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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訊高度連結的全球化和科技化世界，

有數個情境樣貌是全球未來的主要發展趨勢，

這其中與產業息息相關的有「高齡化」、「零

廢棄」、「工業4.0」與「物聯網」。第一，高

齡化，聯合國早在2013年的人類發展報告中就指

出，不只先進國家，未來新興國家也會面臨高齡

化的問題。第二是零廢棄，它是一個既實際又理

想的目標-所有被拋棄的物質都是其他生物可用

的資源。零廢棄意指在設計與管理產品及程序

時，要去減少廢棄物與物料的數量與毒性，要保

存與回收所有的資源。第三是工業4.0，它是德

國政府推動的高科技戰略（High-Tech Strategy）

之一；它的宗旨就是為了解決製造業現今面臨的

許多課題，進而以新科技衍申出的高端技術進行

革新，盼望帶來繁榮和就業。第四是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IoT）；利用全球化的網路基

礎建設，透過資料擷取以及通訊能力，連結實體

物件與虛擬數據，進行人類生活中的各類控制、

偵測、識別及服務。

產業機器人技術競爭力分析

文/工研院IEK 黃仲宏

從這四大趨勢剖析出影響機器人產業發展的

幾個要素，可能就分別是人口老化、人力資源、

零廢棄物、零二氧化碳、智慧工廠、大數據及雲

運算。因此，符合這幾個要素的機器人，其特

色將是低能耗、雲端、人機協同、具自我學習能

力。現今全球機器人產品呈現百花齊放的多樣貌

態勢，廠商更是百家爭鳴。

而年營業額超過1000億新台幣，2013年被富

比士雜誌評選為全球最創新企業的日本機器人公

司Fanuc，一直是機器人產業裡最受矚目的公司

之一，它的一舉一動總是受到極大的關注。本文

將分析Fanuc新一代智能技術，包括Robomachine

設備間能高速的通訊、iRconnect所展現的IoT精

髓、以及機器人將導入深度學習技術、3D視覺校

正技術、還有Collaborative Robot，再加上Fanuc不

斷累積由計算機數控基礎所培植而成的CNC；是

否能在全球製造業需求下滑的影響下，甚或是新

一代智慧手持裝置不見得是使用金屬外殼的傳聞

下再創佳績。

以日本Fanuc公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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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智慧型手機需求下滑，對Fanuc

營運造成影響

成立於1972年的Fanuc(草創期為1956年)在名

譽會長稻葉清右衛門的帶領下，已經是目前全球

CNC控制器、工業機器人、工業自動化設備(高速

鑽孔機、全電射出機、線切割機)主要的提供廠

商。從草創到現今的幾個主要發展里程碑為1958

年在富士通時代開發出全日本第一台數值控制

器；1965年數值控制器業績首度轉虧為盈；1972

年自富士通獨立，自立門戶；1974年因石油危機

進行第1次轉型，而後數值控制器佔據日本八成

的工控市場；1975年進行第2次轉型，開發出全

球第1台電腦數值控制器；1978年，電腦數值控

制器在效能與可信賴度超越傳統數值控制器；

1985年開發出全球最暢銷之電腦數值控制器；

1999年股價超越軟體銀行，首度登日股股王；

2014年營收與獲利因iPhone6等智慧手機需求大增

而創新高。

加上近2年受惠於日幣貶值的效應，更讓其

營運一飛衝天，股價在2015年3月曾來到28,575

日元的高峰。不過，2015年7月底，Fanuc對外

公佈因生產全球智慧手機用的加工設備需求下

滑，下調了全年的業績預測，「發那科危機」

襲擊了日本證券市場，股價從6月到10月短短

的四個月一路下滑，從27,650日元跌至9月底

的18,315日元，這引發了全球投資者的不安；

往常營業利潤率可達到30％以上的「超高收益

企業」這塊招牌是否能繼續維持住呢？圖1所

示，FANUC的產品佔收入比例分別為FA(27%)，

Robot(23%)，Robomachine(40%)，Service(9%)。

FA產品為工具機核心零組件「CNC」，其市佔

率居全球之冠。Robot產品為工業用的機器人(機

械手臂)。Robomachine產品主要是「高速鑽孔機

(Robodrill)」。

近年智慧型手機全球暢銷，蘋果公司(Apple) 

iPhone系列產品及中國大陸智慧型手機的需求，

直接帶動Fanuc的業績成長；尤其Fanuc近年的

營收與Apple產品的銷售好壞呈高度正相關，蘋

果公司等3C產品廠商對於用在智慧手持裝置的

金屬外殼加工的Robomachine產品「高速鑽孔機

(Robodrill)」有極大的需求；而Fanuc的高速鑽孔

機產品主要就是提供給台灣鴻海公司等幫蘋果代

工生產iPhone的EMS廠。2010年開始，Fanuc提供

智慧手持裝置的金屬外殼加工機所佔營收值為

2012年180億日元、2013年81億日元、2014年296

億日元；其中以供給協助蘋果代工的EMS廠為

主。除蘋果(Apple)外，三星電子(Samsung )與中國

大陸廠商對於智慧手機金屬外殼加工的Robodrill

需求亦大大地挹注了Fanuc的營收。但2015年受

到希臘債務危機與中國大陸製造業需求下滑的影

響，甚再加上傳出新一代智慧手持裝置不見得是

使用金屬外殼，因此Fanuc在6月的股東會上，以

稻葉善治為首的高層似乎已透露出財報會因智慧

型手機出貨趨勢並不如預期而下滑。

圖2是Fanuc在7月底公佈的財報，其為各主要

業務及產品近5季的財報，可看出服務(Service)的

銷售值近5季呈現小幅成長的情形，Robomachine

在2015年第1季呈現13.1%的衰退，工業機器人則

圖1、Fanuc主要產品營收比例概要

資料來源:工研院I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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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穩定的成長，CNC微幅地下滑。2015年7月28

日，Fanuc將2015會計年度（2015年4月至2016年

3月）的預估銷售額下修了7.6％，營業利潤下修

了17.5％。而Fanuc下修業績預測的2個主要原因

就是1、三星電子(Samsung)大幅減少用於切削智

慧手機金屬外殼的「RoboDrill」小型切削中心機

訂單。2、中國工具機廠商大幅降低了CNC的訂

單。

在全球製造業需求下滑的影響下，甚或傳出

新一代智慧手持裝置或許不見得是使用金屬外殼

的傳聞下(蘋果公司計劃在iPhone 7上使用全新的

外殼材料，iPhone 6S／iPhone 6S Plus很有可能將

是最後一代採用金屬外殼的iPhone)，Fanuc是否能

再創營收佳績倍受市場質疑。

繼2014年就公佈的Collaborative Robot和日益

成熟的3D視覺校正技術，其機器人將導入深度學

習、Robomachine設備間能高速的通訊、以及利用

圖2、2014年第1季~2015年第1季Fanuc銷售值統計

資料來源:Fanuc IR，2015 / 07

iRconnect所展現的IoT精神；不斷提出的智慧工廠

技術應用解決方案及智能化新技術，仍舊吸引市

場的目光；不過令人關注的是什麼樣的全球殺手

級產品在生產加工製造的過程中需要用在Fanuc

的技術不可? 以下將針對幾個可能性進行剖析。

二、Fanuc在智慧工廠的解決方案及新技

術

1、Fanuc機器人將採用深度學習技術

Fanuc在工業機器人的硬體開發上已具有相

當優秀的技術含量，但為了與歐洲對手，例如

ABB、KUKA競爭，整合人工智慧技術是其保

持長期競爭力的必要作法。2015年6月舉行的

「Interop Tokyo 2015」上，Fanuc宣佈與研發神經

元網路技術—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的PFN公

司合作；PFN是日本首屈一指具備深度學習技術

實力的企業；工業用機器人巨頭與深度學習技術

龍頭企業的聯手將讓硬體設備在工業4.0的時代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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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更遠的擬人化境界；PFN在自動駕駛領域已

經和豐田建立了合作關係，其與Fanuc的合作範

圍為工業用機器人、工具機、射出成型機等。目

前，Fanuc基本上透過程式編寫來決定機器人的

動作，今後將採用深度學習技術發現人類發覺不

到的動作，讓多台機器人協作並讓機器人可自我

控制，以實現製造產品過程中的超智慧化，進而

實現比目前更加優化的工廠智慧自動化。

2、Fanuc的iRConnect

工廠所需求的物聯網技術，其生態鏈影響所

及將遠勝於以電腦為主的網際網路，未來連網裝

置和設備將比現今多出數十倍。這也是以硬體專

長的Fanuc與網路通訊專長的思科(Cisco)整合所期

待的最大效益，雖目前還在初期階段，但是一旦

廠房機器自動連網且將故障預測技術成功研發出

來，絕對能改變產業市場規則。

目前Fanuc所推出的iRConnect是利用智慧手

機透過網路監視Fanuc機器人的運行狀態、生產

量、異常診斷結果等資訊的遠端監控系統，亦即

透過Ethernet及網路通訊將機器人的生產訊息顯示

在智慧手機的螢幕上，包括機器人運行狀態、生

產資訊(加工狀態、加工時間)、異常狀態診斷及

示警。讓工廠廠房裡的每一個機器人都能隨時被

監控，並且預測機器人異常狀況，在機器人出現

問題以前就加派技術人員進行維修作業。以達到

「不停工」(zero downtime)的理想。

雖然目前iRConnect的導用並未擴及至Fanuc

所有的機器人產品或CNC，但是零停機功能和預

防性維護功能的技術之後擴及到FA設備，甚至是

運用雲端儲存所有生產資訊都是可預期的。

圖3、Fanuc的iRConnect

資料來源: TAIROA 2015 Industry 4.0 Summit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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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anuc機器人能與其Robomachine高速通

訊

早在2014年的德國Automatica展覽上，Fanuc

就協同其在歐洲地區的18家系統應用廠商，以

Fanuc機器人為主體，展現搭配視覺系統、工具

機、夾爪等靈活運用，說明其可無所不用其極的

用在各式各樣的生產製造領域，當時從工具機

和機器人自動化整合之實際案例來看，除了發

現Fanuc自行開發的Roboguide軟體可以模擬robot

的實際速度外，其更透露出一個訊息:CNC不使

用Fanuc的馬達與驅動器，對於控制器的性能將

無法確保，這句話完全展示出全球CNC市佔率達

50%以上的企業霸氣信心。

可透過 I/O Link 或 FL-net 將機器人與CNC做

快速的連結，Fanuc的CNC控制器性能的展現必

須搭配其馬達和驅動器；亦可透過機器人展現自

動化系統整合的效益。以一個例子來說明，美

國俄亥俄州代頓市的一家機械公司Dimension，

為了提高生產競爭力，投資了Okuma車床設備與

Fanuc機器人，進而讓產出效益增加了40%以上，

Dimension因此創造了差異性的競爭優勢，如圖

5之示意，而這樣的成功應用在全球已有無數案

例。

圖4、Fanuc機器人能與其Robomachine高速通訊

資料來源: Fanuc，工研院IEK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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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工具機&機器人自動化整合之實際案例，(Dimension Machine Co，Dayton, Ohio)

資料來源: cnc-shop-employees-benefit-from-robotic-automation(mmsonline.com)

圖6、3D視覺校正技術內藏於機器人控制器

資料來源: TAIROA  2015 Industry 4.0 Summit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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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D視覺校正技術

3D視覺校正技術將成為機械手臂的標準附加

設備會逐漸成為事實，利用視覺技術校正誤差，

讓Fanuc的機器人個個可以像人一樣有眼睛;除了

用在散亂件的取出，更可以應用在容器中揀取零

件、工具機上的工件裝卸以及焊接領域。Fanuc

的3D視覺系統與機器人控制器整合的技術已逐漸

成熟，演進的優點是逐漸擺脫依賴PC系統及快速

適應生產環境的特性(3K)；如圖6所示，這是筆者

認為Fanuc目前最為引領眾競爭者的技術。

5、Collaborative Robot

Fanuc綠色機器人 CR-35iA在2015年上市，目

前可搬運的負載重量為35kg，最重要的是具備與

人近距離工作時的安全功能，包括檢測到有人碰

觸時就會停止動作、受到人的推力時會巧妙地停

止，綠色機殼還具有緩和衝擊的效果。歐日大廠

已針對機器人與人的協同工作進行各種規範訂

定，例如ISO 10218，未來可與人協同近距離工作

的機器人的需求會持續擴大。

稻葉清右衛門曾經在1992年7月Fanuc創辦20

週年的紀念專書(黃色機器人)上提到，「做為計

算機數控的專門製造廠家，徹底追求工廠自動化

(FA)的基本做法永遠不變，但是要使工廠自動化

達到更高的水平，開發機器人是無論如何也不可

缺少的」。

目前Fanuc品牌的工業機器人在全球的裝

置量超過36萬台，預估Fanuc應不會像KUKA、

Yaskawa、ABB一樣推出服務型機器人的產品，

但是他們會不斷在工廠自動化上的機器人精進研

發，且筆者評估繼綠色機器人後，具AI功能的機

械手臂將會是由Fanuc率先提出。

圖7、Robot 內藏3D視覺校正技術的單元自動化系統

資料來源:2014Automa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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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定程度的產品利潤驅使Fanuc不斷

精進研發

F A N U C 機 器 人 世 界 累 計 出 貨 台 數 超 過

365,000台，台灣累計出貨台數超過3,500台。目前

FANUC日本工廠每月生產機器人台數在3000台以

上，最大生產能力可達5000台。FNAUC機器人生

產的特色是全部自主設計、機器人結合自行開發

的視覺、力覺機能。其目前幾個具競爭力的機器

人產品及特性分別如下:

(1)、LR Mate 200iD是FANUC目前標榜速度

最快的機械手臂，規格是Payload 1kg 時，在長

300mm，寬25mm的每次來回僅需0.31 秒，以此每

分鐘可達193.5 次。(2)、M-2000iA/1200是FANUC

目前其標榜全球最高荷重的機械手臂，本體高度

為3.5米，荷重可達1350公斤。(3)、拳頭型機器

人(並聯型機器人)M-1iA/0.5A，在Payload 0.11kg 

時，於長200mm，寬25mm的動作範圍內，每次

來回僅需0.3 秒，以此每分鐘可達200 次。此類型

的應用以食品分類為主，並可內藏彩色CCD攝影

機。(4)、散亂取出用視覺系統3D Area Sensor可辨

識散堆工件，散堆取出專用夾爪可對應數種不同

工件，且符合IP65等級。(5)、ROBOGUIDE模擬

軟體可模擬robot的實際速度。

構成機器人主要的機構、伺服馬達、控制

器、軟體、驅動器，95%的零組件均由Fanuc伺服

研究所、機器人研究所、CNC研究所掌控其技術

且研製，Fanuc所有工廠均於日本國內設立，一

條龍的生產模式，始終維持著一貫的高品質。

從Fanuc日本工廠以24小時機器人製造產品

的生產情況(例如精密RV減速機的安裝，在Fanuc

的日本工廠是用機器人自動組裝)，再加上由財

報中依Fanuc地區產品分佈及地區盈利能力推估

判斷，其工廠自動化(FA)的業務獲利能力可能達

50%。根據筆者對Fanuc LR Mate 200iD機械手臂

的成本分析研究，發現其生產成本及售價存在

著一定程度的利潤，重要的影響就是高獲利使得

Fanuc持續可以資金不斷投入且堆起競爭門檻的

世界級技術。

四、Fanuc的成功戰略及保有的優勢

Fanuc在1972年從富士通獨立出來時，其發展

模式不僅有公司本身發展壯大的完整技術戰略，

且有占領世界市場的國際戰略；透過與跨國公司

的合資合作，讓Fanuc在資金、技術、管理經驗

和進入國際市場等方面獲得了重要的支柱；特別

是在CNC技術和機器人應用領域，使其能在更加

廣闊的市場範圍內運用自己的核心能力，進一步

整合資源，為競爭優勢創造了條件。而國際戰略

是以GM-Fanuc和GE-Fanuc兩個合資公司為基礎而

發展的；稻葉清右衛門與GE公司除了在如何共

同占領世界市場達成重要的合作協議外，並提

出了讓名為「GE Fanuc Automation Corporation」

的公司在任何場合下使用簡稱時，只能用「GE 

Fanuc」，而不得使用GEF的要求，這完完全全打

響了日本Fanuc在全球市場的能見度與知名度。

然而，合資企業畢竟是與潛在的競爭對手之

間的合作，合作動機的短期性和雙方長期發展目

標的衝突，使得這種合作關係面臨各種機會主義

行為的威脅。雖然與GE在2009年11月於芝加哥

簽署了終止合作了23年的合資關係協議，但GE-

FANUC自動化股份公司是Fanuc早期透過與美國

一流企業的合作，有效地克服了美國市場甚至是

全球市場的進入壁壘。

F a n u c 的 成 功 方 程 式 就 是 以 漸 進 式 革 新

(incremental innovation)為產品發展的主軸，長年

以來以NC技術的知識為基礎，不斷逐步累積產

品的改良而產生的革新，Fanuc一直秉持的就是

日本昭和時代傳承的工匠精神:全心琢磨如何精

進技術。再加上創辦人稻葉先生強調的企業合作

精神：「在各地市場、經濟與技術等方面徹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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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基礎上共同出力與相互合作」。此外，現今

Fanuc的成功仍有一些值得再探討的優勢。

1、關鍵技術及零組件的掌握

Fanuc佔有全球CNC控制器市佔的一半以上，

目前台製控制器的售價不具競爭力的原因在於成

本及差異化程度比不上Fanuc，而成本居高不下

的原因在於台製控制器須外購馬達與驅動器。研

華寶元與Fanuc的三軸價差只有5萬多元新台幣，

五軸只有9萬元。兵家必爭之地的中國大陸工具

機廠商認為，台產控制器與日本Fanuc的相同功

能控制器的價差必須到10萬元才有競爭力，但是

寶元無馬達及運動軸卡，這是價差不夠的核心問

題。

2、系統整合服務

Fanuc不只強化技術、專利，更藉以徹底的

服務追求更高的營運境界。高階工具機需要的不

單只是硬體設備，還包括可協助客戶快速上手

的加工應用知識，這是CNC產品的附加價值：控

制器廠商協助工具機廠商包裝相關加工知識，

Fanuc的低階控制器以package全部無償供給客

戶，高階控制器則是option計價。只要客戶對提

升設備產能效率與自動化的價值觀沒有改變，

Fanuc的研發能量，加上大量累積的客戶經驗，

很有可能讓Fanuc維持大者恆大。

 
 
 
 
 
 
 
 
 
 

圖8、Fanuc新世代的機器人產品-Collaborative Robot 

資料來源: 日經BP，工研院IEK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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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才的培育及掌握

Fanuc擁有CNC軟體設計專業人才2000人以

上，研發人員佔公司總員工數的一半以上，這是

創辦人稻葉先生在1990年就立下的營運模式。據

不成文的日本員工晉用內規，Fanuc只晉用東京

大學和東京工業大學的畢業生進研究所(研發部)

工作；Fanuc日本總部的研發大樓被稱為「不夜

城」，支持其員工願意跟隨的誘因之一是Fanuc

是全日本「薪水最敢給」的公司，2012年會計年

度，Fanuc以13位年薪破億日圓的主管數，居日本

上市公司之冠。

4、客製化的精神將揉合至Fanuc的產品中

以日本和亞洲地區的銷售見長的日本安川電

機、以美國市場見長的Fanuc、以歐洲市場為勢

力範圍的德國KUKA和瑞士ABB在內，全球機械

手臂前四大廠在競爭的同時，可看出彼此也以各

自的專長技術或產品分食著全球工業機器人市場

的大餅。不過「顧客要求太多，與Fanuc的商品

開發理念不合拍」的說法一直存在。

業界已紛紛有現任社長稻葉善治的思維方

式可能會有有不同的聲音出現。日本豐田汽車

的生產線上，在組裝車體時，點焊工序一直是

使用Kawasaki和Nachi的機器人，弧焊工序是使用

Yaskawa和DAIHEN的機器人；原因是這些企業

的機械手臂願意滿足豐田汽車生產線上客製化的

要求，這與Fanuc標準品的理念不合，而如今，

Fanuc將不再一味固執地執行「請買標準品」的

做法；豐田汽車的生產現場，已試驗性的導入

Fanuc的機器人，Fanuc將客製化的精神揉合到產

品的改變，筆者必須說，Fanuc如此的攻法轉變

令人不得不注目。

五、結論

2大面向分析Fanuc是否能再創佳績。第一是

不振的全球製造業何時復甦；9月製造業的PMI經

季節因素調整後為51，低於8月的51.7，是3個月

來首度下跌；而全球主要工業國家，如美國、英

國、德國、中國大陸、台灣…，各國的PMI指數

亦是大多呈現下滑的趨勢，甚至跌破景氣榮枯線

(50)，顯示全球各國製造業的引擎幾乎都呈現熄

火的態勢。安倍經濟學的財政和貨幣寬鬆政策能

改善多少日本企業對經濟前景的悲觀看法，早已

讓市場出現質疑的聲音。日本大型製造業和非製

造業均預期2015年第四季的景氣會轉差，反映出

對新興市場需求能否提升仍不確定。日本機械製

造商尤其受到中國營建設備與工業機器人需求下

滑而讓業績大幅下滑。

不過，較樂觀的看法是，日本大型企業仍計

劃將年度資本支出提高，高於15年第2季的市場

預估，也優於市場原本的預期。

第二是FANUC的技術。不斷累積由計算

機數控基礎所培植而成的新技術，這其中包括

Robomachine設備間能高速的通訊、iRconnect所

呈現的IoT精神、以及機器人將導植深度學習技

術、3D視覺校正技術，還有Collaborative Robot。

這些都將是Fanuc現今及未來的業務支柱核心。

出口需求下滑的危機是否只是暫時的，抑或是一

時的景氣循環？ 需要進行深入剖析。

但是在金屬機殼加工不再大量使用Fanuc 

Robodrill的情形下，短時間它的營運業績將趨於

保守，不過與iPhone產品或是其他智慧型手機的

加工需求相比，更值得剖析的是Fanuc的下一個

業務支柱是否會因智慧製造的盛行而發展壯大？ 

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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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醫療器械博覽會（CMEF），始創

於1979年，每年春秋兩屆，在經歷了30年的不斷

創新、自我完善，已成為亞太地區最大的醫療器

械及相關產品、 服務展覽會。展出內容全面涵

蓋了包括醫用影像、體外診斷、電子、光學、急

救、康復護理以及醫療資訊技術、外包服務等上

萬種產品，直接並全面服務於醫療器械行業從源

頭到終端整條醫療產業鏈。每一屆來自20多個國

家的2000餘家醫療器械生產企業和超過全球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20000人次的政府機構採購、

醫院買家和經銷商彙聚CMEF交易、交流；隨著

展覽會更加專業化的縱深發展，先後創立了會議

論壇、CMEF Imaging、CMEF IVD、CMEF IT以及

ICMD一系列的醫療領域子品牌，CMEF已成為醫

療行業內最大的專業醫療採購貿易平臺、最佳的

企業形象發佈地以及專業資訊集散地和學術、技

術交流平臺。(1)

此 次 第 7 3 屆 中 國 國 際 醫 療 器 械 博 覽 會

（CMEF）於5月15日-18日在上海國家會議中心盛

大舉行，此次博覽會以「融合健康產業新動力」

智動協會

為主題，由國藥勵展展覽有限責任公司（簡稱”

