風口

排出風速，可達到60m/sec穩定風速的實驗機構，設計流程可參考[11]。

4.2實驗步驟

熱線式風速計自動校正與品管檢測系統兼具自

動校正與品管檢測功能，可依需要選擇。風速計

安裝妥當後，若選完整流程則由電腦的圖控軟體

依量程以電壓控制浦風機產生風速，同樣再由DAQ

卡擷取每支風速計之電壓值，而後由電腦的圖控

程式收集電壓值來去計算其校正係數並透過硬體

連接RS232傳送係數給風速計中的MSP430，達到

線性校正之目的，校正完後再做一次品管檢測，

並輸出其Excel報表即完成風速計自動校正與檢

測。

熱線式風速計線性校正與品管實驗步驟如下：

首先須確認類比數位資料擷取DAQ卡與USB to 

RS232裝置已正確連結，接下來便將標準風速計與

待測風速計訊號載入由圖控程式撰寫而成的熱線

式風速計線性校正與品管系統。程式一開始會出

現選擇視窗，尋問使用者需要進行哪一種程式，

其程式主要分成3大部分，分別是校正模式、品管

模式與先校正後品管模式，其校正程式在檢測完

數據後會與MSP430做出互動傳送與接收的部分，

並在校正完成時輸出校正報表觀看其校正擬合曲

線；而品管程式則是以量測待測風速計數據為目

的，當品管完成時可以藉由報表觀察並比較各待

測計量程誤差值與總量程曲線圖；其先校正後品

管程式是將兩大程式組合，先行對風速計作校正

後立即進行品管檢測，完成整體熱線式風速計校

正與品管自動化生產流程，以上實驗流程說明如

圖10所示。

風
速
計

圖9 開迴路吸入式風洞實驗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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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熱線式風速計線性校正與品管程式流程圖

圖11 校正曲線(20m/s)

4.3熱線式風速計自動校正與品管檢測結果

本研究之檢測實驗樣本(一)為FTS64-20[12]、標準源為ss20.60[13]，總量程為0-20m/s、循環數為3循

環11點、取樣間隔為10%、每一間隔定速40秒、穩定30秒後以最後10秒之10筆平均作為實驗數據。由

圖11中可以看出感測器校正電壓與參考源輸出風速所繪出之校正曲線與多項式。校正後感測器之品管電

壓與對應之風速線性曲線如圖12，其線性度已大幅改善。

風
速(m

/s)

校正電壓(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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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S64熱線式風速計經校正再品管作業，以標準源風速0-20m/s算出標準平均量程0-100%，並以3循環

製作其輸出誤差一覽表，接下來畫出誤差值曲線如圖13，然後從誤差表底下看出最大正負誤差、最大回

差與最大不重複性，詳細之品質指標計算方式可參考[11]。

風
速(m

/s)

品管電壓(V)

誤
差(%

)

量程(%)

圖12 線性校正後之電壓對應風速曲線(20m/s)

圖13 線性校正後之品管誤差曲線(2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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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檢測實驗樣本(二)為FTS64-40[12]、標準源為ss20.60[13]，總量程為0-40m/s、循環數為3循

環11點、取樣間隔為10%、每一間隔定速40秒、穩定30秒後以最後10秒之10筆平均作為實驗數據。由

圖14中可以看出感測器校正電壓與參考源輸出風速所繪出之校正曲線與多項式。校正後感測器之品管電

壓與對應之風速線性曲線如圖15，其線性度已大幅改善。

風
速(m

/s)

品管電壓(V)

圖14 校正曲線(40m/s)

圖15 線性校正後之電壓對應風速曲線(40m/s)

風
速(m

/s)

校正電壓(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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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
差(%

)

量程(%)

圖16 線性校正後之品管誤差曲線(40m/s)

FTS64熱線式風速計經校正再品管作業，以標準

源風速0-40m/s算出標準平均量程0-100%，並以3

循環製作其輸出誤差一覽表，接下來畫出誤差值

曲線如圖16，然後從誤差表底下看出最大正負誤

差、最大回差與最大不重複性，詳細之品質指標

計算方式可參考[11]。

五、結論

本研究針對熱線式風速計進行自動化線性校正

與品管檢測系統研製，所獲結論如下:

1、本系統可利用先校正後自動作品管，一併完成

校正與品管的整體流程，達到時間上的縮短與

自動化的生產。

2、熱線式風速計充分利用MSP430內部功能模

組，利用回歸分析做訊號的非線性化校正，有

效解決了熱線式風速計的非線性問題，提升產

品品質。

3、經以20m/s與40m/s熱線式風速計進行線性校正

與品質檢測，可達到誤差率在1.5%以內。

4、本系統有效導入自動化作業流程，節省人工在

校正與品管檢測時間，操作人員只要透過人機

介面將相關參數輸入，點擊啟動鈕，即可將該

校正/檢測的數值顯示於人機介面上，直到所

有待測點檢測完畢，於電腦上便可觀看輸出的

檢測報表，並可自行定義檔名另存至電腦中的

資料夾，可作為資料歸檔用。

5、本系統亦可作為一般風速計之自動化品管檢測

與產品分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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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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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途

通過程式碼編寫輸入數控系統，經

由電腦計算後將指令傳輸至工具機進

行加工設計零件，因此稱為電腦數值

控制工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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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1年全球自動化服務市場總收入為136.3億美元，2012年成長11.6%，達到152.1億美元。預計2010

年到2017年間之年複合成長率達12.9%。

圖一  全球自動化技術市場營收分析

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2011)

二、終端需求市場分析

首先，在石油與瓦斯的自動化服務部分，其

2012年總收入為41.2億美元，較2011年成長

13%；預計2017年達到84.7億美元，年均成長率為

15.1%。該部分在2012年的市佔率為27.1%，預估

2017年上升到29.5%。

其次，在化學的自動化服務部分，其2012年

總收入為23.2億美元，較2011年成長12%；預計

2017年達到44.1億美元，年均成長率為13.4%。該

部分在2012年的市佔率為15.3%，預估2017年仍

維持在15.3%。

2012年電力領域的自動化服務收入為38.4億美

元，較2011年成長13%；預計2017年達到76.7億

美元，年均成長率為14.5%。該部分在2012年的市

佔率為25.2%，預估2017年將微幅上升至26.7%。

在金屬與礦物方面，其2012年自動化服務總收

入為7.9億美元，較2011年成長10%；預計2017年

達到13.4億美元，年均成長率為10.9%。該部分在

盧素涵 / 金屬中心產業研究組

2012年全球自動化服務
市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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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2007~2017年全球自動化技術服務產業營收-終端需求分

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 (2012/07)

2012年的市佔率為5.2%，預估2017年會微幅下降

至4.7%。

在製藥領域的自動化服務方面，2012年全球

總營收達10.8億美元，較2011年成長10%；預計

2017年達到19.0億美元，年均成長率為11.7%。該

部分在2012年的市佔率為7.1%，預計2017年將下

降至6.6%。

2012年水與廢水處理的全球自動化服務收入為

5.7億美元，較2011年成長8%；預計2017年達到

8.9億美元，年均成長率為9.1%。該部分在2012年

的市佔率為3.8%，預計2017年將下降至3.1%。

2012年紙漿與紙的全球自動化服務收入為10.7

億美元，較2011年成長7%；預計2017年達到15.5

億美元，年均成長率為7.5%。該部分在2012年的

市佔率為7.1%，預估2017年將衰退至5.4%。

2012年其他製程產業（包括食物與飲料、水

泥、玻璃及紡織）的全球自動化服務收入為14.2億

美元，較2011年成長11%；預計2017年達到25.2

億美元，年均成長率11.9%。該部分在2012年的市

佔率為9.3%，預估2017年微幅下降至8.8%。

三、區域市場

1.北美

2012年北美地區在全球自動化服務市場的收入

佔了31.0%。該區域內含美國及加拿大，市場的主

要驅動力來自替換老舊的既有基礎、改進製程效

率與減少業主總體成本的營運性改進服務。預計

2017年北美地區的自動化服務市場佔全球總收入

的28.7%，該地區2011年至2017年的年均成長率

預估為11.2%。

以2012年的總收入而言，DCS (分散式控制系

統)、SCADA(監視控制與資料擷取系統)合併在北

美市場佔了近六成。該兩項控制系統都需要更多

的汰換升級服務。然而因頁岩天然氣、Candan Oil 

sands(加拿大油砂)等上游活動的增加，使得主要油

管專案計劃成了DCS與SCADA 市場的驅動力，並

推動專案工程與安裝服務。

由於增加既有發電設備的產能、政府透過能源

效率方案的振興政策、愈來愈多採用智慧電網設

備、再生性與自行發電概念的普及化，這些都推

動了自動化控制解決方案及服務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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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歐洲

