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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近期國際經濟情勢，今年第一季經濟成長

率，歐、日、中等主要經濟體均呈穩定，雖美國首

季經濟成長率不如預期，但就業市場狀況及製造業

指數仍屬樂觀，顯示全球景氣仍維持復甦態勢。國

內部分，外銷訂單與進出口雖仍呈正成長，但增幅

已漸趨緩，加上國際原物料價格回檔、匯率波動、

基期因素淡化與產業傳統淡季等影響，製造業廠商

對當月景氣看法轉差。據台灣經濟研究院調查結

果，4月製造業與營建業營業氣候測驗點皆呈下滑；

服務業對當月及未來景氣多以持平看待，測驗點與

前月相同維持不變。

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公布之

2017年第一季GDP成長年增率為1.9%，第一季民間

消費成長年增率為2.8%，第一季民間投資則較去年

同期上揚2.0%，在外需市場方面，第一季出口與

進口年增率分別為3.1%與3.8%，為近兩年來最佳表

現。

美國就業市場方面，2017年4月失業率為4.4%，

較上月下滑0.1個百分點，為近十年來新低，意味

美國就業市場呈穩健且持續復甦，在通貨膨脹率方

面，4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達2.2%，核

心CPI年增率則為1.9%，雖已較前兩個月降溫，但仍

高於聯準會（Fed）之設定上限2.0%。至於近期景氣

展望面，參考美國供應管理研究所（ISM）公佈美國

4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為54.8點，較上月下

滑2.4點。另在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NMI)為57.5點則

較3月上揚2.3點，美國PMI與NMI走勢有別，但整體

美國經濟景氣仍以樂觀視之。

中國大陸方面，4月各項經濟指標仍維持成長態

勢，惟成長力道較上月減緩。在貿易方面，4月進、

出口年增率分別為11.9%與8.0%，各較3月減少8.4個

百分點。內需方面，4月消費品零售額較上月減少0.2

個百分點至10.7%，整體成長力道稍有減緩，但仍保

持平穩。

經濟展望部分，中國官方製造業PMI減少0.6個

百分點來到51.2%，已連續第9個月維持在景氣榮枯

線之上，其中，生產、新訂單及從業人員三類指數

皆出現下滑；非製造業部分，商務活動指數在新訂

單、投入品價格及業務活動預期等指數下降影響

下，減少1.1點來到54.0，成為今年新低水準，未來

不論製造業或非製造業的擴張速度均可能走緩。

資料來源：

國家發展委員會 台灣經濟研究院

中華經濟研究院

資料整理：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經濟與 景氣指標

景氣概況本次發布日期為5月26日；台灣採購經理人指數本次發布日期為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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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國內進出口貿易，國際景氣持續回穩，帶

動市場需求，加上原物料價較去年同期上漲等因素

影響，4月我國出口金額年增率仍維持正成長，惟

成長速度放緩，出口年增率從13.13%下降至9.39%。

出口貨品中主要又以電子零組件、基本金屬及其製

品、資通與視聽產品、機械及光學器材表現較為優

異；進口方面，受出口衍生需求及半導體設備進口

強勁帶動下，4月資本設備、農工原料及消費品進口

成長率呈雙位數成長，累計今年1至4月出口較2016

年同期增加13.57%，進口則增加了22.08%，出超

135.7億美元，減幅為20.32%。

在國內生產方面，受工作天數減少、新舊產品

交替以及供應鏈庫存調整等影響，工業生產指數年

增率由正轉負，中止了自去年8月以來的正成長，製

造業生產指數年增率雖已維持連12個月的正成長，

但年增率已從3月4.70%降至0.79%。其中，以電子

零組件業為主要成長貢獻來源，惟成長幅度已漸放

緩；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業則受到了部分關鍵

零組件缺料及國際競爭影響而減產，年減19.93%；

化 學 材 料 業 則 由 於 國 內 輕 裂 廠 及 部 分 石 化 廠 歲

修，年減3.49%。4月工業生產指數較去年同期減少

0.59%，其中製造業增加0.79%，總計今年1至4月工

業生產較去年同期增加3.79%；製造業增加5.52%。

由國發會公布的景氣概況來看，4月景氣對策

信號轉呈黃藍燈，綜合判斷分數較3月減少3分至21

分，主要因海關出口值、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以

及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各減少1分所致，其變化主

因包括：新臺幣匯率較去年同月升值6.5%，導致以

新臺幣計價之進出口值年增率增幅縮減；匯率升值

使廠商營收減少，以致於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下

降。

全球景氣及貿易可望持續擴張，推升出口動

能，惟須留意主要國家貨幣政策分歧加劇全球金融

巿場波動，及美國經貿新政等影響。下半年隨行動

裝置推陳出新及車用電子、物聯網等新興應用商機

擴展，將帶動民間投資需求；民間消費在母親節及

端午連假檔期商機激勵下，可望提升買氣，惟實質

薪資改善有限，可能約制消費成長。整體而言，目

前國內外機構皆預測今年臺灣經濟成長率將高於去

年，惟景氣領先指標與同時指標持續下跌，顯示當

前景氣復甦有待強化。

一、景氣對策信號

4月綜合判斷分數較3月減少3分至21分，燈號由

綠燈轉呈黃藍燈；在9項構成項目中，製造業營業氣

候測驗點與海關出口值皆由綠燈轉呈黃藍燈，分數

各減１分，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則由黃紅燈轉呈

綠燈，分數減少1分；其餘6項燈號不變。以下為個

別構成項目說明：

‧貨幣總計數M1B變動率：由4.9%減為4.3%，燈號

續呈黃藍燈。

‧股價指數變動率：由12.8%增為14.4%，燈號持續

呈現黃紅燈。

‧工業生產指數變動率：由上修值3.0%減為1.2%，

燈號續呈黃藍燈。

‧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變動率：由0.7%增為0.8%，

燈號仍呈黃藍燈。

‧海關出口值變動率：由下修值6.6%減為1.4%，燈

號由綠燈轉為黃藍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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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一年來景氣對策信號(國家發展委員會)

圖1 近一年景氣對策信號走勢圖(國家發展委員會)

‧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變動率：由下修值14.4%減

為8.1%，燈號由黃紅燈轉呈綠燈。

‧製造業銷售量指數變動率：由上修值1.4%減為

-0.5%，燈號續呈黃藍燈。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變動率：由下修值

4.2%減為2.1%，燈號續為黃藍燈。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由下修值97.9點減為95.6

點，燈號由綠轉呈黃藍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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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景氣領先指標(國家發展委員會)     指數

項     目
105 年 (2016) 106 年 (2017)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不含趨勢指數 101.95 102.03 102.00 101.82 101.47 101.02 100.52

 較上月變動 (%) 0.23 0.09 -0.03 -0.18 -0.34 -0.44 -0.50

構成項目 1

外銷訂單指數 100.83 100.75 100.53 100.19 99.74 99.20 98.61

實質貨幣總計數 M1B 100.07 100.01 99.93 99.83 99.72 99.60 99.48

股價指數 100.02 100.08 100.15 100.23 100.31 100.40 100.48

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淨進入率2 100.09 100.22 100.33 100.40 100.40 100.37 100.33

核發建照面積 3 99.74 99.76 99.90 100.14 100.40 100.69 100.99

實質半導體設備進口值 4 100.94 100.97 100.89 100.71 100.46 100.18 99.89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 100.50 100.55 100.55 100.48 100.34 100.16 99.96

指數

項       目
105 年 (2016) 106 年 (2017)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不含趨勢指數 102.47 103.00 103.18 102.87 102.15 101.23 100.21 

 較上月變動 (%) 0.76 0.52 0.17 -0.30 -0.70 -0.90 -1.00 

構成項目

工業生產指數 100.65 100.79 100.82 100.69 100.39 99.99 99.55 

電力(企業)總用電量 100.62 100.85 101.03 101.02 100.88 100.75 100.65 

製造業銷售量指數 100.66 100.82 100.86 100.73 100.41 99.97 99.46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 100.59 100.83 100.92 100.90 100.78 100.63 100.43 

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 99.71 99.74 99.78 99.82 99.85 99.88 99.91 

實質海關出口值 100.78 100.97 101.04 100.95 100.69 100.30 99.84 

實質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 101.70 101.84 101.77 101.46 101.01 100.53 100.04 

指數

項       目
105 年 (2016) 106 年 (2017)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不含趨勢指數 97.98 97.99 98.24 98.73 99.47 100.35 101.31 

 較上月變動 (%) -0.18 0.01 0.25 0.51 0.75 0.89 0.96 

構成項目

失業率 99.76 99.85 99.93 100.00 100.06 100.12 100.19 
工業及服務業經常性受僱員工人數 99.75 99.77 99.81 99.86 99.92 99.98 100.04 

製造業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 99.35 99.16 99.10 99.19 99.42 99.74 100.11 

金融業隔夜拆款利率 99.93 99.95 99.97 99.98 100.00 100.02 100.04 

全體貨幣機構放款與投資 99.86 99.86 99.87 99.90 99.93 99.97 100.02 

製造業存貨率 98.95 99.01 99.21 99.57 100.05 100.59 101.17 

註：1.本表構成項目指數為經季節調整、剔除長期趨勢，並平滑化與標準化後之數值。以下表同。

2.淨進入率＝進入率—退出率。

3.核發建照面積僅包含住宿類（住宅）、商業類、辦公服務類、工業倉儲類4項建造執照統計資料。

4.SEMI半導體接單出貨比自2017年1月起停止發布，故2017年2月起以實質半導體設備進口值（3個月移動平
均）替代。

二、景氣指標

(一) 領先指標

領先指標不含趨勢指數為100.52，較3月下跌0.50%。

7個構成項目經去除長期趨勢後，其

中2項較3月上升，分別為：股價指數、

核發建照面積；其餘5項：製造業營業氣

候測驗點、外銷訂單指數、實質半導體

設備進口值、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淨

進入率、實質貨幣總計數M1B則較3月下

滑。

(二) 同時指標

同時指標不含趨勢指數為100.21，較

3月下跌1.00%。
圖3 領先指標不含趨勢指數走勢圖(國家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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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數

項     目
105 年 (2016) 106 年 (2017)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不含趨勢指數 101.95 102.03 102.00 101.82 101.47 101.02 100.52

 較上月變動 (%) 0.23 0.09 -0.03 -0.18 -0.34 -0.44 -0.50

構成項目 1

外銷訂單指數 100.83 100.75 100.53 100.19 99.74 99.20 98.61

實質貨幣總計數 M1B 100.07 100.01 99.93 99.83 99.72 99.60 99.48

股價指數 100.02 100.08 100.15 100.23 100.31 100.40 100.48

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淨進入率2 100.09 100.22 100.33 100.40 100.40 100.37 100.33

核發建照面積 3 99.74 99.76 99.90 100.14 100.40 100.69 100.99

實質半導體設備進口值 4 100.94 100.97 100.89 100.71 100.46 100.18 99.89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 100.50 100.55 100.55 100.48 100.34 100.16 99.96

指數

項       目
105 年 (2016) 106 年 (2017)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不含趨勢指數 102.47 103.00 103.18 102.87 102.15 101.23 100.21 

 較上月變動 (%) 0.76 0.52 0.17 -0.30 -0.70 -0.90 -1.00 

構成項目

工業生產指數 100.65 100.79 100.82 100.69 100.39 99.99 99.55 

電力(企業)總用電量 100.62 100.85 101.03 101.02 100.88 100.75 100.65 

製造業銷售量指數 100.66 100.82 100.86 100.73 100.41 99.97 99.46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 100.59 100.83 100.92 100.90 100.78 100.63 100.43 

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 99.71 99.74 99.78 99.82 99.85 99.88 99.91 

實質海關出口值 100.78 100.97 101.04 100.95 100.69 100.30 99.84 

實質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 101.70 101.84 101.77 101.46 101.01 100.53 100.04 

指數

項       目
105 年 (2016) 106 年 (2017)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不含趨勢指數 97.98 97.99 98.24 98.73 99.47 100.35 101.31 

 較上月變動 (%) -0.18 0.01 0.25 0.51 0.75 0.89 0.96 

構成項目

失業率 99.76 99.85 99.93 100.00 100.06 100.12 100.19 
工業及服務業經常性受僱員工人數 99.75 99.77 99.81 99.86 99.92 99.98 100.04 

製造業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 99.35 99.16 99.10 99.19 99.42 99.74 100.11 

金融業隔夜拆款利率 99.93 99.95 99.97 99.98 100.00 100.02 100.04 

全體貨幣機構放款與投資 99.86 99.86 99.87 99.90 99.93 99.97 100.02 

製造業存貨率 98.95 99.01 99.21 99.57 100.05 100.59 101.17 

表2 景氣同時指標(國家發展委員會)

7個構成項目經去除長期趨勢後，除了非農業部

門就業人數較3月上升外，其餘6項均為下滑，分別

為：製造業銷售量指數、工業生產指數、實質海關

出口值、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實質機械及

電機設備進口值，以及電力（企業）總用電量。

(三) 落後指標

落後指標不含趨勢指數為101.31，較3月上升

圖4 同時指標不含趨勢指數走勢圖(國家發展委員會)

0.96%。

6個構成項目經去除長期趨勢後，皆較3月上

升，分別為：製造業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失業

率、製造業存貨率、全體貨幣機構放款與投資、工

業及服務業經常性受僱員工人數，以及金融業隔夜

拆款利率。

三、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根據6月1日公告的消息，2017年5月，PMI已

連續第15個月呈擴張，惟指數回跌2.3個百分點至

58.7%。

五項組成指標中，新增訂單、生產數量及人

力僱用持續擴張，供應商交貨時間呈上升（高於

50.0%），現有原物料存貨水準仍持續擴張。

以新增訂單指數來說，指數回跌4.9個百分點至

57.3%，已連續15個月呈現擴張。電子暨光學產業指

數為64.5%，已連續4個月維持在60.0%以上的擴張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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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數

項     目
105 年 (2016) 106 年 (2017)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不含趨勢指數 101.95 102.03 102.00 101.82 101.47 101.02 100.52

 較上月變動 (%) 0.23 0.09 -0.03 -0.18 -0.34 -0.44 -0.50

構成項目 1

外銷訂單指數 100.83 100.75 100.53 100.19 99.74 99.20 98.61

實質貨幣總計數 M1B 100.07 100.01 99.93 99.83 99.72 99.60 99.48

股價指數 100.02 100.08 100.15 100.23 100.31 100.40 100.48

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淨進入率2 100.09 100.22 100.33 100.40 100.40 100.37 100.33

核發建照面積 3 99.74 99.76 99.90 100.14 100.40 100.69 100.99

實質半導體設備進口值 4 100.94 100.97 100.89 100.71 100.46 100.18 99.89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 100.50 100.55 100.55 100.48 100.34 100.16 99.96

指數

項       目
105 年 (2016) 106 年 (2017)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不含趨勢指數 102.47 103.00 103.18 102.87 102.15 101.23 100.21 

 較上月變動 (%) 0.76 0.52 0.17 -0.30 -0.70 -0.90 -1.00 

構成項目

工業生產指數 100.65 100.79 100.82 100.69 100.39 99.99 99.55 

電力(企業)總用電量 100.62 100.85 101.03 101.02 100.88 100.75 100.65 

製造業銷售量指數 100.66 100.82 100.86 100.73 100.41 99.97 99.46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 100.59 100.83 100.92 100.90 100.78 100.63 100.43 

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 99.71 99.74 99.78 99.82 99.85 99.88 99.91 

實質海關出口值 100.78 100.97 101.04 100.95 100.69 100.30 99.84 

實質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 101.70 101.84 101.77 101.46 101.01 100.53 100.04 

指數

項       目
105 年 (2016) 106 年 (2017)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不含趨勢指數 97.98 97.99 98.24 98.73 99.47 100.35 101.31 

 較上月變動 (%) -0.18 0.01 0.25 0.51 0.75 0.89 0.96 

構成項目

失業率 99.76 99.85 99.93 100.00 100.06 100.12 100.19 
工業及服務業經常性受僱員工人數 99.75 99.77 99.81 99.86 99.92 99.98 100.04 

製造業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 99.35 99.16 99.10 99.19 99.42 99.74 100.11 

金融業隔夜拆款利率 99.93 99.95 99.97 99.98 100.00 100.02 100.04 

全體貨幣機構放款與投資 99.86 99.86 99.87 99.90 99.93 99.97 100.02 

製造業存貨率 98.95 99.01 99.21 99.57 100.05 100.59 101.17 

表3 景氣落後指標(國家發展委員會)

圖5 落後指標不含趨勢指數走勢圖(國家發展委員會)

圖6 臺灣製造業PMI時間序列走勢圖(中華經濟研究院)

度。交通工具產業與電力暨機械設備

產業指數分別回跌10.1與7.2個百分點

至55.8%與59.5%。化學暨生技醫療產

業指數已連續3個月呈擴張，惟指數續

跌7.8個百分點來到51.0%。食品暨紡織

產業指數僅維持1個月的緊縮，本月隨

即回升至55.8%。六大產業中，基礎原

物料產業指數已連續2個月呈緊縮，且

指數續跌4.7個百分點至42.0%。

生產數量指數回跌5.2個百分點至

60.0%。電子暨光學產業指數續跌5.3個

百分點至65.7%，已連續第3個月維持

60.0%以上的擴張速度，惟擴張速度持

續放緩。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交通

工具產業與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指數

皆持續擴張，惟擴張速度趨緩，指數

分別為59.2%、53.8%與59.5%。基礎原

物料產業指數在3月破創編以來最快擴

張速度（70.5%）後，續跌7.6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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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持平（50.0%）。食品暨紡織產業指數已連

續3個月呈擴張，且指數攀升3.8個百分點至

55.8%。 

六大產業PMI皆呈現擴張，依擴張速度排

序為電子暨光學產業63.2%、電力暨機械設備

產業59.5%、食品暨紡織產業55.4%、化學暨

生技醫療產業54.9%、交通工具產業54.6%與

基礎原物料產業51.1%。  

四、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NMI)

5月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已連續3個月呈

擴張，惟指數微跌0.9個百分點至55.4%。

 在四項組成指標當中，商業活動（生

產）、新增訂單與人力僱用皆持續擴張，供

應商交貨時間則為上升（高於50.0%）。

 5月非製造業八大產業中，五大產業

NMI呈現擴張，依擴張速度排序為批發業

59.3%、教育暨專業科學業57.8%、金融保險

業57.0%、零售業55.6%與資訊暨通訊傳播業

表4 2017年5月臺灣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中華經濟研究院)

圖7 產業別PMI示意圖(中華經濟研究院)

圖8 臺灣非製造業NMI時間序列走勢圖(中華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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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三大產業NMI則呈緊縮，依緊縮速度排序為

住宿餐飲業46.9%、運輸倉儲業49.0%與營造暨不動

產業49.6%。

 除上述PMI、NMI組成指標外，本月值得注意

之製造業參考指標為『原物料價格指數』、『未完

成訂單指數』與『未來六個月景氣狀況指數』。

『原物料價格指數』受原油與鋼價回檔之故，

全體製造業雖回報原物料價格較4月上升（高於

50.0%），然而指數續跌7.9個百分點至58.9%。在六

大產業中，電子暨光學產業60.9%、交通工具產業

61.5%與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64.3%，指數仍維持在

60.0%以上的擴張速度，惟擴張速度趨緩，指數分

別較上月下跌了7.2、18.0與10.1個百分點。食品暨

紡織產業指數連續3個月維持在70.0%以上，指數為

71.2%，顯示此產業仍持續面臨原物料成本攀升的壓

力。基礎原物料產業與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指數分

別中斷連續15與14個月的上升趨勢（高於 50.0%），

指數續跌6.5與9.8個百分點至50.0%與49.0%。

『未完成訂單指數』回跌3.2個百分點至54.1%。

表5 2017年5月臺灣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中華經濟研究院)

圖9 產業別NMI示意圖(中華經濟研究院)

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與電子暨光學產業指數在3月破

創編以來最快擴張速度後（67.5%、69.0%），指數

續跌0.7與5.7個百分點至58.3%與57.7%。交通工具產

業指數跌落9.5個百分點至51.9%。化學暨生技醫療產

業指數下跌5.4個百分點至45.9%，中斷了連續6個月

的擴張轉呈緊縮。基礎原物料產業指數已連2個月呈

緊縮，指數為46.6%。食品暨紡織產業則中斷連3個

月的緊縮，指數攀升7.8個百分點來到55.8%。

『未來六個月景氣狀況指數』已連續第5個月

維持60.0%以上的擴張速度，惟指數續跌2.1個百分

點，指數為61.1%。電子暨光學產業指數已連續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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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半年景氣看好 未來半年景氣持平 未來半年景氣看壞