國藥勵展”）主辦，首度融合醫藥醫療健康產業

鏈CMEF（醫博會）、PharmChina（藥交會）、

API China（原料會）三大展會，旨在為行業領

袖、著名學者和專業人士搭建商談、籌劃戰略平

台。據主辦方數據統計，本屆大會佔地79,499平

方公尺，展出面積首次超過16萬平方公尺，吸引

了3,828家海內外展商，15萬名專業買家參加，展

出來自28個國家的40大類數萬產品，覆蓋醫療器

械全產業鏈。

2 0 1 5 中 國 國 際 醫 療 器 械 博 覽 會 （ C h i n a 

International Medical Equipment Fair | CMEF 20155）

春季展於2015年5月15日至18日在中國國家會展中

心（上海）展出，展覽區域規劃包括：

■CMEFImaging醫用影像區

放射產品、超聲產品、核醫學產品、分子影

像、介入產品等

■CMEFOR手術室區

雜交手術室、手術室一體化、手術器械、麻

醉機、呼吸機、監護儀、手術室工程、手術燈、

中國國際醫療器械博覽會參觀心得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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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塔等

■CMEFIVD體外診斷區

整體實驗室解決方案、臨床診斷設備、診斷

試劑、POCT、家用診斷設備等

■康復理療區——彙聚康復領軍企業、促進

康復產業發展

康復器械、輔助器具、中醫治療、物理治療

設備、醫用高頻設備等

■CMEFOrthopaedics骨科專區

關節、創傷、脊柱三大類別的骨科植入耗

材、骨科手術器械與設備以及骨動力工具等其他

骨科相關產品。

■CMEFIT醫療資訊化區

系統集成商、移動醫療、醫療管理、品質控

制、臨床等醫院資訊管理系統、顯示列印存儲等

IT設備提供商、網路運營商、區域協同醫療解決

方案供應商等

▲列舉展覽廠商名錄

▲展館示意圖

▲展館間走道

▲展場(1) ▲展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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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用電子區

電刀、心電、腦電、肌電診斷儀器、監護儀

器、電子壓力測定裝置等

■醫用光學區

電子內窺鏡系統、鐳射手術及治療設備等

■醫院設備區

醫用病床、感控設備、藥房自動化、醫院傢

俱等

■醫用耗材區

穿刺注射類、衛生材料及輔料、高分子耗

材、消毒及清潔等

以下就此次參觀展覽，分成展覽參觀面及展

出內容面兩個部分分享：

▲B. Bra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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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璟康復-多體位置能康復訓練機器人系統

 
 

▲IBOY 西貝-下肢康復機器人 ▲普康科建-AlterG 

 

 

▲錢璟康復-多體位置能康復訓練機器人系統 

 
 

▲IBOY西貝-下肢康復機器人 ▲普康科建-Alt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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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OY 西貝-下肢康復機器人 ▲普康科建-AlterG 

 

 

▲錢璟康復-多體位置能康復訓練機器人系統 

▲普康科建-AlterG

一、展覽參觀面：

此次展會佔上海國家會議中心5-8館共7個大

廳，並根據醫療器材種類及國家分成不同的主題

區：

(1) Hall5.2 主廳：康復治療區、醫用光學

設備區、醫院設備區、醫用耗材區；CMEF普裝

區；省市展團；台灣

(2) Hall6.1 ICMD 中國國際醫療器械設計與

製造技術展覽會；CMEF普裝區

(3) Hall6.2 主廳：CMEF 體外診斷區、醫用

耗材區、國際展區

(4) Hall7.1 省市展團：上海、深圳、江蘇、

浙江、廣東、廣州、重慶、湖南、四川、江西、

福建、山西、廣西、武漢、寧波、陝西、雲南、

貴州

(5) Hall7.2 主廳：CMEF 影像區、CMEF 手

術室區、CMEF 骨科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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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all8.1 省市展團：北京、天津、儀器儀

表、國藥器材、山東、海南、湖北、河南、安

徽、遼寧、黑龍江、河北、航天、航空、救護

車、大設備

(7) Hall8.2 主廳：CMEF 影像區、CMEF 醫

療技術信息區、醫用電子設備區

每一主題區內廠商數量繁多，並非僅僅是一

專區少數代表商，讓人可以感受此次展覽確實有

一定規模，參觀者可看到許多不同面向的產品，

對需求方而言更能有完善的多方位比較。

展覽館空間與走道布置皆算框場舒適，僅指

標部分可能因展館大又呈現環狀，很容易搞錯方

向，閉館前的人潮疏散也是每天一大考驗，但同

時此也顯示來參觀的人數量及展覽是有一定的規

模。

 

▲機器人保姆，具有自動定時翻身、大小便沖洗烘乾之功能 

▲OG Wellness洗澡機，結合擔架車

可節省移動使用者的時間與力氣 

▲護德爾 GUARD 的 ICU 監護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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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保姆，具有自動定時翻身、大小便沖洗烘乾之功能 

▲OG Wellness 洗澡機，結合擔架車

可節省移動使用者的時間與力氣 

▲護德爾 GUARD 的 ICU 監護翻身

床系列 

▲護德爾GUARD的ICU監護翻身床系列

▲機器人保姆，具有自動定時翻身、大小便沖洗烘乾之功能(江蘇泰泉科技)

▲OG Wellness洗澡機，結合擔架車可節省移動使用者

的時間與力氣

 
 

▲IBOY西貝-下肢康復機器人 ▲普康科建-AlterG 

 

 

▲錢璟康復-多體位置能康復訓練機器人系統 

▲IBOY西貝-下肢康復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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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出內容：

(一)內視鏡及周邊器械：

微創手術具有傷口小、縮短術後恢復時程及

減少醫療資源等優點，在現在提倡微創手術的時

代，內視鏡便成為愈來愈重視的輔助工具，包含

內視鏡本身研發的進步外，內視鏡的使用方式

也有廠商開發機械手臂扶持輔助，增加了其穩定

度等優點。此次展覽中研發內視鏡的國際大廠

WOLF、B. Braun及STORZ等皆有參與，另外可以

看到中國的公司品牌在內視鏡上也有些大廠開始

研發推出膠囊內視鏡及內視鏡操作訓練的模擬軟

體等產品。

(二)復健及輔助類器械：

因復健本身種類即繁多，而復健又是不斷重

複相同單調動作的乏味工作，因此以機器代替勞

力，不僅僅視需求更是趨勢，凡舉復健醫療器材

在此次展覽中看到相當多元的展出，根據不同的

傷勢發展不同的復健器材。

(三)洗澡機及護理床：

現今照護人員缺乏已是不爭的事實，但對於

行動不便生活無法自理的人來說，仍需要有人能

幫忙處理生活上的大小事，如何減輕照護人員的

負擔，便是一重要的課題，護理床與洗澡機等設

備便是方便性下的產物，並根據需求結合甚至往

智動化醫療方向提升其效能，比如搬運或使用者

狀態偵查及附加功能等等，此次展覽我們便可看

到許多無論大廠還是小廠的中國廠商在此塊上的

產品展出。

(四)互聯網的應用及智動化管理系統：

在德國喊出工業4.0的口號改革下，大數據的

時代來臨已是現在進行式，中國在十二五及十三

五計畫下，許多的小廠商也都抓準這塊作發展，

且並不局限於製造業，醫療業也可看到智動化納

入，此次展覽中可看見，即使是中國的小公司都

在做醫院智慧化管理的統合系統，並結合居家監

控與醫院連線等等，期望能在這一波洪流中脫穎

而出。

(五)耗材：

耗材看似不起眼，但一直是醫療產業上很重

要的部分，因是屬於用過即丟，在需求量上一直

居高不下，為了應付這樣的需求，耗材的製造也

邁入智動化的一環，也有許多廠商從此塊著手與

大廠配合，打入智動化醫療的產業中，在此次展

覽中我們就看到了各式各樣的耗材製造。

▲南格科技NANGLE ▲威力方舟VERY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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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論：

(一)展覽面：

此次展覽在事前資料蒐集部分可看出，不僅

是各參展廠商都在官網上加入展覽預告，同時各

大報章雜誌都不難找到展覽資訊，而CMEF官網

每一屆春秋季展覽持續沿用，讓展覽資訊曝光度

足夠又不會難找，也有上次同季展覽的數據資

料，有足夠展覽面的參考資料。

在展期中，由於展覽相當具規模，其交通的

導引及疏散需要相對的規劃，此部分需要更進一

步的改善，另一點是因此展有許多國際廠商來參

展，原以為在參觀事前登錄會有較大眾化的資料

登錄，但直至在展場做App參觀登記時仍需要大

陸的行動電話號碼這一點仍顯得思慮不夠周全。

因展場具有足夠的空間，即使參展廠商數量

非常多，整體展場規劃仍讓人覺得舒適寬敞，動

線也具有足夠的寬度讓人通行，但因整個會展中

心為環狀，也並非每個展館都有使用，指標規劃

有時會讓人搞不清楚，而繞了整個會展中心一圈

才找到目標，有些浪費參觀者的時間。展場區分

規劃會採大廠與參展種類的不同做雙重分類區

分，讓參觀者可選擇看目標大廠牌比較，也可就

產品的種類來參觀，相當方便。

(二)參觀心得：

從此次展覽，可以發現醫療緊緊跟上了大數

據時代的來臨，各種層面上皆可看到連接雲端、

自動化控管等等，進步的程度遠遠超過我們的想

像。

了解大陸這幾年來的突飛猛進，不僅僅在製

造業或原料資源的開採，在醫療面也有十足的進

步，並跟上了大數據時代的來臨，智動醫療無論

是大廠或是大陸本地的小公司，全都努力地往這

塊發展，才會在此次展覽看到同種類的產品，有

五花八門的研發，讓世界可以看到大陸在醫療面

上的努力，同時警覺到，不難看出世界醫療大陸

有多雄厚的實力在累積，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都

在努力改善他們的醫療水準品質，並更具野心的

想被世界看到、被世界需要。

▲swisslog自動運輸系統

▲天榮醫療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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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讀者： 

智動協會承工業局委託出版產業期刊已屆滿三年，三年間我們一直努力進步，

致力於提供最新、最好的產業技術資訊給您，感謝您訂閱《智慧自動化產業期

刊》，您的支持是我們前進的最大動力。有您的反應回饋，我們將努力朝向更

完善的方向邁進。 

為了能讓我們做得更好，我們需要您寶貴的意見！ 

 

一、 您收看到這本雜誌的管道是？   

□協會會員(訂戶)   □圖書館   □朋友   □我是作者   □其他＿＿＿＿＿＿ 

 

二、 本期期刊的單元中，您最喜歡的是？請依照喜歡的順序排名（1.2.3….以此類推） 

＿＿產業櫥窗 ＿＿市場焦點 ＿＿技術專欄 ＿＿智動新知 ＿＿活動快報  

 

三、 本期期刊中，您最喜歡的是哪篇文章？＿＿＿＿＿＿＿＿＿＿＿＿＿＿＿＿＿＿

理由是？  ＿＿＿＿＿＿＿＿＿＿＿＿＿＿＿＿＿＿＿＿＿＿＿＿＿＿＿＿＿＿

我想對作者說：＿＿＿＿＿＿＿＿＿＿＿＿＿＿＿＿＿＿＿＿＿＿＿＿＿＿＿＿ 

 

四、 請問您對於本期美編設計，您覺得？ 

□非常好 □不錯 □有改善空間 

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 最後，為感謝您填寫此份問卷並回傳，我們將免費贈送下一期產業期刊給一名由

您推薦閱讀的朋友，請填寫以下資訊，並寄回至智動協會台中辦公室； 

 

我將推薦＿＿＿＿＿＿閱讀這本雜誌 

電話：(____)＿＿＿＿＿＿＿，收件地址：＿＿＿＿＿＿＿＿＿＿＿＿＿＿＿＿ 

＿＿＿＿＿＿＿＿＿＿＿＿ 

 

 

 
若有任何問題，都歡迎來電或來信與我聯繫！我將盡速為您解答。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編輯部 

地址：40850  台中市工業區 27 路 17 號後棟 3 樓 

TEL：(04)2358‐1866   FAX：(04)2358‐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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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部分參展品牌企業[1]

摘 要

2015中國國際機器人展覽會(CIROS2015)於2015年7月8-11日在上海國家會展中心5.1館盛大舉辦，由

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傾力打造，展示主題有工業機器人本體、專用機、集成應

用、服務機器人、機器人核心技術與關鍵零部件，為

中國最大與專業並獲得國際機器人聯合會支持的機

器人展覽會，被譽為世界三大機器人展覽會之一。

2015年CIROS展覽面積達到26,000平方米，展商數量

289家，如圖1展商數量與類分佈。吸引來自德國、美

國、日本、法國、韓國、瑞士、義大利、西班牙、新

加坡、台灣、香港等18個國家和地區的312家企業參

展，如圖2部分參展品牌企業[1]。
圖1展商數量與類別分佈[1]

丁純乾 陳俊皓 王騰懋 關淮中

中國國際機器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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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pt】

美國adept Technology公司是一家專業從事工

業自動化的高科技生產企業，公司位于美國加利

佛尼亞州Livermore市，是全球智能視覺機器人系

統的領導者和服務商。2012年正式進入中國並在

上海市成立第一家子公司愛德普機器人貿易(上

海)有限公司，為中國的渠道合作伙伴、系統集

成商和用戶提供單軌、四軸、平行、六軸等一系

列機器人產品，進一步提升服務水平。圖a為展

場攤位，圖b為Adept Quattro並聯機器人搭配輸送

帶展示機器人輸送帶追蹤功能，Quattro仍保持業

界最快速的包裝工業機器人的記錄，確保最短時

間內實現最快的速度、最大的加速度和在操作空

間內的高性能。圖c為SCARA機器人配合振動送

料盤與視覺展示全自動上下料應用。

【ADVANTECH LNC研華寶元數控】

全球智能系統領導廠商研華公司宣布，以

總額7.3億新台幣全額併購寶成工業旗下的工業

控制器子公司寶元數

控，本併購案之交易

金額為每股14.2元，

共7.1億新台幣，另額

外支付寶成工業2000

萬後續營運支援與設

施服務回饋金。合併

後將以研華寶元數控

（Advantech-LNC）

做為品牌名稱。原經

營團隊維持不變，寶元數控將加入研華自動化事

業群，共同擴大在智慧控制與機器人（Machine 

Control & Robotics）領域的影響力，目標在五年

內成為大中華區控制器領導品牌。圖a工業4.0

控制器，IPC與機器人控制器All-in-one!與M8800 

EtherCAT控制器可同控制6台機器設備，並能作

雲端監控，提供工業4.0的取佳解決方案。圖b工

研院機器人本體與寶元控制器，完成電流急急棒

展示。圖c滑軌式機器人R6000、水平關節式機器

人R7000、六軸關節式機器人R8000控制器。圖d

全系列機器人控制器，R8800六關節機器人控制

器、R6800總線式滑軌式機器人控制器、R6000泛

用型滑軌式機器人控制器、R5000Delta機器人控

制器、R7000 SCARA機器人控制器。圖e APAC開

發平台系列，APAC6000 All-in-one開發式平台、

APAC5100CNC核心開發平台、APAC5200機器

人核心開發平台、APAC5300塑料機核心開發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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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AU柯馬(上海)】

柯馬已在中國上海成立機器人研發中心，為

中國本土客戶研發新品並提供最優解決方案，同

時昆山工廠將於2016年完成標準工業機器人年生

產能力3000台。圖a為展場攤位，圖b為NJ60-2.2

機器人利用真空吸盤吸取拼圖完成解謎，60kg 

payload,2.2m horizontal reach，偏置型腕部廣泛用

於拋光、打磨、塗膠與搬運等。圖c新型Racer 3

高速小型機器人，流線型6軸關節型機器人與

中空跑線，payload3kg, reach630mm，週期時間

小於0.36秒，號稱全世界最快。圖d Racer7-14，

payload7kg, reach1400mm，曾與NBA三分王貝利內

里比賽三分投籃，現場民眾可利與柯馬Racer7-14

機器人比賽三分投籃。圖e Racer999搭配真空吸

盤，能迅速取放部件，payload 7kg, reach999mm。

【CRP 卡諾普】

成都卡諾普自動化控制技術有限公司，於

2005年開始研發工業機器人控制系統，2007年研

製出第一代工業機器人系統，並開始逐步在國

內市場應用，於2010年成立成都卡諾普自動化

控制技術有限公司，並推出第二代機器人控制

系統CRP-S80（8軸），在2011年開發完成多種

（噴塗、焊接、碼垛）功能包，2012年 開發完

成（視覺、跟蹤）功能，開發完成CRP-S40四軸

機器人控制系統。2013年 產品批量應用於比亞

迪、富士康、廣州啟帆、廣東巨輪、錢江摩托、

青島科捷、大連佳、樂佰特、福德機器等知名

企業。2014年第三代基於EtherCAT匯流排控制系

統開發，第二代示教器開發完成。圖a為展場攤

位，圖b為工業機器人控制系統CRP-S80控制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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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軸，可實現垂直多關節串聯機器人、垂直多

關節平行四邊形機器人、垂直多關節L形手腕機

器人、垂直多關節球形手腕機器人、極座標機器

人、Delta機器人等多類機器人的控制，可控制

機器人應用在搬運、焊接、噴塗、碼垛、切割、

拋光打磨等領域。CRP-S40控制軸數4軸，應用

於坐軸、Delta、SCAR與碼垛機器人。CRP-S100 

EtherCAT控制軸數18軸。CRP-D10全數字交流伺

服驅動器，17位絶對值編碼器。

【CTR 長泰】

長沙長泰智慧裝備有限公司（簡稱長泰公

司）是中國輕工集團直屬企業，創建於1999年8

月。公司業務為智慧製造成套裝備的研發、製

造、銷售與服務，主要包括造紙完成工段智慧裝

備、自動化立體倉儲系統、工業機器人應用系統

及其他行業自動化流水生產線。自動化立體倉

儲系統主要包括各類輸送機、機器人碼垛系統、

自動識別系統、揀選系統、AGV（RGV）、穿

梭車、巷道堆垛車、組合式貨架、自動控制系統

（WCS）、監控系統、倉庫管理系統（WMS）

等；工業機器人應用系統主要包括智慧鑄造、智

慧焊接及其他應用系統等，目前已進入汽車、工

程機械、軌道交通裝備、家電等行業。

長泰機器人有限公司是隸屬中國輕工集團的

長泰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是一家為

提升中國裝備製造業水準，打造國際工業機器人

領先品牌而創建的高科技公司。長泰機器人成功

開發出了機器人柔性焊接生產線、全過程鑄造生

產線、桁架機械手、智慧物流生產線等多門類產

品，服務的客戶包括通用、東風、吉利、玉柴、

重慶機電、中國南車、中國北車、三一重工等等

多家知名裝備製造企業，智慧物流生產線產品出

口至臺灣、印尼、越南等國家和地區，總計超過

300多個工程項目。圖a展場攤位，圖b、c 組合烟

花裝填系統，由機器人上下料系統、發射藥裝填

系統、內筒裝填系統、紙片裝填系統組成。機器

人通過各按序排列的自動裝填專機，實現組合烟

花的自動裝填。輔以AGV智能物流小車，實現烟

花行業人藥分離、人機分離安全生產宗旨，提高

了烟花生產的本質安全。圖d 為21世紀海上絲綢

之路，由機器人夾持焊槍，於圖形溝槽內進走。

圖e投藍機器人，圖f 長沙1號之沙盤連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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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 台達】

台達集團創立於1971年為全球電源管理與散

熱解決方案的領導廠商，台達工業自動化在過去

十數年間，從交流馬達驅動器製造起家，發展為

現在擁有完整產品線的自動化解決方案供應商。

2013年台達工業自動化開始投入機械手臂的研

發，並結合揚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揚

朋科技）相關技術團隊，正式在台中成立新的子

公司 - 「台達自働化股份有限公司」(Delta Robot 

Automatic Co. Ltd.，以下簡稱DRA)，針對機器人

自動化相關的技術、產品進行研發推廣。2014年

台達電董事會並決議合併台達自働化，合併後以

台達電為存續公司，台達自働化為消滅公司，合

併後存續公司名稱為台達電子，合併完成後，因

業務需要，將於原台達自働化總公司所在地設立

台中分公司。

2015年於桃園研發中心發表自有品牌SCARA

工業機器人DRS40L系列，可廣泛應用在消費性

電子產品、電子電機、橡塑膠、包裝、金屬製品

業的插件、鎖螺絲、組裝、塗膠、移載、銲錫、

搬運及包裝等應用領域，輕鬆簡易地結合週邊控

制單元，進而打造出精簡、高整合性的機器人工

作站，開啟智慧自動化新局。圖a展場攤位，圖

b台達與西格瑪科技合作展示正交型機器人，圖

c DRS40L SCARA機器人，圖d驅動類\控制類產

品系列。圖e碼垛機方案，提供大型馬達、驅動

器、控制器等全部方案。

【EFORT】

安徽埃夫特智能裝備有限公司位於蕪湖市鳩

江經濟開發區，公司成立於2007年8月，注冊資

本9790萬人民幣，擁有各類技術和管理人才300

多人，承包科技部863計劃項目、工業信息部高

檔數控裝備事項、發改委智能製造裝備發展項

目、安徽省科技攻關項目在內的多項國家和省部

級科技項目。2009年公司研製的QH-165工業點焊

機器人被載入”中國企業新紀錄”，公司機器

人項目獲得了國家863計劃資金支持以及省、市

專項配套資金的扶持。2012年安徽埃夫特智能裝

備有限公司實現銷售收入2億人民幣。圖a為展場

攤位，圖b並聯機器人與輸送帶展示輸送帶追蹤

功能，圖c為ER3A-C60機器人撰寫毛筆字,payload 

2kg reach630mm，圖d為SCARA與輸送帶展示輸送

帶追蹤功能，圖e為碼垛機器人180kg，圖f噴塗機

器人GR650-G3與集成變位機，末端負載5kg，工

作半徑2400mm。機器人控制器採用KEBA機器人

控制器 KeMotion系統。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5/12月號

24 25

【ESTUN】

1993年埃斯頓自

動化於中國南京註冊

設立，埃斯頓自動化

長期專注於高端機械

裝備自動控制核心零

部件的技術開發，生

產和銷售，現下設有

4個全資子公司（南

京埃爾法電液技術有

限公司、南京埃斯頓

自動控制技術有限公

司和南京埃斯頓軟件

技術有限公司）和一

個控股子公司（南京

埃斯頓機器人工程有

限公司）。目前埃斯

頓 自 動 化 已 經 形 成

包 括 金 屬 成 型 機 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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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控系統、金屬成型機床電液伺服系統、交流伺

服系統和工業機器人等四大類產品，先後承擔多

項國家級科研專案：江蘇省科技成果轉化專項資

金專案—“高速高精度全數位交流伺服系統關鍵

共性技術及產品開發”、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

畫（863計畫）—“工業機器人伺服驅動器和電

機開發”、工信部高檔數控機床與基礎製造裝備

科技重大專項—“高端鍛壓設備專用數控系統專

案”、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畫（863計畫）—

“面向機械加工、鍛壓、焊接等作業需求的經濟

型機械加工機器人及集成應用”等多個省級或國

家級重大科研專案。圖a為展場攤位，圖b為最新

互動產品素描SCARA機器人，圖c SCARA機器人

搭配視覺定位取料，圖d點焊機器人應用，圖e碼

垛機器人應用，圖f為機器人搭配2軸變位機進行

焊接應用，圖g為並聯機器人搭配視覺取料，圖h

為衝床自動化上下料應用。

【Ever Robot】

浙江嘉興瑞宏機器人有限公司成立於2008

年，主要從事專業工業機器人製造、自動化生產

線規劃設計及集成銷售的企業，六軸通用機器人

從4公斤到160公斤載重範圍，碼垛機器人80公斤

和180公斤可供客戶選擇。母公司為台灣勤堃機

械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自動化末端手指及零件

夾具的設計及生產製造。圖a為會場攤位照片，

圖b、c自動化通用機械手指系列，圖d為RH06機

器人與CNC車床自動化上下料，圖e為RH06機器

人搭配工業自動化料倉，圖f為RH60機器人砂帶

式拋光機自動化拋光方案，圖g、h為RH160機器

人雙夾爪應用於汽車輪圈自動化上下料，圖i為

RHO6K應用於焊接。機器人控制器採用KEBA機

器人控制器 KeMotion系統，因KEBA控制器較昂

貴，目前已部份採用工研院MIO機器人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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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K】