2012年歐洲的自動化服務市場佔全球總收入的

21.4%。該地區包含西歐、斯堪地那維雅國家，以

及中東歐。預計2017年該地區的自動化服務市場

佔全球總收入的20.2%。預估2011年至2017年之

年均成長率為11.8%。

歐洲的終端使用者早在三十年前已經安裝了

大型的自動化系統基礎，因此需要製程最佳化服

務，以改進功能性與降低生產成本。此外，MES 

(製造執行系統)與資產管理解決方案的需求增加，

以便透過業務層面整合製造過程，進而加強對資

源使用最大化和供應鏈解決方案的控制。上述因

素都增加了對咨詢與安裝服務的需求。

歐洲電力產業的自由化、對再生性發電的激

勵、智慧電網的實行、針對溫室氣體排放的監管

架構，還有新的遠海風力專案開始實行，都推動

了咨詢、汰換升級、專案工程，以及安裝服務的

需求。

3.中東/非洲

2012年中東/非洲的自動化市場合併收入佔全球

總收入的13.0%。該地區包含海灣合作理事會的成

員國家以及非洲大陸。預計2017年該地區自動化

服務佔全球總收入的13.7%，2011年至2017年之

年均成長率為14.9%。

西非與OPEC(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在石油與瓦斯

的龐大蘊藏量，激勵了上游與下游活動的新投資

計劃。為了調節超額供應，大量的遠距傳輸管線

與量產終端站專案計劃都已經提出。由於低進料

存貨成本及鄰近油井，主要的西方公司開始著眼

在併購及收購中東的公司。主要收入來源的服務

是專案工程與安裝計劃、營運性及諮詢服務。

由於新的專案與公共建設的發展，因此對公共

建設的需求增加。食物與飲料、製藥都是這個地

區愈形重要的產業，因為他們對食物與保建的需

求增加。此外，非洲大陸握有重要比例的礦產資

源，像是黃金、鉑(白金)、鉻礦、鑽石、鋁氧石、

鈷及鈾礦藏，吸引了對金屬與礦物領域的重大投

資。

4.亞洲/太平洋

2012年亞洲/太平洋的自動化服務佔全球總收入

24.9%。該地區內含印度、中國、南韓、南亞、澳

洲及紐西蘭，但不包含北韓。預估2017年該地區

的自動化服務市場佔全球總收入的27.5%，其2011

年至2017年間之年均成長率為15.8%。

亞洲/太平洋是成長最快速的地區，主要來自於

中國與印度市場的成長。強勁的GDP成長、跨公共

建設與產業領域的龐大投資都刺激了自動化控制

系統安裝與專案工程服務方面的投資。

化石燃料與化學的強勁需求，成了新投資的來

源，如終端站、管線和精煉廠。受到人口增長、

大型公共建設計劃、新設置再生性發電設備的振

興方案，還有工業用、家用及商業用領域的水消

耗量增加，預期公共事業領域(水、電及廢水產業)

將產生巨幅成長。

此外，低成本的合約製造設備、採購力量增

加、政府管制當局較為節制，還有健康保險方

案，使得主要製藥公司投資亞洲/太平洋地區。該

地區的低成本原物料促進了對包裝、紡織及其他

紙漿纖維單位的投資。此外，中國的低度森林保

留區，再加上獎勵與稅減也鼓勵了外資直接投資

於新的紙與紙漿設備。

5.其他區域與拉丁美洲

2012年其他區域與拉丁美洲的自動化服務市

場佔全球總收入的9.7%。該地區內含墨西哥、巴

西、阿根廷、哥倫比亞、委內瑞拉，以及包含俄

羅斯在內的其他國家。預估該地區2017年自動化

服務市場佔全球總收入的9.8%，其2011年至2017

年之年均成長率為13.8%。

俄羅斯、委內瑞拉、巴西(鹽層下油田)蘊藏的豐

厚天然瓦斯吸引了外資對探勘活動的投資，也因

而刺激了對自動化控制系統的需求。因為健康意

識覺醒、特用化學的需求以及水力電氣的發電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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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增加，因此製藥、化學、食物與飲料以及公共

事業領域預期出現穩定成長。此外，由於該地區

可取得大量的原物料或資源，因此紙漿與紙、金

屬與礦物產業都顯示出強勁成長。

四、服務類型

1.諮詢服務

該服務定義為：由概念設計入手，並廣泛定義

工廠自動化的重要需求規範。一旦設計經過概念

化後，即開始著手進行前端工程與設計，此作業

程序必須經過客戶的確認。有時候要配合狀況需

求，對原始計畫實施修訂。除了製程初始建構概

念外，還包括：安全諮商、成本節約諮商、風險

管理諮商與法令規範諮商等。

2012年諮詢服務市場佔全球自動化服務總收入

的13.7%。2012年石油與瓦斯、電力和化學產業合

併佔全球諮詢服務市場約66%。對政府管制當局的

嚴格遵守，再加上極為複雜的製造營運，致使終

端消費者選擇安全諮詢與風險諮詢服務。北美佔

全球諮詢服務市場的三分之一。

2.專案工程與安裝服務

一旦確認概念設計後，即開始專案的實施階

段。實施階段由規劃與管理完成專案目標所需資

源入手，並完成自動化設備採購與工廠營運試

車。接著開始推動計畫，必須動員各個不同階段

的資產，同時專案各個不同階段必須適切的溝

通。2012年該項服務佔全球自動化服務市場總收

入的39.0%。2012年石油與瓦斯、電力、化學與

其他製程加工的產業合併佔全球諮詢服務市場的

近八成。強勁的經濟成長、新的公共建設發展改

善、低成本的物料與勞工，以及有利的法規都激

勵了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大量新建專案投資，其中

主要集中於巴西、印度、俄羅斯與中國(金磚四國)

以及中東。亞洲/太平洋地區佔全球專案工程與安

裝服務市場的近三成。

3.維護與支援服務

在維護與支援服務方面有更多的需求規範，而

此一服務領域對發揮資產的最大效用會產生直接

的影響。完整的產品知識會在這個階段轉移給客

戶，從供應商到終端用戶的任何知識轉移也是發

生在這個階段。維護包括現地與遠距服務，而先

進的診斷工具可降低遠方地區平均修護時間。維

護與支援也包括轉移服務、處理產品技術升級或

圖三  2007~2017年全球自動化技術服務產業營收-區域市場

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 (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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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版本修訂相關事宜。該階段也涵蓋改造與零

件管理，包括大部份的委外管理服務，一部份自

動化製程會委託自動化供應商經營。在這些情況

下，服務供應商扮演自動化合約商的角色，肩負

起終端用戶工廠自動化製程的一切責任。同時自

動化供應商也負責管理資訊科技基礎設施、警示

管理，並提供決策階層自動化服務。2012年該項

服務佔全球自動化服務市場總收入30.8%。2012年

石油與瓦斯、電力、化學，以及紙漿與紙的領域

合併佔總維護與支援服務市場收入的七成。危險

地點需要非人力操作與遠端監控以及診察服務，

而利用他們固有的健全技術，能夠幫助製程加工

的公司實現有效率的營運。

如北美與西歐等成熟市場則佔總維護與支援服

務市場的六成。主要的產業性與公共建設發展都

處於退役階段，也需要定期維護、汰換升級服務

及改造。大部分的終端消費者都與解決方案提供

者簽下了長期合約，以便槓桿效應擴大生命週期

服務的利益，像是資產管理、資產可信賴度；並

且避免非計劃性停工期。

4.營運性改進服務

除上述事項外，自動化與控制系統服務也包括

最適化、應用與後勤支援服務。最適化服務更適

用於先進製程控制，製程單位 (process units) 會

充滿各種受到定期監控的軟體封裝，讓工廠功能

達到最適化。應用系統服務則是在客戶提出別要

求時，才會提供。這些服務大多由系統整合者提

供，但是在某些情況下，也會由供應商提供。然

而這些應用系統服務並無一定規格。2012年該項

服務佔全球自動化服務市場總收入的16.5%。2012

年石油與瓦斯、電力、化學，以及紙漿與紙的領

域合併佔營運性改進服務市場收入約75%。終端消

費者著重於削減資本支出、改進營運性效能、改

進工廠的生命週期，並因而選擇先進製程控制與

最佳化解決方案。

北美市場佔了最大比例，於 2012年佔總營運性

改進服務市場的近四成。老化的公司利用營運性

改進服務當作競爭性策略，飆漲的能源價格迫使

終端消費者經由選擇能源管理服務而達成能源效

率。而特定的法規將促使終端消費者採用先進控

制系統來管理營運。

圖四  2007~2017年全球自動化技術服務產業營收-服務類型

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 (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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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合式致動模組技術

在自動化設備中為了提高工作速度與精準度，

會使用各種的伺服控制系統，常使用的即為伺服

馬達驅動與控制系統。伺服馬達驅動與控制系統

組件通常包含伺服馬達、PC或PLC、運動控制器以

及驅動器等部份，由PC或PLC讀取受控系統之感

測器及開關之狀態，經由通訊介面下達動作指令

給運動控制器，運動控制器根據動作指令設定控

制模式，執行位置、速度、或轉矩等控制功能，

而馬達內部的編碼器將轉子位置資訊傳送至驅動

器，驅動器依回授資訊對馬達進行閉回路伺服控

制其架構如圖1所示：

王培睿、周柏頤、賴政賢、黃申棟、王漢培

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機器人智慧化技術最新發展－

從模組、整機到作業單元之技術

智慧自動化的本質，在於不斷整合最新產業技術，透過智慧化技術的結合，達到傳統自動化無法達

成之可能性，同時也大幅增加自動化的價值。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以下簡稱PMC）近年來

投入機器人領域包含機體、系統及作業單元等各層次智慧自動化技術的開發，已累積相當程度之技術深

度，並於垂直多關節機械手臂、整合式致動器、機器人與CAD/CAM系統的結合上獲得技術突破，以下整

理這幾個項目所發展之技術，提供有興趣投入自動化領域發展之參考。

圖1 伺服馬達驅動與控制系統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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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伺服控制系統中馬達、驅動器、運動控