運輸工具業    紡織、紡紗業  通信機械器材  電子零組件業   精密器械

鋼鐵基本工業  總製造業    橡膠製品   金屬製品       電線電纜

運輸倉儲業    電子機械資料儲存及
處理設備

機械設備
製造修配業

自行車零件
製造業

汽、機車零件
製造業

石化原料塑膠製品

電力機械
器材製造

汽、機、自行
車製造業

個月維持60.0%以上的擴張速度，指數為68.1%。電

力暨機械設備產業與食品暨紡織產業指數皆呈現擴

張速度加快走勢，指數分別攀升4.2與1.8個百分點至

61.9%與53.8%。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與交通工具產

業指數已分別連續11與7個月呈擴張，惟本月指數分

別回跌4.6與0.7個百分點至59.2%與53.8%。六大產業

當中，惟基礎原物料產業之景氣狀況指數已連2個月

呈現緊縮，指數為48.9%。

另在全體非製造業之『原物料價格（營業成

本）』上，指數已連續第17個月回報較前月上升，

惟指數續跌2.7個百分點至55.6%。八大產業中，有六

大產業回報原物料價格上升，依上升速度排序為住

宿餐飲業66.7%、批發業64.1%、零售業63.5%、運輸

倉儲業60.0%、資訊暨通訊傳播業58.8%與教育暨專

業科學業56.9%。營造暨不動產業42.9%與金融保險

業45.8%則回報原物料價格呈下降。

儘管已連續17個月承受原物料價格攀升的壓

力，惟非製造業仍回報『服務收費價格』為下降

（低於 50.0%）。在八大產業中，三大產業回報服

務收費價格呈上升，依上升速度排序為資訊暨通訊

傳播業64.7%、教育暨專業科學業52.0%與金融保險

業51.7%。營造暨不動產業32.9%、住宿餐飲業33.3%

與運輸倉儲業48.0%則回報呈下降。僅零售業與批發

業回報為持平（50.0%）。

全體非製造業『未來六個月景氣狀況指數』

已連續第4個月呈擴張，惟指數續跌1.8個百分點至

53.1%。八大產業當中，四大產業回報未來六個月

景氣狀況為擴張，依指數擴張速度排序為金融保險

業61.0%、教育暨專業科學業60.3%、批發業60.3%與

零售業55.8%。住宿餐飲業37.5%、營造暨不動產業

45.7%與運輸倉儲業46%則回報為緊縮。僅資訊暨通

訊傳播業回報為持平（50.0%）。

五、未來半年個別產業景氣預測(以4月為預測基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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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參加面試

2017 智動化技術
    人才媒合活動

時間:2017年9月8日(五)
  10:00AM-15:30PM

活動聯繫人:04-2358-1866 陳小姐#13
Email:Fion@tairoa.org.tw

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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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政策是蔡總統主要推動政策之一，我國

與東協各國往來淵源已久，長久以來透過貿易、交

流、觀光、勞工密集互動等往來，一直保持友好關

係，台商過去扮演著重要的外資技術提供角色，但

近年來受南韓、中國大陸企業積極至東協國家投

資，其次伴隨中國大陸工資及經營成本上漲的影

響，南向政策再度受到重視，東協國家已成為世界

各國全球佈局、設廠投資的重要所在地。

故行政院依據蔡總統在105年8月16日召開之對

外經貿戰略會談「新南向政策」政策綱領，於105

年9月5日正式提出「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秉持

「長期深耕、多元開展、雙向互惠」核心理念，整

合各部會、地方政府，以及民間企業與團體資源與

力量，自「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

享」與「區域鏈結」四大層面著手，期望與東協、

南亞及紐澳等國家，積極合作、創造未來雙邊人脈

建立與人才流動的新合作模式，建立「經濟共同體

意識」。以下針對推動計畫四大工作主軸說明：

資料來源：新南向政策專網、中華民國外交部

資料整理：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與推動實例

一、經貿合作

新南向政策不同於過去的南向政策，以東協及

南亞為出口代工基地的型態，而朝向擴大與夥伴國

產業供應鏈之整合、提升內需市場連結及基建工程

合作，建立新經貿夥伴關係。

(一)在產業價值鏈整合方面，將針對當地產業能

量與需求，提升具競爭優勢產業與各國供應鏈的結

合，如由五大創新產業切入，輔導電子收費-ETC、

智慧醫療、智慧校園物聯網系統輸出；成立臺灣窗

口(Taiwan Desk)，連結在地資源，協助臺商在地群

聚布局，成立新南向經貿拓展單一窗口，扮演「尋

找、開創、整合、促成」雙邊貿易機會的平臺。

(二)內需市場方面：善用跨境電商結合實體通

路，拓銷優質平價消費商品，推動教育、健康、醫

療、餐飲等新興服務產業輸出，塑造臺灣產業品牌

形象。

經濟部長李世光代表歡迎印尼產官研代表開幕式合影



14 15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7/06月號

Market Focus
市場焦點

(三)基建工程合作：成立基礎建設及整廠輸出之

海外輸出協作平臺，籌組電廠、石化、環保等基礎

建設輸出旗艦團隊，尋求與第三國廠商策略聯盟合

作可能。

二、人才交流

強調以「人」為核心，深化雙邊學生、學者、

教育人才的交流與培育，促進與夥伴國人才資源的

互補與共享。

(一)教育深耕：擴編臺灣獎學金，吸引東協及

南亞學生；配合國內產業需求，建立「產學合作專

班」、「外國青年技術訓練班」，並提供學成後媒

合就業；鼓勵大學校院赴海外開設分校或專班，或

開辦先修課程；推動國中小新住民語言教學，鼓勵

大學校院強化東南亞語言及區域貿易人才培育。

(二)產業人力：針對來臺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

工作的外籍移工，研議建置評點制度，符合條件者

可延長居留年限，鼓勵參與技職培訓與國內證照報

考；強化雙向專業人力交流，並簡化來臺申辦程

序，協助國內企業尋才。

(三)新住民力量發揮：協助第一代新住民利用

其語言及文化之優勢，取得相關證照與就業（如母

語教學、觀光等）；鼓勵大專院校開設南向專業科

系或學程，給予具南向語言優勢的學生加分錄取機

會，培育第二代新住民為南向種籽。

三、資源共享

運用文化、觀光、醫療、科技、農業、中小企

業等軟實力，爭取雙邊及多邊合作機會，提升夥伴

國生活品質，並深植我國經貿發展。

(一)醫療：促進與東協、南亞及紐澳國家醫藥雙

邊認證、新藥及醫材開發合作；協助東協及南亞國

家培育醫療衛生人才。

(二)文化：藉由影視、廣播、線上遊戲，行銷臺

灣文化品牌；鼓勵地方政府與東協、南亞及紐澳國

家，進行城市交流與合作。

(三)觀光：放寬東協及南亞國家來臺觀光簽證；

多元宣傳觀光，提高導遊質量，建立穆斯林旅遊之

友善環境。

(四)科技：建置科技交流平臺，強化科學園區及

法人跨國鏈結，推動智慧災防等技術交流。

(五)農業：成立「台灣國際農業開發(股)公

司」，以國家品牌擴展海外市場；提供農技協助，

推廣生物性資材及農機具，提升夥伴國經營能力。

四、區域鏈結

擴大與夥伴國的多邊與雙邊制度化合作，加強

協商及對話，並改變過去單打獨鬥模式，善用民間

團體、僑民網絡及第三國力量，共同促進區域的安

定與繁榮。

(一)區域整合：積極和東協主要貿易夥伴與印度

洽簽ECA或個別經濟合作項目；更新及優化已簽訂

的雙邊投資及租稅協定，並建立重大事件預警及應

變機制，有效掌握可能風險。

(二)協商對話：推動與東協、南亞及紐澳進行多

層次、全方位的協定對話，並於適當時機和對岸就

相關議題及合作事項，展開對話及協商。

(三)策略聯盟：調整援外資源配置，完善援外推

動機制，擴大並推廣業者參與當地國經建計畫；與

第三國(如日本、新加坡)協力進軍東協、南亞及紐澳

市場，並強化與民間企業及NGO團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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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僑民網絡：建立僑民資料庫與交流平臺(包

括：留臺畢業生、當地臺商、僑民)；善用在地僑商

及臺商經貿網絡，強化與臺灣企業的連結。

經濟部工業局為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推動，佈

局東協交流合作可能，秉持民間主導、政府支持的

原則，鼓勵國內公協會團體與夥伴國辦理交流活

動，而最近的一場活動在3/30日由全國工業總會主

辦，經濟部工業局指導，金屬工業中心承辦之「台

灣印尼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假高雄盛大辦理，總

計來自台灣、印尼的產、官、學、研400多人參加次

盛會，會議中共同研討雙方產業合作的契機。

高峰論壇由亞太產業合作推動委員會共同召集

人經濟部李世光部長，及工業總會許勝雄理事長致

詞，印尼方面則邀請到印尼工業部等同首席副部長

之金屬、機械、運輸及電子產品總局長I Gusti Putu 

Suryawirawan先生與印尼商工總會（KADIN）副主席

Lestari女士等貴賓，為雙方合作提出建議與願景。

此次高峰會依循「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方

針，秉持「長期深耕、多元開展、雙向互惠」之核

心理念，在具體產業合作方面，安排「金屬加工製

品及設備」、「船舶產業」、「食品生技」、「資

源循環」及「資通訊暨電子產業」等5大領域之分論

壇，邀請雙方業者進行討論期盼在各方的努力下，

為雙方產業鏈不管在技術研發、生產製造、通路布

局及共創品牌等面向上，達到優勢互補創造雙贏。

台印尼雙方更進行六項合作意向書之簽屬，包

括：船舶產業技術合作、寒天食品技術合作、生質

能技術合作及智庫交流等，代表雙方民間團體及業

者對產業鏈對接的具體合作意願更具體化，也奠定

後續實質合作基礎。

新南向政策中主推18個國家市場，包含印尼、

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印度

等，相信在政府政策支持、公協會團體及業者積極

參與與推動下，應可協助國內產業站穩及擴大東南

亞市場。

全國工業總會在高雄辦台灣印尼產業鏈結高峰論壇，雙方簽署6項合作意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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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Hannover Messe 2017為全球智慧自動化與能源的整合

性大展，可說是全球前瞻智慧自動化技術的大型會展。本

次選在漢諾威展出37個展館，由機器人、自走車、數位工

廠、產線智動化、數位能源、數位虛擬工廠(Digital Twin)

各個展題所組成，規模相當龐大，展出之廠商來自全球各

國，共有22,5000以上參觀者，超過7,500人來自外國。

工業物聯網技術整合大躍進 虛擬工廠不再是夢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林志杰 本次展出重點包含：

協同機器人(Cobots)：

讓工作人員能與機器人協同完成工作的方式，已成為

新世代工廠的必須成分，由工作人員教導、引導機器人，

使之透過感測網路、人工智慧、擬真感測技術及反饋動

作，讓機器人可以協助工作人員完成原本無法或無趣的工

作。

感測器變成平台解決方案：

過去多以展出感測器可以達成的異常診斷為重點，但

今年則進一步結合雲端運算、雲端儲存、診斷分析工具、

資料閘道器及資訊平台的整合，使得數位工廠不再是雲端

的幻想，連2005年提出的數位虛擬工廠(Digital Twin)都不再

是風中樓閣了。

能源管理整合工業解決方案：

過去能源管理僅是單獨展出的解決方案，例如發動機

自身的能源回存技術展示。但在今年則轉變了，我們可以

預測這是歐盟在能源使用管制上的進一些宣示，因為今年

能源解決方案業者與在場數位工廠解決方案及機器人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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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展出設備的數位能源，意思能源的數位化，

不論是設備的用電、異常、診斷、優化手段，都是

本次的展示重點。

中小企業以數位工廠解決方案登上主場：

過去這類型的展覽多以超大型集團企業，展示

整合型的解決方案，企圖使潛在客戶一站次採購。

然而本次展覽則多數由中小企業領軍，將自身的零

組件加入感測網路及預診斷的特性，再與其他平

台、閘道器、工業電腦、晶片業者、資訊平台業者

整合，端出整合型的解決方 讓參觀者可以選購其中

幾個需要的性能，彈性更大更加實用，頗有奪取展

覽主場的企圖。

新創公司林立：

筆者觀察到原本這類型國際型會展，尤其是全

球首位的會展，多以大型公司或合作型公司為主

體，但此次中小企業，尤其是新創公司多達200餘

家，單獨在3館展示關鍵技術解決方案及目前與何大

型業者整合的實例，明確地表達了德國政府對於國

內中小企業及新創公司的扶植，已經明確地落實在

產業推動政策上，筆者推論這政策應與德國多數數

位工廠或工業4.0的使用者以中小企業居多，因應此

一環境，政府希望能扶植夠多的新創公司及中小型

企業，透過軟體、通訊及硬體介面的整合，可以輕

易、低成本地導入到中小企業使用者，真實地幫助

德國本國的產業。

工業物聯網方興未艾

本次參訪Hannover Messe 2017，主要關注重點在

工業物聯網(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 IIoT)於自動

化設備業的發展動態。IIoT並不是一個新的名詞，

而是自2012年西門子提出工業4.0之後開始被密集推

廣的概念，是指工業設備、感測器及各式異質資料

的應用，其中包含了通訊介面、閘道器技術、通訊

協定、語譯層統一、資料庫架構統一、應用程式開

發工具統一及資訊平台共通化的議題，意即由資料

應用底層到應用服務層間的中介軟體(Middle-ware 

Layer)議題。

對應在本次展會的位置，以第6館至第8館間為

主體，以展示數位工廠(Digital Factory)為主題，筆者

便以此三個展館為主要調研標的。前述之IIoT中，通

訊介面的整合由於掌握在國際大廠手中，在實務上

較難成為我國發展時的切入重點，例如Beckhoff掌握

ETHERCAT，將不在本次調研的重點。

本 次 展 出 中 ， 幾 乎 所 有 參 展 廠 商 皆 以 工 業

4.0(Industry 4.0)為名，展出各項連網產品解決方案

(Connected Product)，然而筆者關注的IIoT的起點，資

料的正確性與資訊的使用工具。

在此以資訊模型(Information Model，如圖1)說明

各項中介軟體的關注重點：

閘道器技術(Gateway Exchange)：閘道器負責將

底層資料收回，排序或轉換格式後，進行暫存、排

程、前處理後，與伺服器端進行資料交換。在IIoT的

應用中，閘道器技術面臨了重大的變革，由於底層

訊號的不確定性，造成開發的技術與成本呈現矛盾

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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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說明不確定的來源：

資料格式的差異：

以工作母機及工業機器人為例，可監視的訊號

包含了字串及數值，數值又分為許多種類，如浮

點、倍浮點、整數、字元等等，因此在閘道器的機

能上，非常重要的機能在於轉換不同資料格式的資

料，安排在相同的格式上，進行轉譯後與上層伺服

器交換資料；反之，則收取上層伺服器指令後，解

譯為各感測點(監視或控制點)的格式，進行新增、刪

除、修改。因此閘道器不在是過去單獨針對單一類

型的資料或訊號的中繼處理，而且一次處理多種資

料，在設計與實作上都增加了不少難度。

交換頻率的差異：

上層應用服務程式可能需求高頻率的資料，例

如振動訊號有時需高達16MHz方能辨識極高速的異

常狀態，而有時亦只需要低頻率的資料，例如溫度

變化，1Hz的頻率已綽綽有餘。此時閘道器必須因應

上程應用服務程式給予的資料頻率要求，不斷地對

感測器取得資料，但必須確保各感測點的資料時間

間隔相同，以利後續分析，因此在資料交換時便涉

及資料擷取的排程器技術，必須能動態適應資料頻

的需求；當感測點只有2個，這樣的工作非常簡單，

但當高達16進出或結合不同通訊介面時，資料頻率

需求的差異，對閘道器便造成技術門檻。

主被動的差異：

資料的需求一般而言是來自既定的頻率、節

點、位置，進行資料的要求，亦即我問你答的模式

在進行，但這方式是適用一般狀態下，可以兼顧設

備的成本與數據解析的複雜度，例如為了監視設備

工作狀態，不斷擷取CNC工具機控制器代表狀態的

數個數值，依循相同的頻率、位置、位址。但對於

即時、高速或主動由應用服務程式驅動的資料需

求，例如啟動多個振動感測器的資料收集，需求高

達1MHz的頻率時，此時利用我問你答的方式便會造

成各資料回到閘道器的時間不等，造成所有的資料

不在同一個時間點上，無法呈現該時間點上的設備

現象。

圖 1 工業物聯網資訊模型與各中介軟體關聯圖

圖 2 閘道器面對不同頻率需求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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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通訊協定及語譯層的差異：

工 業 物 聯 網 通 訊 協 定 非 常 多 ， 從 常 見 的

EtherNET、EtherCAT、ModBUS TCP/IP、CANBUS 

TCP/IP、ProfitNET、PowerLINK等，種類繁多，對於

工業上的控制、監視各有不同的優缺點，而不同的

協定通常具備自有的網絡控制閘道技術，因此對於

開發者或閘道器廠商而言，整合多種通訊協定及相

應的硬體介面是份苦工，技術上門檻不算太高，但

在成本上自然就墊高了不少。

此外，語譯層(Semantic Layer)的多元發展。資料

自感測點取得後，必須存入閘道器中的暫存區，等

待或主動將資料送往上層伺服器，此時閘道器可將

資料進行具業務或明確定義的關連化，讓伺服器在

呼叫時可以簡單且一次性地取得所有需要的資料，

具有轉達翻譯與彙整的中介資料(Meta Data)，例如自

感測點取得之起動時間、停止時間與動作次數，可

在語譯層定義其可組成稼動數量，伺服器可以稼動

數量的程式指令，一次取得3個原始資料的數值與關

聯。

圖 3 一般完美的資料頻率

圖 4 真實資料點狀態

目前在工業物聯網中，語譯層的標準非常多，

僅侷限於CNC工具機者較著名的為美國MTConnect、

DDS、歐盟的OPC UA及我國新近擬定之產業標準

-CNC工具機對雲端的語譯層標準。

當前國際工業物聯網中，各大發展工業物聯網

技術的聯盟紛紛彼此合作，因為工業物聯網的範圍

非常龐大，故無法以過往「一家獨大」的方式來統

一所有物聯網設備標準，目前世界上兩大工業物

聯網聯盟為：Open Connectivity Foundation (OCF)、

Industrial Internet Consortium (IIC)，其推行標準如下。

OPC UA： 

此標準是由OPC Foundation所主導，並且衍生

自OPC標準而來，目前有眾多企業加入此OPC 基金

會，並表達對於此標準的大力支持，例如：General 

Electric、IBM、Microsoft、SAP、SIEMENS等公司，

此通訊標準不僅針對資料安全性、資料交換可靠性

做加強，甚至跨平台之需求，藉此讓使用者能夠有

效掌握資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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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Connect：