1991年成立廣州數控設備廠，2000年廣州數

控在市政府的關懷指導下正式轉制為民營股份制

有限公司，廣州數控為中國大陸內最大的機床

數控系統研發、生產基地、科研開發人員800多

人。20年來專注於機床數控系統、伺服驅動裝置

與伺服電機的研發及產業化，同時公司還積極拓

展工業機器人與精密電動注塑機兩大業務領域。

工業機器人系列有RB、RH、RMD、RP/PT、C、

RJ、RSP七種類型，圖a為展場攤位。圖b為新一

代的”赤金龍”多用途機器人GRM8-1550，圖

c為”赤金龍”RB系列165搬運汽車引擎與另一

台50機器人拿取氣動工具完成去毛邊應用，圖d

為”赤金龍”機器人繪龍展示，結合離線編程技

術繪製4米的龍紋圖案，展示赤金龍系列機器人

優秀的7軸聯動控制的性能。圖e為RB20通用機器

人抓取工件放置不同位置，通過RH06弧焊機器人

對工件進行焊縫尋位。圖f為RB系統搭配變位機

實現7軸控制系統。圖g為RB系列機器離線編程技

術演示，對模具泡沫材料進行龍雕加工，實現機

器人代替大空間多軸機床的應用。

【JARI】

傑瑞科技集團全名為江蘇傑瑞科技集團有限

責任公司，是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第七一六研

究所全資子公司，是七一六所產業投資平臺。傑

瑞科技集團註冊資本2億元，經營範圍為：科技

研發、投資及資產管理。傑瑞科技集團直接控

股、參股十多個子公司，在北京、上海、青島等

地設有控股公司或分支機搆，業務方向涉及五個

產業板塊：一、電子資訊產業板塊：綜合電子

資訊系統、顯控台櫃、抗惡劣環境電腦、控制器

件、智慧交通管理系統、網路系統集成、通信導

航及定位系統、控制系統與設備、嵌入式系統及

軟體等；二、機械與工業自動化裝備產業板塊：

工程機械控制系統、工業自動化裝備、擠出模具

等；三、能源與能源裝備產業板塊：石油測控與

勘探裝備、電源、風電整機及變漿控制系統、

LED照明系統等；四、建材與新材料產業板塊：

塑膠異型材、板片材等；五、醫藥與醫療器械產

業板塊：抗腫瘤藥品和原料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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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a船用小組立自動化焊接系統，圖b機器

人厚板立焊系統，圖c機器人雙夾爪應用於汽車

輪圈自動化上下料，圖d、f為機器人寫字應用展

示，圖e機器人砂帶式拋光機自動化拋光方案，

圖g焊接機器人搭配雷射追踨，圖h自動焊接小車

系統，圖i機器人驅動器400~20kw。傑瑞機器人與

瑞宏機器人幾乎相同，應該雙方有合作並共用機

器人。

【JuYou】

深圳市聚友精密機械有限公司是一家從事于

工業機器人光機及裸機研發及銷售的專用設備銷

售公司，面向行業分佈廣泛，涵蓋搬運、分揀、

碼垛、噴塗、衝壓、注塑等多個行業。圖a展場

攤位，圖b SCARA本體套件，圖c啟帆自產諧波

式減速機，圖d一把扳手造六軸機器人，第一步

整機價62000人民幣，第二步全套散件52900人民

幣，六套啟帆諧波14000人民幣、六套啟帆絶對

值伺服16000人民幣、控制系統+示教盒+電柜+

線纜14900人民幣、鑄件+加工+標準件8000人民

幣。圖e一把扳手造SCARA機器人，第一步整機

價42500人民幣，第二步全套散件36400人民幣，

四套啟帆諧波10000人民幣，啟帆諧波減速機2台

+國產一體式絲杆花鍵1支8500人民幣，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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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教盒+電柜+線纜+除伺服以外的其它所有電器

元件10900，整套機械加工零部件7000人民幣。

【KEBA】

KEBA工業自動化公司（Automa t i on  by 

innovation）成立於 1968年，總部位於奧地利林

茨 (Linz)市，是一家為實現工業自動化服務的一

流高科技公司，其商業領域包括塑膠行業、機器

人、機械和過程自動化、移動和操作等。KEBA

公司於2003年開始展開中國業務，分別在寧波和

廣州建立了以技術為主的工程師團隊，如今已在

上海建立KEBA(中國)工業自動化公司，並建立

了廣州分公司和寧波分公司。為注塑機和機器人

控制系統提供完美的解決方案在工業自動化業務

領域，KEBA優化了機械自動化，機器人以及移

動終端。圖a展示攤位，圖b 瑞宏RH系列搭配浮

動氣動工具應用於拋光，圖c 從經濟型到高端智

能型的控制器，圖d為KeMotion系統集伺服與控

制為一體的驅動器，圖e為KeMotion為機器人量

身定制的點焊、弧焊功能包，圖f為配合視覺系

統的高端快速包裝應用，圖g為注塑機機械手控

制。

【OBOT】

陜西諾貝特自動化科技有限公司是北村集團

旗下專業從事自動化設備與工業機器人研發、製

造及銷售為一體的公司。主要產品與服務有：RT

系列垂直多關節工業機器人以及機床上下料搬運

用的多種機械手集成單元。圖a展場攤位，圖b、

f RT03機器人搭載在西安北村XKNC-100GL工具

機，圖c廚具自動化去毛邊，圖d、g、h四台工具

機搭配一台機器人與第七軸完成自動化上下料，

圖e機器人輸送帶追蹤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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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C】

1997年在中國黑龍江省社丹江市立了第1家

全資子公司-牡丹江歐地希焊接機有限公司，專

業生產焊接機產品，真正開始OTC產品在中國

的本土化。2002年在中國上海成立了第2家全資

子公司-歐地希機電(上海)有限公司，負責OTC全

球產品在中國的銷售，2003年在中國青島成立了

第3家全資子公司-歐地希機電(青島)有限公司，

生產代表OTC最先進焊接技術和最新銳的焊接設

備。圖a展場攤位，圖b FD-V6L&FDV20雙機器人

進行協調搬運動作，圖c、g追求級致低飛濺效果

的OTC新焊接工藝synchro feed GMA焊接機器人

系統，圖d FD-B4S&FD-B4姿勢自由在的7軸機器

人，即使是複雜工件及夾具，可以通過轉動7軸

回避干涉取得最佳焊槍姿勢。圖e 高精度機器人

激光切割系統，圖f FD-V166大型機器人 A-Trac伺

服點焊規格，圖h FD-V6 3台協調焊接系統，1991

年開發了協調軟件，為世界第一。

【QBROBOT】

上海擎寶機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屬於上海銳

奇股份有子公司，股標代碼：300126)專注於工

業機器人運動控制系統開發及全系列工業機器人

產品研發、生產、銷售，包括六軸通用機器人、

四軸碼垛機器人、SCARA機器人、DELTA機器

人、伺服機械手、智慧成套設備系列，其中標準

工業機器人規格從5kg到 300kg，應用領域包括焊

接、五金衝壓、機械加工、搬運、裝配、分揀、

噴塗等領域的智慧化生產。2015年07月30日由上

海東升焊接集團和上海銳奇股份有限公司共司出

資成立的上海固頂機器人科技有限公司，開發最

成熟的機器人”擎寶”投放市場，落戶東升產業

園區。圖a展場攤位，圖b、c機器人焊接應用展

示，圖d機器人搬運，圖e機器人自動化鑽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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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ASUN】

新松公司隸屬中國科學院，是一家以機器人

獨有技術為核心，致力於數位化智慧高端裝備製

造的高科技上市企業。公司的機器人產品線涵蓋

工業機器人、潔淨（真空）機器人、移動機器

人、特種機器人及智慧服務機器人五大系列，其

中工業機器人產品填補多項國內空白，創造了

中國機器人產業發展史上88項第一的突破；潔淨

（真空）機器人多次打破國外技術壟斷與封鎖，

大量替代進口。公司以近150億的市值成為瀋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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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企業，是國際上機器人產品線最全廠商之

一，也是國內機器人產業的領導企業。新松是國

內最大的機器人產業化基地，在北京、上海、杭

州、深圳及瀋陽設立五家控股子公司。在建的杭

州高端裝備園與瀋陽智慧園將會成為南北兩大

數位化高端裝備基地，也是全球最先進的集數位

化、智慧化為一體的高端智慧加工中心，用機器

人生產機器人，率先開展製造模式根本性變革。

投產後產能將達到15000台/每年，首期產能達到

5000台/每年。圖a展場攤位，圖b數字化智能工廠

展示，由AGV搬運物料，機器人上下料完成工

件點焊，圖c半導體雙臂機器人，圖d激光跳舞機

器人，圖e工業機器人三維掃描技術，採用結構

光掃描模型，結合點與數據進行三維模型虛擬重

建。圖f服務人機器人，圖g機器人力感知技術，

實現運動系統的柔性化控制。圖h冷飲裝箱機器

人，由delta機器人及手爪、高速輸送機、橫送輸

送機等設備組成。

【STEP】

上海新時達電氣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1995

年，注冊商標STEP新時達實施全球化戰略，在

中國和德國設立有研發中心與製造中心。以電氣

股份為母體，旗下擁有電氣事業本部、上海辛格

林納新時達電機有限公司、上海新時達電線電纜

有限公司、上海新時達電梯部件有限公司、上海

新時達軟體技術有限公司、誼新國際貿易有限公

司等6家國內子公司；在海外擁有德國新時達電

氣有限公司、香港國際新時達集團有限公司。

新時達2013年9月17日晚間公告，公司擬投資超

募資金5000萬元設立機器人業務子公司，名稱擬

為上海新時達機器人有限公司，機器人產業化的

首期（1000台套）產能生產基地將選址於公司美

裕路廠區內，相關建設將於2014年6月底前完成

並正式投運。機器人產業化的首期產能釋放保

底計畫為，2014年度不少於100台（套），2015

年度不少於300台（套），2016年度不少於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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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套）。機器人控制器採用KEBA機器人控制

器 KeMotion系統。2014年6月收購眾為興為全資

子公司，填補控制器與伺服驅動器缺口，圖a展

場攤位，圖b機器人五子棋互相遊戲，圖c、h機

器人控制器與伺服驅動器ethernet Motion control 

robotic(eMobotic)。圖d機器人與AGV自動上下

料，圖e柔性雙機點焊工作站，圖f人臉繪圖機

器人工作站，圖g雙機變位機導軌協同焊接工作

站。

【STS】

廣州啟帆工業機器人有限公司(STS robotics)

成立於2014年3月，由國機集團與東莞市啟帆機

械設備有限公司共同出資組建，主要從事直角坐

標機器人、關節機器人以及周邊配套設備的研發

與製造，如碼垛、機床上下料、切割、焊接、

拋磨、噴塗等，到2014年止，啟帆公司員工300

人，固定資產超過2億元。啟帆公司除在通用型

四軸、六軸、多軸工業機器人，目前已在沖床

自動化、油壓拉伸自動化、鍛壓自動化領域占

有市場主導地位。圖a展場攤位，圖b正交型機器

人去毛邊，圖c 6軸機器人應用於壼口塗膠，圖d 

SCARA機器人SC3-600系列，圖e、f、g 5軸焊接

機器人，圖h自製諧波式減速機。

【TIME】

2010年公司投資1.8億在濟南經濟技術開發區

建成了時代試金公司的新工業園區，公司擁有鑄

造、熱處理、噴塗、大型數控加工中心，擬打造

全國先進的焊接機器人生產線，努力趕超世界先

機器人企業。圖a展場攤位，圖b、d R6-1400焊接

機器人搭配雙軸變位器，圖c R20-1700電漿機器

人切割鋼板，圖e機器人教導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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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SKAWA】

據中國網2013年6月24日報導援引日本NHK

網站報導，6月22日，日本大型產業用機器人公

司安川電機在中國江蘇省常州市建設的大型機器

人生產工廠開業，工廠將用最新的設備生產用於

汽車相關製造的溶解用機器人。該工廠也是安川

電機在海外的首個海外機器人生產基地。安川電

機常州工廠於2012年7月25日動工。起初，常州

工廠的生產能力設定為每年6000台，但是隨著市

場對產業機器人的需求猛增，安川電機決定把在

華產業機器人生產規模倍增至1.2萬台，投資額也

從17億日元增加至40億日元。安川電機機器人專

案兩期總規劃用地面積10萬平方米，其中一期占

地5萬平方米，建築面積2萬多平方米，註冊資本

3250萬美元。設計產能12000台套機器人/年（含

控制系統），年銷售將實現6億元人民幣。自

1977年安川電機運用獨自的運動控制技術開發生

產出了日本第一台全電氣化的工業用機器人-莫

托曼1號，截止2011年底，安川電機的產業用機

器人累計出廠台數已經位居全球第一位。圖a安

川100周年8台機器人舞龍，圖b MH24車床自動化

上下料，圖c MH24機器人配合變位機完成課桌椅

焊接，圖d安川君雙手翻轉魔術方塊，圖e MH24

機器人引擎去毛邊應用，圖f MH50點焊機器人，

圖g、h MHJ抓糖機器人，圖j焊接機器人搭配雙

軸變位機，圖k安川酒吧。

結語

本文參訪報導以adept、ADVANTECH LNC、

COMAU、CRP、CTR、DELTA、EFOER、

ESTUN、Ever Robot、GSK、HIWIN、JARI、

JuYou、KEBA、NACHi、NEXCOM、OTC、

OBOT、QBROBOT、SIASUN、STAUBLI、

S T E P 、 S T S  R O B O T 、 S Y N T E C 、 T I M E 、

YASKAWA等26機器人整機與控制器參展廠商，

發現安徽埃夫特(EFORT)、南京埃斯頓(ESTUN)、

浙江嘉興瑞宏(Ever Robot)、傑瑞科技(JARI)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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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新時達(STEP)都採用過KEBA機器人控制器，

舉例payload 20, reach 1700mm機器人，限定日本三

洋電機全數位驅動器與馬達(2kw x2,1kw x1,400w 

x1,200w x2)，加上KEBA KeMotion控制器與教導

器，第一次以100台機器人數量可購得上述每套

70,000人民幣，依目前YASKAWA HP20市售約7X

萬來看，佔總成本比例較高，故部份廠商已開始

試用台灣機器人控制器。

目前大陸機器人公司約700家，相關零組件

約6000家，建議台灣機器人相關廠商，可針對機

器人校正、本體模型分析、力覺與視覺感測器、

周邊元件如夾爪與送料機械等重點開發，可於大

陸市場佔有一席之地。

參考文獻

[1]CiROS2015中國國際機器人展覽會展後報

告http://en.ciro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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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如何有效縮短產品的開發時間，以最符合市

場需求的產品並保持市場領先，是各家廠商不斷

努力的方向，因此誰能在最短的時間及最少的經

費下推出新產品，誰就是贏家。三維列印(three-

dimensional printing)技術的前身為快速原型技術

(Rapid Prototyping, RP) [1]，快速原型技術可以在

設計完成後，快速製造出原型件(prototypes)，對

於各部門間之同步工程是一大助益；快速模具技

術可以視為快速原型技術的延伸(Rapid Tooling, 

RT) [2]，讓快速原型技術本來所具有的開發階段

的利益直接地延續到生產上，運用快速模具技術

兼具低成本與高效能之

郭啟全、黃川銘、陳威樺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暨機電工程研究所

摘要

本研究研製一套兼具低成本與高效能之矽膠真空脫泡系統，研究結果發現，自

動脫泡模式比手動脫泡模式，脫泡時間節省率可達42%以上，自動脫泡模式與手動

脫泡模式之總脫泡時間主要差異在於爆發期時間。此外，本研究亦建立不同矽膠

量在平衡期與收斂期之時間預測方程式，預測時間最大誤差率可以控制在6.34%之

內，本系統具有節省人力、減少操作真空機進行脫泡之人為疏失、更高脫泡效率…

等特色。

可以快速批量生產所需要的產品，進而達到快

速製造的目的。快速模具技術的發展可分為兩方

面：(a)直接造模法；(b)間接造模法[3]，國內外

運用快速模具技術於新產品研發已有諸多成功案

例，例如：Rahmati 等人[4]運用快速模具技術於

射蠟模具研究、Wu等人[5]與運用快速模具技術

於渦輪葉片研製、Tay與Haider [6]運用快速模具

技術放電加工電極研製、以及運用快速模具技術

直接製作出金屬模具[7-10]、游文鼎於翻製式快

速模具之研究[11]、李賢建[12]運用金屬樹脂、粉

末冶金與精密鑄造於薄殼產品之快速模具製作以

及王長富[13]運用金屬樹脂與粉末冶金技術於快

矽膠真空脫泡系統研製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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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模具製作之可行性研究。於間接造模法中，矽

膠模具已經成為快速模具技術中最常被工業界使

用的方法[14-19]，主要的原因為：(a)矽膠模具具

備良好的柔性與彈性，因此能夠製作結構複雜、

花紋精細、無拔模斜度甚至具有倒拔模斜度以及

具有深凹槽類的零件；(b)矽膠模具製作周期短，

縮短新產品研發週期；(c)矽膠模可以重複翻製零

件，而且翻製件品質佳，品質符合公差要求；(d)

矽膠模具修改容易；(e)矽膠模具具備良好的彈

性，對於幾何形狀複雜以及產品具有倒鉤特徵之

翻製成品，均可以直接取出；以及(f)矽膠模具製

作過程中不需要運用到銑削和磨削加工。

於矽膠模具製作過程中，矽膠主劑與硬化劑

必須均勻攪拌，否則會影響矽膠模具的強度與性

質，但是於矽膠主劑與硬化劑攪拌過程中會產生

大量氣泡，這一些氣泡必須於矽膠澆注模框之前

以及澆注模框之後去除，以確保製作出品質良好

之無氣泡矽膠模具，否則當研究載具與矽膠之間

有氣泡產生時，所製作之矽膠模運用於真空注

型，所製作之產品將產失缺失。至今，於矽膠模

具製作過程中，矽膠內之氣泡均是運用真空機進

行脫泡，真空脫泡的時間一般視矽膠與硬化劑的

重量而定，對於小型矽膠模具製作，真空脫泡時

間僅需0.5-1小時，但是對於大型矽膠模具製作，

真空脫泡時間長達1.5-2.5小時。截至目前為止，

矽膠真空脫泡過程均仰賴人工方式進行，因此會

產生人為操作疏失。此外，操作者的操作技巧及

熟練度也會影響到快速模具製作品質與成本。

一般而言，以人工方式進行真空脫泡過程中實存

在一些問題，例如：(a)操作者必須非常專注觀

看矽膠的脫泡情形：由於矽膠攪拌時夾帶大量的

氣泡，因此矽膠於真空機進行脫泡過程中，其矽

膠之高度會膨漲，受限於真空罩尺寸的限制，因

此盛裝矽膠容器高度有最大高度，為了解決此問

題，操作者必須運用眼睛非常專注觀看矽膠之脫

泡情形，當矽膠之氣泡膨脹後之高度大於盛裝容

器之高度時，操作者必須立刻切換壓力洩漏閥，

適當的洩放真空壓力，否則會導致矽膠溢出容器

外，如此將造成模具材料不足，進而影響模具強

度與汙染真空機台。接續，操作者必須視情況，

再一次切換壓力開關至真空抽脫泡壓力，如此反

覆動作，直到矽膠於真空機進行脫泡過程中，不

會產生再漲高之後約5至20分鐘，即代表矽膠脫

泡完成；(b)操作者必須忍耐真空泵所產生之噪

音：矽膠於真空機進行脫泡過程中，真空罩內之

真空度係由於真空泵運轉而產生下降，於真空泵

運轉過程中，操作者必須長時間忍耐真空泵所產

生之噪音；(c)操作者必須忍耐真空泵油所產生之

空氣污染：矽膠於真空機進行脫泡過程中，當真

空罩內之真空度尚未達到脫泡之壓力前，真空罩

內的氣體會與真空泵內真空油產生交互作用，進

而造成真空機台旁邊有煙霧產生，因此操作者每

一次運用真空機進行矽膠脫泡，必須忍耐真空泵

油所產生之空氣污染。雖然，德國MCP公司研發

出較先進真空注型機，但是機台售價非常昂貴，

一般機台報價150至650萬台幣，如須符合使用者

需求，進行機台變更設計，報價更高達850萬台

幣，一般學校之小型研究室顯然無法勝任此種機

台採購。

其中觸控式人機介面(human machine interface, 

HMI)[20-24]至今已非常普及，舉凡智慧型手機、

提款機或售票機等等，所以一部擁有人機介面且

具有可程式邏輯控制器功能的自動真空脫泡系

統，即變成一個非常值得研究與探討的課題。有

鑑於此，本研究研製一套兼具低成本與高效能之

矽膠真空脫泡系統，並實際運用於不同矽膠量之

真空脫泡作業以及建立不同矽膠量在平衡期與收

斂期之時間預測方程式，以利預測真空脫泡時

間，提升脫泡系統性能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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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驗過程 

本研究之真空脫泡系統係採用透明真空罩，

以利觀察真空脫泡情形，真空脫泡原理係利用馬

達與真空泵浦以皮帶連結，驅動真空泵浦產生真

空之方式。圖1為兼具低成本與高效能之矽膠真

空脫泡系統，為了改善傳統方法運用電腦修改真

空脫泡程式之缺失，本研究於真空脫泡設備增

加一組人機介面(GP37W2-BG41-24V)，使修改真

空脫泡程式更加簡便。人機介面主要分為四個畫

面：(a)手動模式：此模式保留傳統手動方式操

作，使用者可以由人機介面上的洩壓與抽真空按

鈕進行手動超作，無需使用真空機本身的控制把

手進行，以免長時間使用下導致控制把手損壞；

(b)自動模式：此模式為矽膠與硬化劑進行攪拌後

進行初次抽真空將矽膠內部空氣抽離時使用，使

用者設定完平衡期時間，並按下開始執行按鈕後

離開，等待設定時間到達時回到現場即可；(c)脫

泡時間設定：此模式為供初次脫泡完成之矽膠倒

入成品模框時使用，將倒入以倒入矽膠之模框放

上真空機，啟動此模式後，只需依序設定洩壓時

間與總脫泡時間，並按下開始執行按鈕後離開，

等待設定時間到達時回到現場即可；(d)緊急停

止：此按鈕為供實驗中若遇到任何緊急事件時，

緊急停止實驗時使用，當按下此按鈕時，實驗

即會結束動作，圖2為自動模式之程式邏輯流程

圖，真空脫泡流程為：(a)真空脫泡過程中當氣泡

不會上浮至杯緣即完成爆發期，並且可以進入平

衡期；(b)當矽膠內部氣泡數量小於15顆即可進入

收斂期；(c)平衡期與收斂期之間停止抽真空120

秒，此過程主要目的為可以有效讓矽膠內部殘留

之氣泡在停止抽真空的2分鐘過程上升到矽膠頂

部，以減少收斂期脫泡時間，提升真空脫泡效

率；以及(d)當矽膠內部氣泡數量零顆時，才完成

整個矽膠真空脫泡。

本研究使用之矽膠主劑與硬化劑實體為日

本信越化學工業株式會社(Shin-Etsu Chemical Co., 

Ltd.)所生產，型號為KE-1310ST，此種矽膠廣泛

用於真空注型之場合，硬化前外觀為半透明色

澤，藉由外部添加物產生硬化，硬化後收縮率

小，具備優良尺寸安定性，脫模性質佳，不需

脫模劑，硬化過程不會發熱，對原型無不良影

響。本研究使用之三種不同盛裝容器之實體圖，

盛裝容器之容積分別為250 mL、500 mL以及1000 

mL。

3.結果與討論 

3-1盛裝容器盛裝矽膠比例研究與分析

為了了解盛裝容器盛裝不同矽膠比例在真空

脫泡效率上之差異性，本研究使用500 mL盛裝容

器盛裝20% -70% 矽膠並進行真空脫泡，結果如

表1所示。由結果可以明顯發現，盛裝容器盛裝

30% -60%矽膠在自動真空脫泡具有較佳效率。當

盛裝容器盛裝100 mL矽膠，於真空脫泡過程中，

圖1兼具低成本與高效能之矽膠真空脫泡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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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自動模式之程式邏輯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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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膠內部氣泡雖然會膨脹，但因其矽膠量較少，