制器各自獨立，中間以各式介面連接，製作方式

雖簡單，但需求較大的空間，組合複雜，連接線

長且曝露在外，容易發生問題及受電磁干擾。近

年來己有一些伺服控制器廠商針對上述的缺點，

提出整合型致動器或稱智慧型馬達的伺服控制系

統，將馬達、驅動器、運動控制器整合在一起以

減少連接線及控制系統所需的空間，如圖2所示。

雖然常用的馬達類型有直流有刷馬達、直流無刷

馬達、永磁交流馬達、感應馬達與步進馬達…

等，但直流無刷馬達與永磁交流馬達(Permanent 

Magnet AC Motor, PMAC)與其它馬達相比，具有較

高的功率密度(Power Density)、效率以及無碳刷的

優勢，符合整合式馬達之需求，但其控制方法較

複雜，控制技術的理論要求也較高。

有鑑於整合式馬達的優點與發展趨勢，PMC亦投

入於整合式馬達的研發工作，由於直流無刷馬達

與永磁交流馬達皆屬高效能馬達且在工業界使用

上具有強勁的需求，因此PMC針對以兩款馬達做為

動力源的整合式致動模組進行控制、驅動與電源

模組的研發。

直流無刷馬達驅動器採用方波切換120度導通

觸發控制，可驅動直流48V達200W之直流無刷馬

達；通訊採用RS-485界面，可透過通訊介面下達

定速、定位與回傳位置/電流等命令控制致動模

組；此外，模組也具有外部I/O接點，可透過命令

對外部設備進行控制或監測，也可接收脈衝命令

進行定位控制，產品如圖3與圖4所示。發展中之

交流永磁馬達驅動器採用向量控制法，如圖5所

示，可驅動交流110V達200W之交流永磁馬達，亦

採用RS-485通訊界面並具有外部I/O點。除了現有

之RS-485通訊介面技術外，由於EtherCAT的快速

發展與其使用上的優勢，PMC也與國內學術單位合

作，未來將逐步開發具有EtherCAT介面之整合式致

動模組。

圖2 整合式致動器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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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發展採用一般伺服馬達做為動力源之整合

式致動模組外，由於機器手臂在發展上朝向大工

作空間與連接線內置的方向，因此手臂內部跑線

成為很大的挑戰，為解決此種困境，各家廠商以

各自的巧思設計機器手臂的機構使內部跑線能達

到最大順暢度，此外也有廠商採用中空軸式的致

動器減少連接線被拉扯的狀況。PMC近年已發展出

一款採用中空軸式馬達並整合協和式減速機、扭

力感測器、編碼器與被動式順應性機構的關節模

組，如圖6所示，並以此為基礎持續進行改良，朝

向精簡體積與功能性結構的方向進行，未來更將

結合整合式致動模組的驅動與控制電路以發展結

合機構、驅動與控制的整合型關節模組。

圖5 永磁交流馬達控制系統方塊圖

圖3 致動器產品圖 圖4 致動器電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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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七軸機械手臂及PC Based EtherCAT

控制器技術

目前六軸關節型機械手臂的技術發展成熟，其

移動速度快、定位精準、可靠性高，因此被廣泛

的應用在各種自動化產線，但現今六軸關節型機

械手臂主要還是依賴國外進口，有鑑於此，本中

心開始著手研發自製垂直多關節型機械手臂。雖

然六自由度多關節型產業機器人是目前一般最為

常見的型式，但許多機器人技術先進國家已投入

七自由度產業機器人之研發與產品化，原因為七

自由度多關節型產業機器人相較於末端六個拘束

條件（空間位置3、空間方位3）多出一個冗餘自

由度，因此可達較靈活、較具空間效益之運動特

性。

本 中 心 開 發 的 垂 直 多 關 節 型 機 械 手 臂 屬 於

3kg~5kg荷重的輕型機械手臂，最大工作範圍

690mm，採用PC Based數位通訊之架構，運動控制

上採用即時系統，最小周期時間可達到0.25ms，

並以EtherCAT通訊協定將命令與控制器進行溝通，

其速度可達每秒4000筆命令。

目前六軸以下垂直關節型手臂在生產線上都

必須考量到工作半徑以及安全問題，所以手臂在

加工位置擺放以及與複合加工機協同工作時之相

對位置顯得較無節省空間之優勢，介於未來應用

環境不再只是單純手臂進行加工、組裝，取而代

之的是更多與複合加工機之協同工作。基於此理

由，本中心所開發之七軸手臂預設為小荷重以及

窄形類型，可藉由高自由度之應用以及本身結構

優勢來節省場地成本，增加工作效益及產值，以

下就手臂硬體相關部份進行介紹。表1為手臂開

發之規格，PMC所開發手臂為七軸小型手臂，其

總重量為48Kg且末端荷重為3Kg，定點單向之重

複精度為±0.03mm以及定點雙向之重複精度為

±0.06mm，各軸速度以及末端三軸之慣量如表所

示，七軸機械手臂尺寸圖及實體完成圖如圖7所

示。其中七軸機械手臂於2012年台北國際機器人

展首度展出，為國內首台PC Based EtherCAT高速數

位通訊七軸機械手臂。此外，本中心亦將於2013

年台北國際機器人展展出基於以上技術基礎，全

新打造的六軸機械手臂，其尺寸及開發規格如圖8

及表2所示。

圖6 模組化關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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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PMC七軸機械手臂開發規格

Item Unit 規        格

Degree of freedom 7

Structure Vertical

Drive system AC servo motor ( All brake )

Position detection method Absolute encoder

Arm length

Shoulder

mm

404

Upper arm 305

Fore arm 352

wrist length 77

Operation range

J1

degree

360

J2 210

J3 360

J4 210

J5 360

J6 190

J7 360

Speed of motion

J1

Degree/sec

180

J2 144

J3 180

J4 180

J5 288

J6 288

J7 288

　 Load Maximum Kg 3

　 Mass Kg 48

Allowable moment inertia

J5

Kg-m2

7.2

J6 7.2

J7 5.2

Allowable moment 

J5

N-m

0.3

J6 0.3

J7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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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PMC七軸機械手臂外觀尺寸及實體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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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of freedom 6

Payload (kg) rate : 5

Drive system AC servo motor (All break)

Position detection method Absolute encoder

Max. operating speed 

(degree/sec) 

J1 360

J2 300

J3 300

J4 300

J5 720

J6 720

Max. motion range 

(degree) 

J1 360 (180 ~ -180)

J2 225 (150 ~ -75)

J3 238 (58 ~ -180)

J4 360 (180 ~ -180)

J5 220 (110 ~ -110)

J6 360 (180 ~ -180)

表2  PMC六軸機械手臂開發規格

圖8 PMC六軸機械手臂外觀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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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C機器人控制器採用一PC作業系統環境，搭

配即時系統與EtherCAT數位通訊，完成PC Based

高速數位通訊機器人控制器。利用非即時環境開

發機器人運動控制人機介面，對機械手臂所下達

的控制命令包含點對點、空間直線及空間圓弧3種

方式，經過六/七機器人運動學、機器人運動規劃

器與機器人空間插補機制來產生各軸運動插補命

令，透過即時系統EtherCAT 高速數位通訊，即時

下達所產生之插補命令與I/O命令，其中通迅最小

周期時間可達到0.25ms。機器人控制器包含六/七

軸垂直關節型機械手臂運動控制，詳細的規格及

系統架構圖如圖9及表3所示：

項             目 規                   格

作業系統 Win7/XP

即時系統 Acontis CeWin(WinCE 6.0)

支援機器人類型 
7軸垂直關節型(123軸共點、567軸共點)

6軸垂直關節型

開發環境 Visual Studio C++ 2005

逆解計算時間
7軸平均0.7ms(數值解)

6軸平均0.11ms(幾何解，Max 8 solution)

機器人運動控制命令

點對點 

空間直線 

空間圓弧 

空間軌跡速度規劃 T and S profile

外部I/O 模組 支援EtherCAT I/O Slave 

表3 PMC PC Based EtherCAT垂直多關節機器人控制器規格

圖9 PMC PC Based EtherCAT垂直多關節機器人控制器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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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多關節型機械手臂運動控制的核心即為機

器人運動學的解析－運動學為一描述物體在不考

慮任何力量作用下（力與力矩）之運動闡述，包

括位置、速度、加速度以及位置相對於時間之高

階函數問題；機械手臂運動學是利用每一關節與

連桿之相對位置關係，以數學表示法來定義、描

述機械手臂之動作，並以手臂座標系統制定連桿

參數，藉由多個座標系統相互轉換來達到對手臂

運動之描述。而在機械手臂運動學中，包含了正

向運動學以及逆向運動學之探討及演算。以下就

分別介紹精機中心6、7軸機械手臂控制器中關於

運動學的部份：

(1) Denavit-Hartenberg表示法

在正、逆向運動學求解之前，必須先求得機

械手臂之座標轉移矩陣。此轉移矩陣是以齊次轉

移矩陣（Homogeneous transformations matrix）

為基礎，利用D-H表示法（Denavit-Hartenberg 

methods）來制定機械手臂之座標系統，進而推導

出正、逆向運動學方程式。D-H轉移矩陣為一4×4

矩陣，用來描述兩座標系統間相對位置與姿態之

平移旋轉關係。

(2)六/七自由度正向運動學

    正向運動學，簡單來說是給予各關節角度，

求得機械手臂末端之位置與方向性。藉由齊次轉

移矩陣中之定義，可以瞭解到D-H轉移矩陣左上方

3×3子矩陣為機械手臂末端對於座標系統之方向

性，右上方3×1子矩陣表示機械手臂末端相對於

座標系統之絕對位置，其方向性及絕對位置可由

方程式求出；由於六/七軸機械手臂關節角度為已

知條件，將其六/七軸機械手臂各連桿之D-H參數代

入齊次轉移矩陣所構成之方程式中，便可求出機

械手臂末端相對於座標系統之絕對位置與其方向

性，其代表機械手臂末端相對於座標系統之轉換

矩陣。

(3)六自由度逆向運動學

前面描述由各個關節之轉移矩陣推導出正向運

動學方程式，而逆向運動學為給定機械手臂末端

位置與姿態，求解能實現這些要求之關節位置旋

轉角(夾角)；簡單來說，便是給予機械手臂末端位

置與方向性，求得各個關節角度，與正向運動學

剛好是相反的輸入與輸出。

在計算逆向運動學之前，必須先訂定手臂之

Denavit-Hartenberg表，D-H table是依照機構設計之

各軸座標系定義來訂定，利用已完成之D-H table求

出各軸間的轉移矩陣，其中末端位置與姿態可以

用旋轉角求得末端點相對於基底的轉移矩陣，因

此將六軸手臂拆為腕中心位置與末端點方向兩部

分，搭配幾何關係先求得腕中心位置，前三軸關

節角度共有有四組解，再用已知腕中心位置來求

得末端點方向，後三軸關節角度共有兩組解，因

此六自由度機械手臂最多有八組，利用機構與角

度極限等等限制，可以找出相對應於機械手臂末

端位置與姿態之最佳關節角度。

(4)七自由度逆向運動學

Conventional Jacobian矩陣是以機械手臂末端之

座標原點當為參考點，描述機械手臂末端之速度

狀態，依據所定義的D-H矩陣，可以將機械手臂

末端之速度狀態表示成各軸速度向量的總和，利

用所建立的入D-H矩陣的參數，搭配Conventional 

Jacobian矩陣所定義之公式，即可得到機械手臂的

Conventional Jacobian矩陣。

以大多數的機械手臂而言，Jacobian矩陣都使

以方陣的形式存在，因此可以透過Jacobian矩陣的

特徵值(eigenvalues)和特徵向量(eigenvectors)來分

析，更可以求取Jacobian之逆矩陣，但是具冗餘度

(七自由度)機械手臂的Jacobian矩陣並不是方陣，

因此常使用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SVD)來

計算非方陣的Jacobian矩陣之pseudoinverse。

    Jacobian矩陣代表著手臂末端位置向量

與各軸向量之微分關係，在時間趨近最小變化

值時，其中輸入機械手臂末端位置、姿態任一

瞬間的變化量，透過SVD計算Jacobian矩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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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eudoinverse，可以讓機械手臂末端位置、姿態可