在於2007年8月，由美國機械製造技術協會

(AMT)以及美國製造廠商聯合推出的通訊標準，現

在由MTConnect Institute負責推動，此標準主要是制

定工具機通訊標準和資料傳輸格式，並藉由XML資

料格式搭配HTTP協定傳送資訊，目前有CISCO、

DMG MORI、FANUC、GE、MAZAK、Mitsubishi、

OKUMA、SIEMENS等均成為其會員。

DDS標準：

Object Management Group (OMG)組織推動Data 

Distribution Service (DDS)標準，此為一種低延遲性

（低於30 µsec）、高可靠度的傳輸標準，其為點對

點（Peer to Peer）傳輸機制，大多使用在軍事及航太

領域。目標是希望可以達到將使用者真正需要的資

料傳遞到其手中，DDS標準俱備主動偵測資料提供

者和資料訂閱者的功能，將兩者配對起來並使用品

質服務機制（Quality-of-Service）建立起相對應的傳

輸通道，將訂閱者所需的資料直接送到其手中。

MTConnect標準的優勢為產業聯合推出的通訊標

準，本身使用HTTP協議及XML資料格式，僅作為監

視機台與廠房的用途；OPC UA本身為C/S架構的資

料交換標準，具備從底層設備鏈結至上層應用服務

系統的整合能力，但P2P彼此鏈結的能力較弱是此標

準的缺點，然而若是整個工廠內存在著許多種類相

異的設備，則各種類的設備中若要彼此交換資訊，

則仍存在著C/S的關係，無法由各種設備彼此直接進

行資料交換。

DDS標準原本就是分散式架構，也就是設備與

設備之間彼此不需要認識，只要將己身的資料拋送

出去，而有需要資料的設備就自行解析資料的內

容。但目前此標準並沒有被應用到工具機控制器或

設備上。

台灣目前正在研擬的CNC工具機對雲端的語譯

層標準，擬由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協會

會員、工業技術研究院智慧機械科技中心及資策會

共同擬訂，切入前述三大標準的缺口，進行雙向語

譯層的訂定，以OPC UA節點定義自由度特性，結合

MTConnect的嚴謹架構，進行2進位的封包傳譯，加

速處理與工作的效率。

應用服務程式指令集(API)：

是指應用服務開發商可以直接與透過API，直接

跟已儲存在伺服器中的資料庫的資料，進行索引、

搜尋、新增、修改及刪除；另外，亦可針對即時性

的應用服務，如異常偵測，可直接對閘道器取得資

料，此部份前段說明，在此不再贅述。

因此API的發展對於工業物聯網而言，是極度重

要的，他等同是工業物聯網中最後一哩的角色。

發展此層級的API必須具備共用與適應性的要

求。由於工業物聯網具備多對多的特性，意即多種

應用服務程式對多種資料，因此在資料的結構、資

料庫的設計乃至API的編寫與制訂，都必須能符合高

度複雜分類下的多對多工作。在過去的開發上，一

個應用服務程式便對應一個資料結構及關聯資料。

隨著工業4.0的趨勢發展，多個應用服務程式對同一

個資料的要求就會出現，此時多個資料當時取得的

格式、頻率等等屬性若不相同或維度不足時，就會

影響應用服務程式的執行效率。同理，多個應用服

務程式對到多個資料要求時，就可能產生互相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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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況，因此在API的編寫上，考驗的是依據未來發

展重心的應用服務類型，重新定義資料閘道器、資

料庫結構及API間的排程方式，才能因應未來的應用

需求。

前處理工具：

在此是指資料前處理，先不論其運用在哪個資

料層級中。資料前處理工具在工業物聯網中逐漸取

得重要的地位，原因在於巨量數據的產生時，資料

前處理工作可以適應性的減少無意義或當前尚無意

義的數據量，從中取得具有意義的特徵、模型、數

值，以便後續的應用服務程式進行運算與呈現。

例如設備振動的數值，通常資料頻率極高，數

據量極大，會利用前處理工具減少數量並分析資料

的特徵與關連後，編寫成API供應用服務程式呼叫與

使用。

目前更有業者將前處理工具封裝為軟體甚至硬

體，前者如NI Labview，後者如NVIDIA 具深度學習

機能的GPU加速器，用來訓練和加速影像辨識、筆

跡和聲音等應用領域。

展覽現場之解決方案與趨勢

此次展覽中最主要的趨勢包含整合、VR/AR應

用、AI工具與應用及德國工業4.0政策上的轉變。以

下將以資通訊技術的角度，看待此次展覽中的各項

趨勢：

中介軟體的整合：過去國際大廠皆以單機性能

的展現為主，若以機器人而言，重複定位精度、速

度、負重等一直是過去大廠競逐的領域，但近年開

始走向應用搭配，讓機器人與設備乃至於產線的連

串製程整合，展示自動化的效率。但近2年的展覽再

次出現轉變，在工業4.0的需求影響之下，走向整體

解決方案的提供，亦即不再只是設備性能或產線硬

體性能的展示，結合資訊、通訊、人工智慧與能源

管理的解決方案，開始出現在一個個大型攤位，所

佔面積不斷加大，以下分別以案例說明：

SEW EURODRIVE：美國伺服馬達與變頻器業

者，整合自走車、機器人、AR/VR技術及自動倉儲

系統，再輔以製造執行系統(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MES)、先進排程系統(Advanced Planning & 

Scheduling System; APS)及工業物聯網中介軟體(包含

資訊平台、閘道器、感測網路整合)，以一部CNC綜

合加工機，結合行動機器人(Mobile Arm)、可全域導

航之自走車及貨架，實現馬達轉子加工、人工本體

組立與自動化進倉的連串流程，吸引觀展者爭相觀

察。

筆者關注到自走車之間是利用無線感測技術(如

BEACON)的方式，引導兩部自走車進行協同工作，

例如由從A車夾持至B車。但也能進行自走車的全域

路線導航，排隊進入組裝線。而機器人每次夾取工

件至另一車時，動作皆不盡相同，應是利用手臂前

端的視訊鏡頭進行影像辨識後，再決定座標與運動

指令的結果。

而SEW EURODRIVE®結合之APS系統，可選擇

不同排程邏輯，排程可即時顯示不同的結果(交期、

換模次數、稼動時間等)。

B & R：以mapp viewⓇ為最終呈現的應用服務。

B&R是奧地利控制器與自動化大廠，B&R的產品包

含工業用控制器(PLC、CNC、MCU)、工業驅動器、



24 25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7/06月號

Market Outlook
國際觀察

伺服馬達及工業網路通訊設備。而mapp viewⓇ主要

整合了通訊協定、通訊介面、閘道器、資訊平台至

應用服務管理機能，一整體中介軟體的解決方案。

B&R的開放式架構控制系統在歐洲非常受到各

大金屬機械及電子設備所喜愛，尤其是其擅長量身

訂做，甚至台灣也有不少該牌出產設備隱身在產業

機械廠裡，因為多數是整廠／整線輸出（Turn Key）

進台，因此對國內B&R名氣並不大。B&R認為目

前工業4.0需強化連結MES系統與流程控制(Process 

Control)的資訊斷鏈，因此在整體系統的設計理念上

便出現以下特色：

圖5 SEW EURODRIVE®以實際生產流程整合工業物聯網應用

圖 6 SEW EURODRIVE® 自走車之間可進行協同工作

圖 7 SEW EURODRIVE® 已結合MES與APS系統

圖 8 B&R mapp viewⓇ情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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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MES系統關係的反轉：

過去是由MES系統下達指令、提供生產參數(座

標、位置、速度、路徑等等)，機器或產線設備照

單全收，設備定期將狀態資料送給MES系統即可。

然而，若遭遇新工件、工法變更或設計變更時，此

一流程便會拖慢量產導入的時間，因此時人員必須

在設備上進行微調或重新校驗，確認無誤後開始量

產，同時必須手動尋找工單及其對應的工法參數，

進行手動更新。這樣的作法非常容易造成錯誤或忘

了更新的狀況，這也是目前產業界普遍所言之-加工

知識視技術工人而定，難以傳承的主因。

 在B&R的工業4.0的目標下，各層級間的管理

系統不在是上下串連，而是平行資料流動的作法，

因此當設備遭遇新的工單或工法變更時，設備第一

時間必須跟MES要求加工所需的資源，包含時程、

數量、原物料編號、人員名稱、加工程式或參數等

等，後續再由MES向ERP要求前述的上層資訊，如訂

單成本、編號、交期等。

 B&R對於工業乙太網路的選擇，分為上下行兩

種：

圖 9 As-Is MES與設備的關係

上行方式採用POWERLINK，看中的是資料自底

層上傳至上層系統時，必須高速、時序同步且平行

連網，但又不願花費金錢於硬體介面及晶片上，因

此採用完全由軟體構築而成的POWERLINK，在實測

中POWERLINK的傳輸速度與ETHERCAT速度接近，

已足夠使用於資料上傳且非即時電控所需之應用。

圖 10 To-Be MES與設備的關係

圖 11 B&RⓇ各資訊層級之通訊協定

下行方式採用OPC UA的資料定義集，看中的是

已定義且統一的資料格式與架構，更重要的是底層

通訊協定多支援OPC UA，因此在通訊上可立即廣泛

支援現有所有的通訊協定，EHTERCAT、TCP/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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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BUS TCP/IP、CANOPEN、SERCOS等等。兼顧

廣泛與高速控制的需求。

皮爾茲PILZ：PILZ為生產工業控制器、驅動器

及感測器的系統整合大廠，在本次展覽中亦展現與

B&RⓇ雷同的整合解決方案，而主要特色是具備網

頁插件軟體，提供了HMI軟體名為PASvisuTM。這

套網頁式HMI軟體包含了PASvisu Bulider與PASvisu 

Runtime，可進行產品全生命週期的管理。該軟體

在組態設定與功能上都已模組化，而通訊協定及通

訊介面上亦整合時下工業物聯網常用之OPC UA、

ETHERCAT等，作業系統及雲端環境亦支援時下之

主要系統，提供使用者快速且模組化的開發、管理

工具。

VR/AR應用：主要運用在幾個領域：

工作指導：例如SEW EURODRIVEⓇ便利用擴充

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技術協助馬達組立線工

人，工人戴著智慧眼鏡觀看實際工件時，可以看到

虛擬的組立位置、步驟的演示與逐步組立確認。

安全巡視：例如INTEL展示QUARK晶片於智慧

眼鏡，安檢人員觀看場內各個安全檢查點上之辨識

色塊，就能顯示檢查流程、提示語等，協助安檢人

員快速且完整地完成安全確保工作。

產線加工模擬：利用工業物聯網的數據，於虛

擬世界建構相同的產線3D模型、動作、流程等，並

將即時數據直接更新在模型上，使之成為即時的VR

產線。結合數位虛擬工廠(Digital TWIN)便可進行產

線加工的模擬。

預測維護工具集(Predictive Maintenance 

Tool Box)：

預測維護是實現工業物聯網預防性能喪失與提

高設備調度彈性的關鍵技術，主要是利用工業物聯

網收集設備運作正常、異常、衰退之資訊特徵模

型，建立模型後進行線上即時的設備預測診斷，並

與其他系統連結，完成設備之預防維護工作，例如

與排程系統連結，提早進行換線工作、預先考慮停

機維護損失；與採購系統連結，預先採購零件備品

等。

各大廠紛紛推出產品套件、演算法開發工具或

系統整合解決方案，將預防維護正式封裝為產品，

具備既定的價格與客製開發的收費標準。

INTEL Predictive Maintenance：在此非指該公司

研發預測維護之演算法，而是提供了專屬運算晶

片，專門處理演算法運算流程的封裝晶片，加速預

測維護的運算效率。再結果其IoT Platform產品及IoT 

Gateway產品，便形成一個工業物聯網IaaS的整體解

決方案。而INTELⓇ則作為一個平台解決方案提供

者，開放資料API，因此展區週邊皆是使用其解決

圖 12 PILZⓇPASvisuTM圖控編輯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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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中小型業者，例如PMQIⓇ使用ADLINK閘道

器、INTEL IoT PlatformTM及IBMⓇCloud，發展設備碳

足跡統計、預測與異常監視。

ICONICSⓇ IoTWorXTM：ICONICSⓇ一家工業圖

控軟體(SCADA)的廠商，採用INTELⓇ IoT PlatformTM

解決方案，再整合多種通訊協定、語譯層後，設計

新的資料庫結構，推出IoTWorXTM產品。

由層級架構圖可以看到，可支援之通訊協定

非常多樣，例如BACnet、ModBus、OPC等。而IoT 

Cloud Connector則為應用服務程式的API指令集，支

援REST、MQTT及微軟AZURE雲端。而IoT Analyzer

則提供自動迴歸規則產生器，自動建立特徵判斷之

規則，使用者亦可自行建立新規則。

圖 13 IoTWorXTM系統層級架構圖

IoTWorXTM是筆者本次調研中最接近整體解決

方案的產品，一般通常缺乏應用服務程式的API指

令集，或缺少通訊協定的整合與閘道器的管理。甚

至在訂價上，乃使用標籤數計價方式，這是較為特

殊的營運模式，筆者推斷這應與其資料庫結構的設

計有關，為了因應大數據上的存取，採用了H Base

非關聯資料庫，結合關聯資料庫的關連索引後，

再訂定的一連串標籤作為呼叫資料的方式，因此

ICONICSⓇ的系列產品值得持續關注其技術演進與

營運模式。

SAPⓇ Predictive Maintenance and Service：SAP除

了知名的ERP系統與各種生產管理解決方案外，診

斷規則的開發工具亦是長期以來發展的重點。而在

工業4.0的趨勢下，SAP亦將原本的系統升級並與自

身的資訊平台整合，成為資料預測維護的規則開發

工具。

 提供規則的編輯、訓練及嵌入的機能，使用者

可以自行框選資料範圍、數值屬性、關聯，經執行

後可產出新的診斷與特徵趨勢模式。

德國政府工業4.0的政策轉變：

工業4.0的整體解決方案，一直都是國際大廠間

的大型產品，涉及之層面除了前述的各資訊層級架

構、設備訊號整合、介面整合、系統整合之外，更

圖 14 SAP 規則編輯與訓練工具

圖 15 SAP 線上即時趨勢分析與模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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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了企業流程再造、營運模式翻轉與公司文化的

變革，單就解決方案的單價，就非一些中小企業所

能負擔的成本，德國政府也發現了這樣的狀況，因

此作了工業4.0解決方案的轉型引導，作法上可以分

為3個方向：

鼓勵新創公司：由本次展覽可以發現特別為新

創公司設立一個展區，讓新創業者展示工業4.0下各

式彈性且小而美的解決方案，例如CASSANTECⓇ 

專門針對預測維護發展標準化服務，各式行動服務

如FACTORY TALKSⓇ，透過Zigbee實現近端報工與

警報統計。

建立共通環境：主動整合系統大廠，如西門子

Ⓡ、INTELⓇ、SAPⓇ、微軟等，開放各資料呼叫

之指令集、作業系統或閘道，讓中小型或新創公司

能夠快速實現創意，並在展區的中間展出整合的解

決方案，例如SMART FACTORY展示區便展示了來

自ABBⓇ的機器人、SAPⓇ的ERP與預測維護工具、

INTELⓇ的IoT GatewayTM及新創公司的各項行動解

決方案。

推動資料共通與交易－Industrial Data Space：

Industrial Data Space是由德國聯邦教育研究部專案

出資予Fraunhofer底下10餘家研究單位所共同執行的

研究規畫成果，Industrial Data Space主要分為兩個

部份，一為Industrial Data Space專案的執行，一為

Industrial Data Space Association的組織，後者負責統

合業、學、研機構的需求，供前者執行者參考與實

作。

Industrial Data Space業界需求包含：

資料使用控制：控管工業物聯網資料的使用權

限，簡單說明即當資料被所有人同意後，被授權者

才能使用該資料。

去中心化：資料並非全數存放在一個雲端伺服

器中，而是定義資料以分散式的連結，在需要時才

被擷取至一個地方被使用。

多系統：資料的定義須符合多種平台的使用，

例如雲端版、行動版或工業自動化版。

標準化的介面：所有的資料必須符合單一標準

的程式指令集(API)。

充分認證：不論是點對點或伺服器間的連結，

資料在每一層的交換中都必須得到雙方確認與授權

後，才能進行。

創造資料經濟：讓工業物聯網的資料能讓參與

者間進行協作與研發，創造出資料服務的生態體

系。

保護資料供應鏈：資料由感測元件經過多層中

層軟體與閘道，最終給予被授權的使用者手中，都

必須確保任何格式與型式的資料保護。

Industrial Data Space將整個資料體系分為4種角

色，包含資料提供者(將有用且被定義好的資料提

供出來)、資料使用者(自特定的資料提供者取得資

料)、資料媒介者(提供前兩者媒介機制，如搜尋與發

佈功能)及應用服務運營商(提供軟體開發商可運用與

開發資料的平台)。而整體的角色間關聯圖如下圖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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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Industrial Data Space是企圖建立在工

業物聯網中，資料可以在外面被買賣的經濟體系，

透過建立資料的模型、交換機制、資料安全認證等

標準化工程後，讓應用服務開發者可以透過這個大

網絡結構，向資料提供者取得資料後，開發各式可

銷售的應用服務，可以簡單地理解為工業物聯網的

Apple App Store。

在Industrial Data Space計畫執行中，包含運用

於多種情境，例如物聯與貨車管理，使得貨物在離

開供應商後，便使用同一個資料機制，不斷與供應

商、物聯商及客戶間交換目前貨物的狀態(標準化的

距離、到貨時間預估、數量、物流士等等)；又如新

藥開發的應用，讓醫療設備資料、病歷、處方箋、

流行病資料等，整合在同一組資料中，於醫院、藥

商、臨床實驗室之間，彼此同步交流，加速新藥開

發時程。

對欲投入工業4.0者的啟發與

機會

Hannover Messe 2017是全球最

大的工業自動化展，本年度的展出

尤其在筆者所調研的資通訊及應用

服務領域，不論在大型解決方案或

為中小企業打造的彈性解決模組，

都令人感到驚豔。尤其是INTEL與

微軟於數位工廠(Digital Factory)的

進展，更對工業物聯網投下震撼

彈，不論是利用晶片及可編輯韌體

的方式，以解決多重異質且不同頻
圖 16 Industrial Data Space各角色間關聯圖 

率的訊號處理，或者整合外部的資料前處理工具與

資料庫，都是驚人的進展。而在中小企業解決方案

的發展力度上，結合了Industrial Data Space計畫的執

行，顯示德國在資訊中介軟體掌握標準化與關鍵的

決心，再結合德國工業物聯網的關鍵廠商，勢必可

以再次席捲工業4.0應用服務市場。

然而工業4.0是影響設備商、使用者乃至於終端

使用者(如一般消費大眾)的協作方式，透資料的快

速流通與分析，形同徹底反轉供應鏈運轉的鏈條，

因此對於使用者，正如同台灣大學終身特聘教授黃

漢邦所言，工業4.0是一個概念，是將資料從銷售端

回推到產品與製程改善改良的概念，對台灣中小企

業而言，不需要什麼都導入，而是針對小規模的製

程，清楚定義問題與解決方案後，酌於採用工業4.0

中相關技術，專注在利基領域中，並與他廠協作跨

領域市場，才能共同營運生態體系，營造屬於台灣

的藍海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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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業自動化和美國製造的未來

全球經濟發展結構面臨高齡少子問題，導致勞力資源大量銳減，其程度

已比想像中嚴重；同時，歐洲、北美洲等國家，掀起生產線回歸原產國家的

趨勢，製造商們逐漸轉向使用具備高生產力的工業機器人。高階自動化生產

技術的日新月異，會驅使美國長期委外生產製造的品牌公司，思考並投入自

動化生產設備的研製與設置，一旦形成氣候，必將此模式移至海外的生產製

造廠區，同時也會使得中國大陸與新興國家目前代工廠的製造格局，面臨重

整與變動的命運。消費性電子產品回流美國生產的策略也反應出電子製造業

的另一個趨勢，就是就近的將產品交付給客戶。隨著以機器人為核心的自動

化生產逐漸普及，並考量產品運輸的成本，這樣子的趨勢還會進一步加快。

許多2017Automate的參與者關注的重要議題之一就是川普執政後的美國

製造。美國製造業是否有機會復甦，讓美國人有更多的工作機會，這可以從

美國製造及工業自動化發展趨勢

工研院IEK黃仲宏

摘要

Automate是北美目前最大的自動化技術解決方案展覽會。其歷史可以追

溯到1977年，該展會每兩年舉辦一次，由美國機器人工業協會（RIA）、

全球視覺和影像協會（AIA ）以及運動控制和電機協會（MCMA）共同舉

辦。本文將說明筆者在參加完此次盛會後對於美國工業自動化產業發展

趨勢的看法，並介紹此次展會上工業機器人技術發展的特色。

圖1、2017Automate在美國芝加哥

的 McCormick Place舉行

資料來源: 2017Automate (2017)

2017Auto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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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在2個因素分析；美國所佔全球製造業的比重，

從1960年的40%、1990年的30%到2010年的18%，逐

年下降，而中國大陸在2010年佔全球製造業的比重

已比美國的18%高，為19.8%。這意味美國製造業，

尤其是傳統製造業早已隨著年代而逐步式微。美國

產業發展結構至今，已經從佔比最高的製造業轉移

至金融業、服務業、高科技產業。

世界上多數國家的經濟發展結構都是從基礎製

造業逐漸昇級到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但是要從服

務業和高科技業再轉回傳統製造業，這有違經濟和

資本規律。從內在因素看，自動化的快速發展已侵

蝕大量的製造業工作機會，美國本土的低階製造業

工作在此現況下已不具備再堀起的基礎。外在因素

則是製造產業的低成本高收益特性，它會直接帶動

生產要素全球化的最佳配置(例如面板、智慧型手

機、電腦的製造)，影響製造業及供應鏈是否能真正

的落實回流美國。

歐巴馬總統時代，就曾大力倡導製造業回流，

但最後經研究統計，製造業回流所帶來的就業只佔

美國新增就業的4.6%以及不斷增長的工業機器人數

量，2015年美國本土裝置了27,504台機器人，比起

2010年的16,356台，成長了68%。其最後的演變是美

國要爭奪製造業的制高點(先進製造)，製造業的全球

產業鏈分工和外包趨勢並未因此而有太大的改變。

所以大膽推論，川普若要真重啟美國製造業的

話，業者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人力，而是自動化和

工業機器人。

圖2、IFR CEO Roundtable in Chicago，探討美國工業自動化的發展 資料來源: 2017Automat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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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016年北美工業機器人的裝置量預計再創高  資料來源：IFR、工研院IEK (2017)