氣泡最多只會膨脹接近容器杯緣，即不會再繼續

往上冒出，並直接進入平衡期，所以500 mL盛裝

容器盛裝20%矽膠無爆發期，因此運用自動真空

脫泡在效率上無顯著效果。此外，當盛裝容器盛

裝350 mL矽膠，運用自動真空脫泡之效率下降，

主要的原因為，矽膠頂面與盛裝容器杯緣距離縮

短，於真空脫泡時，氣泡會快速上升到盛裝容器

杯緣，因此必須經由多次真空脫泡與洩壓動作才

能將矽膠內部氣泡完全抽離，故造成整體脫泡時

間增長，因此本研究建議盛裝容器盛裝矽膠比例

勿超過60%。此研究成果有助於未來運用三種盛

裝容器盛裝30% -60%矽膠，研究真空脫泡之平衡

期與收斂期時間之研究。

3-2自動化真空脫泡流程準則研究

真空脫泡過程包含三個時期為：(a)爆發期：

此時期之矽膠內部充滿大量氣泡，因此當真空泵

浦啟動後，真空罩內部壓力將被抽至1.333 Pa，

此時氣泡體積迅速增大，並且會快速上浮至盛裝

矽膠容器之杯緣，此時期之真空脫泡過程必須運

用卸除真空罩內部壓力，以避免矽膠溢出盛裝矽

膠容器。(b)平衡期：此時期之氣泡數量小於爆發

期時之氣泡體積，主要的原因為大部分氣泡已經

被抽離矽膠，但是仍有少量的氣泡存在矽膠內，

於真空脫泡過程中，氣泡已經不會上浮至盛裝矽

膠容器之杯緣，此時期之真空脫泡過程必須讓真

空罩內部壓力保持在1.333 Pa，以提升真空脫泡

效率。(c)收斂期：此時期之氣泡數量更少於平

衡期，而且這一些小氣泡逐漸往矽膠頂面移動，

容器底部之矽膠因為不含氣泡，因此逐漸呈現晶

瑩剔透品質。此時期之氣泡雖然會往矽膠頂面移

動，但是上升速度很慢，此外矽膠液面雖然有氣

泡，但真空罩內部壓力已經無法再使小氣泡產

生破裂，因此必須運用洩除真空罩內部壓力，讓

大氣壓力使小氣泡產生破裂，以提升真空脫泡效

率，根據實驗經驗，約兩分鐘洩壓一次，可以達

到最佳效果。本研究定義自動化真空脫泡流程準

則：(a)矽膠與硬化劑攪拌方式一律採用本研究所

提出之矽膠與硬化劑攪拌機構；(b)真空脫泡過程

中當氣泡不會上浮至杯緣即完成爆發期，並且可

矽膠量(mL) 盛裝比例 (%) 模式 爆發期 (秒)
時間節省比例

(%)
手動 5335350 70
自動 2056

61.46

手動 3952300 60
自動 746

81.12

手動 2883
250 50

自動 502
82.59

手動 706
200 40

自動 233
70.00

手動 283150 30
自動 109

61.48

手動 0
100 20

自動 0
0

表1盛裝容器盛裝不同矽膠比例之效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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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進入平衡期；(c)當矽膠內部氣泡數量小於15顆

即可進入收斂期；(d)平衡期與收斂期之間停止抽

真空120秒，此過程主要目的可以有效讓矽膠內

部殘留之氣泡在2分鐘內上升到矽膠頂部，減少

收斂期脫泡時間，以提升真空脫泡效率；(e)當矽

膠內部氣泡數量零顆時，才完成整個矽膠真空脫

泡。

3-3 矽膠真空脫泡之平衡期與收斂期研究與

分析

本研究運用250 mL容器盛裝75 mL、100 

mL、125 mL與150 mL矽膠，研究平衡期時間設定

所需之預測方程式。圖3(a)為250 mL容器盛裝不

同矽膠量與平衡期時間之關係圖，由結果可以明

顯發現，y= 3.316x-30.8為預測矽膠脫泡平衡期時

間之趨勢方程式，y代表平衡期時間，x代表矽膠

量，R2關聯係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為0.9922，

根據此趨勢方程式，平衡期之時間可以根據矽膠

量帶入公式進行預測。圖3(c)與圖3(e)分為500 mL

與1000 mL容器盛裝不同矽膠量與平衡期時間之

關係圖， 500 mL容器盛裝150 mL、200 mL、250 

圖3  250 mL,500 mL 與1000 mL容器盛裝不同矽膠量之平衡期與收斂期趨勢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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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與300 mL矽膠來研究平衡期時間設定所需之

預測方程式，y= 1.976x + 21.9為預測矽膠脫泡平

衡期時間之趨勢方程式，R2關聯係數為0.9939。

1000 mL容器盛裝300 mL、400 mL、500 mL與600 

mL矽膠來研究平衡期時間設定所需之預測方程

式，y= 1.512x -141.9為預測矽膠脫泡平衡期時間

之趨勢方程式，R2關聯係數為0.9982。圖4為 250 

mL容器盛裝75 mL 、100 mL 、125 mL 與150 mL 

矽膠未完成平衡期前與完成平衡期後之結果。

圖4  250 mL容器(a)盛裝75 mL 矽膠未完成平

衡期前情形，(b)盛裝75 mL 矽膠完成平衡期後之

結果，(c)盛裝100 mL 矽膠未完成平衡期前情形，

(d)盛裝100 mL 矽膠完成平衡期後之結果，(e)盛

裝125 mL 矽膠未完成平衡期前情形，(f)盛裝125 

mL 矽膠完成平衡期後之結果，(g)盛裝150 mL 矽

膠未完成平衡期前情形，(h)盛裝150 mL 矽膠完

成平衡期後之結果。

為了研究趨勢方程式之誤差率，本研究於

250 mL容器盛裝85 mL、115 mL、130 mL矽膠量

來進行研究，結果如表2所示，平衡期時間(y)可

以藉由矽膠量(x)來精準預測，誤差率可控制小於

6.34%之內。500 mL容器盛裝175 mL、220 mL、

275 mL矽膠量來進行趨勢方程式誤差率研究，平

衡期時間可以藉由矽膠量來精準預測，誤差率可

控制小於3.41%之內。1000 mL容器盛裝320 mL、

470 mL、540 mL矽膠量來進行趨勢方程式誤差率

研究，平衡期時間可以藉由矽膠量來精準預測，

誤差率可控制小於3.23%之內。

圖5為 250 mL容器盛裝75 mL 、100 mL 、

125 mL 與150 mL 矽膠未完成收斂期前與完成收

斂期後之結果。為了研究趨勢方程式之誤差率，

本研究選取85 mL、115mL、130mL矽膠量進行研

究，結果如表3所示，收斂期時間(y)可以藉由矽

膠量(x)來精準預測，誤差率可控制小於3.33%之

內。500 mL容器盛裝175 mL、220 mL、275 mL矽

膠量來進行趨勢方程式誤差率研究，收斂期時間

圖4

NO. 矽膠量(mL) 平衡期預測時間(秒) 實際平衡期時間(秒) 誤差率(%)
1 85 251 268 6.34
2 115 350 362 3.31
3 130 400 411 2.68

9

表2  250 mL容器之平衡期時間趨勢方程式誤差率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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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可以藉由矽膠量來精準預測，誤差率可控制小於

3.48%之內。1000 mL容器盛裝320 mL、470 mL、

540 mL矽膠量來進行趨勢方程式誤差率研究，收

斂期時間可以藉由矽膠量來精準預測，誤差率可

控制小於4.48%之內。以上資料可供查詢不同矽

膠量之平衡期與收斂期時間，做為人機介面輸入

平衡期與收斂期時間，以確保不同矽膠量使用本

研究所研發之矽膠氣泡自動真空脫泡系統後，可

確實達到真空脫泡。

 圖5  250 mL容器(a)盛裝75 mL 矽膠未完成收

斂期前情形，(b)盛裝75 mL 矽膠完成收斂期後之

結果，(c)盛裝100 mL 矽膠未完成收斂期前情形，

(d)盛裝100 mL 矽膠完成收斂期後之結果，(e)盛

裝125 mL 矽膠未完成收斂期前情形，(f)盛裝125 

mL 矽膠完成收斂期後之結果，(g)盛裝150 mL 矽

膠未完成收斂期前情形，(h)盛裝150 mL 矽膠完

成收斂期後之結果(表3)

3-4採觸控式螢幕人機介面之真空脫泡

為了了解以自動與手動脫泡模式在總脫泡時

間之差異性，本研究運用110 mL、240 mL與430 

mL 三種不同體積之矽膠來研究。表4自動脫泡模

式與手動脫泡模式之脫泡時間比較表，本研究重

複進行三次實驗以減少實驗誤差，由結果可以明

顯發現，自動脫泡模式比手動脫泡模式在脫泡時

間節省率可達41%以上；自動脫泡模式與手動脫

泡模式之總脫泡時間主要差異在於爆發期時間，

當矽膠脫泡進入平衡期時，由於矽膠內之氣泡數

量已經明顯減少，因此矽膠不會冒出杯緣外，故

於平衡期期間，真空罩內部僅保持真空脫泡之真

空度，即可以達到脫泡效果，因此以自動脫泡模

式或手動脫泡模式之在平衡期之脫泡時間無明顯

差異。平衡期與收斂期之間停止抽真空120秒，

此過程主要目的可以有效讓矽膠內部殘留之氣泡

在2分鐘內上升到矽膠頂部，減少收斂期脫泡時

間。於收斂期，由於矽膠內之氣泡數量已經少於

15顆，真空罩內部僅保持真空脫泡之真空度，即

可以達到脫泡效果，因此以自動脫泡模式或手動

脫泡模式之在平衡期之脫泡時間無明顯差異。圖

NO. 矽膠量(mL) 預估收斂期時間(秒) 實際收斂期時間(秒) 誤差率(%)
1 85 171 166 3.01
2 115 248 240 3.33
3 130 295 301 1.99

表3  250 mL容器之收斂期時間趨勢方程式誤差率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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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為自動脫泡模式與手動脫泡模式之總脫泡時間

比較圖，由結果可以明顯發現，自動脫泡模式之

總脫泡時間明顯少於以手動脫泡模式之總脫泡時

間，主要的原因為爆發期時以自動脫泡與手動脫

泡之洩壓情形不同，如圖7所示，此結果會讓以

手動脫泡模式洩壓後之真空罩內部壓力，回覆至

真空脫泡所需之壓力1.333 Pa之時間，將遠大於

以自動脫泡模式洩壓後之真空罩內部壓力回覆至

真空脫泡所需之壓力1.333 Pa之時間，以手動脫

泡模式洩壓後之真空罩內部壓力，回覆至真空脫

泡所需之壓力之時間約為30 秒，以自動脫泡模式

洩壓後之真空罩內部壓力，回覆至真空脫泡所需

之壓力之時間約為3-4 秒。

綜觀上述結果，採觸控式螢幕人機介面之真

空脫泡系統特色涵蓋：節省矽膠脫泡時間、保存

原有手動與自動矽膠脫泡之功能、容易操作，不

須特別訓練即可操作、減少操作真空機進行脫泡

之人為疏失、減少操作者遭受噪音影響程度以及

減少操作者遭受真空泵油所產生之空氣污染。

4.結論 

本研究發展一套兼具低成本與高效能之矽膠

真空脫泡系統研製與應用，以提升矽膠快速模具

製作效率，研究結論如下所示：

1.目前國內、外的文獻，皆並未見真空脫泡

系統研製之相關研究，本研究成果可作為自動化

設備相關研究之參考。

2.自動化真空脫泡系統特色包括保存原有手

動與自動矽膠脫泡之功能、容易操作，不須特別

訓練即可操作、減少操作真空機進行脫泡之人為

表4自動脫泡模式與手動脫泡模式之脫泡時間比較表

Trail

Volume 
of

silicone
runner
(mL) 

Mode
Time of 

explosion
phase(s)

Time of 
balance
phase(s)

Pause
(s)

Time of 
convergence 

phase(s) 

Total 
(s)

Time 
saving

(%)

Manual 1604 337 120 240 2301
110 

Automatic 530 334 120 233 1217
47.11 

Manual 1276 505 120 421 2322
240

Automatic 340 496 120 396 1352
41.77 

Manual 1310 520 120 452 2402

1

430
Automatic 357 508 120 428 1413

41.17 

Manual 1684 341 120 237 2382
110 

Automatic 592 334 120 233 1279
46.31 

Manual 1512 513 120 428 2573
240

Automatic 479 496 120 396 1491
42.05 

Manual 1482 540 120 464 2606

2

430
Automatic 462 508 120 428 1518

41.75 

Manual 1638 336 120 234 2328
110 

Automatic 628 334 120 233 1315
43.51 

Manual 1458 510 120 431 2519
240

Automatic 428 496 120 396 1440
42.83 

Manual 1436 530 120 480 2566

3

430
Automatic 400 508 120 428 1456

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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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失、減少操作者遭受噪音影響程度以及減少操

作者遭受真空泵油所產生之空氣污染。

3. 自動脫泡模式比手動脫泡模式在脫泡時

間節省率可達41%以上，自動脫泡模式與手動脫

泡模式之總脫泡時間主要差異在於爆發期時間。

4. 本研究成功建立不同矽膠量在平衡期與

收斂期之時間預測方程式，預測時間最大誤差率

可控制在6.34%之內，以確保不同矽膠量使用本

研究所研發之矽膠氣泡自動真空脫泡系統後，可

確實達到真空脫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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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為了提高生產力、重複特定動作、或使工作

更加精確迅速，加工輔具之研發即成為產業界生

產加工過程中，不可或缺與永續經營之一環，輔

具是輔助生產順利而量身訂做的工具，只要是市

場上已能購置到之規格化機具，在現今人力成本

日增之微利時代下，中小企業漸漸喪失經營競爭

力，再無法與大陸龐大流通資金及東南亞低勞動

力成本競爭，企業為求生存之道，唯有開發關鍵

性製程，加工專用輔具之研發相較下更為重要。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目前大學培

育的人才已不符合企業界需求，而人才培育攸關

國家競爭力，台灣面臨人才荒，絕大多數企業找

不到足夠具有技能的基層人力，也缺乏中、高層

的創新人才，要談產業升級轉型根本是「緣木求

周波1 郭鴻耀2

1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暨製造科技研究所 副教授

2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副研究員

摘要

市面上曲柄軸加工定單多，利潤高，而有能力接訂單的廠商卻不多，其原

因就在於曲柄軸加工不易、切削製程煩雜、機具設備不足等問題，因此常造成

工具機業者機床組裝生產線上缺料之問題。本實用性之創新發明，可透過徑向

偏心量及環向角度偏移量之調整結構，即能使僅具備XZ雙軸向加工能量之CNC車

床，進行多重角度偏心車削加工。

魚」，但產業的變化速度不同，各大學更應加強

產學合作，幫助企業投入更多研發資源。

二、研究目的

研發「CNC多重角度偏心車削輔具結構」，

係針對專用機構發揮創意將它生命化，以協助產

業界突破研發瓶頸，所提出之專用性機構功能，

為參與產學合作師生共同成長之結晶，其雛型並

已陸續試做組裝，讓學生能在研發過程中嘗試失

敗與挫折，始能成長茁壯，以延續高職學生實務

技能之提升，激發學生發明創作潛能，引領學生

樂於參與產學合作實務，促進學生熟練專門技

術，提升學生進入職場即時接軌的能力。

三、文獻探討

在機構傳遞運動中，偏心軸可以把迴轉運動

多重角度偏心車削輔具結構之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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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為直線往復運動或把直線往復運動轉變成迴

轉運動。例如沖床偏心軸帶動滑塊上下移動、汽

機車引擎中的曲軸、紡織機械梭架搖擺作動…

等。而所謂的偏心機件就是該零件的外圓和外圓

或外圓與內孔的軸線平行而不相重合，外圓與外

圓偏心的零件稱做偏心軸；外圓與內孔偏心的

零件叫偏心套，這兩條平行軸線之間的距離則稱

之為偏心距如圖1所示。而偏心軸、偏心套一般

都是利用車床切削加工，即運用調整三爪自動夾

頭、四爪單動夾頭、兩頂心裝置、偏心驅動盤或

專用夾治具等方式來達成；其加工基本原理是相

同的，主要是在工件夾持方法上採取不同方式，

亦即均須把需要加工的偏心部位軸線校正到與車

床主軸中心線平行而不相重合之狀態[1]。    

偏心零件在機械設備上應用非常廣泛，但是

偏心零件的加工技能養成是較為困難，主要原因

是偏心距之調整費時且不易準確，難於達到加工

精度公差要求，若在生產線大量生產時，均由特

殊專用機器所取代。

在同一機台上作一個或多個偏心軸加工，偏

心夾頭可以簡易達成。其可藉由旋轉偏心轂而在

相同夾頭上一次設定完成。轉動偏心的動作只在

瞬間，從停止轉動，刀塔解除壓力，調整C軸到

鎖固定位一次完成，可在最短時間內立即開始車

圖1 偏心軸、偏心套機件示意圖

削，無須交換任何機構，是非常實用的夾持方法

[2]。而偏心車削專用夾具製造簡單如圖2所示，

主要用於批次量生產偏心零件，夾具的左端鎖固

加工件，右端夾持於三爪自動夾頭上，透過該專

用夾具進行偏心加工，可節省偏心校正時間及提

高加工精度與經濟效益。

目前業界普遍使用之曲柄軸車削加工輔具，

如圖3所示，包含二端之偏心盤，偏心盤一端設

置一傳動軸，傳動軸旁側亦各貫設一偏心孔，工

作物分別套設於二端之偏心孔內，由固定螺絲將

該工作物二端固定於偏心盤內，傳動軸一端再夾

持於加工機床夾頭內並由尾座頂持另一端，經切

槽刀具對工作物之第一曲柄軸進行偏心切削加

工，此時該傳動軸及第一曲柄軸即呈現相同軸

心，因此，上述夾具僅適用於第一曲柄軸之偏心

切削加工，無法應用於第二曲柄軸等不同偏心量

圖 6 偏心車削專用夾具示意圖

圖 7 偏心加工件相關尺寸示意圖

圖2 偏心加工件安裝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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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曲柄軸偏心加工，亦即針對多重角度偏心工作

物之切削加工時，必需準備各式不同的夾具，造

成生產成本的增加，實有加以改良的必要[3]。

四、研究方法

市面上曲柄軸加工定單多、利潤高，而有能

力接訂單的廠商卻不多，其原因就在於曲柄軸加

工不易、切削製程煩雜、機具設備不足等問題，

因此常造成工具機業者機床組裝生產線上缺料

之問題。目前，製造業者曲柄軸普遍使用CNC臥

式銑床或CNC車床進行切削加工，惟，直接使用

CNC臥式銑床加工，具有下述缺點：(a)工時過於

冗長。(b)CAM加工程式撰寫耗時。(c)銑削偏心

軸難以得到真圓度。(d)製作多重偏心需經常更換

夾具，精度定位不易。(e)針對每種偏心軸皆需製

作特殊夾具做夾持，夾具需求種類繁多大幅增加

成本支出；而使用CNC車床加工時亦具有下述缺

點：(a)須撰寫巨集指令，專業能力要求度較高。

(b)車床須具備XYZC軸向加工機能，設備成本偏

高。(c)可用速差進行車削，但無法得到真圓。(d)

製作多重偏心需經常更換夾具，精度定位不易。

(e)針對每種偏心軸皆需製作特殊夾具做夾持，夾

具需求種類繁多大幅增加成本支出，單向多偏心

加工件如圖4說明於下。

一般製造業者如果撰寫巨集指令(Macro邏輯

程式)，運用CNC臥式銑床或CNC車床進行曲柄軸

切削加工，除了專業能力要求度較高外，亦僅能

進行單向多重偏心切削加工，目前乃無法寫出多

重角度偏心切削加工之Macro指令，當接到如光

陽機車大廠客戶之多角度偏心加工件之訂單時，

必須利用自製夾具來完成多重角度偏心切削，只

要是有偏轉角度之偏心軸加工件，推估有99%都

是利用自製輔具來完成加工，客戶若對偏心軸真

圓精密度要求很高時，亦僅能選用CNC車床進行

切削加工，若使用2軸同動之其他工具機進行切

削加工時，都將產生背隙誤差。(a)目前很少有

廠商使用立式CNC銑床進行偏心軸切削加工，其

原因是偏心軸如長度較長，將造成夾持上無法克

服之振刀問題，若是偏心軸長度稍短，即可直接

運用”I“指令來撰寫圓形加工指令並搭配G41或

G42指令功能即可，但由於銑床X、Y軸同動會產

生背隙誤差，故切削之真圓精度不佳。(b)如使

用臥式CNC銑床進行偏心軸切削加工時，必需安

裝驅動C主軸旋轉(第4軸)，再搭配X軸同動來完

成偏心銑削，因此撰寫Macro邏輯指令之模式與

圖3 業界普遍使用之曲柄軸車削示意圖

圖 6 偏心車削專用夾具示意圖

圖 7 偏心加工件相關尺寸示意圖

圖4 單向多偏心加工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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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C車床(XZ軸)程式撰寫之模式相同，其差異性

在於CNC銑床使用銑刀切削，CNC車床使用車刀

切削。(c)目前廠商也使用CNC車銑複合機進行偏

心軸切削加工，常見之加工方式是利用動力軸裝

置速差刀具，且依刀具特性及轉速(M73)再搭配

C主軸轉速，可產生趨近於數百以上之多邊圓形

加工軌跡，外觀近似為一圓桿形狀，故其真圓精

度亦不佳，若運用Macro邏輯指令撰寫加工程式

時，則與臥式CNC銑床模式相同[4]，         

五、結果與討論

針對上述之加工盲點，詳加設計與審慎評估

後，終得一確具實用性之創新發明，可透過徑向

偏心量及環向角度偏移量之調整結構，即能使僅

具備XZ雙軸向加工能量之CNC車床，進行多重角

度偏心車削加工，其創新結構如圖5~圖7所示，

其技術特徵具體說明如下；包括(a)兩端之夾頭：

夾頭一端設置有一連接孔，另一端可夾持工作物

之二端；(b)裝設於夾頭上之二偏心調整盤：其一

側的中心設置有一連接部，另一側的中心亦分別

凹設一底部設有齒面之滑槽，其連接部可套設於

連接孔內；(c)二分度盤：分度盤一側的中心設置

有一連接孔，其旁側分別環設數處套合塊；另一

側的中心突設一頂部設另一齒面之滑塊，滑塊可

徑向滑移的組設於滑槽內，使齒面可囓合於另一

齒面上；(d)一傳動軸：該傳動軸一端對應分度

盤連接孔設置之連接部，旁側環設數處套合槽，

並套設於分度盤之連接孔內，可與分度盤之套合

塊相互套合；(e).一頂針：該頂針一端對應於分

度盤連接孔設置有於旁側環設數處套合槽之連接

部，該連接部套設於另一分度盤之連接孔內，其

套合槽可與分度盤之套合塊相互套合。

CNC多重角度偏心車削輔具結構，係透過同

步調整各第一齒面囓合於各第二齒面之囓合位

置，藉以調整加工該工作物之徑向偏心量，透過

同步調整該分度盤之各套合塊及另一分度盤之套

合塊之套合位置，藉以調整加工該工作物之環向

角度偏移量，且具有下述優點：(a)簡化工作流

程，使得工時得以大幅縮短。(b)撰寫程式簡單

化，專業能力需求度較低。(c)有效提升車削真圓

度機能。(d)定位準確，適用於多重偏心加工。(e)

偏心量調整範圍得以大幅增加。(f)不需額外製作

多種夾具夾持。

調整示意圖

第一曲柄軸車削

第二曲柄軸車削

第三曲柄軸車削

圖5 CNC多重角度偏心車削調整示意圖

圖6 CNC多重角度偏心車削輔具結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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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CNC多重角度偏心車削輔具之研發，均為參

與產學合作師生共同成長之結晶，其雛型並已陸

調整示意圖

第一曲柄軸車削

第二曲柄軸車削

第三曲柄軸車削

圖7 CNC多重角度偏心車削加工示意圖

續試做組裝，讓學生能在研發過程中嘗試失敗與

挫折，始能成長茁壯，提升學生進入職場無縫接

軌的能力。其創新價值、對拓展商機、促進產業

發展及國家競爭力，深具信心。

6.1擴大及深化學生技能培訓與交流

適性揚才，融合學生興趣與才能，師生競賽

團隊，經由長期累積之競賽技能培訓，讓學生從

競賽中累積實務能力，引領同儕互動學習技能和

技巧，落實專業技術的學習，並主動配合學校提

升產學合作績效政策，激勵學生積極參與產學合

作實務，以培養學生實作能力，縮小學生就業時

與業界接軌之實務技能經驗落差，為產業界儲

才，落實「務實致用」的理想。

6.2雛型品升級進階早日商品化

『CNC多重角度偏心車削輔具』榮獲2014台

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最高榮譽鉑金獎等獎

項，更是活化傳統加工輔具之尖兵，成功突破業

界多年來之技術瓶頸，已取得發明第1495524號

專利，的確是一項創新突破的技術開發，期盼獲

得國內工具機製造大廠之青睞，雛型品升級進階

早日得以商品化。

參考文獻

[1] http://newmaker.com/art_26758.html，勞動

部教材辦公室組織編寫，《車工工藝學》，中國

勞動出版社，96新版。

[2]http://www.hainbuch.tw/Taiwan/eccentric.htm 

HAINBUCH，德國夾具王網頁，2012/5/3~6，台

北世界貿易中心-南港展覽館機械展。

[3]周波、郭鴻耀等人，Nov.2013，“車床多

偏心夾具”中華民國發明專利申請第102140672號

說明書，pp.1~16.