以漸進的逼近目標，因此在推算逆向運動學時，

輸入值必須要考量其特性，其中。其流程如圖10

所示。

三、機器人與CAD/CAM系統之整合

機器人在工程領域包括有搬運、組裝、加工

等應用，使用機器人進行搬運和組裝不同於加工

應用之處在於，辦運和組裝應用多依賴教導的方

式完成路徑的生成，且著重於所教導之目標點之

定位精度，對於點到點之間的路徑並無過多之要

求，但若是使用機器人進行加工時，機器人於加

工時的運動路徑將會影響加工件的成敗，若是於

平面進行直線或圓等簡單路徑之加工尚可運用機

器人的直線和圓的程式指令組合來完成該加工件

上所有切割路徑之撰寫，由於使用者須學習並了

解機器人程式之撰寫，於少量多樣生產換線需要

重教導，耗時費工，且於複雜曲線路徑難以教

導，因此目前國內以機器人進行加工之應用仍不

普遍。

精機中心所開發之CAD Base機器人程式自動生

成技術，係結合CAD的繪圖設計與機器人的程式語

言，使用者可透過該技術的CAD介面設計欲加工之

工件，並透過所生成之機器人控制程式碼控制機

器人進行加工。加工路徑的生成依加工面與曲線

型態可大略分成特徵與CAD線段兩類。

圖10 七軸逆向運動學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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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特徵生成加工路徑

特徵生成多用於平面且簡單曲線之加工，如圓

形、方形、狹槽形等，圖形線段可由參數設定之

簡單形狀，加入刀具半徑補償、加工前進方向等

設定後，組合機器人既有的運動指令完成加工路

徑的規劃，如圖11所示。

(2) 依CAD線段生成加工路徑

所有CAD軟體皆有選取面、邊、點等功能，使用

者首先於CAD介面繪製欲加工之加工件，軟體計算

出使用者所選取欲加工邊之實際刀具路徑，並由

此實際刀具路徑之長度進行速度規劃，再由速度

規劃之進給量透過NURBS插值器計算出u值，最後

將線段上的u值帶入NURBS即可得到使用者所選取

之線段邊上各點的xyz值，u直於線段上之關係如圖

12所示。

有了工件上的位置但尚需有刀具指向才完整，

此時使用者可依加工之需要選擇刀具加工時所需

的各種轉角，或是選擇刀具正向於工件曲面，由

此轉角之設定可決定在各個位置上刀具所需呈現

的abc角度，最後將所有的點串聯起來即可成為加

工路徑，其示意圖如圖13所示。

精機中心已擁有前述解析3D CAD圖檔並結合

工藝參數之技術能量，再透過與機器人系統之整

合，就可以讓機械手臂按照解析出的輪廓或路徑

進行加工等作業，完成「能讀懂CAD檔案的機器人

作業單元」。精機中心所開發的系統具CAD基本操

作介面，可將各式CAD系統所建構的CAD模型經轉

檔功能（IGES,STEP）載入自行開發的系統中，即

可匯入工件、治具台、刀具、機器人模型，並可

於3D操作介面對工件模型進行縮放、旋轉…等基

本功能。接著可依選取的加工特徵進行切削路徑

的規畫，依產生的切削路徑進行切削路徑模擬，

機器人運動試算時檢測各軸角度限制、奇異點、

碰撞，碰撞包含機器人自體碰撞檢測與匯入物體

之碰撞檢測。最後並將輪廓特徵座標轉譯為機器

人去毛邊作業的運動路徑。如此完成的智慧型機

器人作業單元，不需透過教導的方式一點一點的

圖11 加工輪廓線與實際刀具路經關係

圖12 一線段於卡式座標上的u值變化

圖13 實際刀具路徑上各點的位置與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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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路徑產生，節省時間並提高準確度。目前精機

中心已將此一相關技術實現於國內首台機械手臂

型鋼電漿成型作業單元，以及金屬去毛邊作業單

元，兩者都於TIMTOS 2013台北國際工具機展展

出。

四、總結

綜合以上精機中心於機器人與系統技術之研發

成果，針對關鍵模組、整機、作業單元均有特殊

之技術特色，精機中心於以上技術領域之業界合

作，不僅於委託開發，更開放各項技術之技術轉

移，希望能透過技術的儲備與擴散，與國內業界

一起在機器人與自動化領域中創造價值。

圖14 精機中心CAD Based機器人程式自動生成系統

圖15 CAD Based金屬去毛邊機器人作業單元 圖16國內首台機械手臂型鋼電漿成型作業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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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現今的工業時代裡，工業機器手臂佔有相當

重要之地位，包括噴塗、搬運、焊接、研磨、組

裝、鎖螺絲等各式各樣應用不勝枚舉。基本上工

業機器手臂的導入除了人力成本的考量之外，最

重要的在於利用其快速與高度重複性之特徵來完

成人力所難以長時間勝任之工作。

到目前為止，工業機器手臂系統尚未擁有達成

複雜之任務所需的智慧。為了達到快速與高度重

複性之工作要求，事先的教導(teaching)變得不可

或缺。由人帶動機器手臂教導軌跡，是一種順應

性力量控制技術，此技術應用在一些工業製程上

可提升生產力和產品品質，並且可和教導技術結

合，達成更進階的自動化生產。

本篇文章針對一些常用的機器手臂動作規劃方

式進行介紹，並進行一些優劣點之比較。於第三

節介紹相關的工業應用，最後於第四節作一個結

論。

2. 工業機器人之相關教導技術

動作規劃的重點在於方便地結合人類的智慧和

機器手臂的能力，而對於同一機器手臂來說，通

常會具備不止一種的動作規劃方式。針對機器手

臂動作規劃方式，基本上可分成四種，包括：使

用教導盒(teach pendant)、直接教導(direct teaching 

，也被稱為lead through)、運動模型教導(kinematic 

programming)、電腦離線模擬(computer offline 

simulation)等，茲分述如下。

2.1 教導盒

教導盒為手持式機器手臂控制介面，對於移動

機器手臂、單點教導、執行簡單程式來說，算是

一種簡單的方式，讓使用者不必直接進入主控制

器進行作業。

典型的機器手臂系統包括教導盒、控制器、手

臂機構(如圖1所示，此圖之教導盒附掛在控制器

上)，使用者可透過一教導盒來操作機器手臂。傳

統教導盒有按鈕、按鍵或搖桿以及緊急開關並可

能整合了簡易使用者顯示介面。使用者透過上述

介面可以單獨操作各馬達轉軸轉至所需角度，或

者移動機器手臂末端效用器(end effector)至指定的

目標點(位置座標)，如果必要的話，目標點方位

(位置和姿態)也能指定。一旦目標點方位已達到，

便能命令機器手臂控制器儲存對應之座標資訊。

在整個教導過程中，這些教導點構成了工作空間

中的目標運動軌跡。有了教導點的資訊，控制器

便可進一步產生規劃好的完整軌跡，並驅動機器

手臂，使手臂端點平順地經過這些教導點。使用

者一般藉由直接目視檢查或手臂端點之座標顯示

來選擇目標教導點。但是當工件形狀複雜時，這

李勇志、陳嘉宏 / 工研院機械所 智慧機器人組

工業機器人教導與

相關工業應用
Task-teaching and Related Applications for 

Industrial 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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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方式顯得相對慢且效率差。另一方面，由於這

種方式是用現場的機器手臂進行教導，所以機器

手臂必須停機一段時間。

隨著科技的進步，教導盒的功能也越來越強

大，相關的軟硬體介面也變得越來越易於使用。

包括具有全彩觸控之人機顯示螢幕、無線網路、

作業系統等軟硬體功能的教導盒在市場上相繼地

出現(圖2)。

2.2 直接教導

類似於前述利用教導盒的作法，機器手臂也是

被帶到指定的目標點，接著完整運動軌跡會被產

生。所不同的是使用者並非透過一遠端裝置來使

機器手臂移動，而是藉由直接帶動手臂上的力感

測器或其他操控機構(通常位於末端效用器)來使手

臂移動至目標點(圖3)。由於需要和機器手臂近距

離接觸，為了安全性和操控性的考量，此種方式

一般適用於輕型、力量相對小的機器手臂。同樣

地，由於也是採線上教導方式，所以機器手臂必

須停機一段時間。

在某些情況下，除了位置控制以外，機器手

臂同時還必須進行力量控制。因此除了記錄目標

點的方位之外，在教導過程中，還必須量得施力

的大小，此時可在使用者操作點和末端效用器之

間，插入力量感測器(如圖4所示)。圖1 典型機器手臂系統

圖4 施力量測之直接教導示意圖

圖3 直接教導

圖2 新型教導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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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4所示，操作點的選擇以不妨礙手臂運動