從圖3的統計，更可證明此一趨勢。2015年北美

新安裝的工業機器人計有27,500個，是2009年金融危

機發生時的3倍以上。總計2010年迄今，北美共安裝

約13.5萬個機器人。美國機器人成長的原因是汽車製

造業對於機器人的採購，其次是一般產業使用機器

人的比率增加，機器人已滲透到倉儲、半導體和電

子製造等產業。

汽車製造業是帶動這一波自動化成長的主因，

2010~2015年間，美國安裝的工業機器人數量超過6

萬個，位居全球第二，僅次於大陸的9萬個。2015

年美國汽車製造業的機器人密度已成長至1,280個單

位，代表每1萬名員工就有1,280個機器人，領先日本

(1,276)、南韓 (1,218)、德國(1,147)和法國(940)。

汽車產業的自動化需求雖然持續增加，但預計

2016~2017年的整體銷售成長率將出現溫和下滑。

不過IFR(國際機器人聯合會)認為，新車型的改款

需求會再次帶動工業機器人需求，時間點大概是

2018~2019年。

綜整美國現今在產業自動化技術發展的現狀

為：

1、美國在以視覺、運動和觸覺感測器強化機器

人方面具有優勢，能讓自動化系統具備反應能力，

而非僅能執行重複任務。

2、在醫療和特殊專業領域有領先全球的機器人

技術，矽谷的Intuitive Surgical Inc產品已到第四代，

可說是美國機器人公司的代表。

3、軍事及專用領域機器人的技術先進。

4、結合AI的家庭服務商品化產品陸續推出，美

國欲以AI相關技術引領全球機器人產業。

2017 Automate主要展出移動機器人、實現自動

化的零組件技術與自動化整合系統。約有1200多家

供應商。除了工業自動化供應商，多數是美國工業

自動化系統整合商，今年的特色是他們將cobots加入

到他們的產品線中。此外，機器視覺技術的應用和

AMRs的應用亦持續強化機器人的精密度與靈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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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017Automate工業機器人大廠的安全協作式機器人產品  資料來源：2017Automate、工研院IEK (2017)

今年展會的三大重點。1、大量的自主移動機器人

（AMRs）。2、各家協同機器人的產品。3、機器人

與視覺的整合技術。

以下將逐一介紹說明。

一、協作機器人逐漸進入各領域

ISO10218在2011年定義了工業機器人的安全要

求，針對傳統的工業機器人安全規範做出定義，包

括了ISO10218-1、ISO10218-2。差不多2014年開始，

以Universal Robots為代表的人機安全協作式機器人的

推出聚焦了機器人界的目光。也就是機器人在移動

時，可預知在運動過程中隨之而來的應有力量，只

要一有突發的力量出現，如物體觸碰到機器人，機

器人就會馬上停止動作。這個意義代表著機器人將

要從柵欄中解放出來。

雖然傳統工業機器人(機械手臂)已現身於工廠生

產線許久，但因為其快速、不具備與人體安全互動

而防護的特性，總是需要圍欄隔開機器人與人，才

能確保工作上的安全。全球知名工業機器人廠商，

應該清楚而且明白，即使缺工情形嚴重而且招募新

手困難，也絕不可能一夜之間遣散所有工廠裡的工

人，全部用機械手臂取而代之。所以讓機器人與人

合作，讓機器人去幫助現有的工人，讓機器人置身

於勞工中，與人們一同合作。人機協同式的機器人

(協作式機器人)即因此應運而生。生產效率達成業主

的期待，這是人機協同式機器人受到機器人廠商重

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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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Fanuc 機器人型號200iD和型號CR-7iA的比較(有無

圍欄)

資料來源：2017Automate、工研院IEK (2017)

圖6、YASKAWA機器人，標榜搭配視覺強化安全功能的

HC-10

資料來源：2017Automate、工研院IEK (2017)

據統計至目前為止，在工廠中平均只有約10%

的工作是由機器人完成。這個意義是，1、工業用

機器人發展了這麼多年，還是僅能完成10%的工

作；2、90%的工作仍將被機器人開拓，這次未來的

機會市場。而人機協作型機器人同時具備安全性及

教導容易兩大特性，被看好是產業用機器人的新藍

海市場，機器人四大家族ABB、KUKA、FANUC、

YASKAWA無不投入大量資源搶佔商機。

他們所強調的是理想的合作型機器人應該要像

智慧型手機一樣好用。不需要專家才可使用機器

人，而是人人均可輕易上手。在工廠中，若要使用

或調整傳統工業用機器人，通常必須要交由這方面

的專家，或是花費大量的時間和資源去培養專業技

術人才。而理想中合作型機器人操作，應該是讓你

根本用不著懂機器人程式語言，只要經過簡單操作

訓練，即可成為使用機器人的「專家」，並享受操

作過程；就像你不須要會寫程式才能使用手機，而

且可從使用手機中獲得無窮樂趣。

YASKAWA MOTOMAN-HC10，可與人在沒有安

全柵的同一空間內工作，所有的軸都配備有力覺感

測器，一檢測到與人接觸，就會自動停止工作，外

面裹著用來吸收碰撞的藍色柔軟材料。主要應用的

工序為機器設備間的取放工作、小零件的處理；機

器人符合國際標準ISO10218-1，目前市面上的協作式

機器人均要符合ISO10218的標準。MOTOMAN-HC10

機器人也可以應用在RBP(Random Bin Picking，隨機

取放)與汽車組裝作業，手臂間可同時近距離存在並

進行各自負責之任務，利用力量感測器讓機器人做

到人機共工安全。



34 35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7/06月號

Market Outlook
國際觀察

圖7、ABB雙臂機器人YuMi 

資料來源：2017Automate、工研院IEK (2017)

近年在多場的展示上，都可以看到ABB的雙臂

機器人YuMi；他就是想要把人機協同工作的精神展

現出來。讓機器人直接將物件交給人進行下一步的

工序，或是人直接把東西交到機器人手上。雙臂機

器人YuMi的特色是相當程度的人性化設計，可讓人

和機器人和諧地安全共處，共同完成一個任務。 

ABB最初開發YuMi是為了滿足電子消費品製造

業對彈性和靈活製造技術的需求。YuMi是一個具

有視覺和觸覺協作的雙臂組裝解決方案，雙臂靈活

並以軟性材料包裹，配有力覺感測器，以維護它的

人機共工的安全。在YuMi機器人的各種功能中，都

含括著「安全」的設計，使其可在完全開放環境中

工作。YuMi的機器人軟體系統，是根據任務而非座

標來作業，可將許多任務如撿放任務標準化。因此

YuMi機器人就不會因為物件移動、座標位置改變而

無法執行工作。

2020年全球工業機器人的裝置量預估為50萬

台，其中傳統工業型機器人與安全協作式機器人的

比例預估將為10:1。ISO/TS 15066也再針對ISO10218

的安全規範再做詳細補充，可以說是ISO/TS 15066主

要就是人機協同式機器人的規範者，它在1、傷害分

級；2、人機協作定義；3、風險管理；4、周邊設備

設計原則與負責人定義。都有詳細說明。未來將進

行表決，是否將TS15066正式納入ISO 10218。

台灣的廣明光電公司，也已在2015年底推出了

TM5的達明機器人，最大特色是除了可以與人安全

協作之外，還直接build-in視覺，並擁有深度補償的

功能；並強化的人機介面的友善操作，可利用手

機、平板電腦操控及編程。它可用在點膠、塗膠、

組裝、鎖螺絲等工序上，目前已有車王電等公司積

極導入，達明機器人2017年的出貨量上看800台，未

來的發展備受矚目。

二、電商產業拉昇智能倉儲需求

美國電子商務市場的規模不斷擴大，尤其是在

B2C這個領域。隨著電子商務市場不斷持續擴大，

傳統知名零售廠商均已加入戰局。例如美國平價大

賣場沃爾瑪（Walmart）在2016年依賴著第三方夥伴

「第三方支付(Third-Party Payment）指的是由第三

方業者居中於買賣家之間進行收付款作業的交易方

式。」以及併購電子商務新創公司Jet.com，使得其

電子商務營收獲得成長。電商公司想要快速發展，

建構智能化倉儲系統是很重要的一環。美國的電商

公司現在都在比送貨的速度誰快，卻也為缺工問題

所苦，假如把現在由人類在倉庫中所做的分類工作

自動化，就可能提昇效率，降低營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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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智能倉儲系統示意圖  資料來源：2017Automate、SinoPac、工研院IEK (2017)

而根據市場研究公司Consumer  In te l l igence 

Research Partners（CIRP）預估，2016年Amazon(亞馬

遜)拿下美國網路零售34%的市場佔有率，預計2021

年Amazon能超越50%的市佔。能有此的原因包括

Prime會員制度、行動商務滲透率以及第三方成長。

所以我們也觀察到美國的百貨業者，除了前述的

Walmart，其他像是Kohl’s、JCPenney、Target也都

涉入了電商的領域。

在Amazon的帶動引領下，美國愈來愈多電商為

會員提供當天送達服務，逐漸顛覆傳統零售業。因

此電商產業的需求拉昇了智能倉儲的建立量，智能

倉儲系統如圖8所示，包括自動化倉庫系統(35%)、

自動化搬運與輸送系統(23.9%)、自動化撿選與分撿

系統(10.2%)、電控系統與資訊管理系統(11.3%)。百

分比是指其建置投資比重的預估。 

在自動化倉庫系統中，具備次序邏輯，能了

解進入倉儲的庫存物品為何以及何時需要被取走

的核心軟體便是指倉庫管理系統(WMS，Warehouse 

management system)。或如圖8所稱之數位撿貨系統。

該系統的邏輯也可確保人類員工在倉儲環境中有效

率移動，WMS也能了解特定物品儲存在庫房的位

置。

隨著倉儲業開始在現有工作環境下引進自主移

動機器人(Autonomous Mobile Robots；AMR)後，員工

與機器人如何分工、以及如何提升現場作業效率的

問題也隨之產生；軟體將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

AMR可透過WMS有效管理，因為機器人或自動

化引導載具(Automatic Guided Vehicle；AGV)與一般

使用者無異，都可以利用指示工作任務佇列加以控

制。該佇列知道來源與地點位置，接著再依核准與

否、優先順序與執行任務的距離將工作分配至用戶

(人員或機器人)。

Amazon 於2012年用7.75億美元收購Kiva Systems

後，2014年佈署了10,000台Kiva robots，2015年底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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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AGV與AMR在美國大行其道  資料來源：2017Automate、工研院IEK (2017)

署了30,000+台。Kiva System 具有建置靈活和智能學

習的特性，適合少量多樣的電商需求。在電商配送

速度競爭加劇的趨勢下，預期將持續在其更多倉儲

配置Kiva機器人。 

2017Au toma t e所展出的倉儲貨運AGV或是

A M R ， 除 了 荷 重 愈 來 愈 高 外 ， 有 多 家 已 使 用

SLAM(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即時自

我定位與地圖建構)的方式，來克服定位所累積的

誤差。此外利用LiDAR-based辨識環境與移動亦是趨

勢。新光保全、裕隆集團、台灣嘉里大榮、奔騰物

流、祥儀、台灣智能、仲陽等公司，目前對於自主

環境辨識與移動行為的技術亦在開發或是應用中，

筆者認為中國大陸的電商市場規模比起美國絕對是

不遑多讓。

三、機器視覺定焦智慧製造

現今機器人的視力愈來愈銳利清晰，拜於3D視

覺技術的進步。其與工業機器人的整合已像是機械

手臂出廠的標配。整合在工業機器人的現況和發展

已可歸納出幾個要點，1、機器人視覺有很大的進

步，攝影機變小，消耗電力降低，畫素大幅提升，

處理速度加快，且導入3D影像辨識技術，除了能處

理纜線這類柔軟且雜亂堆放的零件，也能快速辨認

複雜形狀的零件。2、不論與工業用機械手臂或服

務型機器人皆可見視覺應用其中，從2D檢測、定位

到3D取放、量測、人機共工的相關應用均有。尤其

3D視覺整合更為全球各家機器人廠商必有的展示。

未來發展將會是：視覺的可靠度、易於SI(System 

Intergrate，系統整合)整合之視覺/機器人介面、高CP

值。3、視覺系統開發商的產品朝向可整合於多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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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深度學習正成為機器視覺系統中的一個標準模組  

資料來源：2017Automate，Alliance Bernstein工研院IEK (2016)

牌機械手臂廠，例如Keyence、3D MEDiA、MUJIN、

Cognex等，且可再擴充與其他周邊控制器整合是發

展的方向；圖10是2017Automate機器視覺系統的示意

圖及參與展出的廠商(紅字部份)。

機器視覺整合工業機械手臂的未來發展趨勢

是：

1、以3D視覺做檢測、量測與隨機堆疊物件取放

技術是發展之趨勢。日本FANUC利用機器學習型的

辨識技術以提升良率的發展是重要觀察趨勢。 

2、 視覺系統朝向可整合於不同廠牌的機器人，

例如3D MEDiA、MUJIN、Cognex等公司的3D視覺產

品。 

3、 已有廠商提供標準3D camera，例如CANON 

提供3D machine vision RV1100，可讓機械手臂開發

廠商做選配；未來可再擴充與其他周邊控制器等結

合。而可預期的是，運用此項技術的市場將會非常

廣大。 

此外，深度學習正成為機器視覺系統中的一個

標準模組。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 是近年來備受重

視的機器學習方法，現今許多語音與影像辨識的研

究與應用，都基於深度學習的技術來完成。

時間剛好在4月5日展會期間，Cognex收購瑞士

機器視覺開發深度學習軟體的公司ViDi Systems SA。

ViDi是基於深度學習的理論來解決圖像分析方法的

軟體供應商。這也透露出發展趨勢是：設備商購併

深度學習技術公司。

機器視覺系統的價格：數十萬台幣不等，但市

場需求很大，估計2017年全世界搭載機械手臂用的

機器視覺系統在15萬台以上。其中工業相機的發展

除了有CCD逐漸淡出，CMOS躍升主流的趨勢外；還

有在應用需求下，包括解析度的提升、取像即時性

要高，以及因應不同待測要求的光感應攝影機，都

是技術發展的面向。

機器視覺應用在美國以機械金屬業、電子業、

與生技業為多，商業娛樂

應用也逐漸堀起，例如VR

就是使用多台工業相機以

環景接圖方式建構虛擬場

景；此外，3D掃描也是

機器視覺的技術應用趨勢

(ex. ISRA、Faro)；還有機

器視覺公司購併機器學習

技術公司(或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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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提供能創造生產價值的工業機器人與系統  資料來源：工研院IEK (2017)

四、結論

上個世紀美國汽車工業從人工組裝發展到機器

全自動組裝，讓汽車製造商得以增加產量，並因此

創造更多工作機會，使美國成為地表最強的經濟

體。與全球先進國家的製造成本比較，儘管中國大

陸仍擁有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優勢，但隨著全新製造

趨勢的崛起，組裝業務的地區性成本差異將會消

失，尤其是愈來愈多的機械手臂投入生產線，使用

機器人降低生產成本的效益將會隨時間而顯現出

來，自動化生產的普及，會讓美國製造的比重逐漸

提高。

從這一次的展覽來看，美國在以視覺、運動和

觸覺感測器強化機器人方面具有優勢，能讓自動化

系統具備反應能力，而非僅能執行重複任務。筆者

此次拜訪美國自動化協會(Association for Advancing 

Automation)主席Jeff Burnstein，他也表示，在小型

科技公司中可以發現美國在自動化創新方面充滿動

力。此外，有些美國企業正藉由海外收購強化其工

業自動化實力，未來的發展亦非常值得觀注。

從主要的機器人大廠所推出的產品來看，幾乎

都有著一個特色－朝著靈巧精密的方向發展，假以

時日，若這些機器人的售價若再逐步降低，將會大

大減少生產線上的操作成本，減低先進國家製造業

遷往低工資國家的壓力。

鴻海、和碩等台灣廠商一向是蘋果公司重要的

合作夥伴，在產品組裝及產品相關的零組件上，已

建立出一個完整的供應鏈體系，若要跟隨蘋果公司

到美國設廠製造產品，必定面臨沒有大量而且便宜

的勞工可運用，不過這也可視為台廠一個轉型的契

機，一個改變的機會，也就是思考藉助更高階的自

動化生產設計及管理來降低成本，這其中以機器人

為核心的自動化生產設備將佔有重要的角色，若能

以此創造出有別於以百萬勞工大軍生產製造的獲利

模式，或者能擺脫「微利製造」的宿命。國內在工

業用機器人的關鍵零組件，例如減速機、高解析度

的伺服馬達，或是機器人本體都有業者及學研單位

投入開發並已有成果，但也仍有亟待突破的技術缺

口，例如更穩定精密的重現精度(±0.01mm)、能處理

20bit/rev以上絕對廻授訊號的伺服馬

達、具備動態控制補償功能的控制

器、降低減速機及花鍵滾珠螺桿的

成本。從2017Automate我們深切的

觀察到，從客戶端的應用去考量，

發展客製化的機器人與製造設備整

合的系統是這個展會呈現的重點；

如何看待美國製造這塊市場？以圖

11呈現我們的看法，台灣廠商應持

續強化並提升自動化生產技術的能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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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

為加強推動台、以雙方創新研發合作，以色列創新局（IIA）於5月8-9日

帶領8家以色列智慧製造創新團隊來台，並攜手工研院、駐臺北以色列經濟

文化辦事處（Israel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aipei），於台北共同舉辦

「臺以研發合作智慧製造研討會暨媒合會」。就智慧製造最新產業趨勢與創

新應用進行交流。 

此次以色列代表團訪台由以色列創新局主管亞洲事務的執行總監Avi 

Luvton領軍，率領8家智慧製造相關廠商訪臺，包括：工業視覺檢測、AOI、

半導體、精密儀器隔震／減震平台、MES／ERP、設備監控與診斷錯誤偵

測、預測性維護、馬達、工控設備與運動控制等關鍵技術及元件之廠商；台

灣方面亦有研華、台塑石化、麥寮汽電、旭東機械、帆宣、美律實業、元

利盛精密等數十家廠商參與商機媒合交流會，希望促成台以雙邊產業創新合

作，共同拓展智慧製造全球市場商機。

智慧製造是一系列資訊、自動化、計算、軟體和網路集合，同時利用基

於物理和生物科學（奈米技術、化學、生物學等）的高級材料和創新性能。 

它涉及到製造現有產品的新方法，尤其是源自先進技術的新產品製造。

以色列 智慧製造創新團隊來台交流

台以R&D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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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目前有200多家智慧製造公司，其優勢突

出表現於開發了用於先進製造的軟體、通信和分析平

台：3D印刷和影像、CAD/CAM和CNC的程式設計解

決方案、工業流程的自動化檢測、運動控制、通信以

及工業物聯網的分析平臺，均是以色列在開發解決方

案、應用和製造技術方面實現不斷創新的領域。右

圖為以色列公司在智慧製造領域的類型分類。

以色列經濟擁有培育從開發製造流程應用，到

產品開發和設計，再到精簡系列以3D訂製柔性製造

工藝等各類智慧製造的能力。 對於需求高品質生產

的行業，如半導體和製藥行業，以色列提供了基於

資料分析驅動改進的巨大優勢，可以顯著降低差錯

率。 

對於具有高水準產品的行業，如汽車和食品飲

料行業，以色列提供了更具靈活製造的巨大優勢，

可以顯著增加生產效益。 這正是許多跨國公司把以

色列的生態系統，視為能夠依靠高技術研發人員，

以及在產品開發、應用開發和生產工藝方面持續創

新，實現下一代製造工藝發展之最適合環境的原

因。

駐臺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Ran Yehezkel

表示，臺灣和以色列有許多共通點，且同樣非常重

視出口貿易，臺灣有許多世界知名半導體大廠，而

以色列則以優秀的創新企業聞名，因此強化世界對

臺、以兩國企業的認識則是當前要務，更希望透過

雙方合作共同角逐世界市場。 

以色列創新局主管亞洲事務的執行總監Avi 

Luvton指出，台灣是世界第五大機械工具及零組件

出口國，由上千家精密機械造商及下游供應商所組

成的產業鏈，平均出口額達四十億美元，相信雙方

以這個領域展開合作是完全正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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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報導2006年之際，富士康便提出了發展機器人以進行自動化升級改造的計劃，並為此聘請了一