[4]周波，March.2014，專用機構實用化之研

發，技術性報告代表著作，pp.7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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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CNC多重角度偏心車削輔具教學模型

圖9榮獲2014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

交易展最高榮譽鉑金獎

圖10榮獲2015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暨成果展-機械與動力機械群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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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以傳統方式檢測讀頭需要花費相當多的人力

資源及時間，更何況若依此方式檢測出之資料還

必須經過人工方式手動計算修正誤差值並再次燒

錄更新，中間之過程必須花費相當大量的時間以

及人力成本，且亦有不小的機率產生人為錯誤而

導致必須重來。若可以將讀頭數據擷取並傳送到

電腦中做判斷後，利用自動化的方式由電腦計算

出最佳修正值，人工只需簡易確認後便可以直接

以自動化方式燒錄更新EEPROM，如此便可以大

量降低所需耗費的人力成本。為了提高工作效

率，並且能將檢測數據數位化，才有了這次產學

合作案的產生。當作業人員使用本計畫完成之人

機介面時，只需概略檢查電腦自動化所計算出的

修正的數據是否合理後，按下燒錄按鈕，即可將

修正後數據資料燒錄進EEPROM且能燒錄數據完

整的以數位的方式儲存下來，以利日後的相關追

摘要

本計畫的主要目的為針對大銀微系統(HIWIN MIKROSYSTEM)股份有限公司廠內生產之

「位置量測器檢測治具」的人機介面進行開發，提供此產品於生產後能更快速及穩定的檢

測，以確保品質之穩定度及可靠度。藉由所開發人機介面操作之便利性以快速檢測產品並

提升產能及良率。LabVIEW是較為淺顯易懂的圖形化程式語言，即以圖形的方式來取代文字

程式的撰寫，且較其他程式語言容易學習；其人機介面之「前置面板」亦隨圖形化程式同

步完成，可大量縮短開發時間。最後，藉由上述人機介面的便利性來提供HIWIN位置量測器

於生產過程中，類比訊號量測、SIN與COS相位offset值計算、EEPROM程式燒錄及訊號記錄

等檢驗使用，並透過此人機介面將自動計算出最佳修正之offset值與gain值。

蹤查驗。傳統的資料紀錄器如果要將資料記錄下

來，只能依賴廠商的定義功能，套裝軟體，以及

限定的感測器，無法有效提高工作效率。

「LabVIEW」為一圖形化程式語言[1]，是由

美商國家儀器股份有限公司開發的系統設計軟

體，其利用資料流的觀念來呈現程式執行的順

序，此軟體極適合各種量測或控制系統，可以大

幅縮短工作時間，可說是加速創新、探索與完成

目標的理想開發環境，且能順暢整合現有的軟

體、IP 與硬體，同時亦運用最新的運算技術。

LabVIEW 工具提供更快更有效的方式，不但能解

決目前困難，也可以因應未來的創新需求。其電

腦架構的資料擷取(DAQ)作業可以輕鬆整合量測

硬、軟體，提供相當自由的使用者自定義系統，

利於在自動化量測作業中，更能進一步進行分析

資料等作業。

陳啟川、吳錦炘、游睿恆

逢甲大學 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虛擬儀控於量測及人機介面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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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機介面整合開發」之計畫重點為透過

「LabVIEW」撰寫程式，同時再結合DAQ卡取得

此量測器之檢測資訊，並增加自動計算最佳修正

值提供使用者參考，且儲存此筆相關數據以利日

後相關數據研究及查證。

二. 軟體與硬體架構

資料擷取卡在檢測系統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

角色，本次我們所選用的是美商國家儀器股份有

限公司所生產，型號為NI USB-6212的資料擷取

卡[2]，我們將其主要使用在擷取讀頭數據，此

卡提供16組類比輸入、32組數位IO亦能提供足夠

電源給待測讀頭。此款型號之擷取卡是使用USB

介面，容易裝卸、攜帶。而軟體部分則通用於大

部分電腦，即便是沒有安裝LabVIEW主程式的電

腦，亦僅需安裝美商國家儀器股份有限公司官網

上所提供LabVIEW免費之「Run-Time Engine」便

能執行此程式，因此，無論地點，皆能簡易且快

速的提供檢測。

HIWIN位置量測器(圖二)即是本計畫中的感

測讀頭，其輸出可分為數位訊號與類比訊號兩

種，其需與HIWIN位置尺(圖三)搭配使用；由於

HIWIN位置尺本身具有磁性，而藉由位置量測器

於位置尺上做滑動，從而由位置量測器產生波型

資料，藉此判斷位置資訊。藉由NI USB-6212將數

據資料擷取並傳送至電腦後，再藉由檢測程式讀

取數據判斷，並自動產生出符合各個位置量測器

所適合之微調程式參數，以此修正各硬體生產之

些微瑕疵，達到各組位置量測器都有相同的功能

表現。

為了便利生產線上作業員的操作程序，同時

讓檢測結果與修正數據更清楚地呈現出來，亦能

夠記錄測試並修正後資料，讓資料不只是以數據

形式呈現，同時包含各種擷取數據資訊，顯示錯

誤指示燈以判斷待測讀頭之問題點，使操作人員

能一眼直接判斷出此筆資料的正確性。另外對於

管理者也做了能夠更改產品規範的設計。基於以

上幾點，便客製化開發出檢測程式之人機介面

(圖四-1，圖四-2、圖五、圖六、圖七)。

在人機介面之左邊圖形，包含了Lissajous

圓，藉由量測讀頭上所擷取到的數據資料將Sin

及Cos波型資料進而將他以圓的形式呈現於圖

上，分別為x軸及y軸，利用其座標特性建構出

Lissajous圓，以圖形的方式可以輕鬆且快速的判

斷此讀頭在套用自動化校正的數值後，是否在規

範範圍內，若不在規範範圍內，可直接調整右邊

的調整桿，圖形亦會直接同步更新調整後的圓位

置，以利使用者可以輕鬆的調校完成，進而燒

錄。

在人機介面右邊之按鈕順序為完整校正全新

讀頭之順序，即操作者只需依照右邊按鈕順序依

序往下，即可以快速校正完成，而校正時之數據

資料及之圖形皆可用最下面之截圖按鈕保存下

來。

圖一 NI USB-6212 DAQ卡[2] 圖二 HIWIN位置量測器[3] 圖三 HIWIN位置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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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 人機介面(數位)

圖四-2 人機介面(類比)

三. 結論

本計畫成功開發出非常方便且易上手的自動

化修正程式供生產線上的作業員操作使用，以

協助其快速完成位置量測器產品生產後的初步

修正，且能以電腦自動化計算過程來取代以往

人工計算的冗長耗時及錯誤，更快速且穩定且

低錯誤率的方式以確保產品品質。本計畫使用

LabVIEW開發此自動化校正之人機介面，其所花

費之時間相當短，而在資料擷取方面也因使用了

與LabVIEW軟體結合度相當高的NI USB-6212之資

料擷取卡，讓程式與硬體方面不會有相容性之問

題的產生。客製化的功能相當容易上手，使檢測

人員對於檢測資料的整合更加簡易以提升生產效

率，除了數據形式資料以外，每筆資列亦會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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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量測

燒錄標準檔

進行量測

更換讀頭

完成校正

自動校正確認

燒錄修正後
HEX檔

手動調整有些微差距

確認無誤

開始量測

燒錄標準檔

進行量測

更換讀頭

完成校正

自動校正確認

燒錄修正後
HEX檔

手動調整有些微差距

確認無誤

開始量測

燒錄標準檔

進行量測

更換讀頭

完成校正

自動校正確認

燒錄修正後
HEX檔

手動調整有些微差距

確認無誤

圖五 程式操作流程圖

圖六 管理者登入畫面

圖七 管理者更改產品規範

片形式表示儲存之，且儲存之檔名即為該修正讀

頭之型號/序號資料，對於產品日後維護資料之查

詢與彙整有相當大的便利性提升。

參考資料

[1.] LabVIEW 系統設計軟體

http://www.ni.com/labview/zht

[2.] NI USB-6212 DAQ 資料擷取

http://sine.ni.com/nips/cds/view/p/lang/zht/

nid/207096

[3.] HIWIN標準型位置量測器

http: / /www.hiwinmikro.com.tw/Products .

aspx?type=PMS&subtype=PMS_ST

[4.] HIWIN位置尺

http: / /www.hiwinmikro.com.tw/Products .

aspx?type=PMS&subtype=PMS_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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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傳動元件市場，近年來因競爭者如雨後春筍

般的湧現，現有的加工方式若無法持續突破並增

加產能，市場佔有率勢必將為之瓜分。想要改善

現有的作業方式，必須於生產中加入機械手臂。

故本論文所要探討的就是針對現有設備做為研究

主體，並應用機械手臂改善人工滑塊銑製的生產

模式，將機械手臂運用於生產線上，大幅減少人

工成本與工時。

 1.1 研究目的與架構

對生產傳動產業元件的企業來說，提升元件

的產量及品質是生產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但隨

著勞動市場不斷的流失，以設備來改善現有情況

不但能提升生產效率也能減少人工成本，因此

將機械手臂結合專用夾具來改善人工作放置的作

業，主要目的是將機械手臂運用於生產線中取代

人力，減少人工成本。

本論文之研究其目的如下：

應用機械手臂夾取腳踏車踏板加工之研究

摘要

隨著科技產業的不斷進步，機械手臂已被廣泛的應用。但腳踏車踏板之外型加工方式仍停留

於半人工的階段，尚未將機械手臂應用於產業中。再加上全世界勞動市場的勞動人力一直在流失

中，所以積極開發新的自動化技術是勢在必行的一條道路。

以傳統腳踏車踏板的加工方式，是以人力拿取腳踏車踏板做放置的動作，故對於人力需求的

依賴程度是很高的。為了減少對於人力需求的過度依賴，所以需要提升設備的創新與機械手臂的

應用，以改善因人為因素所造成的精度誤差及加工品質不良。

本研究重點在於運用機械手臂並參照相關廠商所研發機械手臂之製程應用，針對機械手臂之

座標系統作研究，設計與規劃一套製程加工，改善人工必須長時間坐腳踏車踏板放置的現象，最

終搭配機械手臂於生產線中並取代人工作業。

1、將新的創意想法導入舊有設備中，藉此

提升機台的穩定性，顛覆傳統的生產方式

及減少人力的依賴性。

2、藉此將機械手臂運用於生產線中，降低

人工成本。

3、經由產品的整合及設備能力的提升，可

創造更多的商機及獲得更高的附加價值。

2.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三節作敘述，第一節介紹「自動化

技術」對工業上帶來的影響與未來趨勢；第二節

介紹「機械手臂」的特徵與功能；第三節介紹

「機械手臂座標系統」說明機械手臂之動作原

理；並透過研究可了解，近幾年在產業界，機械

手臂的應用已經是非常普遍也非常廣泛。

2.1 自動化技術

自動化技術的採用為產業提昇競爭力最有效

的方式，因此近幾年來政府與企業界致力於推動

生產自動化，自動化技術是一門綜合性技術，它

林文燦1 

1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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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控制論、資訊理論、系統工程、計算機技術、

電子學、液壓氣壓技術、自動控制等都有著十分

密切的關係，而其中又以「控制理論」和「計

算機技術」對自動化技術的影響最大(余立凡

1999)。

工業自動化多以自動設備取代高危險、單調

性、高頻率的人力行為，如取熱鑄件、每隔幾分

鐘取料、組裝線。 透過自動化的設備導入，協

助解決人資調漲、技術斷層、品質穩定的狀況。

而工業自動化是自動化技術應用最為重要及廣

泛的方向，具體運用的方面有計算機輔助設計

(CAD)、計算機輔助製造(CAM)、綜合辦公自動

化(OA)(例如:門禁系統、資訊科技稽核)、程序控

制與自動化儀器儀表、人工智慧技術(AI)。

以產業製和本質的不同，各產業需要不同的

技術進行生產。研究顯示一般「程序生產」製

程，以「自動化」取代人力的生產技術已發展至

成熟階段，故自動化技術的使用相當普及(沈英

輝1989)。

2.2 機械手臂

機械手臂這個名詞是具有模仿人類手臂的功

能而且可以完成各種作業的一種控制設備，像這

種機械手臂系統有多關節連結，並允許在平面或

三度空間進行運動或使用線性的位移移動。構造

上是由機械主體、控制器、伺服機構和感應器所

組合而成，並由程式根據作業需求來設定其一定

的指定動作。機器人所有的運作是由電動機驅動

移動一隻機械手臂，張開或關閉成一個夾子的動

作，並能夠精確的回饋至可程式的邏輯控制器。

這種自動化裝置機械來完成「腕部以及手部」的

動作為主要來使用，也可以由熟練的操作者將作

業順序輸入以後，就能依照所下的指令動作，並

且可以反覆一次又一次的完成無數次的的正確規

律運。

隨著少量多樣的產品需求以及科技進步，機

械加工製造逐漸往自動化與智慧化的技術整合。

過去機械手臂應用在生產線上特定的取放路徑逐

漸不敷使用，因此高靈活度多功能性的多關節機

械手臂已儼然成為市場主流產品，且在於中國大

陸越來越發達之際，90 年後的年輕人不願再投入

製造業中的低技術低工資的工作中，所以自動化

產能是未來的趨勢(沈時穎2012)。

2.3 機械手臂座標系統

本研究所使用機械手臂座標系統可分為關節

座標系統與卡式座標系統。所謂卡式座標就是移

動方式與前一臂件分成90度角，計算用X、Y、Z 

等作為代表座標，在各座標的長度範圍內進行工

作或運動。關節座標上有三個以上的轉動軸，其

中一個連桿是裝在基座上能繞基座旋轉，另兩個

連桿的運動型態就如同鉸鍊間兩工件能做相對的

轉動，其轉動軸在水平和垂直都有(7A6型機械手

臂使用手冊2013)。

2.3.1 關節座標系統(Joint)

    以每一軸的旋轉角度組合來表式機械手臂

的位置(如圖2)

 2.3.2 卡式座標系統(Cartesian)

   以X、Y、Z、RX、RY、RZ來表示機械手

臂的位置，其中X、Y、Z表示對於各軸的移動量

圖1.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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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mm)，RX、RY、RZ表示對於各軸的旋轉

量(單位：deg)。卡式座標系統原點位置的不同，

又可分為基礎座標系統、工具座標系統、工作座

標系統。

1、 基礎座標系統(X-Y)：其卡式座標原點位

於機械手臂底做中心位置，機械手臂末端中心點

相對於原點的距離，即為基礎座標。

2、 工具座標系統(Tool)：其卡氏座標原點位

於機械手臂未端中心點)。機械手臂未端安裝的

工具會因不同使用場合有所不同，其尺寸大小也

不儘相同。工具座標系有Tool 0～63共64組可以

使用，除了Tool 0 為原點（無法變更）之外，其

餘的Tool皆可以任意設定。

3、 工件座標系 (Work)：可將基礎座標系 

(X-Y)的原點設定於工件上，當使用相同加工程

式應用於不同工件上時，可透過設定工件座標

來簡化加工程式。工件座標系有Work 0～63共64

組可以使用，除了Work 0為原點（無法變更）之

外，其餘的Work皆可以任意設定。

3.研究方法

本研究參考F廠商所研發之機械手臂作為研

究方向並與合作廠商共同研發生產六軸機械手

臂，先將機械手臂的外型用solidworks軟體設計出

來，再由合作廠商生產零件與組裝，機械手臂組

裝完成後搭配電控配線，使機械手臂能夠經由編

寫程式語言來達成生產線上所需要的動作路徑，

最終應用機械手臂取代人工放置腳踏車踏板之加

工。

本研究所使用之設備是與合作廠商共同研發

生產的六軸機械手臂(如圖3)，本體以伺服馬達進

行驅動；其外型輕巧的關節式機器手臂，藉由多

自由度與高靈活度的特性，除了可應用於物件的

搬運外，也可應用於需要精度的組裝作業或複雜

的加工任務上，表1為本研究所使用之機械手臂

各項詳細規格。

研究最終是要以機械手臂夾取放置腳踏車踏

板生產自動化來取代人工之加工模式為目的，並

應用於生產線上，大幅減少人工成本與時間成

本。 

 3.1 設計機械手臂與夾治具

利用solidworks 3D繪圖軟體設計機械手臂所

有外觀零件與夾治具，所有零組件繪製完成後，

將零組件在繪圖軟體上作初步組裝，再將所有零

件圖檔以及完整工程圖檔交給合作廠商做生產與

組裝 (如圖4)。

3.2 裝配與電控整合

機械手臂與夾治具設計完成後，將工程圖檔

圖2.關節座標系統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3.六軸機械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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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材料送至合作工廠進行裝配(如圖5)，所有零組

件裝配完成後，將機械手臂的電控管線作裝配整

合。讓機械手臂能夠正常運作大致可分為三個部

分做整合：機構本體、電控箱以及手持器。

 3.3 機械手臂手持器基本操作

本研究參考F廠商所研發之機械手臂作為研

究方向，以便後續研究能夠順利完成，在介紹本

研究所研發之機械手臂手持器操作前，先介紹F

廠商所使用手持器之基本操作。

3.3.1 F廠商之手持器基本操作

F廠商手持器上的開關可分為緊急停止按

鈕、使能開關及工作模式切換鈕。當執行軟體，

工作模式開關切換在手動模式，並執行系統准

表1.機械手臂規格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備，系統初始化完成。下圖是機械手臂在手持器

上的點位列表畫面(如圖6)，當要編輯機械手臂路

徑時，必須將路徑的每個點位作儲存。

 3.3.2 本研究之手持器基本操作

本研究所研發之機械手臂同樣是藉由手持器

來進行操作及控制，本研究之手持器具有液晶螢

幕、五公尺長的連接線、緊急開關、使能開關、

模式切換開關、手持器按鍵及系統動力顯示燈

號，以下將介紹各開關之功能(如圖7、表2)。

當機械手臂完整開機完畢後，手持器會進入

以下畫面，接著介紹本研究手持器手動模式各按

鍵功能說明(如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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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機械手臂基本動作指令

本研究所規劃之機械手臂加工路徑是使用電

控廠商所搭配之軟體以及參考F廠商之程式指令

來編寫程式，先將路徑所需的點位設定完成，接

著將點位以程式語法的模式編寫儲存，使機械手

臂能夠以自動模式進行加工路徑，以下先介紹F

廠商所使用之基本動作指令。

3.5 規劃機械手臂路徑程式

機械手臂能夠正常運作之後，將機械手臂運

作至正確點位，使夾治具能夠確實夾取工件，當

機械手臂能夠使用手動控制完整跑完加工行程，

接著就是設計加工路徑，編寫程式指令，讓機械

手臂能夠依加工需求進行加工路徑，以下是規劃

路徑及編寫程式之步驟：

Step1：機械手臂起始狀態及動作，為全部點

位歸零即手臂原點。

Step2：機械手臂將IO情境換成夾料狀態並開

始移動機械手臂至工件台。

Step3：機械手臂移到工件台位置打開夾具專

用IO點，啟動夾具。

圖4.機械手臂3D圖檔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5.機械手臂組裝過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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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點位列表畫面

圖7.本研究機械手臂之手持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功能 按鍵 說明 

緊急

停止 

緊急開關主要提供緊

急狀況時使用，可確保

人員及機器的安全。

使能

開關 

 

三位開關主要在手動

操作時使用，以確保非

誤觸而產生動作，確保

手動操作時的安全性。

工作

模式

切換 

模式改變開關主要調

整各種模式分別為

Teach、Auto、Manual，

可分別在手動操作、自

動操作及內部參數修

改方面進行管制。 

按鍵 功能說明 

各軸關節回到機械原點

的位置，執行中必須按下

使能開關。 

機械手臂移動模式切換

為連續/吋動，若為吋動

模式，可設定移動量

表2.本研究之手持器開關說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Step4：夾起工件後經過上方最高點時，檢查

是否有正確夾起工件。

Step5：並將工件移置加工位置後關閉夾具IO

點，放在夾治具位置上。

Step6：放開工件後手臂回到原處，並等待加

工動作，整個流程如圖8。

 3.5.1夾持之機械手臂I/O訊號解說

1、訊號全部歸零，並調整為起始狀態。

2、開始動作之前，將手臂IO情境改為夾料

中(OUT_17=0、OUT_18=1)，告知其他機

構單位不要執行會發生碰撞之動作。

3、手臂移動到工件台上方，並且等待台上

感應器(IN_0=1)有訊號才開始動作。

4 、 到 達 工 件 擺 放 位 置 打 開 夾 治 具 I O 點

(OUT_16=1)夾住工件，並且夾子上感應點

發送出感應訊號(IN_4=1)。

5 、 移 動 到 加 工 位 置 後 關 閉 夾 治 具 I O 點

(OUT_16=0)放開工件。

6、移到原來位置後改IO變情境為夾料完畢

(OUT_17=1、OUT_18=0)，告知其他機構

單位可以開始執行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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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效益分析