為原則，同時手臂本身之慣量負載效應要盡量減

少。當手臂本身的阻抗和磨擦力(Fa)很大時，若使

用者出力為Fo，此時傳遞到末端效用器的有效力

(Fe ~ Fa + Fo)，這表示使用者必須施加很大的力

量(Fo)才能克服手臂機構的阻力，以拉動末端效用

器。如此一來，這樣的裝置變得難以使用，且不

易察覺末端效用器接觸環境後發生什麼事。

為解決上述問題，採用直驅馬達的機器手臂，

可大大減少高減速比齒輪組所導致的阻力，達到

良好之反驅動性(back-drivable)。如此一來，使用

者僅需施加小的力量便能帶動手臂至目標點。

由於直接教導對使用者來說是最直覺的教導

方式，既使對經驗不足的使用者而言，透過此

方式也可以容易地完成任務。因為直覺式教導

(intuitive teaching)牽涉到人機協同作業(human-

robot cooperation)和人機互動安全等主題，不管學

界或業界都持續不斷地研究精進當中。

圖5 運動模型教導系統I 圖6 運動模型教導系統II 

2.3 運動模型教導

若要有直接教導的便利性，但同時又不想太接

近動作中的機器手臂，那麼可以考慮運動模型教

導的方式。此方式會使用ㄧ個相對輕量的教學手

臂(teaching arm) ，其機構運動學模型等效於原本

真正工作的機器手臂。使用時，教學手臂會另外

搭配一個教學工件(或工作站台)，兩者的相對位

置，也等同於原本的機器手臂和對應工件之位置

關係。使用者可透過前述直接教導的作法，直接

用手帶著教學手臂到達目標教導點，同時此教學

手臂的關節位置感測器讀值會被記錄下來(圖5)。

機器手臂控制器便能依據這些資訊生成最終之運

動軌跡。

此方式的缺點在於，對於不同的機器手臂需要

有不同之教學手臂。另一方面，通常產線上也沒

有足夠的空間來容納完整的教學手臂設施。教學

手臂被安置在實際工作之機器手臂附近，透過另

一個獨立之挍正平台，教學手臂和工作機器手臂

的座標轉換關係可以被決定。接著使用者用手帶

動教學手臂移動至目標點，且紀錄下對應之位置

感測器讀值。根據先前找出的座標轉換關係式，

實際工作之機器手臂的目標點座標便能被一一決

定(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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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電腦離線模擬

圖形化離線式機器手臂模擬也被用來進行運動

軌跡之規劃。這類模擬軟體可匯入多個使用者自

訂之手臂和工作環境模型，此模型包含圖形顯示

介面和相關之數學模型(圖7)。透過電腦螢幕上的

3D影像顯示，使用者可以移動機器手臂的末端效

用器影像至螢幕上的目標點。通常模擬軟體會連

結或內嵌後段的運動控制程式，此程式會負責產

生對應之運動軌跡。在電腦模擬的過程中，使用

者可以觀察機器手臂的動作、動作執行時間，以

及動作流暢度，藉由不斷修正，除了避免奇異點

(singularity)之發生，並可達成最適之運動路徑規

劃。

這類模擬軟體有時會包含額外的附加功能例

如，碰撞偵測(collision checking)、過界偵測(out-

of-range checking)等等，使用者可利用這些資訊

防止實機動作可能的意外發生，減少相關維修費

用，最重要的是保障現場工作人員安全。

雖然因此機器手臂不須停機一段時間，但電腦

模擬也可能有模擬速度慢以及使用效率不佳等問

題，尤其當手臂快速移動，而同時又要求很精確

之手臂和工作環境模型時。另外在規劃時要使機

器手臂在空間中沿著一精確的3D運動軌跡移動，

對於一般使用者而言是有困難的。

3. 工業機器人之相關應用

機器手臂之力量控制已不是新的技術，至今已

經研究超過30年了，雖然此技術在工業上沒有殺

手級的應用，但在一些特殊的生產製程上，此技

術仍可提升生產力與產品品質，並且降低成本。

力量控制技術主要是利用手臂末端的位置與力量

迴授訊號，控制機器手臂的位置，同時又可控制

接觸力的大小。因此，只要在手臂末端裝上各種

工具或工件，並結合之前所述之教導技術，即可

將此技術應用在相關工業用途上。以下將介紹下

列四種工業用途：組裝、研磨拋光、去毛邊、銑

刀研磨。

3.1 組裝

組裝在傳統上是必須手工的工作，在過去必須

依靠人的智慧與靈巧才能完成。然而，若是牽涉

到較大或巨型的元件部位組裝，依靠人工組裝常

常容易造成身體反覆的壓力傷害，並且效率和品

質都會降低。有了此順應性的功能，就可利用具

有力量控制的機器手臂，進行組裝的任務。

在工業上，通常只要利用幾個簡單的手臂抓握

策略，並結合順應性力量控制，即可廣泛的應用

在各種元件部位的自動化組裝。如圖8所示，此扭

力轉換器的組裝是個具有代表性的物件，此元件

很重，而且內部具有很大的摩擦力。它的渦輪軸

要插在尺條狀渦輪殼上，扭力轉換器再插到推進

器上，若是依賴人力組裝，肯定效率和品質都會

大幅下降，對人的身體又容易造成傷害。

圖7 3D模型顯示圖

圖8 扭力轉換器的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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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魔拋光

拋光是一個機構的處理過程，它必須去除物件

輪廓上一層非常薄的材質，最關鍵的是在工具與

被加工物表面之間必須保持著一定常數的壓力，

被加工的物件才能達到想要的平滑度與精確度。

因此，若是要對一個複雜形狀的物件做拋光處

理，是非常困難的事。

若是機器手臂只具有位置控制功能，對於研磨

拋光任務來說，機器手臂必須要具有很精確的運

動軌跡，並且事先要做準確的校正，才能準確一

致地進行研磨拋光工作，否則容易造成物件施力

不均，導致工件凹凸不均。圖9為渦輪葉片研磨應

用。若機器手臂具有力量控制功能，就能在研磨

時控制施力的大小，使接觸力盡可能一致，不會

有脫離或施力過大的情形，降低磨耗的誤差。

3.3 去毛邊

在鑄造廠或玻璃廠將物件拿到CNC加工之前，

通常會做事前的機器處理，即是先將物件上不要

的材質去除掉，通常是做去毛邊或研磨的動作。

然而，被加工物通常是不規則而且參差不齊的，

若是用同樣的餵給速度控制，容易導致工具的損

壞。

若是機器手臂具有力量控制技術，就可在研磨

時控制力量與餵給速度，使研磨機和工件都不會

損壞。如圖10所示，利用一台研磨機去除元件上

方凸出的小鐵塊。當研磨機尚未研磨小鐵塊時，

量測到的接觸力比較小，此時研磨機的移動速度

會比較快，當研磨機研磨到小鐵塊時，量測到的

接觸力變大，此時就會降低研磨機的餵給速度，

以低速研磨小鐵塊才不會損壞研磨機。磨完之

後，量測到的接觸力變小，研磨機的移動速度則

調整加快。

3.4 銑刀研磨

當工業用機器人做重型機具的銑刀研磨任務

時，產生研磨軌跡若是沒把接觸力和工件形變考

慮進去，研磨任務就會失敗。由於工件剛性較

低，通常切削的力達到500 N，在銑刀研磨過程就

會產生1mm的誤差。當手臂未研磨工件時，大約

會有0.1mm的運動誤差。因此，必須補償內部作用

力所造成的形變誤差，才能達成的高精度的機器

圖9 渦輪葉片研磨

圖10 去除凸出的小鐵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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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

如圖11所示，銑刀研磨機對一個鋁塊研磨加

工，若是利用力量控制技術，即時量測研磨時造

成的形變與力量訊號，並且即時更新運動軌跡，

可達到小於0.1mm的表面誤差。相較於未補償的

1mm誤差，已大幅地改善。

4. 結論

本文所介紹之機器手臂動作規劃方式，都有各

自不同優缺點，在實際應用時，使用者可視狀況

採用不同的規劃方式，或搭配不同的規劃方式一

起混用，以最符合使用者需求的方式完成任務教

導。

隨著科技進步，機器手臂規劃方式也不斷地改

善中。高效能的處理器晶片、優異的控制法則與

更直覺式教導的方式，相信會帶來更便利、更快

速、優於以往的使用者體驗。

傳統自動化強調低成本、大量

生產及單能化的生產取向，智慧自

動化則增添了訊號感測(Sensing)、

資料處理(Processing)、作動控制

(Reacting)及智慧決策(Reasoning)

的技術，不僅使生產流線更加迅速

且安全，更在使用面上變得更加寬

廣，相較起傳統自動化，智慧自動

化應用新的科技技術，更能夠更有

效提高品質、提升效率並降低生產

成本。

智慧自動化產業整體包含三大範

疇：智慧型機器人、自動化產品與

設備、自動化工程技術服務；裡面

又包含了產業用機器人、服務型機

器人、家庭自動化產品、工廠自動

化設備、商業自動化產品、自動化

技術服務、整場工廠技術服務等多

項應用，能夠多樣化的符合市場需

求，應用至各個產業面上，創造出

工具機、太陽光電、觀光服務自動

化、智慧家電等多項產品，便利你

我的生活。

何謂智慧自動化？

圖11 銑刀研磨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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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目前，面板廠之G3.5-G5生產線已加入智慧型手