批包括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的戴家鵬博士在內(現任富士康科技集團自動化技委會總經理)的自動化專家。戴家鵬

博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M.I.T.) 機械工程系博士. (1978) ，2016 Joseph F. Engelberger Award獎獲得者1978年加入通

用汽車生產技術部，開發塗裝機器人等各項汽車業自動化設備，通用公司於1981年成立FAS (Flexible Automation 

Systems)單位，戴博士為創始成員之一， 開發並量產當時通用汽車自主研製的工業用機器人。1982年GM FAS

單位與日本FANUC結盟，成立GM-FANUC Robotics公司，戴博士任Director of Advanced Robot Systems，帶領美日

工程團隊，五年內開發出各項汽車製造用 (Spot-welding, Sealing, Loading/Unloading, Gantry, Assembly) 機器人與設

備。1987年任職於Rockwell Allen-Bradley自動化公司，隨PLC創始人Dr.Odo Struger開發Motion, I/O, Fuzzy等控制

器技術及產品，並與日本DENSO及義大利OLEVETTI合作開發自動化控制器設備，此期間亦兼任SME Robotics 

International Board of Advisors。1994年進入汽車電子業公司Stoneridge，任VP Engineering和Quality總監，發展汽車

電子、電束、連接器、Power distribution等產品。

2004年加入鴻海富士康科技集團，任董事長特別助理；2007年富士康成立自動化機器人部門，開發系統整

合應用機器人於生產線，拍攝-FOXBOT機器人兵團蓄勢待發影片-，宣傳中國開發，全球應用，開闢工業機器

人產業全新格局，自主研發設計六軸垂直多關節型與水平多關節型FOXBOT，達成節能環保、推陳出新[3]。

智慧自動化解析
丁純乾 陳俊皓 楊淳宜 黃成凱

工業技術研究院智慧機械中心智慧機械技術組

摘要

受到德國工業4.0與美國AMP國際製造業政策的提倡，製造業皆為導入智

慧自動化技術，優化生產流程、達到節省能源與成本，提高產品品質為

目標[1] ，工業機器人成為工業4.0的最佳助手，主要應用在焊接、裝

配、噴漆、研磨與上下料..等，為了確保機器人在運行時具有好的距離

重現性與準確度，機器人準確度校正方法顯得格外重要。本文將解析鴻

海集團/鴻富錦/福匠公司自製機器人的種類與應用。

鴻海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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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富士康機器人開始投入生產；至2009

年，富士康已經完成了15款名為Foxbot的富士康機器

人開發，並成功應用於噴塗、裝配、搬運等工序。

2010拍攝-富士康贏在2010-，說明自動化生產是企業

未來生產的趨勢 ，也是解決基礎人力流失與匱乏的

唯一途徑 ，以成型廠機台間空間狹小光線昏暗，作

業時需開大量照明設備，夏天成型機散發的熱量，

可使車間溫度達到38度以上，必須通過空調制冷降

溫來改善環境，耗費大量動力成本，A-05機器人代

替雕刻機進行銑料頭動作使效率提升了兩倍 。

利用輸送帶分上下層架於成型機上方，利用機

器人多方向動作特性，把自動化加工完的產品置於

輸送帶上，送至固定的加工區作業，加工區溫度適

宜光線明亮，更適合員工作業也便於集中管理，車

間內無需打開照明設備與空調設備，節省動力成

本，將製程較簡單的產品組立工站移至成型，使成

型與組立自然過渡，去除重覆工站節省人力，同時

節省了儲存空間與物流運輸人力，實現自動化作

業、員工集中加工與管理，工站前移，迎合節能減

排、精簡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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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CMMSG武漢園區[3] 

Level5、6、10三大製程共55個工序，其中24工

序已經導入自動化，自動化程度43%， 

改善前衝壓工作採用人力上下料，工作效率低

勞動強度大，導入機器人代替人工上下料，降低人

員勞動強度。

 

 

部份衝件連接方式為鉚合，鉚合站採用人工操

作與上下料，工作效率低，勞動強度大，改善後導

入機器人代替人工上下料，減少作業人力4人。 

 

部份衝件因連接工藝需求要攻牙，改善前攻牙

工站採用人工操作效率低，改善後導入攻牙專用機

使不同平面的牙孔可以一台攻牙專機完成。 

 

部份沖件因連接使用點焊工藝，改善前以人工

上下料焊接機，長期作業不利於員工健康，改善後

機器人代替人工點焊作業，每小時550件提升至每小

時950件 

 

部份沖件因連接使用點焊工藝，點焊後產生背

後突包需打磨後方能滿足品質要求，打磨工站採用

人工操作，勞動強度大，打麿粉塵多作業環境惡

烈，改善後機器人代替人工打磨，生產效率提高

10%並改善作業環境。 

 

產品生產完成需打包入庫，改善前打包工站採

用人工操作，勞動強度大，改善後導入機器人代替

人工操作，機器人完作產品堆站及隔板抓取。 

 

塑料產品在成型後會有水口殘留，平滑表面有

會水口陰影，需要後加工進行剪水口擦陰影處理，

改善前剪水口擦陰影工站人工操作，作業平凡勞動

強度大，改善後機器人安裝氣動打磨機，對產品陰

影進行擦式並利用氣動剪刀對產品水口進行重覆剪

切，配合成型機械手和流水線連動，達到自動生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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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顯示產品Logo標示，需作影印處理，改善

前人工影印，有刺鼻氣味對人體產生傷害，改善後

導入機器人代替人工自動影印，提升生產效率。 

 

鏡面類表面塑料產品表面易髒污，需貼保護膜

進行保護，改善前手工貼膜每次貼一片，生產效率

低，改善後利用自動貼膜機代替手工貼膜，雙穴治

具每次進行兩片胋膜，生產由每小時450片提升到每

小時550片。 

 

應客戶要求產品需貼紙，改善前人工貼紙工作

效率低勞動強度大，改善後導入機器人代替人工自

動貼紙，提升生產效率。 

 

面板產品改善前需要一人裝擋板，一人裝電源

燈，浪費作業人力，改善後機器人裝擋板和電源

燈，提升生產效率。 

 

鐵件液體塗裝需噴塗底漆後再噴塗面漆，改善

前人工操作勞動強度大，易疲勞噴塗質量不穩定，

改善後導入液體噴塗機器人取代人工作業降低成

本。 

 

本體塗裝噴櫃採用往覆式及雙面自動噴塗，在

機種把手蓋等死角處需要人工作業，改善前人工手

動補粉作業環境差，易造成產品噴塗不良，改善後

導入機器人代替人工補粉作業，提升噴坊潔淨度保

證產品質量。 

 

塗裝產品由吊欄送至撿包線，再由人工將產品

轉至輸送帶，改善前人工撿料勞動強度大，易造成

產品碰刮傷。改善導入機器人，由一般靜止抓取產

品突破為移動跟隨抓取，提升自動化能力取消人工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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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裝後產品每小時達870件，改善前擺板時需要

完成取料放紙板等動作，人工操作勞動強度大，改

善後導入自動擺板機器人，通過產品定位使機器人

順利完成取、放、拿等作動，提升製程程度減少作

業人力 

自動化(Automation) 

自 動 化 ” a u t o m a t i o n ” 這 個 詞 是 從 希 臘

字”automatos”而來，原義是自己作動的意思。這

個字”auto-mation”是在四十年代中期由美國的汽

車製造業者所創造出來的，表示他們工廠內部加工

時，工件會自動地由一台機器傳送到另一台機器，

因此他們可以進行連續性加工過程。在過去的四十

年間，自動化的種類和範圍不斷的更新和突破，電

腦和控制系統理論快速發展，是促使自動化能突飛

猛進的重要原因[4]。

自動化在製造廠已經成功地應用在以下所列的

範圍中 

製造過程：機器加工、鍛造、冷擠製、研磨等

均已被廣泛使用 

原料搬運：原料以及完成階段加工之零件，完

全由廠內受電腦控制之設備來進行搬運，不需人工

導引。 

檢驗：零件之品質、尺寸、準確度以及表面精

度的自動檢驗，可分(1)製造時的檢驗(加工中檢驗)

(2)製造完成後的檢驗(完工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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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裝：分開製造之零件自動組裝成組件，最後

再組成完成品。 

包裝：產品的自動包裝。 

自動化有幾個基本的目標[4]： 

整合製造過程中的各種步驟以提高產品品質和

均一性；減少一次操作之時間和勞力降低勞工成

本。 

藉由控制生產線以達到降低製造成本提高生產

力。 

使用重覆性高的加工步驟以提高品質。 

降低人工的參與度和可能的人為錯誤。 

降低人工處理所造成的工件損壞率。 

提高危險工作環境下的工作安全性。 

藉由安排機器位置，原料搬運運之路徑和相關

的設備，以減少廠房所需要的空間。

自動化的應用 

是否要將現有的生產設備予以自動化時，應考

慮以下所列的各項因素： 

產品是什麼?

生產量和生產速率多少才符合需求?

製造過程中那些部份要自動化?

可用人力之技術層次要如何?

Ⓡ 自動化的可靠度和維修問題如何解決?

Ⓡ 經濟性? 

生產系統設施 [5]

生產系統裡之設施(facility) 是指工廠、生產機台

與器具、物料搬運設備、檢測設備，與控制製造作

業之電腦系統。設施也包含工廠佈置(plant layout)，

即設備在工廠裡的實體排列方式。

低總量生產[5]

生產設施型式稱為工作坊(job shop)

此類產品的客戶訂單通常相當特別，工作坊裡

之設備屬泛用型(general purpose)，員工之技術能力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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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佈置稱為固定位置佈置(f ixed -pos i t i on 

layout)。

大型產品之零件通常是在製程佈置(proces s 

layout) 之工廠內加工，設備依功能或類型擺設。 

中總量生產

在產品樣式中，傳統方法是採用批次生產(batch 

production)。

每一單元設計成只負責某些零件外型的生產，

也就是專精於某種特定零件，是根據群組技術(group 

technology) 而來，特稱為單元佈置(cellular layout)。 

高總量生產

通常稱為大量生產(mass production)。

分成兩類：(1) 大宗生產、(2) 流線型生產。大

宗生產(quantity production)是指單一機台大量生產單

一產品。流線型生產(flow line production) 是指多部機

台排列有順序性，零件或組裝依照此順序移動成為

成品。

工作站包含生產機台與配有特別工具之人員，

可以得到最高之產品效率，稱為產品佈置(product 

layout)。

 自動化遷移策略[5]

階段1：人工生產(Manual production) 使用獨立作

業的單站人工單元。

階段2：自動生產(Automated production) 使用獨

立作業的單站自動單元。

階段3：自動整合生產(Automated integrated 

production) 使用具有串連作業

(serial operations) 與站台之間自動傳送的多站自

動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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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 Transport Systems (物料運輸系統)

[5]

1. Industrial trucks (工業用搬運車)

2. Automated guided vehicle systems (AGVS 

自動導引車輛系統)

3. Monorails and other rail guided vehicles (單

軌及其他軌道導引車輛)

4. Conveyor systems (輸送機系統)

5. Cranes and hoists (起重機及升降機)

6. Analysis of material transport systems (物料

運輸系統分析) 

結語

本文解析鴻海集團/鴻富錦/福匠公司自製

機器人的種類與應用，宣傳2007年 -FOXBOT

機器人兵團蓄勢待發影片-，宣傳中國開發，

全球應用，開闢工業機器人產業全新格局，

自主研發設計六軸垂直多關節型與水平多關節

型FOXBOT，達成節能環保、推陳出新。2010

年-富士康贏在2010-，說明自動化生產是企業

未來生產的趨勢 ，也是解決基礎人力

流失與匱乏的唯一途徑 ，以成型廠機

台間空間狹小光線昏暗，作業時需開大

量照明設備，夏天成型機散發的熱量，

可使車間溫度達到38度以上，必須通過

空調制冷降溫來改善環境，耗費大量

動力成本，A-05機器人代替雕刻機進行

銑料頭動作使效率提升了兩倍 。2012

年CMMSG武漢園區 Level5、6、10三大

製程共55個工序，其中24工序已經導入自動化，自

動化程度43%， 改善前衝壓工作採用人力上下料，

工作效率低勞動強度大，導入機器人代替人工上下

料，降低人員勞動強度。 

由文獻歸納出鴻海集團正朝向智慧製造自動代

中的軟式與硬式自動化兩大軸，自動化遷移策略由

人工生產至自動生產到自動整合生產富士康旗下已

涵蓋SCARA、DELTA、垂直多關節、AGV等40餘款

機器人產品，並將其產品投入自動化生產的各個工

站中。「目前富士康已經導入5萬台工業機器人進行

自動化生產。」[2]以工業4.0為最終目標，可供業界

先進們參考與思考，以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

參考文獻

[1] 工業局-擴大智慧科技應用行動方案簡報

[2]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tech/4o8vr2.html

[3] YUKU網站

[4] Source：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5] Source：Introduction to Automatic Manufacturing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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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分工循環（示意圖）

引自「平成26年大田區製造產業等實際調查報告」

東京都大田區聚集了具有高度加工技術的中小

企業，是日本屈指可數的”製造業之城”。充分發

揮多種多樣的加工技術強項，從戰後的高度經濟成

長為日本產業的頂梁柱,支撐著先端技術的開發。

大田區的工業產業結構

大田區區內的工廠產業分類中，超過半數為

「金屬製品」及「一般機械」，加上電子機械及運

輸用機械，「機械、金屬加工類」產業佔有率超過

8成。此區最引以為傲的是切削、研磨技術等加工技

術。

「夥伴分工循環（NAKAMA MAWASHI）」

大田區建立了稱為「夥伴分工循環」的合作

網。雖然是小規模經營的工廠，但是各個工廠都擁

有高度的加工技術，並且彼此合作製造出複雜的製

品與零件。其特徵為「種類多樣」、「小批量生

產」及「接受急件交貨」。

製造業之城

大田區 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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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董事‧營業部副部長 飛谷先生

(左)營業部 國際營業課 金先生

從1960年創業以來著力於「螺紋量規」的製

造，發展至今，生產並銷售着「滾珠螺杆」以及運

用相關技術的模組產品和複合產品。特別是在精密

級微型滾珠螺杆領域具有世界最高級別的技術和製

造能力。

「KSS的製品」

  本公司的主要製品「滾珠螺杆」是，廣泛運用

於測量儀器，半導體製造設備等產業機械，手機，

家電等領域的機械要素部件。除此之外，還應用在

人型機器人，宇宙空間站等特殊領域，其應用不斷

在擴大。

另外，本公司以滾珠螺杆技術為基礎，開發並

製造着執行器等模組化產品。在節省空間且需要複

合運動領域，比如醫療器械，電子部件的Pick and 

Place，電動缸等等均有應用。

「KSS的優勢」

  滾珠螺杆的製造廠商很多，但本公司的特徵是

具有製造「精密級，微型」滾珠螺杆的技術。比如

我們能夠製造可放置於手指上的「世界最小級別」

的滾珠螺杆。這是極其難生產的產品，需要長期積

累的經驗與「工匠手藝」。本公司的優勢為，在不

斷提高長期積累的基礎技術同時，著力發展執行器

等模組化產品的研發能力。

「海外市場的拓展和對台灣的期望」

本公司通過代理商向世界20個國家和地區銷售

着我司製品。販售比率逐年增加，今後還會繼續拓

展海外市場。本公司特別關注台灣，中國半導體和

電子部件製造領域的巨大潛力。不僅作為有魅力的

市場，還十分重視與該地區企業的「商業合作」。

本公司具有與海外企業合作開發新產品的經驗，且

收到非常大的成效。台灣有很高的技術和銷售能

力。一定會有願意與我們共同開發新製品和新技術

的企業。本公司期待的不僅僅是生意夥伴，而是能

共同發展，共同成長的長遠合作夥伴。

【聯繫方式】

ＫＳＳ株式會社

〒146-0093　東京都大田區矢口1－22－14

TEL：+81-3-3756-3921  FAX：+81-3-3756-3191

MAIL：intldept@kss-superdrive.co.jp

http://www.kssballscrew.com/cn/index.htm

株式會社KSS

滾珠螺杠及相關產品 模組及複合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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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53年創業以來，本公司一貫製造自動化裝

置，而且是從設計到加工、組裝、配線以至成品的

整個過程。

【平賀機械工業的製品】

本公司是「自動化機械‧裝置」的製造廠商。

從食品瓶蓋，洗髮液瓶罐等日用品的製造裝置到用

於液晶的玻璃基板的製造裝置，還有汽車、電氣、

醫療零部件等工業製品的製造裝置，涉及產業非常

廣泛。我們擅長根據範圍廣泛的客戶的需求製造特

訂製品。最近我們還為電動車使用的電池製造生產

線提供了自動化裝置。2015年在江蘇省常州設立了

當地法人公司,開始了在中國當地的製造。

【平賀機械工業的強項】

本公司自創業以來,著手製造各種裝置。從過去

的60多年的歲月中獲得的智慧與技術能力、技術人

才、多種多樣的客戶即為本公司的強項。我們定期

製造食品等方面的裝置。在不斷挑戰尖端領域的同

機械工業株式會社

時掌握新技術，通過堅持不懈的探索所掌握的技術

不是來自一朝一夕，我們自信擁有的技術能夠滿足

市場的需求。

另外本公司不設置“營業”人員，與客戶的洽

談由技術人員直接擔當。技術人員將客戶的要求與

需要變為成形的東西，並能夠提出最佳的可行方

案。

【海外市場的拓展和對臺灣廠商的期望 

我們非常重視臺灣‧中國的廣闊市場。而且我

們期待的不止是買賣關係，而是未來的合作關係。

臺灣有許多優秀企業擁有本公司所不具備的智慧與

技術能力。實現眼前的利益固然重要，我們更希望

與未來的合作夥伴相會。

【聯繫方式】

平賀機械工業株式會社

〒143-0014 東京都大田區大森中2丁目21番10號

TEL：+81-3-3762-8481  FAX：+81-3-3762-8463       

MAIL：info@hiraga.co.jp

■中國法人

常州成平賀自動化科技有限公司

江蘇省常州市西太湖科技產業園蘭香路8號

ＴＥＬ：86-136-1610-1984

平賀
平賀淳夫社長

藥品容器的組裝＆充填機 玻璃基板製造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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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工業寶石加工業的先驅者，OGURA自1894