本研究探討對象為國內精密製造產業，並參

照相關廠商所研發機械手臂之製程作業，以腳踏

車踏板放置作為研究對象，將研究範圍設定在應

用機械手臂取代人工放置腳踏車踏板，作上下料

的運作。

本個案與合作廠商共同研發生產六軸機械手

臂，運用機械手臂做夾取以及放置腳踏車踏板，

功能 按鍵 說明 

緊急

停止 

緊急開關主要提供緊

急狀況時使用，可確保

人員及機器的安全。

使能

開關 

 

三位開關主要在手動

操作時使用，以確保非

誤觸而產生動作，確保

手動操作時的安全性。

工作

模式

切換 

模式改變開關主要調

整各種模式分別為

Teach、Auto、Manual，

可分別在手動操作、自

動操作及內部參數修

改方面進行管制。 

按鍵 功能說明 

各軸關節回到機械原點

的位置，執行中必須按下

使能開關。 

機械手臂移動模式切換

為連續/吋動，若為吋動

模式，可設定移動量

10/1/0.1/0.01/0.001 

mm/deg。

 

開啟/關閉 HAND 1 即 O29

訊號。 

開啟/關閉 HAND 2 即 O30

訊號。 

移動機械手臂到所點選

的教導點列表的位置，可

選擇點到點（PTP）或直

線（Line）移動方式，移

動過程中必須按下使能

開關。 

 

依所選取的 NO:編號，儲

存目前機械手臂的座標

位置（關節及卡氏座

標）。 

 

切換顯示教導點列表的

座標類別（關節座標/卡

氏座標）。 

依所選取的NO:編號，刪

除教導點列表的教導點

資料。

 

依所選取的 NO:編號，產

生編輯教導點視窗，可進

行編輯。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3.手動模式各按鍵功能說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8.夾持路徑之步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0/1/0.1/0.01/0.001 

mm/deg。

 

開啟/關閉 HAND 1 即 O29

訊號。 

開啟/關閉 HAND 2 即 O30

訊號。 

移動機械手臂到所點選

的教導點列表的位置，可

選擇點到點（PTP）或直

線（Line）移動方式，移

動過程中必須按下使能

開關。 

 

依所選取的 NO:編號，儲

存目前機械手臂的座標

位置（關節及卡氏座

標）。 

 

切換顯示教導點列表的

座標類別（關節座標/卡

氏座標）。 

依所選取的NO:編號，刪

除教導點列表的教導點

資料。

 

依所選取的 NO:編號，產

生編輯教導點視窗，可進

行編輯。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10.夾持之機械手臂I/O訊號圖

評 估 項 目 改 善 前 改 善 後

創新效益 
使用傳統人力

做加工。

設備創新，使

用自動化技

術。

製程能力效

益 

使用傳統人力

做加工缺乏效

率，花費時間

與成本高。

應用創新設

備取代人工

生產加工，大

幅降低人工

成 本 與 工

時。

穩定度效益 
使用傳統人力

做加工，穩定

應用創新設

備提升生產

度無法完全掌

控。

品質之穩定

度。

設備應用效

益 

雖然人力可以

做多種產品加

工，但是穩定

性不高，花費

時 間 跟 成 本

高。

將機械手臂

之刀具做更

換，可做多種

加工，例如：

定位、放置、

夾取。不但減

少生產時間

與成本，精度

也 相 對 穩

定。

減少目前勞動人力的依賴程度，藉此將機械手臂

運用於生產線中，降低人工成本，經由產品的整

合及設備能力的提升，可創造更多的商機及獲得

更高的附加價值。

4.1 個案小結

此次的個案研究與合作廠商共同設計研發，

分析產業界勞工流失的問題，並把重點設定在減

少人工成本與工時，使創意的想法導入舊有的設

備中，成功模擬機械手臂取代人工放置腳踏車踏

板加工，藉此將機械手臂運用至生產線中，大幅

降低人工成本，顛覆傳統的生產方式及減少人力

的依賴性。

5.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範圍是以國內某家傳統產業的零件加

工搭配機械手臂做自動化的製程改善，應用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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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評 估 項 目 改 善 前 改 善 後

創新效益 
使用傳統人力

做加工。

設備創新，使

用自動化技

術。

製程能力效

益 

使用傳統人力

做加工缺乏效

率，花費時間

與成本高。

應用創新設

備取代人工

生產加工，大

幅降低人工

成 本 與 工

時。

穩定度效益 
使用傳統人力

做加工，穩定

應用創新設

備提升生產

度無法完全掌

控。

品質之穩定

度。

設備應用效

益 

雖然人力可以

做多種產品加

工，但是穩定

性不高，花費

時 間 跟 成 本

高。

將機械手臂

之刀具做更

換，可做多種

加工，例如：

定位、放置、

夾取。不但減

少生產時間

與成本，精度

也 相 對 穩

定。

手夾取腳踏車踏板的生產製程，將新的創意想法

導入舊有的設備中，藉此成功改善人工拿取以及

放置腳踏車踏板，以自動化的生產製程取代人工

的生產製程，顛覆傳統的生產方式及減少人力的

依賴性，經由產品的整合及設備能力的提升，可

創造更多商機及獲得更高的附加價值，並藉由本

研究方法及流程提供給相關產業參考並加以研

究。

未來研究可藉由以上模式，擴充對本論文的

研究架構，應用在設備組裝定位精度製程改善的

工作，並結合理論分析與實務經驗，從事實際生

產的工作，藉以提高工廠生產效率與產品的品質

保證，以機械手臂夾取腳踏車踏板也可應用在相

關零件上，使廠商提升競爭優勢，且有效率地改

表11.效益分析表
進產業勞動力不足的窘境，。

感謝勤益科技大學提供經費支援研究能夠

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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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影像辨識自動校正光學尺偏心誤差技術研發

摘要

在現今產業界裡，交/直流伺服馬達經常被普遍選用當作致動器，作為機台移動工作的

主要動力源，而交/直流伺服馬達所使用的光學尺(編碼器)，往往是決定該馬達定位精準度

的好壞的重要因素。因此將光學尺組裝到伺服馬達時，其偏心量會直接影響伺服馬達的定

位精準度。本研究計畫提出當進行光學尺安裝時，透過影像辨識技術處理，來檢測其偏心

量，並透過程式指令使運動平台位移，讓光學尺能達成自動校正到中心點的功能。本計畫

同時設計最佳快速的演算法，來讓此套數位影像顯微鏡系統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自動的

辨識光學尺偏心量並做修正，解決其所造成的誤差，來達到合理的精度需求。

黃國興特聘教授、曾瑜庸研究生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所

一、簡介

電腦視覺可分為單視角和多視角，單視角只

針對目標物的單一平面影像，由於單一個平面影

像只能獲得目標物的二維資訊，主要應用於影像

辨識和影像追蹤上[1]；[2]探討了以一台相機對

目標物做多視角的影像擷取；[3]提出了一種視覺

計算理論並應用於立體匹配上，利用兩張影像的

視差產生了有深度的立體圖形；[4]將立體視覺系

統與控制器整合為影像伺服，裝置在移動式機器

人上，可使其感測周遭環境；許多研究將機器人

利用紅外線[5]、超音波、雷射測距儀作為主要

感測器，但是這些方法有一些缺點，例如搜尋角

度小、佈署經費高、易受干擾，所以有些研究會

改以視覺作為主要感測器[6]。立體視覺系統擷取

了左、右攝影機的影像得到特徵點的深度座標，

然而在辨識過程中，攝影機本身會因為鏡片的折

射以及組裝過程的誤差，使呈現出的二維影像扭

曲，因此需要透過攝影機校正演算法將影像校

正，提高二維影像的精度，同時提升三維目標辨

識的精度。

本論文分成六小節，第二小節將介紹網路攝

影機規格、立體視覺外觀以及系統架構，第三

小節描述攝影機模型、針孔成像原理及校正過

程得到的內部參數與外部參數，第四小節使用

MATLAB(MATrix LABoratory)進行攝影機校正，

第五小節針對攝影機校正後所得到的數據作探

討，最後小節對此研究結果做總結。

二、儀器規格

1. 桌上型電腦(Win7  x64，CPU i5 -4570 

3.2GHz，RAM 8G)

2. 數位化影像擷取裝置USB2.0

3. USB轉RS232線(HL-340)

4. 功率線濾波器(SCHAFFNER FN2090-10-06)

5. 馬達驅動器(D1-36-T，MD-36-S2)、RS-150

6. 電源轉換器(INPUT AC110V，OUTPUT 

DC24V 6.5A)

7. NAVITAR顯微鏡設備(NAVITAR 1-60123

同軸光鏡頭，主鏡配件：2X加倍鏡、1X 

TUBE、調焦架C4，立柱：客製化FOR主

鏡及調焦架C4(長500mm 直徑25.0mm 下方

20.0mm)，拍照設備：CCD-ZA6800(52萬畫

素)光源：高功率3w LED同軸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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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架構與設備操作流程

圖一、整體架構圖

四、執行過程

步驟一： 

啟動配電盤電源、數位顯微鏡、顯微鏡光源

及電腦。

 

圖二、驅動器電源啟動圖

 

圖三、驅動器啟動示意圖

 

圖四、電腦啟動示意圖

 

圖五、顯微鏡光源器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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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顯微鏡示意圖

圖七、線性馬達與旋轉馬達示意圖

 步驟二：

開啟程式，連結COM腳位(馬達驅動器有旋轉跟線性兩種，

所以要選擇COM腳位跟相應程式配對，顯微鏡則不用)。

圖八、主程式起始畫面圖

 步驟三：

按下Ready鍵，等待旋轉馬達及線性馬達到達準備位置。

圖九、主程式準備就緒示意圖

 

  

步驟四：

按下Start開始校正。

步驟五：

校正成功或失敗後按下確定即可進行下次校正。

圖十、主程式校正成功示意圖

圖十一、主程式校正失敗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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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驗結果

圖十二、準備動作流程圖

 

次數 校正秒數 是否成功 備註

1 124 是

2 117 是

3 124 是

4 69 是 只有粗調

5 125 是

6 124 是

7 124 是

8 124 是

9 124 是

10 130 是

11 124 是

12 70 是 只有粗調

13 68 是 只有粗調

14 124 是

15 124 是

16 125 是

17 69 是 只有粗調

18 124 是

19 69 是 只有粗調

20 69 是 只有粗調

21 124 是

22 125 是

23 69 是 只有粗調

24 124 是

25 70 是 只有粗調

26 124 是

27 69 是 只有粗調

28 124 是

29 69 是 只有粗調

30 124 是

表一、校正數據表

CCD檢測之誤差值：

使用倍率為0.7倍，誤差為0.055um/pixel。

校正秒數：

平均約125秒。

良率測試：

本實驗在30次下皆成功，理想良率為95%。

結論

此計畫理想誤差為正負2.2um，理想解析度

為0.22um/pixel，顯微鏡放大倍率最小倍率(5000

倍)的情況下解析度已能達到0.055um/pixel，足夠

符合規定要求。透過5000倍放大下的光學尺刻度

之邊緣線，在霍氏直線偵測下，能夠穩定的辨識

出邊緣線，使偏心量的偵測過程非常順利。粗調

後，皆能讓每個角度偏心量控制在容許範圍內，

使得後續的細調過程可以順利執行。旋轉馬達

的動作過程皆以逆時針旋轉，以減少正反轉造

成的誤差。校正結束後，偏心量皆能坐落在正負

2.2um以內，達到本計畫要求。

表二、線性馬達理論值與實際量測值

理論值 實際測量值

0.01deg 1um 0.0083um 
0.1deg 10um 0.1162um 
1deg 100um 1.0209um 

10deg 1mm 1mm 
100deg 1cm 1cm 

顯微鏡

放大倍率
實際放大倍數 解析度

0.7 倍 5000 倍 0.055um/pixel 
1 倍 7000 倍 0.038um/pixel 

1.5 倍 11000 倍 0.025um/pixel 
2 倍 14000 倍 0.018um/pixel 

2.5 倍 18000 倍 0.014um/pixel 
3 倍 22000 倍 0.0125um/pixel 

3.5 倍 25000 倍 0.0125um/pixel 
4 倍 29000 倍 0.009um/pixel 

4.5 倍 33000 倍 0.0083um/pixel 

理論值 實際測量值

0.01deg 1um 0.0083um 
0.1deg 10um 0.1162um 
1deg 100um 1.0209um 

10deg 1mm 1mm 
100deg 1cm 1cm 

顯微鏡

放大倍率
實際放大倍數 解析度

0.7 倍 5000 倍 0.055um/pixel 
1 倍 7000 倍 0.038um/pixel 

1.5 倍 11000 倍 0.025um/pixel 
2 倍 14000 倍 0.018um/pixel 

2.5 倍 18000 倍 0.014um/pixel 
3 倍 22000 倍 0.0125um/pixel 

3.5 倍 25000 倍 0.0125um/pixel 
4 倍 29000 倍 0.009um/pixel 

4.5 倍 33000 倍 0.0083um/pixel 

表三、顯微鏡放大倍率及解析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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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微鏡設備可與校正平台整合，使裝機過程

中，顯微鏡的中心線能更接近偏心量零誤差位

置，且不易因晃動使顯微鏡位置出現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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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4.0一詞源起於德國政府提出的高科技

戰略計畫，簡言之是智慧工廠的開發與建立；其

目的為提昇製造業的電腦化、數位化與智慧化，

基於物聯網、大數據、雲端、人工智慧的整合，

期望能建構出一個具有智慧意識世界的新型工

業。理想的智慧工廠，從智慧物流網開始，可根

據客製化訂單調整訂購的物料，避免供料不足

或儲料過多。接著透過先進製造系統、先進材

料、機器人、自動化載具等流程並搭配各式感測

器、大數據分析、物聯網等技術，達到可客製化

量產的目的，而工業4.0的核心課題就是虛實融

合系統（CPS），所謂的虛實融合系統就是虛擬

世界（網路、模擬）與實體世界（實際工廠）完

美融合後的系統，這樣的系統可以將虛擬世界的

優點完全發揮出來，有效提升實體世界的效能。

虛擬世界的優點，包括零距離、去中心化與分散

式的，透過訊息網路傳遞的虛擬世界能消除距離

的限制，將遠距離的互動修正為即時，因此建構

從工業4.0看工業機器手臂

了物聯網與實際工廠進行整合，這樣即時的特徵

將更加凸顯中間層的消失，造成實體商業行為的

去中心化，產業將面臨更多的整合來增加經濟規

模，抑或是個性化的小型服務將獲得一定的市

場，導致原本產業的金字塔結構變的更為扁平分

散。

工業機器手臂

工業機器手臂是最常與工業4.0連結在一起的

名詞之一，因此許多人以為工業機器手臂是工業

4.0的重要課題，筆者認為這不全然正確，如果

對照德國工業4.0的文件，可以發現德國將1969年

PLC（可程序控制器）當成工業3.0的起始點，並

且將自動化與工業機器手臂的導入視為工業3.0階

段重要推展工作，而工業4.0所需的工業機器手臂

必須是智慧化的，也就是智能機器人（Intelligent 

Robot），而所謂的智能機器人是一種能在使用

者指定的環境下持續並自動執行指令，且能在不

需使用者干預的情況下針對環境的改變做出適當

上銀科技 吳文加經理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5/12月號

70 71

的動作及回應，目前世界發展的趨勢都是將智能

機器人想成是一個系統，不斷的開發新的功能，

希望它能達到人的智慧，透過新增視覺、觸覺、

聽覺…等各種感測器，搭配更複雜的演算法逐步

建立一個能自主運作的高階系統。

建立一個智能機器人系統相當符合上述工業

4.0的趨勢，能將所有信息網路化，多功能的系統

當然能從中萃取出各種客製化服務，再搭配高智

能的感測器及演算法來提供數據決策，但如果將

智能機器人想成智慧工廠中的一個零組件來看，

似乎還有不同的發展方向，所謂的零組件就是給

客戶使用的工具，怎麼用必須取決於客戶本身的

想法和能力，它只要具備清楚定義的功能，開放

的界面與外界連結即可，從工業4.0所提出的願景

來看，關鍵零組件的發展應該要迎合三個趨勢，

第一是網際網路化，讓各個單元之間的訊息可以

流通，第二是客製化服務，提供客戶最精確的服

務來完全滿足需求，第三是提供數據決策，使得

生產流程的狀況可以完全預測，從這三項趨勢因

此我們思考發展了機器手臂次系統。

何謂機器手臂次系統，這是一個不完整的工

業機器手臂，從人的器官功能來比喻的話，它是

個不具有大腦系統，只具有神經系統和肌肉的機

器手臂，從技術面來說，我們將傳統工業機器手

臂的控制系統進行簡化，僅僅保留運動控制及馬

達驅動，因為這兩項功能必須高即時性且高可靠

度，且不需要太多的彈性及開發性，所以透過嵌

入式系統來實踐，強化運動控制的高階演算法，

讓控制系統退化為一個單純的運動核心，藉由標

準的通訊界面(MODBUS)與外部聯繫，這樣的次

系統無法單獨運作，必須搭配PLC或PC等外部裝

置來對他下達命令，而外部裝置的任務強調多功

能，將各種周邊設備串聯在一起派工，可能產生

的配置方式因應用例不同而有很大的變化；看起

來這樣的產品更不智慧，並不符合上述的工業4.0

發展趨勢，但其實它給了使用者搭建智能機器人

系統的空間，以往的智能技術的發展取決於機器

人系統開發者，能應用什磨技術都很被動，雖然

符合工業4.0的趨勢，但完全被技術提供者給主

導，所產出的智能化系統必然相當類似，但都不

完全符合各產業的需求，我們相信智能技術必然

包含了產業知識，只有各產業的專家才能發展出

最佳的系統，所以機器手臂次系統將這權力還給

使用者，藉由使用者在產業的專業知識搭配機器

手臂次系統來實現各產業所需的智慧工廠，這樣

的工業機器手臂可能與市場的發展趨勢有些背道

而馳，但讓使用者自行決定通訊界面，且處理獲

得的數據進行決策，因而實現了各式客製化的系

統，都與工業4.0的發展趨勢不謀而合，當然使

用者必須花費的心力將更大，但取得的研發成果

必然更加豐碩，也將成為各個廠商差異化的競爭

力。

結論

目前各主要工業國家都如同德國推出了自己

的高科技戰略，以下簡述

• 德國：以CPS為核心、智慧工廠為精

髓，發展德國工業4.0

• 美國：啟動AMP計畫，積極引導製造業

回流

• 日本：融合先進機器人技術，發展人機

共存未來工廠

• 韓國：以ICT網際網路與機器人技術，發

展下世代智慧型工廠

• 大陸：透過「十二五計畫」發展製造業

高端設備–發展機器人自動化生產和現場大型成

套作業裝備、機器人零組件/模組產業化等高端設

備

大家都在尋求更好的解決方案來解決目前面

臨的問題，筆者以自身的經驗提供零組件的發展

案例，希望能協助產業尋得個好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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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製造業面臨許多嚴峻的考驗，國外的低

廉人力成本，以及國內少子化與薪資上漲要求，

企業必須加強產業升級與創新。近年來，政府強

力推動工業4.0就是很重要的產業升級項目。企業

為了可以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與契合政府推動

的工業4.0專案，必須加速自身生產製造的能力；

因此，生產線的自動化佈局成為一個必要的手

段，也是工業4.0最基礎的建設。

但是當企業導入自動化生產單元後，常常面

臨很多困擾，諸如生產線效率不彰、投入資源過

多、導入經驗不足以及生產品質無法提升等等問

題。肇因皆是因為新產線在規劃初期沒有做完善

的人、機、料、法的審慎評估。也沒有適合的評

估工具來協助自動化規劃人員做所謂的【精實工

程】。

精實工程為自動化生產所帶來的效益極為龐

大，利用數位工廠導入系統進而模擬製造決策模

式 ,透過智慧型元件、參數的新增與修改及行為

指派等功能將系統佈局並導入機器設備產生3D動

態即時模擬。而其導入成功的要素主要存在於三

個層面：首先是「作業流程面」、然後是「人員

組織面」、最後才是「IT技術面」。了解以全方

位整合自動化的理念確保所有自動化元件間的最

佳協調與應用，並透過全方位整合自動化軟體平

台節省約30%的工程規劃時間，提升工廠自動化

的效能。「數位工廠」提供的生產流程除了避免

錯誤執行，也協助自動化設備廠商能依客戶的需

求呈現。除此之外，在模擬流程中可任意搬動設

備位置與人力配置，針對各種不同情況進行評估

虛擬成真的數位工廠服務
與分析，找出最適合的產線規劃。

至此，3D圖像已非單純的圖像，而是動態的

視覺與模擬，具有溝通與互動能力的最佳流程解

決方案，利用3D動態的視覺銷售，可確切的評估

各種狀態下的產線效率。為此在客製化系統的過

程中，數位工廠的研究與分析將會是自動化設備

最佳的利器。

專業的自動化工程顧問服務，以協助客戶提

升”生產力”為最主要的使命，經由最精實的工

程規劃，提供企業自動化的硬體與虛擬的數位工

廠規劃服務。主要服務項目可以分為以下三大類

型：

1.規劃設計服務：規劃設計服務區分為三大

類，分別為生產系統規劃、生產系統設計、繪圖

服務。這三類服務可獨立或是交叉的運用，這完

全取決於顧客的需求。

2.模擬服務：模擬服務區分為三大類，分別

為事件模擬、資源模擬、人因模擬。這三類服務

可獨立或是交叉的運用，這完全取決於顧客的需

求。

3.顧問服務：先構技研為協助顧客全面性提

升競爭力，除了設計與模擬服務外，也提供顧問

服務，其業務可區分為三大類，分別為企業流程

再造（BPR）、生產管理顧問、產業研究。

透過這三類的顧問服務完全與團隊以往之經

驗與核心競爭力吻合，這三類服務是可獨立或是

交叉的運用，完全取決於企業的需求。企業客戶

可以提出產線升級需求，以最貼近客戶的方式展

示其設備效能。先構將以數位工廠的虛擬模擬服

務，加速創新想法的收斂速度，快速提出最佳的

升級解決方案。

先構技研 簡旭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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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十年來，工廠為提升整體生產精度、效

率及彈性，致力於添購各式工具機、工業機器

人及輔助系統（如自動換線系統、高階控制器

等）。其中，電腦數值控制（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s, CNC）、自動處理設備、電腦輔助設計

（Computer-Aided Design, CAD）和電腦輔助製造

（Computer-Aided Manufacturing, CAM）等發展帶

來對製造業而言相當重要的全面性改變。除此之

外，製造業也逐漸建立許多方法及概念以滿足

更佳的生產目標，如：即時生產管理系統（Just-

In-Time, JIT）、全面品質管理（Total Quality 

德國工業4.0，智慧工廠發展趨勢

圖一、科智企業榮獲2014 Intel Global Challenge First Place Winner in internet, mobile 

and software computing.為實現即時預測生產目標和釋放工廠巨量資料力量，其核心產品

-Servolution透過資通訊科技蒐集整廠資訊，研發製造最佳化分析技術，協助設備加工廠提

高稼動率 (Overall Equipment Effectiveness, OEE)，帶動製造業服務化模式創新。

Management, TQM）等，並使製造業者能滿足自

身與客戶設立的生產水平，甚至進一步超越自我

要求。

然而，隨著資訊科技及自動化設備的發展腳

步，製造業生產型態大幅改革已成為無法抵擋的

產業海嘯，單純就過往的管理理論或以單機、流

程為輔助的系統，似乎已不足夠面對今日蜂擁而

來的挑戰。「工業4.0」的概念，最早於2011年

漢諾威工業博覽會（Hannover Messe）所提出，

同時也代表著德國面對製造業革命挑戰議題。其

中，所提出的產業政策和具體行動領域角度認

為，不論是產品開發、生產製造、乃至於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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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做為決策的依據，皆需利用軟體和網路進行