機面板的生產，部分G5-G6的生產線則投入Tablet

用面板的生產，而肩負輸入介面的觸控面板更成

為業者投入的兵家必爭之地。表一 為2010~2012

年觸控市場出貨量與產值統計表中即可明顯看

出，在出貨量方面，手機(Mobile Phone)由2010

年的67.1%上升至2011年的70.8%，年成長率為

68%，而平板電腦(Tablet PC)則是由2010年的3.4%

成長至2011年的5.9%，年成長率為178%；至於

產值部分，手機由2010年的46.4%上升至2011年

的52.2%，年成長率為113%，而平板電腦則是由

2010年的9.5%成長至2011年的14.3%，年成長率

為184%，分別占整體產業的第一、二名，而且年

成長率都有顯著的增幅，表現令人驚艷！緊追在

後占第三名的是遊戲機，在出貨量與產值也都有

超過100%的年成長率，表現同樣非常亮眼。

胡博期、洪宗彬、簡國諭 / 金工中心 精微成形研發處 

徐源隆 / 亞力士電腦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型超音波硬脆加工模組
與設備整合研究

關鍵詞：面板玻璃製造、控制器、超音波研磨加工

目前在全球一片不景氣當中，平板電腦(Tablet PC)、智慧型手機(Mobile Phone)產品仍持續熱賣，不但

使得中小尺寸面板出貨量增加，更帶動相關觸控面板的需求；在手機觸控玻璃基板已幾乎全改為玻璃材

質，一般傳統加工方法均採取高速研磨，利用比被加工物硬度3倍以上之磨料來進行研削，但因鑽石之

硬度尚不到玻璃材料之2倍，因此在研磨加工過程研磨粒極量磨損，刀具壽命降低。另一方面，玻璃材

料之脆性破壞極為明顯，為克服上述產業與技術問題，本文提出超音波震盪研磨輔助加工（Ultra-sonic 

Aided Machining, UAM）進行硬脆材料加工並開發專用加工模組暨關鍵設備，為非傳統機械材料移除製

程，超音波震盪研磨輔助機械研磨/加工不僅可以使切削溫度降，亦可有較佳的刀具壽命。為使能量與震

幅維持穩定且不受邊界條件改變影響，故在系統之中導入智慧掃追頻迴路與系統設備整合介面，唯有以

相位偵測、回授電壓電流監控比對以及數位邏輯電路方可實現振幅頻率鎖頻與同步調變不失真之目的，

在設備模組整合部分，結合BT形式筒夾式刀具夾持方式可達到較廣泛性之刀具使用，提升國內在影脆材

料加工上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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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觸控面板因必會受到手指或是硬

質塑膠的接觸，因此通常會具有一面高硬度的保

護片的設計，早其主要為PC/PMMA材質表面再

進行鍍膜處理。現今設計為求高質感及耐磨，在

手機觸控面板玻璃基板已幾乎全改為玻璃材質，

該玻璃基板如是在於無=造型需求時，可利用輪

刀、雷射方法進行加工，但如果具有高曲率變化

或是音孔加工的地方如圖二所示，則需以傳統高

速研磨的方法進行。由於玻璃材料為十分典型之

脆性材料，其在受到高硬度鑽石磨粒的旋刮後在

被研削邊緣會產生如圖一所示之貝殼狀碎邊，這

是因為玻璃材料在受到其應力限力量後其在材料

內部會產生直接破裂及微裂紋，這此裂紋受到鑽

石磨粒的旋刮作用因應力集中的原因而快速成長

及串連，使得玻璃產生片狀剝裂。也因現今製程

良率的不穩定，造成在組裝廠的品保控制上的不

易（在高單價產品上為求品質的確保，仍需人工

進行全檢），成本提升等問題。另一是加工速度

慢，讓整個產品在投入量產後產量無法提升或是

開發時程需拉長配合。

表一 2010~2012年觸控市場出貨量與產值(資料來源: Display Search ,工研院IEK整理 2012/04)

圖一 玻璃加工表面加工不佳導致脆裂變化

旋轉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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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玻璃加工技術問題描述

玻璃材料之脆性破壞極為明顯，當一般研磨過

程中玻璃受到高速旋轉之鑽石磨料會因其在受力

後會產生微裂紋，面當鑽石磨粒“刮“過材料表

面時，因裂紋的應力集中再加上脆性材料的破壞

特性，往往會產生無法控制之“貝殼狀脆邊“現

象。又為提升加工速度與降低碎邊問題，現今主

要製程改善為提升刀具主軸轉速（40,000 rpm以

上），加工設備的成本提升則是必然的結果。除

了設備成本外，由於刀具轉速極高，在加工過程

中切削點的升溫速度快又加上為求縮短製程時間

而提高進給速度，如此使得刀具壽命急劇下滑。

另是高速主軸之扭力值較小，故在加工深度上會

受到限制。尤其是如圖二這種須使用細小刀具進

行研磨之設計。圖二說明了現今使用之需求為細

孔及致式特殊邊框設計，因此直徑1mm之鑽石磨

粒刀具使用已是必定的需求。如持續使用傳統高

速研磨方式則會有以下問題。主軸轉速要高達四

萬轉以上。高速主軸因設計精良，故一般都強調

在輕切削上，而現今為求加工速度常常都是在半

重切削狀態，拆損極為嚴重。刀具壽命極差。由

於刀具直徑小再加上轉速高，切削點的溫度溫升

快，導致電鑄砂輪壽命不佳。

圖二 觸控面板玻璃基板加工需求示意

音源孔

高曲率變化邊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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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硬脆材料加工-超音波控制系統

圖三中可見邏輯控制端為工業處理端(IPC)，其

作用功能包含數位轉類比計算輸出(輸出驅動用弦

波/方波訊號)、類比轉數位輸入(收取震盪模組所回

授訊號源)，在輸出迴路部分透過相位轉換暨電壓

放大單元(Oscillator、Voltage amplifier)相位位移

反向轉換方式產出兩輸出相位差180度的連續弦波

電壓訊號進行兩軸向橢圓方式運作。圖三中在輸

入端部分，在輸入端的電流偵測回饋單元(Electric 

Current Feedback)以及電壓電流相位差回饋單元(V/

A Phase Feedback)，首先所有輸入的訊號源頭均

來自於電壓放大單元，系統一開始會先行偵測壓

電震盪子的諧振頻率範圍並由工業處理器單元紀

錄之，如圖四Piezoelectric Resonant frequency區

塊示意。接續以壓電震盪子的初始諧振頻±5KHz

範圍，快速切換頻並量測每一頻率區段的電流數

值，當壓電震盪子到達諧振頻率時，其電流數將

會趨近於零，透過此一物理原則進行第一回授判

斷準則，也就是本發明的電流偵測回饋單元的運

作機制，如圖四Loop 1. Electric Current Feedback

區塊所示；但單一電流偵測方式仍無法百分百準

確判定是否已達到諧振頻率範圍，因此第二回授

判斷就在於將第一回授區塊的諧振頻率計算結果

作為第二回授諧振頻率計算的基礎，其中透過相

位檢測經過可規劃分頻器與參考信號作相位比較

後，壓電震盪子之電壓及電流同相位，來得到壓

電振盪子之最佳操作頻率準則，送到回路濾波器

濾除相位誤差信號中的超音波信號及部分雜訊，

便得到了直流電壓訊號，把直流電壓訊號傳送給

工業處理器單元，再利用工業處理器單元輸出的

週期方波訊號驅動電路，如圖四Loop 2. V/A Phase 

Compare區塊所示。圖

圖三 具雙重回授控制機制追頻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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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IPC控制程式系統，主要包含了三大機能模

組，第一模組為超音波控制手動模組，提供頻率

設定、輸出電壓功率設定以及回授電壓電流與頻

率監控機能，如圖五所示。第二模組為自動掃鎖

頻功能介面，提供使用者介面進行掃頻與鎖頻機

制，使用者可以選定最終所要震盪的頻率，並可

輸出報表與趨勢圖，如圖六內容所示。第三模組

為光纖位移計MTI監控介面，提供使用者線上即時

監看目前車刀刀具位移狀況，如圖七內容所示。

圖五 手動式超音波輸出控制介面(含回授電流與頻率訊號)

圖四 雙重回授機制與對應輸出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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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MTI功能介面

圖六 掃頻與鎖頻功能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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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音波震盪研磨加工模組包含BT TYPE刀把交換

介面、震動壓電致動器、變幅桿、刀具等關鍵組

件，如圖八所示。經由嚴密設計的金屬變幅桿來

放大壓電致動器所產的微小振幅並使兩者達到整

體的結構共振。

在刀把與擴幅桿構型設計，所對應的材料也

不一樣，因此針對玻璃、氧化鋯、碳化矽等材料

均必須量身訂做其刀把系統，方可符合需求；在

加工參數與諧振模態上也並不一樣，因此本案會

將相關參數均配置評定分數，若未來新增刀把系

統，但並未掌握其加工參數，使用者僅需輸入控

制需求，則會從現有對應刀把參數，比對使用者

輸入控制需求的評定分數，參照優先順序並使用

利用集群分析(Clustering Analysis)篩選出最相似評

定分數的參數進行加工，當然使用者方可修正參

數的評定分數，如圖九所示。

圖八 超音波震盪研磨加工模組設計架構

圖九 加工參數案例式推理方式說明

四、硬脆材料加工模組暨設備設計

超音波震盪研磨振動加工模組於刀具端產生的

超音波振動，其頻率、振幅、振動軌跡型式與功

率決定於以下幾項設計因素(1)激振源產生的激振

型式(2)主結構體的自然頻率與模態(3)控制電路的

功率、電流、電壓與相位控制。

在激振源的部分，壓電元件為目前主要使用激

振元件，原因為壓電材料的電致伸縮效應特性具

有結構簡單、體積小、出力大、響應頻寬高與轉

換效率高的特性，相較早期的磁致伸縮(Magne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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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ction)振盪子更適合做為超音波震盪研磨模組的