年創業以來，通過120年對各種工業寶石以及高硬度

脆性材料的加工，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並且在加工技

術上得到了長足的發展。OGURA的技術得到了各大

行業的廣泛好評，產品銷往多種行業。如：汽車、

機床、半導體、分析設備、測定儀等。

【OGURA寶石精機工業的製品】

OGURA是以製造高精度工業寶石部件為主，

製造金屬精密加工件為輔的高精度加工企業。因其

多元化的客戶群體，使產品涉及面極其廣泛。高精

度工件有「測量儀的觸針」、「水槍的噴嘴」，令

人感到意外的是該公司在「唱機的針頭」上也有涉

獵，並且該產品在全球市場上佔有很高的市場份

額。OGURA的銷售額中比重最高的為「電火花機

的導絲眼膜」，該產品在日本國內市場佔有率高達

90%以上。OGURA基本上不具有獨立產品，幾乎全

部是根據客戶的要求量身定做的特製產品。

【OGURA寶石精機工業的強項】

創業以來OGURA專注於對加工技術的錘煉，特

別是在「鑽孔加工」、「尖端加工」、「面加工」

上具有世界一流的水準，並實現了納米單位的高精

度加工。通過這些技術的綜合使用，使OGURA可以

應對各種高難度的加工，並且讓OGURA成功製造出

其它公司無法生產的各種工件。OGURA為了提高自

身的加工技術，積極地挑戰加工各種新材料。該精

神得到了各方的好評，其優異的加工技術也得到了

來自企業與研究所等多方面的諮詢。

寶石精機工業株式會社

OGURA具有「向一切挑戰」的企業精神，也是

該企業精神造就了OGURA，使OGURA完成了成千上

萬的高難加工件。其對每一個高難加工件的挑戰都

可以說是困難重重，可OGURA從不輕言放棄，反復

實驗不斷探索以至成功。通過不斷的錘煉，OGURA

不僅得到了客戶的信任，也積累了高深的加工技術

能力。

【海外市場的拓展和對臺灣廠商的期望】

臺灣具有很多機床和設備製造廠商。我司產品

與這些廠商的設備具有諸多關聯。 並且這些企業對

提高設備精度具有迫切的需求，所以我司的高精度

加工技術可以很好地協助這些廠商解決相應問題。

OGURA

(左)營業部 營業二課 科長 小川原先生

(右)營業部 營業二課 尹先生

電火花機的導絲眼膜

本公司的部分製品

【聯繫方式】

OGURA寶石精機工業株式會社

〒143-0016　東京都大田區大森北5丁目7番12號

TEL：+81-3-3763-3111  FAX：+81-3-3763-3124

MAIL：sales7@ogura-indus.co.jp

http://www.ogura-indus.co.jp/

另外新材料的加工也

是我司的特長之一。

堅信我司所擁有的經

驗與加工技術可以為

廣大設備廠商開啟一

扇新的大門。



54 55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7/06月號

Industry Trend
產業脈動

看準全球產業積極邁入工業4.0佈局，台灣也必

須進入產線優化的轉型時代，為能協助產業邁向智

慧自動化工廠，創造產業價值，以智慧製造提升產

業競爭力，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與台灣區

車輛工業同業公會攜手合作，於2017年5月22日共

同舉辦「加速產線智慧化企業參訪座談會」，本次

活動主軸以參訪工業4.0領導企業之一的友嘉集團

(FFG)，並特別邀請友嘉集團工業4.0事業部總經理-

馬仁宏博士為當日出席的企業分享友嘉在工業4.0道

路上的經驗與歷程。期透過指標企業與智慧製造領

域專家分享及工廠實地導覽觀摩活動，讓與會者透

過彼此交流與成功經驗分享，實地了解智慧製造工

廠推動的作法與可能面臨的問題。

友嘉集團(FFG)創立於1979年，以誠信負責、永

續經營為經營理念，並以技術領先、品質第一、追

求卓越的精神成立3個事業群：(1)工具機事業群。

(2)產業設備事業群。(3)綠能事業群。其中又以工具

機事業群為集團主力，佔整體集團營收高達60%以

上。

工業4.0的策略思維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整理

此外，友嘉集團更是「德國工業4.0」工作小組

的創始成員，在工業4.0的願景與目標上，致力結合

全球工業4.0的領導廠商一起探索未來方向，近幾年

展覽中，已展出眾多工業4.0示範線，示範產業涵蓋

汽車、航太、軌道交通、精密模具與電腦3C五大產

業。

活動當天安排工業技術研究院呂志濠組長分享

智慧製造發展與智慧工廠的轉型步驟，並邀請財團

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中區產業服務處業務經理徐若

慈為智慧化工廠轉型輔導方案進行說明。

友嘉集團工業4.0事業部馬總經理在本次活動的

經驗分享中提到，工業4.0就是物聯網的時代，最

早出現在2011年的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也是德國政

府提出的高科技戰略計畫，目的是將傳統製造產業

結合科技技術及AI智能，使工廠全面提升自動化生

產；隨著工業4.0技術不斷進步，智慧製造將整合雲

端運算、大數據、物聯網等由工業自動化邁向智慧

自動化，使企業可掌握製造歷程及偏好屬性，成為

可預測的未來及決策工具。對企業來說，工業4.0就

圖一 友嘉集團工業4.0事業部總經理-馬仁宏博士分享工業4.0經驗

產線智慧化標竿企業座談與經驗分享

友嘉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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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企業的核心課題，建立資訊化、數位化是邁

向產線智慧化的第一步，過程中更需要很好的顧問

團隊協助企業把脈、釐清產業現況及未來要做的事

情。

其次針對工業4.0轉型，企業如何起步方面也提

到；全世界的工業4.0都與轉型相關，先進國家針對

國家轉型提供工業4.0的相關政策；領導廠商針對公

司內部與業務方向提供工業4.0方案，每個公司的核

心業務與模式均有所不同，但每個公司都應積極提

出自身的「工業4.0戰略白皮書」。

對工業4.0白皮書，馬仁宏博士提出以下建議：

一、工業4.0是企業轉型的課題，全局最佳化思

維處理，並搭配轉型顧問及伙伴擬定出轉

型道路圖。

二、企業的領導者要當仁不讓，對內進行組織

流程改善

三、企業要有群體作戰的概念，以打群架方式

加入全球國際市場

四、需有自己新的數位作業平台，善用資訊化

工具

五、適度引進新團隊(新血脈) 啟用新的營運模式

六、標竿學習是企業進行工業4.0轉型的重要課
圖三 當日活動友嘉集團-參訪照片

題 ，貴不一定有用，了解自己深入別人經

驗，一步步自我實踐，就是關鍵

本次跨產業合作，以協助汽機車暨零組件產業

共同邁向智慧製造為目標，已取得一個很好的成

果，共計29家企業48位出席活動，參訪互動並交流

熱絡，後續更有多家有意願進行工廠智慧產線診斷

及進一步洽談。

協會深信，藉由系列觀摩座談交流會的舉辦，

將帶動更多對工廠智慧化有需求的廠商積極投入變

革中，我們也期待各行業在邁向工業4.0的各個面向

能有更清晰的目標，智動協會也將持續在智慧製造

的趨勢下，引領企業串聯價值，找到領航全球智慧

機械的發展方向。

圖二 當日活動與會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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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肋鎂合金金屬車燈

相同材料相異水路之模流分析

摘要

本研究的物件是車燈的燈殼來做模擬分析，在使用相同型式的進澆道來分析車燈的燈

殼，利用傳統與異型水路設計來比較哪一種水路設計方式對分析物件的體縮及翹曲是最理想

的，使用的材料是利用Moldex3D分析軟體材料庫中的相同材料MIM_Catamold_316_LA。利用

MIM_Catamold_316_LA材料來討論產品的保壓、包封、翹曲、縫合線、流動平衡、澆口應力

及產品應力等，做為本次研究的分析重點。

藉由Moldex3D模擬分析結果可以有效地預測用不同的材料所形成的缺陷、降低現場製作

成本、減少產品開發時間及增加可靠度，期望可降低產品商品化的售價和產品強度的增加。

Abstract

This analysis of the object is the horn lamp housing to simulate analysis, with the same type of 

the sprue to analyze horn the lamp housing with different waterway design to compare which waterway 

design approach to analyzing object-zoom and warpage is the ideal, use the material is to utilize 

moldex3d analysis software material in the same material MIM_CATAMOLD_316_LA. Use this same 

material can be used as the next paper analysis material, this MIM_CATAMOLD_316_LA material to 

discuss the pressure, packet, warpage,-sew, flow balance, gate stress and product stress, as this study 

analysis focuses on.

By moldex3d simulation analysis results can be effectively predict a different materials are 

connected to the defective, reduce on-site production costs, reduce product development time and 

increase reliability, expect to reduce product commoditization price and product strength.

張旭銘 副教授,副教務長

機械與自動化系 高苑科技大學

Vehicle Light Mold Flow Analysis with Magnesium Alloy without R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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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車燈是各種交通工具上作為警示及照明用途的

裝置，依照造型及功能的需求，使得車燈形狀也跟

著 改變，若設計不良，則會產生霧氣問題，霧氣不

僅僅 是影響了燈具外觀，水汽在車燈反射面和燈罩

表面凝 結會導致腐蝕，使得車燈的光學設計產生偏

差，對於 燈泡的使用壽命及燈內電路安全也有極大

的影響；但 目前在燈具設計時，大多採用傳統試誤

法進行改善， 不但耗費許多開發成本在試作上，由

於無法掌握霧氣 成因，使得開發時程也無法正確估

計，有鑑於此。

車燈主要的功用就是照明，照明的重要性就好

比燈塔可以引導船隻的航行，飛行跑道上也要有清

晰明亮的燈光輔助飛機起降，那麼車輛上的車燈除

了能夠提供駕駛人照明功能外，更能提供與其他車

輛、行人訊息告知的功能。汽車上的燈具又以頭燈

更為重要，頭燈是汽車在夜間行駛時最主要的照明

設備，尤其在隧道內行駛及山區道路或下雨天視線

不良時，都需要開啟。本研究以車燈材料應用製

造生產改善為例，針對昭和BMC、奇異PPC、申威

PA、晉倫PP、奇美ABS與住友PC等六種原料，注塑

成型之素材，搭配噴塗底漆或不噴塗底漆，作目視

表面外觀、光型比對、配光值、冷熱循環(耐化學性) 

、耐溫水試驗、耐衝擊、耐劣化、耐熱性與密著性

可否達品質要求等測試研究。實驗結果顯示在噴底

塗試驗後BMC與PPC此兩種材質可應用於燈具反射

鏡，實際應用還需考量模具結構與成品成型性等；

此次應用的六種材質，未噴底塗試驗均未符合要

求。

貳、文獻回顧

郭宗鑫[1] 汽車頭燈產生霧氣的問題，隨著車燈

造型構造的複雜，而日益嚴重，良好的燈內熱氣循

環，可有效改善燈內霧氣問題。就FMVSS108法規規

範，屬於溼度測試部分，經由溼度測試實驗，可測

試出燈內熱氣循環是否良好？霧氣不會殘留燈內測

試才算完成。因此，本文透過熱對流模擬軟體，模

擬出燈內熱氣對流方向及霧氣分佈位置，來分析欲

改善問題的位置，進而運用紅外線熱像儀，分析比

較霧氣分佈位置之狹縫間隙，所導致的降溫差異；

最後再經由溼度測試，實際驗證霧氣改善情形。

陳國村[2] 車燈光學的法規要求愈來愈嚴格，燈

殼的造型落差也加大，從早期的鐵反射搭配玻璃燈

殼演變到現在大多數的燈殼都使用PC為主要材質。

PC燈殼有強度佳，透光性良好及可配合大燈的造型

落差大等優點，可以廣泛的應用於車燈上使用，但

造型落差大導致燈殼的表面為曲面，當反射鏡投射

後經過燈殼的折射不穩定，因而造成光學配光點的

NG，此論文中將探討如何將漸變式肉厚變化使用於

燈殼上可以讓反射鏡的光學射經燈殼的折射是穩定

的進而讓光學的不穩定因素降低。

薛欽鐸[3] 2009提出一簡化有限元素模型來研究

車燈整體及局部之振動行為，此有限元素模型可作

為車燈的先期工程分析研究。本研究先結合自然模

態及強制激振二種實驗與有限元分析進行夾治具模

型驗證，其次再導入車燈有限元素模型對於強制激

振進行實驗與分析驗證；對於車燈模型建構採取曲

面外型平面化以及非結構外觀省略二種模型簡化原

則，並藉由調整有限元素模型材料參數及網格與實

驗頻譜及模態進行驗證；研究結果顯示，有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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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修飾的關鍵為對後燈座元件於固定處剛性元素

連結強化、增加簡化處厚度與楊氏係數的二種調整

方法可獲得一車燈等效有限元素模型。

其研究進行車燈在實車與夾治具安裝方式上模

態分析比較與設計改善，研究結果顯示，夾治具採

用「ㄇ」型整體式設計與實車情境接近，可避免低

頻模態誤判。而由車燈模態振型分析與失效試驗進

行驗證發現，車燈主要失效皆為中間飾板反射鏡局

部振型所引起，經由增加固定點可衰減加速度響應

以及改善車燈失效的發生；此外，透過本研究車燈

模態振型分析結果發現，對於SAE J575振動頻率規

格若修正至350Hz時，可獲得同樣失效模式下加速

65%疲勞試驗時間與實驗成本。

陳金富[4]研究目的為驗證CFD霧氣分析與實驗

之結果是接近的，針對產生霧氣之頭燈，根據車燈

燈泡之瓦數，與環境之溫度、相對濕度做為模擬分

析時所需要之條件，藉由流體計算軟體對汽車頭燈

燈殼進行霧氣的數值分析，並進行點燈實驗驗證，

是否與模擬分析結果一致。

點燈實驗之判定標準為:一.燈殼內側沒有產生

霧氣，判定為通過實驗。二.燈殼產生霧氣，靜置

二十分鐘後會消散，判定為通過實驗。三.燈殼產

生霧氣，靜置二十分鐘後不會消散，判定為沒通過

實驗。沒有通過點燈實驗之頭燈，在僅改變底座通

氣孔數目、位置之條件下，用流體計算軟體分析燈

殼是否會產生霧氣，來求解出有效的通氣孔位置，

再根據分析之結果進行頭燈之手工修改，避免浪費

過多之時間與成本在盲目的手工修改。由CFD分析

結果顯示，實驗產生霧氣且不會消散之頭燈，經過

分析之後，發現其結果也是產生霧氣，對策後經由

CFD分析後無霧氣，再經過實驗點燈發現確實沒有

霧氣產生，以驗證CFD分析與實驗結果是接近的。

張文昇 [5] 2007針對車輛前燈的設計趨勢是高流

明並且流線化。因此不同類型的造型燈被發展符合

市場的需要。除了外型和亮度以外，前燈的安全在

工業中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議題。 因此前燈設計的演

化已經從傳統的拋物線的反射鏡變換到多重反射鏡

和橢圓的反射鏡。至於光源，趨勢已經導致HIDs 和

LEDs 技術迅速的發展。

在設計並且生產一錯綜複雜光學系統過程中，

例如車輛前燈，誤差的議題已經變得逐漸重要。傳

統的試驗和錯誤練習，完全地仰賴個人的經驗，今

日已經在台灣競爭的前燈產業環境已經不存在了。

電腦模擬已經透過準確並且在解決前燈的設計問題

過程中迅速獲得承認。在這工作裡，運用Lucidshape

來比較多反射鏡的設計問題。

林 宗 賢 [ 6 ]  2 0 0 6 研 究 是 利 用 模 流 分 析 軟 體

Moldfiow進行分析，CAE的技術即可在設計階段先

行發現並解決射出成型時可能遭遇到的問題，事先

預知製作過程中所可能發生的情況及成品的品質好

壞，可快速檢驗零件及模具的設計是否合宜，針對

問題進行修改，並對成行參數進行最佳化，其中探

討的成型參數為模具溫度、融膠溫度、冷卻時間、

射出壓力、保壓壓力、保壓時間。

林宗賢分別對進澆點數量進行探討，在能有效

進行產品的射出下找出最佳進澆點位置及進澆點數

量，並對進交流道進行平衡的設計。建立更有效的

冷卻系統，能更迅速均勻的冷卻產品，並維持塑件

尺寸精度和穩定性，降低產品的翹曲收縮變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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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殼

外

觀

尺

寸

直徑 14φ
寬度 469.00mm
厚度 10.160mm
高度 331.53mm

使用模組 Moldex3D 之 eDesign
選用材料 MIM_Catamold_316LA_BASF_SE

網格模型

網格總數 57.534
模穴體積 46.85 c.c.
節點總數 28.757

燈殼

外

觀

尺

寸

直徑 14φ
寬度 469.00mm
厚度 10.160mm
高度 331.53mm

使用模組 Moldex3D 之 eDesign
選用材料 MIM_Catamold_316LA_BASF_SE

網格模型

網格總數 57.534
模穴體積 46.85 c.c.
節點總數 28.757

減少產品開發及模具修改等成本考量，進而順利達

成量產與降低成本提升競爭力。

詹世良[7] 2003 為模具設計時，在設計產品形狀

後，要決定多少的成品厚度，才能確保最基本的完

成充填研究。一般傳統射出成型程序，當試模時發

現問題，最優先者為加工條件變更。如一直無法解

決則更改模具，變更進澆位置及澆口數目、流道與

澆口尺寸等。而最後就是修改產品肉厚。

在產品設計時厚度的決定，應該是首要的。

且 須 有 一 套 可 參 照 的 準 則 ， 本 文 利 用 C A E 軟 體

Moldex3D模擬各種幾何形狀與加工條件等製成參

數。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主要是利用模流分析軟體Moldex3D-

eDesign模組來做模擬，將車燈設計模擬結果來討論

充填流動的趨勢，模流分析流程如下：

分析流程步驟如下：

1. 繪製3D實體模型。

2. 將實體模型IGES檔匯入Rhinoceros 4.0，編修

表面網格，存成*.stl檔。

3. 將*.stl檔匯入Designer，設進澆點/設立流道，

產生實體網格，建立冷卻系統，

  輸出分析檔案(*mde)。 

4.  將所繪製完成之產品資料匯入Moldex3D-

Project軟體中，

5. 定義鎂合金(MIM_316)材料。

6. 所得到之結果作設計變更並討論。

3-1原始設計模型產品尺寸-燈殼設計

本研究分析實體是以燈殼來做分析如圖1，在將

實體的的燈殼以Solidworks繪製燈殼示意圖如圖2，

圖3和圖4.為燈殼公模與母模示意圖以及燈殼網格示

意圖如圖5，而這次論文研究分析的部分是燈殼，尺

寸大小如表1，而使用的材料及網格總數如表2。

圖1.燈殼

圖2.燈殼示意圖

圖3.燈殼公模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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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殼

外

觀

尺

寸

直徑 14φ
寬度 469.00mm
厚度 10.160mm
高度 331.53mm

使用模組 Moldex3D 之 eDesign
選用材料 MIM_Catamold_316LA_BASF_SE

網格模型

網格總數 57.534
模穴體積 46.85 c.c.
節點總數 28.757

燈殼

外

觀

尺

寸

直徑 14φ
寬度 469.00mm
厚度 10.160mm
高度 331.53mm

使用模組 Moldex3D 之 eDesign
選用材料 MIM_Catamold_316LA_BASF_SE

網格模型

網格總數 57.534
模穴體積 46.85 c.c.
節點總數 28.757

所有水路 Ø20mm

所有水路 Ø20mm

燈殼

外

觀

尺

寸

直徑 14φ
寬度 469.00mm
厚度 10.160mm
高度 331.53mm

使用模組 Moldex3D 之 eDesign
選用材料 MIM_Catamold_316LA_BASF_SE

網格模型

網格總數 57.534
模穴體積 46.85 c.c.
節點總數 28.757

圖6.直向進澆冷流道

3-2 進澆道與水路設計位置

在進澆道與水

路設計上為直向進

澆道，而水路分為

兩種不同水路一種

為傳統另一種為異

型水路，所以分析

的結果也會依水路

的改變而結果也會

不一樣如圖6、圖7

與圖8。

圖4.燈殼母模示意圖

圖5.燈殼網格示意圖

燈殼

外

觀

尺

寸

直徑 14φ
寬度 469.00mm
厚度 10.160mm
高度 331.53mm

使用模組 Moldex3D 之 eDesign
選用材料 MIM_Catamold_316LA_BASF_SE

網格模型

網格總數 57.534
模穴體積 46.85 c.c.
節點總數 28.757

表1.原始燈殼尺寸大小

燈殼

外

觀

尺

寸

直徑 14φ
寬度 469.00mm
厚度 10.160mm
高度 331.53mm

使用模組 Moldex3D 之 eDesign
選用材料 MIM_Catamold_316LA_BASF_SE

網格模型

網格總數 57.534
模穴體積 46.85 c.c.
節點總數 28.757

表2.原始模型條件

圖7.傳統水路配置

圖8.異形水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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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模擬分析充填分析/流動波前

3.3.1傳統水路/ MIM_Catamold_316LA_BASF_SE

流動波前20%尚未流至燈殼如圖9，流動波前

40%開始流至燈殼如圖10，流動波前60%以流至燈殼

並慢慢擴散如圖11，流動波前80%及90%時可看出有

部分明顯的包封現象與縫合線位置如圖12與圖13，

流動波前99%充填完畢如圖14。

圖9. MIM_ 316流動波前20%

圖10. MIM_ 316流動波前40%

圖11. MIM_ 316流動波前60%

圖12.MIM_ 316流動波前80%

圖13. MIM_ 316流動波前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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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異形水路/ MIM_Catamold_316LA_BASF_SE

流動波前20%尚未流至燈殼如圖15，流動波前

40%開始流至燈殼如圖16，流動波前60%以流至燈殼

並慢慢擴散如圖17，流動波前80%及90%時可看出有

部分明顯的包封現象與縫合線位置如圖18與圖19，

流動波前99%充填完畢如圖20。

圖14. MIM_ 316流動波前99%

圖15. MIM_ 316流動波前20%

圖16. MIM_ 316流動波前40%

圖17. MIM_ 316流動波前60%

圖18. MIM_ 316流動波前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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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充填分析/包封位置

3.3.1傳統水路/ MIM_Catamold_316LA_BASF_SE /包

封位置

圖19. MIM_ 316流動波前90%

圖20. MIM_ 316流動波前99%

圖21. 傳統水路MIM_ 316包封位置

3.3.2異形水路/ MIM_Catamold_316LA_BASF_SE /包

封位置

 