改變。這樣即時性的數據變化，使得工廠內的生

產流程計畫、維修保養計畫、物料資源掌握、以

及工廠排程計畫，不會只是經由非即時化的資訊

來提前訂定，而是都按照最新現場製程情況靈活

調整，實現生產流程的優化，進而製造出符合標

準的產品。有鑑於此，本篇文章透由目前軟體發

展趨勢，探討如何因應工業4.0規劃所需具備的三

大能力：機台通訊標準化、生產網絡彈性透通、

軟體應用智慧串連，進而實時達到智慧製造工

廠。

科智企業顏均泰總經理表示，欲達到工業4.0

需具備三大基礎建設的重點：即時性、正確性及

彈性分析。傳統製造業工廠多採用人工抄寫方式

記錄生產狀況，而後轉交生管人員進行文件key 

in，其耗時需達1-7天不等，因此，管理者僅可透

過事後生產報表進行檢討和追蹤，而無法從事更

積極的現場協助，如：生產進度落後前往了解發

生原因，進行改善或將交期可能延遲的產品重新

調整機台生產配置；另外，運用生產資訊自動採

集取代人工抄寫記錄，這裡強調重點在於透過自

動即時傳輸，取代人工可能輸寫上的錯誤，將人

力有效運用於更具效率的地方；依長期接觸工廠

經驗發現，生管人員多將資料透過excel、word或

記事本方式，依不同日期歸檔儲存於電腦中或匯

入各系統。因此，不論是在搜尋資料內容或彈性

轉換為各分析圖表皆不甚便利，所以最後一項重

點，強調包含各系統所有持續性資料，應整合於

資料庫做橫向串連。

運用以上三大重點，資料即時且透明化，管

理者可一目瞭然完整資訊，並從中發現工廠內部

需改善之處，此時，以全方面數據進行不同角度

的比較思考，以確認問題根本點，最後，透過外

部顧問、尋找合適外部系統、專家系統等方式，

做最有效的改善。

圖二、科智企業顏總經理指出，達到工業4.0工廠需具備即時性、正確性及彈性分析，透過資料即時透明，進

而達到有效改善廠內問題。

工業4.0需具備三大重點

資料即時透明

如何比較？

如何改善？

即時性使用資料擷取系統，即時取得機台資料，機台資訊透明化。

支援多合一Adapter
涵蓋國內常用市售控制器品牌; 處理控制器Library參數與TMTC之轉換處理

正確性 透過機台生產量自動報工，免除人工回報的不準確，降低客戶
人工的成本及錯誤率且資料保存永續化。

機台

讓機器自己說話

彈性分析 文件檔案透過資料庫方式保存，彈性提供後續報表分析及管理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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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服務解決方案-Servolution

為了實現工業4.0於生產製程中，人對物

（Human to Machine,H2M）、物對人（Machine to 

Human, M2H）、物對物(Internet of Things, IoT)之

間溝通順暢，最先要解決的關鍵技術是如何使

加工設備（如：CNC工具機）生產資訊能有效擷

取、處理，並傳輸至雲端加值服務平台做有效溝

通。目前，科智企業為機械加工業、工具機產業

等建立一套可行的解決方案。

S e r v o l u t i o n ( 如 圖 三 ) 透 過 資 通 訊 技 術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服務

做為基礎架構，具有整合產業四大構面：加工

設備本身、資料擷取共通裝置（ServBox）、各

類智慧加值應用服務(ServAgent)及加值服務平台

（ServCloud）的特色，藉由打造一個協同智能化

的基礎建設平台，將廠內各機台的資訊匯流，不

僅可在當地的工廠進行機台監控、生產稼動管理

等相關議題，同時也可連接到衛星工廠，甚至是

客戶端，將服務導入客戶端與機台端兩個端點，

完整而緊密地利用資訊通道將成員緊緊串連，達

到機台資訊透明化、資訊保存永續化、反映處理

即時化等三大效益。

Servolution中主要包含三大元素：ServBox、

ServCloud及ServAgent。以下將分別敘述其功能：

1.智慧擷取服務：ServBox

ServBox(如圖四)為機台與資訊系統平台間的

重要溝通橋樑，透過此服務功能，可有效連結整

廠CNC工具機台，形成應用網絡，並且將機台資

訊正確且即時的傳送至ServCloud及ServAgent，提

供加工廠廠內之系統使用者進行資料的統一控管

與分析。ServBox也是各種CNC工具機最佳的製程

監控、適應性控制與遠端創新服務的必要執行應

用，Servolution最核心的成員，也是智慧製造中

將服務帶入機台的要角，有效做為CNC工具機與

工具機廠遠端服務平台的溝通橋樑，提供工具機

廠廣佈於客戶端的服務入口。

面對製造業生產端，眾多工具機台品牌型

號，ServBox目前已可整合4大類生產訊號，包含

8款常見CNC工具機控制器廠牌、50款以上PLC控

制器廠牌、超過100種工業感測器以及各類通訊

圖三、Servolution整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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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form Format Transform Standard

FANUC
Adapter

X軸電流( X_CUR)

上層應用服務(Application)
與控制器溝通的介面
(Interface)，訂定經由多合一
控制器資料擷取器與上層應
用服務溝通的標準。

X_CUR←→FAN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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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標準

應用服務(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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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er

FANUC Lib Siemens Lib

FANUC Siemens Siemens

Cnc_servcurrent(x)

X_CUR

Siemens
Ad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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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流排（Field Bus）；除此之外，更具備彈性的

訊號擷取系統，可依據環境不同提供軟硬整合、

純軟體、及On-chip（單晶片）導入方式，讓業者

取得最適合的導入方案

ServBox 涵蓋國內常用市售控制器品牌率

80%以上，可擷取軸向資訊、歷史資料、CNCFile 

Data、加工程式、PMC等重要參數，更可於出廠

時依據客戶狀況，設定抓取不同的參數，進而即

時的持續記錄常態資訊，忠實地呈現機台資訊。

對於客戶來說，不但反應即時，更可以確保資料

安全無虞，搭配ServCloud廠內平台，同時監控

廠內全部機台即時稼動率，統一管理進行產線優

化。

另外，支援TMTC(Taiwan Machine Tool 

Connect，與國際MTConnect標準相容)，涵蓋國內

外多款常用CNC控制器與PLC，其常用參數的通

訊資料擷取器，完成跨發那科、西門子、海德

漢、三菱、寶元、新代、智研、捷準、工研院

控制器與三菱、歐姆龍PLC等多款CNC控制器與

PLC之資通訊轉譯標準一套，對於工具機產業、

智能化應用服務開發商(尤其是學術或研究機

構)、系統整合業者、嵌入式工業電腦業及網通

設備業，都將大幅降低極大的開發與維護成本。

2.生產管理雲平台：ServCloud

ServCloud是解決廠內加工生產力需求、兼具

與中心廠平台溝通的最佳服務平台。當廠內機台

數量越來越多時，ServCloud可掌握全工廠機台稼

動率、監控機台即時狀況、檢測機台性能等，不

論是中心廠的加工部門、協力廠、或客戶（加工

廠），導入ServCloud可透過ServBox將工具機智

能化，運用生產管理機制將產線整合，創造中心

廠與加工廠的雙贏局面。

ServCloud利用ServBox擷取機台的加工資

訊，將一直以來隱藏在機台後的資訊透明化，匯

集產線稼動資訊，形成機台服務網絡，便於使用

者進行即時化與智慧化之生產管理，以期有效提

圖四、設備資料擷取技術Serv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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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機台生產力與利用率。透過持續累積之製程加

工知識，可協助客戶挖掘製程弱點，提升製程規

劃品質，除了客戶可做為製程前規劃之參考，亦

可輔助客戶即時發現製程中可能產生的問題，在

品質可能出現異常前，即採取必要措施，降低或

消除問題可能帶來的損失，以穩定製程水準，打

造優化產線。藉由分析機台之生產資訊，客戶可

確實掌握產線機台之稼動及生產效能，有效提升

客戶生產規劃之彈性及自由度。

全廠狀態一手掌握

過往，對一般加工廠而言，每日生產日報表

最快需要一至二個工作日才可產出，而跨國工廠

統整全部生產記錄，更可能多達三天至一個禮

拜，管理者定期召開的生產管理會議，往往僅可

達到事後檢討的功用，卻無法有效改變現狀。身

為加工廠生產服務管理平台，完全地掌握全廠加

工生產數值，運用這些為數眾多的加工參數做不

同排列組合，提供管理者全場監控管理、生產

稼動服務、即時警報通知、零組件壽命預測內

容等功能，並同時藉由網際網路透過手機APP、

WEB、廠內電子看板等載具，分別對高階管理

者、現場管理者、操作人員達到即時告知效果，

當生產進度落後或機台發生故障時，可立即前往

支援，大幅將無效生產時間有效轉換為生產稼

動。

此外，導入資訊系統除了需面對大量客製化

議題外，最常見的就是需同時使用多個系統介

面，當彼此間資料不透通時，若要搜尋一筆資

料，往往需耗費相當多時間於切換介面確認數

值，ServCloud可彈性與ERP/MES等外部系統相互

串連，使單筆資料相互連結於不同系統表單中，

因此，僅需運用單一系統入口則可掌握全廠資

訊，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售服體系資訊透明化

做為設備廠遠端維運服務管理平台，提供系

統使用者管理客戶相關資訊、維護機台客製履

歷、管理售後服務內容等，並透過網際網路與客

戶端ServAgent取得連線，進行線上即時機台狀態

監控，以期快速釐清、確認機台問題，提升維修

服務效率及縮短服務時程，大幅度增加工具機廠

品牌效應。這樣的效益將提升客戶滿意度與強化

夥伴關係，更可大幅降低工具機廠龐大之售後服

務成本。而透過平台所累積的客戶機台客製履歷

以及維修歷程，可做為後續機台設計與架設之參

考，藉以提升產品品質與效能。

以往工程師需親自到廠才能得知機台加工

情形，往返成本極高。由於 ServBox 可連續記

錄機台狀態與資訊，以及提供兩階段式監控，

ServCloud 提供單一入口服務平台，除共通之單

一登入、使用者管理機能外，亦具備遠距監控、

服務開發工具集(SDK)、巨集資料管理及執行環

境，供敏捷服務開發者於其上發展應用服務，並

供工具機廠透由平台提供敏捷服務予其客戶。

ServCloud 可即時遠端監控機台狀態資訊，正確

掌握機台資訊、減少資訊傳遞錯誤、降低溝通時

間，使得問題能夠快速釐清、正確備料，由於歷

次維修記錄都有保存下來，可以一次快速取得機

台維修履歷、減少資料收集時間，將可提高一次

完成率、降低售服成本，整體提升服務品質。

3.加值服務市集：ServAgent

傳統機械加工業者主要致力於製程及自動化

設備上的調整，較少著墨於資訊系統的整體開

發，且應用服務多半以 Project-based 及客製化方

式進行，需投入大量資金與時間成本，因此，一

般機械加工業者當中，僅大型廠商才會獨自設立

資訊部門進行應用服務研發或完全客製化導入，

中小型廠商通常僅使用一些較低效率之文書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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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進行資料的傳遞或勉強使用不合身的套裝軟

體。而未來工業4.0的工廠，因應產業型態、生

產型態、生產規模、客製化程度皆不同，如同你

我手中的智慧型手機，彼此間各自需求應用也會

有所差異，過往套裝軟體為因應各自工廠不同需

求，故軟體內容包山包海，一但需要修改內部軟

體需求規格，則牽一髮而動全身，造成巨額客製

化成本，現今，ServAgent以單一應用解決單一問

題的概念，深入探討現今加工廠需求痛點，進而

產生各式應用，基礎項目：如即時全廠監控、生

產稼動管理、即時警報通知、刀具壽命統計等；

進階項目：如刀具壽命預測、軸承壽命預測、馬

達壽命預測、製前參數回饋等分析服務。

因應全球化的產業競爭，工廠內為符合不同

客戶需求，需具有彈性調整能力，加值服務市集

ServAgent內擁有各式生產型態的工廠所需應用

APP，並讓客戶採用租賃方式進行購置，除可避

免導入初期耗費大量資金於資訊系統購買外，後

續維修維護皆可交由專業人員進行處理，降低廠

內資訊人員負擔；一但生產流程進行調整，需更

換原有應用，也可彈性置換及擴充，甚至快速加

入多個應用APP達到管理綜效。

客戶實際案例：帶鋸床健診雲服務

過往數十年來，儘管工具機已歷經多次技術

進步，但傳統機械設備商在加工工具機研發上，

仍主要著重於切削精度、速度及馬達節能等硬體

方面的改善，而工業4.0及智慧工廠的趨勢，帶動

機械設備商有新的思維，結合軟體加上硬體的整

合服務，期許帶給客戶不同視野。

根據統計，加工過程中主要的成本耗損，

刀為主要來源之一，以帶鋸床加工廠而言，客

戶現存問題為不確定「最適的更換鋸帶時間

點」，過早更換會造成鋸帶成本浪費，而不更

換繼續加工，則可能造成貴重金屬材料損失，

甚至，一旦重大停機，更是需要至少72小時，

需找人檢測問題、叫料、維修、確認方能恢復

正常運作。因此，高聖精密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Cosen Mechatronics Co., Ltd)經由科智企業所提出

圖五、帶鋸床健診雲服務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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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Servolution服務架構，新增鋸帶健康狀態分析

預測服務模式(如下圖)，使用者可以透過基礎架

構為ServCloud的高聖雲介面，輕易地了解鋸帶的

健康狀態，一但其健康狀態低於警報門檻，則即

時進行主動式異常通知；此外，高聖更可整合鋸

帶經銷商，做自主判斷通報，進而降低客戶等待

時間，達到三贏。此加值服務可以確保工件即時

地被健康鋸帶精準地加工，同時減少人工檢查鋸

帶的相關成本，目前已實際於美國工具機研究機

構進行驗證，能清楚地將狀態診斷的資訊即時地

提供給工廠端的加工使用者。

圖六、資策會衍生公司「科智企業」 勇奪2015 Frost & Sullivan Taiwan年度M2M新創

公司獎「Servolution」技術，連年獲國際大獎肯定。

Frost & Sullivan資深研究分析師Krishnan 

Ramanathan強調：「雖然機聯網(Machine to 

Machine, M2M)及製程資料分析預測在台灣仍是起

步階段，但已逐漸於各類型工業應用端顯現出巨

大的發展潛力。「科智企業」的Servolution技術

專為滿足工廠需求所設計，透過系統自動收集整

廠數據、縮短生產報告時間，而讓上層經理人達

到即時管理的效果，當數據被有效收集管理後，

更可讓高階應用快速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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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國內各企業廠商積極導入智慧機器人進行自動化生產作業，而手臂的體積與重量往往

是廠商考量是否採用的重點項目。一般機械手臂會採用馬達搭配減速機並透過直傳的方式或皮帶

輪進行傳動，因此手臂的體積常常會受限於市售的馬達或減速機，造成機械手臂的重量增加，進

而影響手臂的性能。

因此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以下簡稱PMC)近年來針對中空致動器進行研究與開發，

透過中空致動器取代馬達及減速機的方式來降低手臂的重量及體積。在致動器模組中整合了旋轉

式編碼器、馬達、諧和式減速機以及扭力感測器等元件；由於中空致動器的結構特性，機械手臂

中的線材可經由致動器中央通過，解決了線材因手臂旋動時會被扭曲、拉扯等現象。目前已經有

許多中空致動器應用於機械手臂上的例子，例如:雙臂機器人，垂直多關節機械手臂等。

一、前言

近年來，隨著智慧型行動裝置的蓬勃發展，

帶動龐大的相關零組件需求，例如觸控面板及半

導體元件等；這些零件製造商為了提高生產效率

以及降低生產成本，開始大量投入自動化生產的

行列，進而帶動相關自動化設備及機器手臂的需

求，如圖1.1所示。

工業機械手臂發展至今技術已相當成熟，但

其價格昂貴，且關鍵零組件技術被國外大廠所掌

握，限制了許多國內業者將其導入自動化的意

願；再者，傳統機械手臂的體積龐大且笨重，在

安裝上必須賦予機械手臂足夠的作業空間，進而

影響了廠房空間的使用效率，增加業者的營運成

本。因此，機械手臂未來在發展上勢必要朝向小

型化、輕量化以及高安全性之設計原則，機器手

臂之驅動元件開發技術亦必須要同步進行提升。

以往國內在機器人的開發過程中，著重在單

一模組與零組件之開發技術，且缺乏重要關鍵零

組件技術，因此皆仰賴引進國外的關鍵零組件與

技術，但隨著技術合作與開發經驗的累積，已逐

漸吸收並掌握部分關鍵技術，如果能將已掌握的

技術加以整合成為完整關鍵技術，將促使台灣在

機器人關鍵組件與產品更具競爭力。

對於機械手臂而言，高精度及高扭矩之特性

需求，因此驅動元件通常採用馬達搭配減速機之

設計架構；傳統上馬達透過直傳或是皮帶傳動的

方式，帶動減速機進行減速及放大扭矩，但受限

於馬達及減速機本體之限制，造成機械手臂體積

與重量的增加；另一種方法是利用中空致動模組

作為機械手臂之驅動元件，中空模組的體積小、

重量輕，安裝及維修上都較為方便，應用在機械

手臂上即能有效降低手臂之體積與重量，使手臂

在設計上可以朝向小型輕量化之趨勢發展。

陳家禾  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機器人智動化發展處

中空致動器發展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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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業應用領域中，為求放大輸出扭力以及

提高輸出精度，皆會搭配各種類型之減速機，其

中行星式減速機為最常見之型式，其開發技術成

熟，品質穩定，與諧和式減速機比較之下，製作

成本較低且傳動效率高，因此廣泛的應用在各種

工業機械上。

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PMC)發明

了以開發新型行星式減速機為核心，採用多組輸

入軸同時運轉之方式，帶動行星齒輪系進行二級

減速。此減速機並具有中空結構，應用在機械手

臂時讓使用者容易安裝線束，設備之外型設計因

此有更大之彈性與整合空間。

二、中空致動器的發展

2.1行星式減速機

一般行星式減速機是由太陽齒、行星齒及環

齒三大部件所組成，架構上位於中心軸線之太陽

齒為輸入端，太陽齒外圍與數顆行星齒相配合，

而最外圍之環齒為固定件，並與行星齒相配合。

運作上輸入端帶動太陽齒轉動，再進而帶動行星

齒作自轉之運動，因環齒為固定件，因此行星齒

會再沿著中心軸件進行公轉運動。

常見的行星式減速機型態:

1.行星齒輪減速機:

採用複合式行星齒輪架構，利用二環齒輪分

別嚙合於第一及第二齒輪，能減少第一及第二齒

輪因相位誤差問題造成的裝配困難與運轉干涉現

象，亦使整體結構更為穩固，有效地縮減體積。

圖1.1機械手臂結合自動化產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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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級行星齒輪減速機構:

此減速機為二級減速之行星齒輪系，第二級

減速機之太陽齒直接與第一級減速機之內環齒聯

接成一體，此設計方式較傳統技術更具低製造成

本之經濟價值並可縮減體積。

3.通孔型行星式減速機: 

以中空軸架構設計之行星式減速機，當傳動

作業進行時，可將馬達電線收納於中空通孔內，

使傳動作業順利進行，確實提高傳動作業之安全

性。

4.零背隙之行星式減速機構:

此減速機採用雙層行星齒輪之架構，雙層行

星齒輪間設有一緩衝機構可抵消齒輪間之背隙，

提高減速機之精度及剛性。因此根據中空致動器

應用面考量，通常會採用中空軸行星式或諧和式

減速機搭配動力端輸入進行設計。

2.2中空致動器模組

機器手臂中空致動模組能夠因應任務需求與

環境條件不同，進行彈性化之設計與開發，同時

利用其中空結構的特性，讓機器手臂線路可直接

穿過致動器模組，除了可達到有效減少機器手臂

體積之目的，亦增加線束配置的便利性，並降低

線路磨耗破損之機率。目前市面上已發展成熟之

中空致動器模組產品如下：

在中空致動器機構中通常會以中空軸、動力

源(伺服馬達)、減速機、剎車系統以及編碼器等

零件組合而成，如圖2.1所示。

 而中空型致動器是採用中空軸之結構，可使

線材經由中空部分通過致動器本體，改善線材造

成體積及重量增加之問題，且馬達電線收納於中

空通孔內，除了可達到有效減少機器手臂體積之

目的，亦使傳動作業順利進行，確實提高傳動作

業之安全性，並降低線路磨耗破損之機率，如圖

2.2所示。

 目前已有許多中空致動器應用於機械手臂

上，而因為機械手臂須要能夠快速的移動且精準

的到位以進行後續工作，因此中空致動器的重量

就成為非常重要的指標。在中空致動器的重量較

重的情況下，當機械手臂移動至定位點時，會因

致動器自重的影響，導致手臂到達定位時產生震

動的現象，如圖2.3所示。而震動的幅度與達到穩

定時間皆與致動器的重量有所關聯，因此中空致

動器也必須朝著輕量化發展。

2.3國內外發展方向

目前中空型致動器模組的開發技術及相關產

品主要皆集中於國外廠商，國內並無此產品之銷

售。圖2.1中空致動器內部結構圖 [2]

圖2.2中空型致動器運用於機械手臂 [3]

圖2.3機械手臂輕量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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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WR致動器模組：國外模組產品以德國

宇航中心DLR[4]所開發以及應用於歐洲太空計畫

DEXARM最具代表性。如圖2.4 DLR致動器模組

及圖2.5 DEXARM致動器模組所示。該致動器與

本研究所開發之產品都是以模組化為設計開發要

點。國外雖有其相關產品進行販售，但考慮購置

成本及技術深度掌握之因素，國內市場現階段

尚無此類產品及可預見之需求量；透過此模組開

發，期望提供消費者一款穩定及相對較低成本之

模組化商品，以減少設計者整合元件時間與思考

其適用性，如Harmonic Drive AG及SCHUNK此類

產品。

圖2.5 DEXARM致動器模組 [4]

圖2.4 DLR致動器模組 [4]

(2)Harmonic Drive [3]AG：此為德國公司所開

發，如圖2.6所示。其為一AC交流電之中空軸徑

致動器。結構組成包括控制電路模組、諧和式減

速機以及多圈式位置編碼器，在線材部分包括

馬達動力、煞車以及編碼器控制等線材連結至

外部。其位置編碼器（S/M1024）為HIPERFACE

系統，能夠依照使用環境選擇支援增量式與絕

對式，增量式解析度為每圈 1024個sine/cosine，

而絕對式解析度為15 bit(單圈)。此產品中空軸徑

18~45mm，重現性為 6 arcsec，轉矩密度為60 Nm/

Kg。而該中空致動器的重量約為2KG，最大輸出

扭力為73~120Nm(其扭力值會依不同型號而有所

差異)。

圖2.6 Harmonic Drive 中空致動器模組 [3]