激振元件。而該壓電元件通常配置於刀把或主軸

內部的主結構體中，在適當的結構材料選用、尺

寸、固定介面與傳遞介面設計下，便能在設計的

自然頻率下讓主結構體產生共振並於加工刀具端

產生預期的超音波振動，如圖十所示。

依據超音波震盪研磨振動的加工應用設計型

式，本文需先依加工標的選定加工型式、設定尺

寸，並進行整體結構模態的分析，以了解其頻

率、振幅、振動軌跡型式是否能符合加工製程所

需求的特性。

其中超音波轉換器之頻率及振幅的選擇需依實

際情況而定，超音波轉換器、連結元件、刀把、

刀具等必須能共振才能達到有效的輸出，因此超

音波震盪研磨模組的開發必須針對特定的刀把介

面及加工標的物選擇刀具，在全盤考量下進行規

格訂定與設計。超音波震盪研磨振動加工模組能

輸出的最大功率決定了刀尖點的振動軌跡與振

幅，同時亦對材料移除率有很大的影響。

以C型立式加工設備機台之高速主軸為設計構

想，結合BT形式筒夾式刀具夾持方式可達到較廣

泛性之刀具使用，亦即前述的超音波震盪研磨輔

助加工。規劃測試使用刀具為自製T型鑽石磨棒。

整合設備為輔導廠商立式精密加工設備載台(如圖

十一所示)，超音波震盪研磨輔助硬脆材料加工除

可有效提升加工速度、以加工過程中機台運動狀

況及產生之噪音可直接判斷出其加工阻力極低，

加工後之硬脆材料精度更可透過簡易的補正方法

來提升。

圖十 超音波震盪研磨主軸振動分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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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設備加工實例

針對於0.7mm~1.5mm厚的LCD玻璃標的物，對

於成品加工強度與經濟導向，本文是鎖定選擇以

Soda Lime基底的面板玻璃材質為測試製作之標的

材料。分析超音波震盪研磨震動之運動情況之後

可以假設振幅A=1，以不同的頻率(1Hz、10Hz、

20Hz)，當頻率越高時期速度變化越大。在20KHz

之振動頻率下棋速度的變化將會是每1/20000秒

做±1.26m的速度變化，具備著相當驚人的質點速

度，如圖十二內容所示，對於軸向振動來降低摩

擦力。本文的專用設備開發將傳統切削加工方式

提升至快速頻率震盪加工方式，避免因材料品質

因素造成最終材料精度成形；有效減低加工時間

減少1/2~1/5，加工工具(鑽石刀具)的壽命延長2~20

倍，其加工穴的破裂機率與程度大幅的降低以及

加工的真圓度提高50%以上。

表二 超音波模組規格

圖十二 不同頻率下之速度變化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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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超音波高頻震盪加工主要特色在於以上下二階

模態震動加工，對於氧化鋯、氧化鋁、玻璃、碳

化矽、石墨、寶石類材料俱備其他加工系統所不

及之加工效率。超音波加工系統目前國內已有業

者投入，但針對材料特性因加工參數資料庫建立

較不易，且需對於切削力學原理、製程特色皆有

掌握者方能開發最適用之軟硬體系統，且目前國

內技術水準仍停留以類比電壓方式進行壓電回授

監控與手動調整功能，未能具備與國外掃追頻控

制技術；本文硬脆材料超音波加工設備開發完成

並累積相當口碑，促使國內業者有機會將產品線

延伸至技術門檻較高之硬脆材料加工專用設備。

此一設備系統在台灣市場主要應用於生醫產業、

面板LCM製程、3C製造商等等產業，為相當大的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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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規                     格 備    註

1. 加工方式 以超音波加工 

2. 加工對象 面板玻璃

3. 對象玻璃厚度 0.7mm~1.5mm 

4. 對象玻璃尺寸
500mmx400mm 

以下

5.玻璃材質

Soda Lime

Density：2.44g/cm3

Thermal Coefficient of Expansion ×10-6℃：8.6

Strain Point ℃：490

Softening Point ℃：575

Refractive Index：1.523

表二 超音波模組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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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際機器人展(iREX)參展團

「2013 上海工博會－工業機器人展」參展團

【時間】2013/11/ 6－11/ 9

【地點】日本東京國際會展中心(Tokyo Big Sight, Japan)

【展覽簡介】

兩年舉辦一次的日本國際機器人展又即將在今年11月初於日本東京國際會展中心

舉辦，日本國際機器人展(iREX)為世界知名機器人主題商展之一，於2011年的展覽中

共計有超過272個廠商參與，高達1,085個攤位展出，可想今年日本國際機器人展的

盛況將會多麼令人期待，今年展覽也已經開始盛大招募參與廠商，千萬不能錯過。

【招展窗口】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聯絡人：陳專員 (Aaron@tairoa.org.tw) Tel: 04-23581866　Fax:04-23581566

【時間】2013/11/5－11/9

【地點】上海新國際博覽館

【展覽簡介】

2013工業機器人展是“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旗下以工業機器人為主題的專業

展，展示工業機械臂、座標機器人、工業機器人集成系統機器人全面解決方案的國際

盛會。2012的成功奠定了其作為中國乃至亞洲工業機器人領域最具魅力的專業展會

之一的地位，為業內同行提供了理想的交流與商務平台。

上海市與周圍昆山市等衛星城市為中國汽車、電機電子、光電通訊、橡塑五金等工

業與食品、醫藥、美妝等民生日用品的生產重鎮，近年中國面臨工資調漲、環保意識

抬頭與產品的精密程度提升，對機器人設備有極大的需求。

【招展窗口】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聯絡人：陳專員 (Aaron@tairoa.org.tw) Tel: 04-23581866　Fax:04-23581566

展覽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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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際機器人展（iREX）暨技術交流參訪團

智慧自動化(AU類)合格產業商機媒合會

【時間】2013/11/4－11/10

【地點】日本

【行程簡介】

為掌握世界機器人及自動化領域發展趨勢、增長產業技術交流，台灣智慧自動化與

機器人協會在服務國內廠商立場上，特此辦理此次參訪團行程。在七天六夜的參訪行

程中，除了前往參觀日本國際機器人展以外，更聯繫了多家日本知名零組件、整機及

自動化應用類廠商前往參訪。期盼透過這次的參訪行程能夠促進過國內外自動化產業

技術交流，並開展更多的商機。

預計招收人數：25－30名（額滿即止）

詳細行程資訊：www.tairoa.org.tw洽活動公告

【聯絡窗口】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聯絡人：何專員(neconana@tairoa.org.tw) Tel: 04-23581866　Fax:04-23581566

【時間】2013/10月下旬

【地點】台中

【活動簡介】

本活動將邀請合格登錄之智慧自動化(AU類)服務廠商，進行自動化技術服務能量說

明與案例分享，提供有自動化需求的業者縮短評估時間，並協助業者尋求合作夥伴，

縮短建置自動化的時程，加速產業發展。

活動全程免費，歡迎來電洽詢。

招募對象：

1. 分享廠商（須為已合格登錄之AU類廠商）。

2. 參與廠商（有智動化需求之業者，或是對智動化有興趣者）。

【聯絡窗口】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聯絡人：何專員(neconana@tairoa.org.tw) Tel: 04-23581866　Fax:04-23581566



SPECIAL EVENTS

102年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No.6120

SPECIAL EVENTS

2013自動化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

2013智動化及整廠整案業者商機媒合交流會

【時間】2013 / 10 / 16(三) 下午13:30~17:00

【地點】台大集思國際會議中心－洛克廳(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85號B1)

【活動簡介】

近年來隨著後 ECFA 時代來臨，國際產業競爭日深，國內正面臨產業加值升級，如

製造業升級、科技業高階組裝作業、3K 作業缺工、台商回流及服務業創新應用、製

造業服務化、服務業科技化等新挑戰，自動化工程技術正朝向智慧型自動化加值整合

與系統應用發展，故本次國際研討會將聚焦在智慧型自動化產品與設備生產、客製化

解決方案為導向之自動化技術導入與系統整合等面向進行議題探討。

【聯絡窗口】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歡迎來函索取報名表格

聯絡人：游小姐(lindayu7@mail.mirdc.org.tw)  Tel: ( 02 ) 27013181 # 118

【時間】2013 / 9 /25(三) 下午13:30~16:20

【地點】台大集思會議中心－亞歷山大廳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85號B1)

【活動簡介】

智慧型自動化為提升製造業服務化及服務業科技化重要推手，目前經濟部工業局所

推動之智慧型自動化工程服務業也涵蓋了提升出口能量的整廠整案產業。根據工業局

統計目前通過自動化服務業者能量登錄者計有70多家，而國內整廠整案產業業者也

有100家以上。

為促進自動化業者與整廠整案業者之商機媒合，帶動國內產業鏈競爭力，辦理本次

商機媒合活動，將邀請企業專家進行合作實務案例分享，藉以擴散業者間合作與商機

媒合效應。

【聯絡窗口】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歡迎來函索取報名表格

聯絡人：游小姐(lindayu7@mail.mirdc.org.tw)  Tel: ( 02 ) 27013181 #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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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整廠整案產業發展論壇

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鏟花技術訓練課程資訊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課程資訊

【時間】2013 /9 / 25(三)上午9:30~12:20

【地點】台大集思會議中心－亞歷山大廳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85號B1)

【活動簡介】

整廠整案輸出已為當前各國拓展全球市場重要策略與競爭趨勢，本次論壇活動分別

針對整廠整案需求端與供給端角度探討如何有效進行拓展海外輸出市場，將邀請規劃

國際標經驗之業主、專家及金融單位進行個案專題分享，活動亦將安排專家論壇與諮

詢交流，以增加業者增加競標海外標案能力及可能合作，並作為計畫施政參考。

【聯絡窗口】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歡迎來函索取報名表格

聯絡人：游小姐(lindayu7@mail.mirdc.org.tw)  Tel: ( 02 ) 27013181 # 118

課    程    名    稱 開  課  時  間 時  數 地       點

鏟花技術訓練輔導基礎班

9/9~9/13 40

精機中心鏟花專業場地

10/14~10/18 40

11/4~11/8 40

12/9~12/13 40

鏟花技術訓練輔導進階班
9/23 ~ 9/ 27 40

12/23~12/27 40

【聯絡窗口】

黃小姐 (e8526@mail.pmc.org.tw)  Tel: 04-23599009#328 Fax:04-23598846

課    程    名    稱 開  課  時  間 時  數 地      點

自動化工廠設計與規劃 10/09~10/18 18 台北

自動化工程師Level 1人才培訓班 11/09~11/17 16 台北/台中/高雄

自動化工程師Level 2人才培訓班 11/02~11/17 24 台北

自動化工程師術科實作班 11/23~11/24 16 台北/台中/高雄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www.tairoa.org.tw/

◎洽詢專線：04-23581866  Sammy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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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目的

針對廠商需求，提供「客製化」課程。1. 