3.4充填分析/縫合線位置

3.4.1傳統水路/ MIM_Catamold_316LA_BASF_SE /縫

合線位置

 

圖22 異形水路MIM_ 316包封位置

圖23. 傳統水路MIM_ 316縫合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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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傳統水路/ MIM_Catamold_316LA_BASF_SE /縫

合線位置

 

3.5 充填分析/鎖模力

鎖模力會依不同材料及不同進澆方式導致射出

的壓力會有所改變，所以越難射出的的材料鎖模力

就需要越大，而進澆道射出口越多鎖模力就越小。

3.5.1傳統水路/異形水路/ MIM_Catamold_316LA_

BASF_SE

傳統水路MIM_Catamold_316LA_BASF_SE為

29.44TON、異形水路MIM-_Catamold_316AL_BASF_

SE為28.26 TON，如圖25。

3.6 充填分析/總重量

檢查充填保壓過程的流動情形檢查是否發生充

填不飽(短射)的問題找出可能的縫合線位置找出可

能的包封位置檢視不同澆口對流動的貢獻以平衡流

道設計找出較佳之澆口位置以平衡流動並消除縫合

線。

5..6.1傳統水路/異形水路/ MIM_Catamold_316LA_

BASF_SE

傳統水路MIM_Catamold_316LA_BASF_SE為

701.29g、異形水路MIM-_Catamold_316AL_BASF_SE

為700.61 g，如圖26。

3.7充填分析/體積分率

檢查充填保壓過程的流動情形檢查是否發生充

填不飽(短射)的問題找出可能的縫合線位置找出可

能的包封位置檢視不同澆口對流動的貢獻以平衡流

道設計找出較佳之澆口位置以平衡流動並消除縫合

線。

圖24. 異形水路MIM_ 316縫合線位置

圖25.傳統水路/異形水路/ MIM_Catamold_316LA_BASF_SE

鎖模力

圖26.傳統水路/異形水路/ MIM_Catamold_316LA_BASF_SE

總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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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傳統水路/異形水路/ MIM_Catamold_316LA_

BASF_SE

傳統水路MIM_Catamold_316LA_BASF_SE為

99.83％、異形水路MIM-_Catamold_316AL_BASF_SE

為99.70％，如圖27。

圖27.傳統水路/異形水路/ MIM_Catamold_316LA_BASF_SE

體積分率

3.8 保壓分析/體積收縮率

體積收縮率分布顯示當下的高溫高壓狀態下冷

卻至常溫常壓下的體積變化百分比正值代表體積收

縮負值代表可能由於過度保壓造成的體積膨脹 。

3.8.1 傳統水路體積收縮(MIM_Catamold_316LA_

BASF_SE)

傳統水路的體縮分佈及體縮分佈值如圖28、圖

29。

3.8.2 異形水路體積收縮(MIM_Catamold_316LA_

BASF_SE)

異形水路的體縮分佈及體縮分佈值如圖30、圖

31。

圖29、MIM_316_傳統水路體積收縮分佈值

圖28、MIM_316_傳統水路體積收縮

圖30、MIM_316_異形水路體積收縮

圖31、MIM_316_異形水路體積收縮分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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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0.267~5.527 0.285~5.528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0.000~7.059 0.000~7.237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0.000~1.843 0.000~1.884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29.44 28.26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28.00 27.52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701.29 700.61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0.267~5.527 0.285~5.528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0.000~7.059 0.000~7.237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0.000~1.843 0.000~1.884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29.44 28.26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28.00 27.52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701.29 700.61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0.267~5.527 0.285~5.528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0.000~7.059 0.000~7.237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0.000~1.843 0.000~1.884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29.44 28.26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28.00 27.52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701.29 700.61

3.9翹曲分析/總位移量 

代表總位移的分布情形此分布綜合了成形過程

中的所有效應此分布值乃相對於網格模型原點。

3.9.1傳統水路/總位移量(MIM_Catamold_316LA_

BASF_SE)

傳統水路總位移量MIM_Catamold_316LA_BASF_

SE如圖32。

圖32. MIM_316__異形水路_總位移量

圖33. MIM_316__異形水路_總位移量

3.9.2異形水路/總位移量(MIM_Catamold_316LA_

BASF_SE)

異形水路總位移量MIM_Catamold_316LA_BASF_

SE如圖33。

6.1 結果比較

肆、結論

4.1體積收縮(%)

體積收縮分析比較結果先比較材料是異形水路

的MIM_316比較理想，如表3。

表3.體積收縮(%)總比較表

 

4.2總位移量(mm)

總位移量分析比較結果先比較材料是傳統水路

的MIM_316比較理想，如表4。

表4.總位移量(mm)總比較表

 

4.3剪切應力(Mpa)

剪切應力比較結果先比較材料是傳統水路的

MIM_316比較理想，如表5。

表5.剪切應力(Mpa)總比較表

4.4鎖模力(TON)

鎖模力會依不同材料及不同進澆方式導致射出

的壓力會有所改變，所以越難射出的的材料鎖模力

就需要越大；比較結果先比較材料是異形水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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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0.267~5.527 0.285~5.528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0.000~7.059 0.000~7.237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0.000~1.843 0.000~1.884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29.44 28.26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28.00 27.52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701.29 700.61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0.267~5.527 0.285~5.528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0.000~7.059 0.000~7.237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0.000~1.843 0.000~1.884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29.44 28.26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28.00 27.52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701.29 700.61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0.267~5.527 0.285~5.528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0.000~7.059 0.000~7.237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0.000~1.843 0.000~1.884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29.44 28.26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28.00 27.52

傳統水路 異形水路

MIM_316 701.29 700.61

MIM_316比較理想，如表6。

表6.鎖模力(TON)總比較表

4.5進澆口壓力(MPa)

進澆壓力會依材料的溶濃度而有所改變，比較

結果先比較材料是異形水路的MIM_316比較理想，

如表7。

表7.進澆口壓力(MPa)總比較表

 

4.7總重量(g)

分析物件總重量以不同材料來比較MIM_316屬

於鋁鎂合金粉末注射的材料比較結果先比較材料是

傳統水路的MIM_316比較重，如表10。

表10.總重量(g) 材料總比較表

 

體積收縮分析比較結果先比較材料是異形水路

的MIM_316比較理想，本次總位移量分析比較結果

先比較材料是傳統水路的MIM_316比較理想，剪切

應力比較結果先比較材料是傳統水路的MIM_316比

較理想，鎖模力會依不同材料及不同進澆方式導致

射出的壓力會有所改變，所以越難射出的的材料鎖

模力就需要越大；比較結果先比較材料是異形水路

的MIM_316比較理想，進澆壓力會依材料的溶濃度

而有所改變，比較結果先比較材料是異形水路的

MIM_316比較理想。

分析物件總重量以不同材料來比較MIM_316屬

於鋁鎂合金粉末注射的材料比較結果先比較材料是

傳統水路的MIM_316比較重。



68 69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7/06月號

Technology Research&Insight
產學研究&技術趨勢

伍、參考文獻

1.劉伯辰2014，高苑科技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

程系所，"嬰兒車坐墊底座之射出模擬研究"。

2.薛欽鐸2009本文提出一簡化有限元素模型來

研究車燈整體及局部之振動行為，此有限元素模

型可作為車燈的先期工程分析研究。

3.金哲暐2013，義守大學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

程學系，"燃料電池仿生流道雙極板之模流分析" 

。

4.鄭志清2012，高苑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研究

所，"應用模流分析與場協同理論探討小尺寸IC封

裝之充填平衡"。

5.林建志 2010 中華科技大學機電光工程研究

所碩士班，"應用模流分析進行產品翹曲控制之研

究"。

6.張文昇2007本文針對車輛前燈的設計趨勢是

高流明並且流線化。

7.詹世良 2003，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所，"模流分析對塑料射出成型之研究"。

8.陳炤彰、郭家興，光學均勻器射出成型體積

收縮率之研究，碩士論文，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2010。

9.塑膠全球資訊網，“塑膠園地”，第十三

期，2001。

10.塑膠全球資訊網，“塑膠園地”，第十四

期，2001。

11.賴家聲，1999，“模具導致的成型異常與

對策＂，高分子工業，82期，P43-49，1999。

12.梁珅泰，2002，“縮短成型週期的模具設

計＂，高分子工業，101期，P64-69，2002。

13.吳柏賢，"塑膠模的模流分析探討與實例應

証"，崑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研究所，2008。

14.張榮語，2001，射出成型模具設計-模具設

計， 高立出版社。

15.蔡承勳，"奈米黏土/尼龍6複合材料應用於

壓縮風扇之模流分析"，南台科技大學機械工程

系，2008。

16.楊智鴻 ，"塑膠彈匣之模流分析"，國立成

功大學工程科學系碩博士班，2002。

1 7 . 曹 彰 明 ， 1 9 9 3 ， “ 熱 澆 道 的 最 新 發 展

（上）＂，高分子工業，49期，P78-82，1993。

18.簡宏益，"模流分析應用於手機記憶卡連接

器之翹曲研究"，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製造科技研究

所，2012。

19.黃柏慶，"應用模流分析探討模內裝飾製程

對薄殼曲面之研究"，南台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2011。



68 69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7/06月號

Technology Research&Insight
產學研究&技術趨勢



70 71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7/06月號

Technology Research&Insight
產學研究&技術趨勢

前言

於2009年由美國材料和試驗協會(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ASTM)，將快速原型(Rapid Prototyping, RP)

技術重新命名為積層製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 AM)，並訂

定相關標準與規範，此技術也是目前常見之3D列印技術(three-

dimensional printing technology,3DP)。3D列印技術能夠製造出

幾何形狀複雜的零件，因此3D列印技術亦有聖誕老人機器之雅號。

3D列印技術的優點可縮短產品研發時間與降低設計錯誤。根據美國

知名的Wohlers Report，預估於2019年之全球3D列印技術產值將高

達65億美金，台灣、歐盟、美國、日本甚至中國等國家都投入相當

研究人力與經費於3D列印技術進行研發。因此，本文針對最新熔融

堆積成形3D列印件表面品質改善技術突破與應用成果，進行深入潛

出介紹。

郭啟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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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鳳3、邱巧宜3、劉彥麟3、陳賜銘3、張崧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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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專題生

突破與應用成果

列印件表面品質改善技術

最新熔融堆積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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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列印成形原理與過程

3D列印技術[1-3]是將一個三維的物體沿著某一

軸將其切成一片一片薄片，此薄片可以視為二維的

物體，反過來說，若能製作出來的二維物體，將其

堆疊起來就可產生一個三維的實際模型，所以層加

工概念就是3D列印技術之基本原理。當一個概念運

用三維繪圖軟體設計完成後，經由一界面程式將此

電腦輔助設計模型轉換成STL(Stereolithography，簡

稱STL)檔，再經由切層軟體將STL檔轉換成一層一層

之二維剖面加工程式，傳至3D列印系統後，3D列印

件即可以一層一層的堆疊起來，最後製作出三維的

實體模型(physical model)。

熔融堆積成形(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 FDM)

快速原型系統被廣泛地運用於產品設計，提供了視

覺以及觸覺的直接感受。熔融堆積成形快速原型系

統之工作原理，係運用加熱頭(heater block)熔化建構

材料(build material)與支撐材料(support material)，建

構材料之熔化溫度(melt temperature)約為270 ℃，支

撐材料之熔化溫度約為265 ℃，機台內部溫度約為70 

℃，堆積一層之層厚為0.254 mm。當建構材料與支

撐材料融化被擠出後，凝固並黏結在所要之處，如

此一層一層堆疊至工件完成。加工頭由x-y軸移動之

機器手臂所控制，材料之供給以兩輥輪來輸送，原

型件是建立在成型板上，所以取下工件非常容易。

成型後的原型件需將支撐材脫離後，才可得到所需

原型件。如與其他快速原型系統相比，熔融堆積成

形快速原型系統不採用雷射(laser)、操作簡單、機台

售價便宜；同時熔融堆積成形快速原型系統機台體

積小，製作原型件時不產生危害人體氣體，是辦公

室的理想桌面三維製造系統。熔融堆積成形快速原

型系統快是利用三維電腦輔助設計檔案資料，運用

丙烯腈-苯乙烯-丁二烯共聚物(Acrylonitrile Butadiene 

Styrene, ABS)塑膠，聚碳酸酯(polycarbonate)，以及聚

碳酸酯/丙烯腈-苯乙烯-丁二烯共聚物(polycarbonate-

ABS, PC-ABS)等材質，在研究與開發的過程中，快

速的製作出三維實體模型，以利進行研究、裝配與

進行功能性測試，甚至做為暫用模具，作為少量製

造。去除支撐材料所使用的溶劑為Sodium hydroxide, 

1310-73-2溶液，去除支撐材料參數為溶液酸鹼值

11.5，溶液溫度設定70 ℃。

由於熔融堆積成形成形材料，例如ABS工程塑

膠，具備優良機械性質。因此，運用熔融堆積成形

快速原型系統所製作實體模型，可以進行功能測

試。然而，運用熔融堆積成形快速原型系統所製作

之實體模型表面精度(surface finish)不佳，主要的原

因為熔融堆積成形快速原型系統係採用層加工製程

來製作原型件。因此，本文針對此一主題，進行深

入潛出介紹。

最新熔融堆積成形3D列印技術突破與應用

成果

■改善3D列印件表面品質系統

圖1為改善3D列印件表面品質系統實體圖，

此系統是由溫度控制器(XH-W1207)、時間控制器

(FRM01)、對流風扇(DF1204SH)、正溫度係數熱敏電

阻(thermal resistance)加熱片、溫度感測器(T106)、變

壓器(WDS060120)、散熱鋁片、透明加熱片、按鍵

開關(tactile switch)以及8051微型控制器(Micro Control 

Unit, MCU)模組所組成。8051微型控制器模組係用來

偵測加熱片之加熱溫度以及操控對流風扇與旋轉馬

達，當加熱片之溫度到達所設定之溫度時，微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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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將提供訊號起動時間定時器，開始倒數計時，並

同時啟動對流風扇，使丙酮蒸氣產生對流，以利增

進3D列印件表面粗糙度改善效益。本研究所選用丙

酮(acetone)為改善3D列印件表面品質之化學有機溶劑

(organic solvent)，主要的原因為：(a)對於人體危害最

輕微；(b)取得方便以及(c)低沸點(boiling point)，因此

能運用加熱片快速加熱丙酮產生蒸氣。

為了評估改善3D列印件表面粗糙度系統之效

益，本研究運用uPrint熔融堆積成形快速原型系統，

列印一個長、寬與高均為1 cm之研究載具，圖2為

3D列印件件表面粗糙度改善前與後之結果，結果明

顯說明，結果明顯說明，3D列印件表面從橢圓曲面

(elliptic curve)或拋物線曲面(parabolic curve)變成平直

的平面，研究載具之表面精度(surface finish)明顯提

昇，研究載具表面之波峰與波谷(peak-to-valley)值從

約91 µm降低至約為2 µm。3D列印件表面精度改善

後，優點涵蓋：改善3D列印件外觀、組裝精度以及

疲勞壽命。

為了近一步評估改善3D列印件表面粗糙度系統

之效益，本研究製作表面積18 cm2之3D列印件曲面

件進行表面拋光，圖5為3D列印圓柱件之表面粗糙度

改善前與後之結果，結果明顯發現圓柱外圍之階梯

圖1 改善3D列印件表面品質系統實體圖

圖2  3D列印件件表面粗糙度改善(a)前與(b)後之結果

面明顯變成平滑面。圖3為3D列印自由曲面件之表面

粗糙度改善前與後之結果，自由曲面件之表面積為

18 cm2，表面拋光處理時間約為600秒。結果明顯發

現自由曲面件外圍輪明顯變成平滑面。圖4為3D列印

件之表面輪廓與丙酮蒸氣反應時間之結果。3D列印

件之波峰至波谷值(peak-to-valley) 約為50 µm，表面

粗糙度改善處理時間約為120秒， 因此本研究發現，

運用丙酮蒸氣來改善3D列印件之表面粗糙度，丙酮

蒸氣與3D列印件之移除率約為417 nm/s。

圖3  3D列印圓柱件之表面粗糙度改善(a)前與(b)後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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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3D列印自由曲面件之表面粗糙度改善(a)前與(b)後之結果

為了研究具有不同曲率3D列印件之表面品質改

善前後變化以及改善效率，本研究使用兩個測試件

進行研究，圖5為具有不同曲率3D列印件之表面品質

改善前後變化，測試件一與測試件二之表面處理的

時間分別為4.4分鐘與4.6分鐘。結果明顯說明3D列印

件表面從橢圓曲面或拋物線曲面變成平滑平面，因

此3D列印件之表面品質明顯提昇，因此表面品質改

善率約為83%至90%。此外，本研究亦發現當3D列印

件曲面之曲率越大時，表面品質改善前之波峰至波

谷值越大，為了保有3D列印件之表面曲率，因此表

面品質改善率較低。相反地，當3D列印件曲面之曲

率越小時，表面品質改善前之波峰至波谷值越小，

因此表面品質改善率較高。

圖5 具有不同曲率3D列印件之表面品質改善前後變化

(a)測試件一與(b)測試件二

為了研究運用積層製造所製作之低壓射蠟快速

模具之表面品質改善效率，本研究設計一副低壓射

蠟快速模具並進行研究，圖6為低壓射蠟快速模具表

面品質改善前後之結果，低壓射蠟公、母模仁表面

處理的時間分別為7分鐘與8.2分鐘，結果明顯說明，

低壓射蠟快速模具表面品質改善後具有較佳表面精

度。為了進一步確認低壓射蠟快速模具之表面品質

改善效率，本研究運用低壓射蠟快速模具進行射

蠟，圖7為運用低壓射蠟快速模具表面品質改善前後

所製作之蠟型，根據金相顯微鏡所拍攝之照片，結

果說明蠟型表面之峰谷值明顯改善，波峰至波谷值

從91 µm降低至約為2 µm，再根據白光干涉儀所拍攝

之照片，結果說明蠟型表面之中心線平均粗糙度從

2630 nm改善至294 nm，此結果表示低壓射蠟模具之

表面改善率約為89%。本研究成果有助於提昇運用

積層製造技術在低壓射蠟快速模具(low pressure wax 

injection rapid tooling) [4]研製之實用性，因為運用此

低壓射蠟快速模具可以快速提供精密鑄造(investment 

casting) [5]所需之表面品質優良之蠟型。

圖6 低壓射蠟快速模具表面品質改善(a)前與(b)後之結果 



74 75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7/06月號

Technology Research&Insight
產學研究&技術趨勢

為了研究具有與y軸不同傾斜角度3D列印件之表

面品質改善前後變化以及改善效率，本研究設計一

個y軸傾斜角度15ﾟ、30ﾟ、45ﾟ及60之3D列印件，並

進行表面品質改善。圖8為具有不同傾斜角度3D列印

件之表面品質改善前後變化，表面處理的時間為4分

鐘，結果明顯說明表面品質改善率約為84%至96%。

此外，本研究亦發現當傾斜角度越大時，表面品質

改善前之波峰至波谷值越大，但是經過表面品質改

善後，表面品質改善效率反而最高，主要的原因為

傾斜角度越大，3D列印件之平面越平緩，因此熔解

材料填補間隙效益越佳，如圖13所示。具有傾斜面

3D列印件之表面品質改善流程涵蓋原始3D列印件、

丙酮蒸氣與3D列印件之表面開始反應、3D列印件之

表面開始熔解、3D列印件之表面熔解材料開始向下

流動、3D列印件之表面熔解材料開始填補間隙、3D

列印件之表面熔解材料持續填補間隙、等待3D列印

件之表面固化以及3D列印件表面品質改善完成。

■3D列印件表面拋光機制研究

圖9為三種不同傾斜角度之3D列印件表面品質

改善前與後之結果，圖10為三種不同半徑之3D列印

圖7 運用低壓射蠟快速模具表面品質改善(a)前與(b)後所

製作之蠟型

圖8 具有不同傾斜角度3D列印件之表面品質改善前後變化

件表面品質改善前與後之結果。結果明顯說明，3D

列印件表面從橢圓曲面(elliptic curve)或拋物線曲面

(parabolic curve)變成平直的平面，此結果表示3D列

印件之表面品質(surface quality)明顯改善提昇。圖11

為3D列印件表面拋光前與後之表面粗糙度變化，結

果明顯說明，3D列印件之表面品質明顯提昇，3D列

印件之中心線平均表面粗糙度Ra從2950 nm改善至35 

nm，表面粗糙度改善率約為98 %。圖12為三種不同

傾斜角度之3D列印件表面品質改善後之尺寸變化，

由於3D列印件表面進行拋光作業過程是將3D列印件

夾持，並以旋轉方式使丙酮蒸氣法與3D列印件之表

面產生反應，因此熔融材料有向下流動之趨勢，根

據量測結果，本研究發現：(a)與y軸之夾角45°斜面

底部下缘會稍微比上缘稍微增大，但增大的幅度很

小，約少於1°，因此表面品質改善後之3D列印件與y

軸之夾角會稍微小於45°；(b)與y軸之夾角30°斜面表

面品質改善後之3D列印件與y軸之夾角會稍微大於

30°；(c)與y軸之夾角75°斜面表面品質改善後之3D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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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3D列印件表面拋光(a)前與(b)後之表面粗糙度變化