 (3) SCHUNK [5]致動器模組：德國SCHUNK

所開發之致動器模組，如圖2.7所示，可根據環境

或任務的需要，進行彈性化組裝與設計。其內部

元件如圖2.8所示，依序為電子控制單元、電磁煞

車、直流無刷伺服馬達、諧和式減速機。本產品

最大扭力輸出為239Nm，速度為每秒70度，供應

電源為24VDC，其所搭配之絕對式位置編碼器能

進行位置、速度控制。該致動器是採用齒輪的方

式進行傳動，為了保護線束及不受運動方式所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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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SCHUNK以中空軸進行設計，方便使用者進

行手臂開發，而各軸可以依據輸出扭力值及轉速

大小選擇合適之模組。其重量約在1~3.6KG，最

大輸出扭力為9.6~372Nm(其重量與扭力值根據不

同型號而不同)。 

2.4 PMC自行研發之致動器模組:

現階段國內並無開發出成熟之中空致動模

組，主要產品皆來自於國外廠商，但大多採用高

電壓驅動，無法使用於台灣家用環境中。本研究

開發之產品除了採用低電壓驅動之外，其模組化

的優勢與中空軸的特性，大大增加產品本身應用

範圍，除了適用於家用服務型機器人手臂開發之

外，軍用與工業用等類型之機器手臂也能夠運用

本產品，以模組化優勢縮短開發時程，進而節省

開發成本，使本產品在未來更具市場潛力與發展

性。

(1) PMC研發之第一代致動器模組[8]：

本研究之致動器模組主要應用於家用服務型

機器人，因此考量到家用移動載具安全規範與使

用磨耗程度等因素，所以採用直流無刷馬達；而

馬達規格的選用，是參考目前市面服務型機器人

圖2.7 Schunk中空致動器 [5] 圖2.8 Schunk中空致動器內部結構圖 [5]

手臂，以及未來荷重需求或動作等條件，進而以

常見規格（50Nm、20rpm）進行設計規劃。由於

本研究之中空致動器主要是應用於服務型機器人

之手臂，而服務型機器人要與人類互動並提供服

務，勢必在手臂機構上要納入主動式或被動式的

順應性安全設計，以提高機器人在作動時之安全

規格，減低對使用者所造成之物理傷害。

本研究所開發之中空式致動模組，由於模組

化設計，可依照使用環境與需求之不同，設計出

不同輸出扭力與元件任意搭配之服務型機器人手

臂等產品，在開發層面上具有高度彈性化之優

點。

設計架構

本研究所開發之致動模組，其設計架構如圖

2.9所示，整合了增量式旋轉編碼器、馬達、諧和

式減速機、絕對式旋轉編碼器、扭力感測器與被

動式順應性機構等元件。

在輸入端的部分，馬達採用Applimotion所

開發的環形轉定子馬達（Direct Drive Frameless 

Motor），如圖2.10所示，除了能夠縮減致動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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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模組開發示意圖

體之厚度，其環形與大中空軸徑之架構可增加心

軸線束配置數目，並減少線束磨耗之問題；馬達

後端採用SICK的增量式編碼器，藉由編碼器之迴

授來調整馬達類比訊號。

圖2.10 Applimotion環形轉定子馬達

 在輸出端的部分，本研究採用中空型諧和式

減速機，藉由其中空架構及低背隙之特性，來符

合心軸跑線目的與減低機構所帶來之誤差，提升

模組之輸出精度；並採用中空大孔徑的設計SICK

絕對式編碼器，如圖2.11所示，其每圈解析度達

1024個正/餘弦信號(sine/cosine)，每圈可細分為

4096個絕對位置，可有效執行模組末端位移迴授

控制，進而以閉迴路控制達到精準定位。另外，

模組末端採用FUTEK所開發的扭力感測器，如圖

2.12所示，其結合自行開發順應性機構構成主、

被動防護措施，讓模組產品對於使用者安全性，

發揮保護作用。

圖2.12 FUTEK扭力感測器

圖2.11 SICK複合式編碼器

本中心認為，中空致動器未來在手臂應用

上，除了需要輕量化及高扭力必要條件外，如何

提升安全性為更需解決之問題。現階段安全性之

防護不外乎加裝多組感測器進行檢測，此舉無法

對應其中空致動器於彈性設計上之優勢。

現階段在安全性發展上可區分為主動式及被

動式兩種，主動式順應性方式通常將力量、扭力

感測器等外部感知元件裝置於各關節處，利用感

測器之偵測訊號來進行回授控制，優點在於機器

人能夠直接感知突如其來之外部力量，進而產生

適當反應。雖然主動式對於順應性控制上有優秀

之可程式化反應能力，但如果發生電子感測器損

壞或反應時間延遲之情況，仍可能造成機器人與

使用者互動時的安全疑慮。有鑑於此，本研究自

行開發被動式順應性阻抗機構，以機構方式提供

適當反應，達到吸收、減緩外部之衝擊之目的，

加上反應時間較快且無電子元件損壞之問題，得

以確保達到穩定的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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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前所開發被動式順應性模組為可控

之機構，其核心設計架構朝向兩段式調整機構發

展，能夠應用於未知環境中。此模組特點在於當

低剛性時，手臂能在無負載或是搬運輕量物品時

因其外在衝擊力產生潰縮，達到減緩使用者受傷

程度；當高剛性時能夠搬運重物，因其高剛性時

並無順應性功能，便藉由緩慢移動方式防止外在

力之衝擊，此外，本機構為中空架構，減少其體

積，並可依照環境、任務之不同彈性搭配組裝。

以下將介紹此模組設計構想及組成元件：

此機構為中空軸設計，其發揮葉片彈簧之材

料特性，利用控制葉片彈簧與外在衝擊力相交角

度(α)來達到高、低剛性順應性功能，如圖2.13

所示。葉片彈簧彎曲程度以式2-1表示，M為轉矩

量，L為彈簧長度，θ為當承受外在衝擊時，順

應性機構輸出元件與輸入元件之角度，可視為葉

片彈簧彎曲角度。I表示彎曲慣量，其中width為

彈簧寬度，thickness為彈簧厚度。當其狀態為高

剛性時，如式2-2所示；為柔軟低剛性時，如式

2-3所示。

圖2.13 葉片彈簧順應性阻抗機構

                                                   式(2-1)

                                                   式(2-2)

                                                   式(2-3)

為了使葉片彈簧能夠快速適應環境需求，此

模組採用伺服馬達搭配蜗桿蜗輪當作葉片彈簧轉

向制動器，利用渦桿渦輪高減速比及不可逆之

特性來做為制動器之減速機構，如圖2.14所示。

依據圖2.14，A為模組輸出端，B為連接制動器部

分。機器手臂為低剛性狀態時，其順應性機構之

葉片彈簧角度為0度。當外部衝擊力施加於機構A

處時，葉片彈簧便發揮其功用，將力量減緩甚至

吸收。如果手臂要舉起重物時，葉片彈簧便轉向

成90度，使模組成為高剛性機構。此設計除了可

以達到順應性安全之目的，其中空軸設計概念能

夠讓開發者容易安裝線束，對於手臂外型設計有

更大彈性及整合空間，實體如圖2.15所示。

 圖2.15 順應性機構模組實體

圖2.14 順應性機構模組(側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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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開發之致動器依據轉速及扭力負載

的不同進行評估，並以ANYSIS分析軟體對設計

不足之處于以補強，最後依照設計圖檔，以工具

機台進行金屬及塑膠元件加工，最後將加工完成

之元件依序組立完成，如圖2.16所示，成品相關

規格表2.1所示。

圖2.16 中空致動器組立完成圖

中空致動器模組規格 

重量 ~3 kg 

尺寸 140 mm（直徑）*230 mm（致動器長度） 
140 mm（直徑）*254 mm（加上順應性機構長度）

轉速 ~20 rpm 

最高扭力負載 ~50 Nm 

最大旋轉角度 ~360度（不可連續旋轉） 

通訊方式 RS-485 

供應電源 48 VDC 

(2) PMC研發之第二代致動器模組：

開發內容與圖示說明

本研究開發一中空型致動模組，其中包含減

速機模組、馬達模組以及驅動控制模組，開發架

構如圖2.17所示。為減低成本及提升國內自主開

發能量，減速模組採用行星式減速機模組進行減

速及放大扭矩；馬達採用台達電子自行研發之多

轉子架構馬達，可配合不同的需求條件進行彈性

表2.1中空致動器模組規格表

化設計並有效降低製作成本；將驅動控制電路整

合到致動模組中，可使各模組間採用串接式連

接，有效減少線材數量及體積。

PMC研發之第二代中空致動器以新型行星減

速機為核心，採用多組輸入軸同時運轉之方式，

帶動若干組行星齒輪，再進而帶動最外圍之環齒

作動，進行第一級減速；第一級減速之輸出軸會

作為二級減速結構的入力軸，進行第二次減速；

此發明更可利用齒輪箱內多餘之空間加入中空結

構之設計，讓使用者容易安裝線束，並讓設備之

外型設計有更大之彈性與整合空間。

此中空致動器模組的開發重點如下:

1.減速機模組

目前市售之中空型致動器模組大多採用中空

型諧和式減速機，雖然具有低背隙以及大中空之

優點，但其製作上之關鍵技術為國外大廠所掌

握，且成本昂貴，製作起來費工費時；相較之

下，行星式減速機之製作成本低上許多，且品質

穩定，其開發技術在國內已發展相當成熟，因此

本計畫中的減速機模組將採用二級減速之行星式

減速機架構。

2.馬達模組

本計畫採用台達電子自行研發之多轉子架構

馬達，馬達是由多組轉定子整合而成，並採用絕

對式編碼器；與傳統架構相比，其優勢在於不需

使用大中空型態之馬達及位置編碼器，可有效降

圖2.17 中空型致動器模組開發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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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並縮小馬達體積，且能夠配合不同的需求

條件進行彈性化修改。

3.驅動控制模組

本計畫所採用之驅動控制模組由台達電子自

行研發，其設計方式是將驅動器與控制面板整合

為單一模組。目前市售之中空致動模組其驅動器

大多安裝於外部控制箱，因此需要將各致動器模

組的動力/訊號線個別連接到控制箱內，此並聯

式架構造成線材數量之增加以及機台設備內部佈

線上之問題；本計畫之驅動模組因將驅動控制

電路整合進來，其通訊架構採用台達已成熟之

DMCNET，此高速數位通訊能改善以往產品無法

串接傳輸之缺點，各致動器模組之間可以採用

串接式走線，有效減少線材數量及體積，更能依

照End User需求更改其通訊格式，如EtherCAT、

Profibus等。表2.2為PMC自行研發中空致動器與

市售產品比較表。

項目 

PMC-2

 

PMC-1  SCHUNK 
 (PRL 100) 

 

Harmonic Drive 

(FHA-25C) 

 

驅動電壓(V) DC72V DC 48V DC 24V AC 200V 

驅動/控制電路 內建 不包含 內建 不包含 

最大扭力(Nm) 155 50 176 150

尺寸(D x L mm) 160 x 175 140 x 230 112 x 134 155 x 110 

最高轉速(rpm) 46.7 20 4 90

減速比 40 100 625 50

重量(kg) 3 3 2 4.5

通訊介面 RS-232 

DMC NET 

RS-485 RS-232; Profibus-DP
CAN-Bus 

未整合驅動/控制電路 

主要競爭者 

產品 

國內

年需

求量 

產值 
國內 國外 

中空型致動器 600 顆 6000 萬 無 HarmonicDrive 
SCHUNK 

表2.2產品規格及技術功能比較表

1.本研究關鍵技術/零組件為伺服馬達與驅動

控制電路，其來源為台達電子；本產品國產化比

例為100 %:

(1) 伺服馬達:台達電子

(2) 減速機:PMC

(3) 加工件:國內加工廠

(4) 驅動控制電路:台達電子

整體國產化比例:100 %

本產品應用範圍:

․ 垂直關節型機器手臂

․ SCARA機器手臂

․ Delta機器手臂

衍生產品或服務:

․ 客製化中空致動模組

其中表2.3為國內外已有生產販售中空致動器

的廠商，目前在國內尚未有生產販售的廠商，在

國外以HarmonicDrive 以及SCHUNK所販售的中空

致動器較為普遍。

PMC第二代中空致動器(PMC-2)主要關鍵技術或服務、零組件及其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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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PMC-2

 

PMC-1  SCHUNK 
 (PRL 100) 

 

Harmonic Drive 

(FHA-25C) 

 

驅動電壓(V) DC72V DC 48V DC 24V AC 200V 

驅動/控制電路 內建 不包含 內建 不包含 

最大扭力(Nm) 155 50 176 150

尺寸(D x L mm) 160 x 175 140 x 230 112 x 134 155 x 110 

最高轉速(rpm) 46.7 20 4 90

減速比 40 100 625 50

重量(kg) 3 3 2 4.5

通訊介面 RS-232 

DMC NET 

RS-485 RS-232; Profibus-DP
CAN-Bus 

未整合驅動/控制電路 

主要競爭者 

產品 

國內

年需

求量 

產值 
國內 國外 

中空型致動器 600 顆 6000 萬 無 HarmonicDrive 
SCHUNK 

整合國內各家機器人零組件供應商進行生產

鏈垂直整合，降低機器人開發成本與提升機器人

製造品質與速度，以便快速反應客戶需求。

主要競爭廠商 : 在市場占有率、產值、產品

規格以及服務競爭優勢比較如表2.4所示。

PMC產品 SCHUNK Harmonic 
Drive AG 公司名稱

 

項目 開發中 

  

1.價格(單位：元 ) 50,000 350,000 122,500 

2.產品上市時間 預計2015 2007 2008 

3.市場佔有率 50% 35% 55% 

4.市場區隔 低電壓、低成本 低電壓、低轉速 高電壓、高精度 

5.行銷管道 代理商與實體銷售通路
 

海內外代理商 海內外代理商
 

6.技術或服務優勢 元件整合設計 元件整合設計 元件整合設計
 

7.關鍵零組件(技術) 專利馬達結構 驅動控制技術 
大中空諧和

式減速機 

8.標的產品重要規格:
   

a. 驅動控制電路 
b. 通訊介面 

a. 控制電路整合

於模組內 
b. RS-232, 

DMCNET 

a.控制電路整

合於模組內 
c.RS-232; 

Profibus-
DP; 
CAN-Bus 

不含控制電路

 

表2.4中空致動器主要競爭廠商

表2.3中空致動器國內外主要競爭者

而PMC開發產品之優勢在於不需使用諧和式

減速機及大中空結構之轉定子結構馬達與位置編

碼器，可有效降低成本並縮小馬達體積，且致動

模組將整合驅動控制電路，採用台達發展成熟之

DMCNET通訊架構，此高速數位通訊能改善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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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無法串接傳輸之缺點，各致動器模組之間可

以採用串接式走線，減少線材過多之問題。 

三、中空致動器應用

3.1中空致動器應用於機械手臂

機械手臂設計時為了美觀及安全性的考量，

馬達的動力線與編碼器控制線皆內藏於機械手臂

內，由於機器手臂的工作範圍較廣，因此手臂各

軸時常需要大幅度的轉動，在手臂轉動時因線材

分布於手臂內部，可能會造成線材因纏繞而扭曲

甚至斷裂。若機械手臂採用中空致動器不但可以

避免線材纏繞問題以外，還可節省手臂空間，減

輕手臂重量以及提高手臂速度。

(1) YASKAWA [6] 雙臂機器人

如圖3.1及圖3.2所示，其雙臂機器人的各軸

皆採用申請專利之中空致動器模組，線材皆可由

中空致動器心軸部分通過，避免線材纏繞的問

題，由於採取中央走線，因此手臂不受角度極限

的影響，在許多軸的旋轉角度可以達到±180°，

因此可使雙臂機器人的動作更流暢，更接近人類

實際行為。其雙臂展開伸直後總長為1970mm，

Payload 可達10KG。

圖3.2中空致動器運用於雙臂機器人 [6]

(2) 由德國航空太空中心Deutsches Zentrum für 

Luft- und Raumfahrt e.V (DLR) 所生產之輕

量化機器手臂Lightweight Robot (LWR III)

如圖3.3及圖3.4所示，其結構本體是採用碳

纖維複合材料，優點為碳纖維複合材料的強度高

於金屬材料，且重量輕於金屬材料，因此採用碳

纖維複合材料可提高手臂性能。由於考量手臂外

型以及手臂本體所需空間，在各軸皆採用中空致

動模組，除了可以避免手臂本體因採用市售馬達

其結構型態受到限制，而且因線材可經由致動器

中央通過，並無纏繞等問題，因此可增加手臂的

工作範圍及提升手臂的效能。

3.2 PMC研發中空致動器之應用

有鑑於家用服務型機器人之發展，其手臂之

設計與開發一直是其中關鍵技術所在。如何將機

械手臂達到輕量化、高扭力以及安全性三大目標

始終為產、學界研究重點，而模組化設計在近年

來也逐漸應用至機械手臂開發，利用模組化之優

勢，能夠使得家用服務型機器人在不同工作環境

與需求，進行快速設計與搭配，減少開發成本、

時間以及增加產品效益。

一般服務型機器人之手臂常使用多個致動器

帶動手臂運動，此種方式可以使手臂呈現流暢與

靈活之運動，但由於致動器無法有效達到精巧

化，加上致動器數目越多，所需的束線配置空間

圖3.1雙臂機器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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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LWR III 抓取物體示意圖 [4]

圖3.3中空致動器運用於LWR III [4]

就要越大，此時利用中空致動器中空結構特性，

如圖3.5所示，將線路以串連方式通過各軸致動

器，則得以解決機器手臂體積大且笨重，控制難

度及成本提高等問題。

由於本研究之中空致動器主要是應用於服務

型機器人之手臂，而服務型機器人要與人類互動

並提供服務，勢必在手臂機構上要納入主動式或

被動式的順應性安全設計，以提高機器人在作

動時之安全規格，減低對使用者所造成之物理傷

害。

本研究所開發之中空式致動模組，由於模組

化設計，可依照使用環境與需求之不同，設計出

不同輸出扭力與元件任意搭配之服務型機器人手

臂等產品，在開發層面上具有高度彈性化之優

點。

因應目前各種電子零組件之自動化組裝需

求，負載能力5 kg以下之輕型六軸機械手臂已成

為市場上之主流，因此在開發上以此類型之機

械手臂關節模組為主要開發標的，將針對手臂

中間區段之關節模組(J3, J4)訂定開發規格，參考

目前市售以及PMC自行研發之輕負荷型六軸機械

手臂，本產品在開發規格上定義其啟動扭力為

155 Nm，額定轉速為25 rpm，採用17-bit解析度

之絕對式編碼器，其控制精度可達0.0025 degree/

圖3.5中空致動器於服務型機器人之手臂應用

pulse。由於模組化的設計，可依照使用環境與需

求之不同，因此也可將中空致動器應用SCARA

機器手臂以及Delta機器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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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與討論

4.1中空致動器的未來發展

就工業機械手臂而言，傳統伺服馬達搭配減

速機架構造成手臂之體積龐大且笨重，另外受限

於馬達驅動器龐大的體積，也迫使其大多統一安

裝於外部之控制箱，再藉由動力線與信號線來進

行傳遞電力以及回授編碼器訊號之作業，因而造

成大量的動力/信號線材存在於機械手臂內部，導

致線材不易在手臂內部進行佈線；使用中空型致

動模組雖可有效降低驅動元件之體積及重量，但

目前國內尚無廠商開發出成熟的中空致動模組產

品，主要開發商皆為國外大廠，且大多使用諧和

式減速機搭配大中空結構之馬達及位置編碼器，

不但價格昂貴且開發彈性低，讓許多國內廠商望

之卻步。

現今的自動化產業除了強調生產效率與穩定

的生產品質以外，如何增加彈性化的工作空間亦

為一項重要指標，傳統的機器手臂其體積龐大，

降低手臂作業上的靈活性，且安裝上亦不易於生

產場地中做任意移動；採用驅動器外拉的架構，

手臂內部必須容納大量的動力/訊號線材，造成

線材過多之問題；另傳統中空架構之致動器所採

用之馬達、減速機及位置編碼器都需要大中空型

態，成本高且開發彈性低。有鑑於此，若能開發

一中空型致動模組，整合驅動/控制電路、中空

型馬達及減速機，與傳統之驅動元件相比，可降

低整體的體積及重量，且透過將驅動控制電路整

合於模組之架構，可使各驅動模組之間能夠做串

接式的連接，有效解決線束過多的問題。此外，

若手臂末端需要安裝夾爪、手爪之類的末端致動

器（End-Effector），亦需要在手臂構造內留下額

外供給末端致動器之電源與訊號線材。因此藉由

新型馬達傳動概念整合高精度行星式減速機，以

降低製作成本，並提升機械手臂在作業上的靈活

性。

4.2中空致動器的應用範圍

目前中空致動器大多應用在垂直關節型機械

手臂上，若使用中空致動器取代馬達及減速機，

不但能有效減少手臂的空間及重量，還具備中央

走線的功能，方便設計者以串連的方式，使線路

通過各軸致動器，避免線材纏繞、磨損等問題產

生。由於PMC開發之中空致動器的設計具有模組

化以及客製化的優點，在未來除了應用在垂直關

節型機械手臂，還可應用於SCARA以及Delta等各

型態的機械手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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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動化與機器人產業人才培訓 

因應各領域別產業對智動化及機器人技術人力需求，加速台灣推動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產業的發
展，規劃出系統性、實務性、趨勢性的培訓課程內容，同時可搭配自動化工程師認證確認學員學習成
效。透過課程學習，培訓出優秀的機器人設計開發及智動化系統整合應用人才，提供業者進行產線單
機智動化、系統單元及整線、整廠智動化與生產力 4.0 服務、機器人技術開發及應用等專業人力。 

【培訓內容】 
自動化工程師學科、術科人才培訓。 
智動化/機器人/生產力 4.0 等領域之關鍵與跨領域技術、產品開發、系統整合、專案管理等課程。 

【培訓類別】 
短期班技術課程—12 小時(含)以上培訓時數。 
系列班人才養成—36 小時(含)以上培訓時數。 
客製化企業包班。 
海外人才培訓服務。 

【預期效益】 
專業技術養成，提昇產業人才競爭力。 
跨領域人才培訓，縮短學用落差，培養人才即戰力。 
客製化企業包班，符合企業所需，降低企業人事訓練成本。 
海外人才培訓服務，促進國際人才與技術交流。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105 年度課程資訊 

開課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1/14-1/15 生產力 4.0 智慧製造導入實務 12 台中 

1/21-1/22 機器伺服控制實務   12 台中 

3/10-3/25 多軸機械手臂應用開發實務 36 台中 

4 月 機械夾爪設計應用實務 12 台中 

4 月 自動化工程師Level 1 人才培訓班   16 北中南 

5 月 自動化工程師Level 2 人才培訓班  24 台北 

5 月 自動化工程師術科實作班    16 北中南 

5 月 自動化機電整合實務培訓 12 台中 

6 月 視覺感測應用實務 18 台北 

7 月 機器伺服控制實務 12 台北 

9 月 智慧自動化系統規劃及模擬分析 12 台中 

11 月 自動化工程師Level 1 人才培訓班   16 北中南 

11 月 自動化工程師Level 2 人才培訓班  24 台北 

12 月 自動化工程師術科實作班    16 北中南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www.tairoa.org.tw/ 洽詢專線：04-23581866 Eunice鄭/ Dennis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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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
課程規劃及辦理！歡迎您來電詢問企業包班詳情。 
智動協會提供海外人才培訓服務，歡迎企業及團體與我們連繫。 

＊智動協會保有課程更動權利，並設有最低開班人數 15 人；如未達開班標準，學員自付金額將全數退還。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5/9月號

94 95



96 97



96 97



德國工業4.0，智慧工廠發展趨勢

從工業4.0看工業機器手臂

虛擬成真的數位工廠服務

如無法投遞，請退回至：台中市南屯區工業27路17號後棟3樓（工業區環保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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