提升企業員工在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領域的研發設計及技術應用能量。2. 

增加受訓學員對於產業關鍵技術的掌握。3. 

◎ 執行方案

包班運作模式：1. 

針對單一企業、關係企業、上下游整合性廠商或有興趣廠商，依據所需設計課程辦理員

工培訓，協會提供講師、場地安排、行政事務等一切庶務，節省企業執行成本。

時間：每次上課至少3~6小時，總時數達12小時(含)以上即符合課程開立標準。I. 

地點：可在公司內部場地上課或是貴公司認為適合的公共設施場地。II. 

內容：依公司需求編排課程內容。III. 

講師：企業指定講師，或由協會尋找適合的優秀講IV. 師。

協會課程特色：2. 

師資：協會長期與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領域的業界講師、教授群、及相關研發機構講I. 

師保持良好合作關係，開設「感測系統」、「機器視覺」、「多軸機械手臂」、「機

械夾爪」、「自動化系統整合」、「專案管理應用與實作」等專業課程，亦配合自動

化工程師證照考試開辦教育訓練課程，提供受訓學員多元化知識提昇。

課程設計：依企業提出的需求，客製化專屬培訓課程，亦可指定課程內容及講師，讓II. 

受訓學員掌握最新、最具價值的技術內涵。

補助：協助公司爭取政府人才培育相關計畫，補助學員培訓學費節省企業成III. 本。

招生項目：3. 

招生人數：每班15~30人（含以上）。I. 

上課時數：總計12個小時（含以上）。II. 

領取證書資格：出席率達總時數的80%，採「簽到簽退」制。III. 

智動協會網站：http://www.tairoa.org.tw/

企業包班聯絡人：Sammy 

T E L：04-2358-1866FAX：04-2358-1566MAIL：sammy@tairoa.org.tw

地址：40850台中市南屯區工業27路17號3F(環保中心後方第2棟)

歡迎各家企業詢問，共同打造高品質人力資源！

人培資訊

貴公司有培訓計畫及需求嗎？智動協會可提供您智慧自動化
及機器人領域的「客製化企業包班」培訓課程規劃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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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單位：

班別名稱：

日期：        年         月        日

需求分析說明書 企業包班

課程需求說明（需求單位填寫）

需求
目的

請勾選：
□技術需求　□新產品開發　□其他（請說明：                                                          ）

需求
內容

預計上課對象：1. 
預計上課期間：2. 
預計使用經費：3. 
需求培訓內容及注意事項：4. 

需求單位連絡人： 　　   　  　 (請親簽) Mail :                                   電話：

課程規劃內容 (執行單位填寫）

序號 課程名稱 授課講師
預定上
課日期

授課
時數

實習
場所

課程大綱

01

02

03

04

05

課程規劃連絡人：                              Mail :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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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應用分析與設計

隨著台灣與大陸的人力成本持續增加、設備售價逐漸降低，自動化系統應用已成趨勢。在追求效益

前提下，單機系統很難發揮綜效，必須整合物流、生產流、資訊流等周邊系統，並妥善考量安全、作業

性、維修方便性等面向，朝系統整合方向發展。

本課程特別聘請自動化系統整合專家及最佳化系統分析專家，分享自動化系統應用實務、系統發展趨

勢及設計應用原則，並完整解析數位化製造分析方法、深入說明產業應用實績，讓您在導入自動化應用

及效益探討時更加得心應手！

開課日期：2013年10/4(五)、10/17(四)~10/18(五) 早上9:00~下午16:00，共計18小時。 ◆

開課地點：TAIROA智動協會-台北辦事處（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50號200B室）。 ◆

課程表： ◆

10/9自動化工廠設計規劃基礎，共計6小時。

10/17~10/18數位模擬規劃實務，共計12小時。

日期  時間 科目 課程大綱

10/9
(三)

09:30~12:30 自動化系統應用實務
自動化系統應用概述1. 
機器人導入製程規劃2. 
自動化組裝趨勢與實務案例分享 3. 

12:30~13:30 午餐&休息

13:30~16:30 自動化工廠設計與規劃
工廠佈置原則1. 
最佳化設計與分析2. 
生產製造系統應用與比較3. 

日期 時間 科目 課程大綱

10/17
(四)

09:30~12:30 數位製造的核心價值
數位製造發展趨勢1. 
數位製造解决方案2. 
數位製造效益分析3. 

12:30~13:30 午餐&休息

13:30~16:30 數位模擬自動化工廠的應用介紹
汽車業的應用1. 
電子業的應用2. 
工具機業的應用3. 

日期 時間 科目 課程大綱

10/18
(五)

09:30~12:30 數位模擬自動化工廠的案例分析(1)
客製化機台設備1. 
設置機台設備行為2. 
佈局產線3. 

12:30~13:30 午餐&休息

13:30~16:30 數位模擬自動化工廠的案例分析(2)
訊號連結(透過Python API)1. 
訊號連結(透過COM API)2. 
訊號連結(透過PLC Add-o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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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上課日期 科目 時間 地點

必考科目
11/9
(六)

自動化工程概論 第一節 09:00~10:20
第二節 10:30~12:00
第三節 13:00~14:20
第四節 14:30~16:00
第五節 16:10~17:20
第六節 17:30~18:40

台北：智動協會台北辦事處◆◆
(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50號
200B室)
台中：工研院產業學院台中學◆◆
習中心（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 
6 號 4 樓）
高雄：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高◆◆
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5號)

選考科目
(2擇1)

11/16
(六)

機械工程概論

11/17
(日)

電工概論

類別 上課日期 科目 時間 地點

必考科目 11/2(六) 機電整合概論

第一節 09:00~10:20
第二節 10:30~12:00
第三節 13:00~14:20
第四節 14:30~16:00
第五節 16:10~17:20
第六節 17:30~18:40

台北：智動協會台北辦事處◆◆
(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50號
200B室)
台中：工研院產業學院台中學◆◆
習中心（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 
6 號 4 樓）
高雄：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高◆◆
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5號)

選考A
(2擇1)

11/9(六) 控制系統

11/10(日) 機械設計

選考B
(3擇1)

11/3(日) 數值控制

11/16(六) 量測原理與技術

11/17(日) 電機機械

類別 上課日期 科目 時間 地點

實作
(4擇1)

11/23(六)
11/24(日)

氣壓 早上8:30至下午17:30

[註]凡報名此課程者，皆
可與授課老師另外預約
4~8小時的實習，不另外
收費！

台北：華夏技術學院
台中：台中職訓中心
高雄：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工業配線

車床

銑床

自動化工程師培訓課程
近十年來台灣較低附加價值，或需要大量人工的傳統製造業與電子組裝工業，如製鞋、雨傘、紡織、

成衣，以至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電視…等等工業，不是紛紛西進就是南進了。世界從沒有一個國家

像台灣這樣，在十年內產業外移的如此迅速、如此地廣、如此地徹底；在另一方面，世界也從沒有一個

國家像中國那般如此廣、如此快速地全盤接收外來工業，以至於『迅速複製』，形成了大家所稱的『世

界工廠』。

面對今日嚴苛的競爭環境，整個智慧自動化產業必須有更佳的資源整合能力及更好的人力資源素質；

鑒於各種產業普遍都需求『自動化工程師』，這個學門的學生也構成各大學院校工學院很大的部份。但

毋庸諱言的，當今大學機械相關科系畢業生的素質，距離企業界的需求有很大的落差。

為了企業界能找到合適的人才並縮短企業主從員工錄用到培訓能獨立作業的養成等待期，所以舉辦

『自動化工程師』人才培訓班並結合『自動化工程師』證照考試，讓學員們能在理論及實務操作技巧上

都能更紥實更符合企業所需，進而提升台灣智慧自動化產業的整體競爭力。

開課日期：2013年11/2(六) ~ 11/24(日)，上課時間詳見各科課程表。 ◆

課程表： ◆

自動化工程師Level 1培訓班：各考科授課8小時。

自動化工程師Level 2培訓班：各考科授課8小時。

自動化工程師術科培訓班：各考科授課1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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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展 覽 參 展 意 願 調 查
協會為協助廠商拓展海外貿易機會，每年均會向國貿局申請推廣貿易相關補助，協助有意願至國外拓

銷之廠商辦理參展事宜，因補助預算有限，希望能整合各位會員的寶貴意見，將此補助有效的回饋於拓

展海外貿易的廠商。

※若您願意更進一步了解上述展會，或有參展規劃，歡迎與本會連絡洽詢細節

本表亦有電子檔，歡迎來電或來信索取，非常感謝您！

聯絡人：陳名倫 先生Aaron@tairoa.org.tw 電話：( 04 ) 2358-1866 傳真：( 04 ) 2358-1566  

展期間若填妥欲繳納此表可至本會攤位(K227-1) 交由 林雨柔 小姐即可。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姓名 E-mail

電話 傳真

建議國際展覽之名稱 舉辦時間

地區(洲、國家、城市、展覽館)

展覽項目

推薦理由

 □ 本公司有意願參展，預計參展面積(攤位)__________________平方公尺

 □ 本公司有意願參訪，預計______________人參與

其他需求與建議

若有其他建議組團參展之展覽，懇請提供展覽相關資訊供本會參考。

是否願意收到本會傳真/E-mail本會辦理展覽訊息  □是  □否

(若 貴公司已為本會會員，會員代表將固定收到本會辦展資訊，無須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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