 

圖12 三種不同傾斜角度之3D列印件表面品質改善後之

尺寸變化

印件與y軸之夾角會稍微大於75°。由於傾斜角度變化

幅度很小，因此對於3D列印件尺寸精度之影響性不

大。圖13為三種不同半徑之3D列印件表面品質改善

後之尺寸變化，根據量測結果，本研究發現3D列印

件底部下缘會稍微比上缘稍微增大，但增大的幅度

很小，約少於1°。以上結果明顯說明，運用丙酮蒸

氣法於3D列印件表面進行拋光作業，3D列印件表面

品質不但明顯提昇，而且保有優良之尺寸精度，因

此當3D列印件於研發階段需重視外觀、組裝精度以

及疲勞壽命，本研究成果有助於這一些3D列印件於

研發階段所需之資訊。

綜觀上述結果，具有不同傾斜角度積層製造件

之表面品質改善機制流程為：(a)積層製造件表面與

丙酮蒸氣產生反應，(b)積層製造件表面產生熔解，

(c)熔解材料往下流動並填補間隙，(d)積層製造件表

面逐漸固化，完成積層製造件表面品質改善。具有

不同半徑積層製造件之表面品質改善機制流程為：

(a)積層製造件表面與丙酮蒸氣產生反應，(b)積層製

造件表面產生熔解，(c)熔解材料往下流動並填補間

隙，(d)積層製造件表面逐漸固化，完成積層製造件

表面品質改善

圖9 三種不同傾斜角度之3D列印件表面品質改善(a)前與

(b)後之結果

圖10 三種不同半徑之3D列印件表面品質改善(a)前與

(b)後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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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三種不同半徑之3D列印件表面品質改善後之尺寸變

化

■熔融堆積成形快速模具表面品質改善研

究

圖14為低壓射蠟模具表面填補流程圖。詳細

的填補流程為(a)運用低壓射蠟母模仁製作矽膠壓

印塊，製作矽膠壓印塊所使用之矽膠量體積為87.5 

cm3；(b)矽膠壓印塊修整；(c)於低壓射蠟母模仁表

面塗佈金屬樹脂；(d)運用矽膠壓印塊來進行低壓

射蠟母模仁表面填補，使金屬樹脂充填於凹槽細縫

中；(e)低壓射蠟母模仁表面填補後處理；(f)運用低

壓射蠟公模仁製作矽膠壓印塊，製作矽膠壓印塊所

使用之矽膠量體積為87.5 cm3；(g)矽膠壓印塊修整；

(h)於低壓射蠟公模仁表面塗佈金屬樹脂，使金屬樹

脂充填於凹槽細縫中；(i)運用矽膠壓印塊來進行低

壓射蠟公模具表面填補；(j)低壓射蠟公模仁表面填

補後處理。圖15為模具表面經過填補後之低壓射蠟

模具，圖16 模具表面經過填補後之寫真圖，由結

果可以明顯發現填補材料均勻分佈於低壓射蠟模具

表面，主要的原因為本研究所提出的矽膠壓印塊之

表面輪廓(surface contour)與低壓射蠟模具之公母模

仁之表面輪廓一致，因此於填補的過程中，矽膠壓

印塊可以均勻施力，讓填補材料能均勻填補於低壓

射蠟模具表面橢圓曲面之間的間隙，因此對於模穴

內部不規則形狀之表面粗糙度改善均可以勝任。此

外，本研究所提出之改善低壓射蠟模具表面之表面

粗糙度技術，係使用表面填補技術而非運用表塗佈

技術(coating technology)，主要的原因填補後低壓射

蠟模具表面仍可以觀察到內部建構材料。圖17為運

用金相顯微鏡觀察低壓射蠟模具公模仁與母模仁表

面結果，也可以再一次支持此一論點。為了進一步

驗證低壓射蠟模具表面經過填補後之效益，本研究

運用模具表面經過填補後之低壓射蠟模具來製作蠟

型，並藉由白光干涉儀量測蠟型之表面粗糙度值，

圖18為模具表面未經過填補與經過填補後之低壓射

蠟模具所製作之蠟型，圖19運用金相顯微鏡觀察低

壓射蠟模具表面未填補前與填補後所製作蠟型之結

果，由結果可以明顯發現，低壓射蠟模具未填補前

所製作蠟型之波峰高度約106 μm，低壓射蠟模具表

面經過填補後所製作蠟型之波峰趨近平面，圖20為

運用白光干涉儀量測蠟型表面粗糙度之四個量測位

置圖，圖21為運用白光干涉儀量測模具表面未進行

填補所製作蠟型之表面粗糙度量測結果，圖22為運

用白光干涉儀量測模具表面進行填補所製作蠟型之

表面粗糙度量測結果，圖23為低壓射蠟模具表面有

圖14 低壓射蠟模具表面填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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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模具表面經過填補後之寫真圖(a)公模仁與(b)母模仁

圖17 運用金相顯微鏡觀察低壓射蠟模具(a)公模仁與(b)

母模仁表面結果

圖18 模具表面(a)未經過填補與(b)經過填補後之低壓射

蠟模具所製作之蠟型

圖19 運用金相顯微鏡觀察低壓射蠟模具表面(a)未填補前

與(b)填補後所製作蠟型之結果

圖20 運用白光干涉儀量測蠟型表面粗糙度之四個量

測位置圖 

無進行填補所製作蠟型之四個量測點之表面粗糙度

值。由結果可以明顯發現，量測位置a點之中心線平

均表面粗糙度Ra 值從1580 µm改善至244μm，表面

粗糙度改善率達84.56 %；量測位置b點之中心線平

均表面粗糙度Ra 值從1830 µm改善至288μm，表面

粗糙度改善率達84.26 %；量測位置c點之中心線平均

表面粗糙度Ra 值從1760 µm改善至316μm，表面粗

糙度改善率達82.04 %；量測位置d點之中心線平均

表面粗糙度Ra 值從1670 µm改善至257μm，表面粗

糙度改善率達84.61 %；四個量測點之中心線平均表

面粗糙度Ra 平均值從1710 µm改善至276μm，表面

粗糙度改善率達83.85 %。綜觀上述結果，可以明顯

發現，本研究所提出之表面填補技術，確實可以改

善融熔擠製沉積成型製作低壓射蠟模具之表面粗糙

度，而且運用此模具所製作蠟型之表面粗糙度也滿

足精密鑄造之需求。

圖15 模具表面經過填補後之低壓射蠟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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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射蠟模具表面有無進行填補所製作蠟型之四個量測

點之表面粗糙度值

圖21 運用白光干涉儀量測模具表面未進行填補所製作蠟

型之表面粗糙度量測結果

圖22 運用白光干涉儀量測模具表面進行填補所製作蠟型

之表面粗糙度量測結果

綜觀上述成果，本研究成果具備產業利用性與

工業實用價值，因為本研究所研製之3D列印件表面

拋光系統特色涵蓋：符合綠色製造技術，因為無化

學廢液、系統操作簡單、高效率、高尺寸精度與高

表面精度以及低價位。本研究所研製之熔融擠製沉

積成形件表面品質改善系統如與運用化學溶液浸泡

處理方法與滾筒拋光(barrel finishing) [6]方法，本系

統可以獲得較佳之尺寸精度與表面精度；如與運用

適應性切層演算法，本系統操作簡單；如與運用熱

切割機切削、電腦數值控值切削以及磨粒流動加工

來改善3D列印件表面粗糙度，本系統之硬體設備便

宜。本研究運用100 %丙酮溶液，藉由加熱系統升溫

至67 ℃，藉由丙酮蒸氣來改善3D列印件之表面粗糙

度，於所建構之3D列印件表面粗糙度改善系統中，

本研究增設對流風扇，提高蒸氣流動性，以利節省

3D列印件表面粗糙度改善時間，本研究亦增設旋轉

馬達，提升3D列印件表面粗糙度改善之均勻性。

本研究成果如與相關專利技術進行比較，本研究所

提出之技術比彭振雲與許奇明[7]所提出之專利，具

備較低之溶液加熱溫度以及不需調配丙酮溶液等優

勢；比劉洪偉等人[8]與要磊等人[9]所提出之專利，

具較佳表面粗糙度改善均勻性。本研究如與運用手

工研磨方法來改善3D列印件表面粗糙度，本系統可

以避免運用手工研磨法改善3D列印件之表面粗糙度

之缺點：(a) 表面精度改善效率低：手工研磨無法進

行長時間作業，因此改善幾何形狀複雜3D列印件曠

日費時；(b)對於幾何形狀複雜3D列印件無法勝任：

手工研磨有死角，因此對於3D列印件具有微小特徵

結構之表面精度改善無法勝任；(c)3D列印件會損

壞：手工研磨容易損壞3D列印件之微小特徵結構以

及(d)3D列印件表面精度改善品質不一致：手工研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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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為因素影響，因此研磨品質無法確保一致。

由於本研究所研製之熔融擠製沉積成形件表

面品質改善系統僅適用於ABS材料，未來研究可

以使得本系統處理更多種類材料[10-15]方向進行，

這一些包括聚乳酸(polylactic acid, PLA)、聚碳酸

酯(polycarbonate, PC)、聚碳酸酯和丙烯腈-丁二烯

-苯乙烯共聚物和混合物(polycarbonate /acrylonitrile 

butadiene, PC-ABS)、聚苯硫醚砜(polyphenylsulfone, 

PPSF)與尼龍(nylon)。其中，聚乳酸由於環保以及價

格便宜，因此近年來聚乳酸已經廣泛應用於3D列印

技術製作實體模型，所以改善聚乳酸實體模型之表

面粗糙度，即變成一個重要研究方向。

結論

如何有效縮短產品開發時間，推出最新以及最

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保持市場領先的地位是各廠

商不斷努力的方向，因此哪一家廠商能在最短的時

間及最少的經費下推出新產品，哪一家廠商就是贏

家。本研究建構一台3D列印件表面品質改善系統，

並實際應用於3D列印件改善其表面粗糙度，本研究

成果具備產業利用性與工業實用價值，此系統未來

可應用於精密機械產業、3D產業、汽車產業、航太

產業以及電子元件產業研發階段所需3D列印件之表

面品質改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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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據科技部統計，我國科學園區 105 年營業額創下歷史新高，達 2 兆 3,764 億

元，較 104 年成長 2.94%。園區出口額亦創歷年新高達到 1 兆 5,102.74 億元，較 104 

年成長 9.91%。以六大產業分析 ，過去為國內出口主力的通訊產業以及電腦及周

邊產業，分別受到智慧型手機銷售成長放緩、全球 PC 出貨量下滑與消化庫存等問

題，造成委外代工製造比重下降，園區內主要廠商大幅減少區內製造，使營收不如

預期，整體營收下滑。反觀精密機械產業大幅成長 19.32%，主因半導體接單暢旺高

階精密設備需求高，而面臨下滑的通訊產業以及電腦及周邊產業因工資不斷墊高、

缺工嚴重暫無解方之下，令許多3C高科技電子業加速實現廠內自動化藍圖，造成整

體設備需求增加，自動化系統類、精密儀器類廠商營收成長所致。

因此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在經濟部技術處的指導下，針對高彈性的3C產業

所面臨到的問題，發展可轉向電磁耦合驅動線性模組技術，希望能從設備端提供協

助。一方面解決3C產業的生產彈性問題，同時也能夠協助設備端業者技術升級。現

階段精密3C產品零組件成形後加工及精密組裝之作業單元大都使用線性模組之精密

滑台，以達到廠內組裝及載移，其長距離之多站移載、高精度、高速、高度可控及

複雜化環境需求都為國內關鍵精密零組件廠商之挑戰。對於這樣的精密組裝作業單

元而言，待加工作業物件基座就像是一個小型的物流平台，因製程需要而需具備跨

區連續移動與被加工能力。雖然線性馬達動子本身就能在軌道上高速的移動，但無

法進行跨載台移動，其限制在於動子必須連接著電力與訊號線路，因此大幅限制產

品應用面。

次 世 代

林怡政、吳少文、石承泰

高彈性精密運載系統
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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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透過可轉向電磁耦合驅動線性模組技術不僅能實現高彈性之精密運載作業，更

可提供國內零組件廠商進行產品技術能量提升，逐年增加產品國產化比例，以穩定、

高效率之產品解決未來電子組裝自動化所伴隨之高技術門檻。

二、市場需求分析

可轉向電磁耦合驅動線性模組技術，目前主要針對線性傳動市場，希望藉此擴大線

性馬達及相關零組件之應用市場。

國際上線性傳動模組產品的主要廠商主要市占率圖如下(以滾珠螺桿(Ball Screw為

例)，在2011年時NSK與THK分占全球第一與第二名，而國內業者上銀科技亦企圖逐年

提升其市占率，以站上全球第二名為目標持續提升。於2011年僅滾珠螺桿一項，全球的

市場需求即高達13億美金(約390億元新台幣)的規模，加上其他線性模組如滑軌與線性

馬達的市場，每年度估計有2000億元新台幣以上的市場規模，且根據業者觀察，近幾年

(2012-2014)的每年市場成長率仍維持10~15%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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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次世代高彈性運載系統應用情境

圖2 滾珠螺桿(Ball Screw)主要廠商之全球市場市占比  (資料來源：IMS Research,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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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由於線性馬達與線性馬達所組成的精

密定位平台有高加減速特色，定位精度亦與精密螺

桿所組成的精密定位平台相當，且有長時間使用後

精度不易變化的好處，在晶圓設備的晶圓定位與光

罩製程中有大量的線馬應用；在電子設備中合成材

料的雷射熱熔接設備、視覺檢測設備也必須使用到

線性馬達；工具機的五軸加工機、水刀切割機與放

電加工機亦已經實際應用線性馬達進行設備開發。

線性馬達模組在整體線性模組市場中屬於獨特性與

高利潤的特殊市場，推估約占線性模組整體市場的

5%左右(全球規模約100億元新台幣)。根據IMS推估

自2010年以後線性模組元件的年均成長率為8.5%。

目 前 國 際 上 線 性 模 組 主 要 廠 商 為 N S K 、 T H K 、

YASKAWA、IKO、Aerotech、Hiwin、LinMot等業

者。

三、次世代高彈性精密運載系統核心技術

高彈性精密運載重點在於實現跨區移動，需透

過無線化之電力、訊號傳遞技術將電力及訊號線路

移除，實現因製程需要而需具備之跨區設備三維空

間運行能力。因此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在技術處

的協助下，投入發展可轉向電磁耦合驅動線性模

組，利用國內現有成熟線性馬達、線軌模組為基

礎，以非接觸式電力、訊號傳輸為技術核心來取代

現有線性模組以實體電線進行傳輸之方式，來實現

加工/組裝件承載動子可跨軌彈性化移動與精密定位

之優勢。大幅改變精密定位模組的基本架構，未來

將可不需要電力線連結於線性模組上，減少3C產品

零組件成形後加工及精密組裝之作業單元內部無效

空間產生，間接達成模組小型化或優化作業單元空

間利用率，並強化產業鏈中上游之基礎技術，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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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技術概念：實現任意軌道切換時，滑台移動方向亦

可隨軌道自由運行

我國精密機械零組件產業之附加價值。以下將針對

可轉向電磁耦合驅動線性模組各項技術內容進行說

明。

1.無線電力傳輸技術

高彈性精密運載的重點在於，線性馬達的動子

不但可以在單段的定子上移動外，還可以移動到其

他段的定子。然而首先須將定子側與動子側間的連

接線移除，改以非接觸傳輸電力與訊號的方式，這

些線包含電力傳輸與訊號傳輸的纜線。本章節將針

對無線電力傳輸的技術進行介紹。

圖4　電磁耦合電力傳輸技術示意圖

無線電力傳輸系統的外接電路如圖5所示，電

源為交流電，經過整流及濾波之後成為直流電源供

給轉換器使用。轉換器內部使用IGBT開關，透過無

穩態振盪器產生諧振頻率、50% Duty的PWM控制訊

號，用來控制轉換器內的IGBT上下臂開關時間，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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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BUS經過轉換器後轉變成方波電壓，最後方波至

無線電力傳輸的一次側線圈。透過電磁耦合，二次

側線圈可感應生成相似波形電壓，便可以無線電力

傳輸方式提供電壓給二次側負載使用。為使一次側

電路達到諧振，將一次側線圈串聯一個諧振電容，

並搭配設計好的諧振頻率，如此一來可以達到最佳

效率的耦合，也可使二次側得到最大輸出的電壓。

為了設計使無線電力傳輸能工作在效率最好的

諧振點，必須計算諧振頻率。計算諧振頻率前需透

過LCR Meter儀器先量測漏感值，因不僅在一次側線

圈或二次側線圈都存在著漏感，若不考慮耦合時的

漏感，往往會導致設計的錯誤。其中漏感值(Lr)可視

為串連於一次側電路上的一個電感，等效電路見下

圖6。漏感的量測方法為先將線圈二次側短路後，以

LCR Meter量測線圈一次側兩端，此時量測出來的電

感值則為系統的漏感值。

圖5 電源供應系統架構

圖6 線圈漏感值量測

 在得知漏感值大小後，便可用以下公式選用適

當的諧振頻率。

計算諧振頻率後，以此頻率做為PWM模組輸出

兩組互補的脈衝訊號頻率進入IGBT做控制，此頻率

為系統傳輸效能最佳的時候。為確保IGBT切換瞬間

不會發生上臂與下臂同時打開造成電路短路狀況，

在做切換時有Dead Time的硬體延遲做為保護，在

Dead Time的短暫時間內，上臂與下臂會同時關閉，

而後再進行到下一個階段。

當一次側直流BUS電壓輸入IGBT模組後，透過

設計好的諧振頻率控制IGBT模組內的上、下臂開關

做切換，將原本直流BUS電壓轉為交流方波，使電

力可以透過線圈電磁耦合的方式在無接觸的情況之

下傳輸至二次側線圈。二次側線圈感應產生交流電

壓，而後再經由橋式整流器線性馬達驅動器需求的

直流電壓供給動子側使用。

最終單段電力耦合裝置如下圖7所示。

圖7 單段電力傳輸佈置

2.無線訊號傳輸技術

低頻訊號在傳輸時，傳輸損耗較大且較容易受

到干擾，相較之下高頻訊號傳輸時，損耗較少且不

易受到干擾可以傳至較遠距離。由於低頻訊號無法

傳至很遠且較容易受到干擾，因此我們使用效能較

好的高頻電磁波當作載波「載著」較低頻率的訊號

進行傳輸，如此一來，可以使低頻訊號傳送至更遠

的地方且更不易受到干擾，此技術即稱為「高頻載

波技術」。當接收到訊號時，在高頻載波上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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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解調技術將原本在載波上的低頻訊號解析出

來，還原成最初送出的訊號。

次世代高彈性精密運載系統中，為實現線性馬

達軌道可以任意切換與改變行程的跨區移動，必須

將訊號傳輸也無線化，將傳統線性馬達有線的訊號

傳輸方式改為電磁耦合的非接觸式傳輸。如此一

來，當線性馬達在移動時的行程將不再受限於實體

連接線的長度，不但可以減少作業單元的體積更能

夠長距離移動。

非接觸訊號傳輸主要是利用電磁耦合方式藉由

兩塊繞上銅線的導磁鐵芯進行電磁耦合。兩塊導磁

鐵芯間無接觸，單純透過電磁場的形式耦合傳遞能

量。透過這樣的無線傳輸方式，訊號的傳輸頻率可

以更高，對於傳輸途中的容錯率也更好，因此在較

複雜且較容易受到干擾的環境很適用這樣的無線傳

輸途徑。

在此系統中，線性馬達的控制訊號由電腦以

RS232方式傳出，傳輸鮑率最高可達115200。先把訊

號與24 MHz 載波進行調變後，將訊號經由載波進行

傳輸。調變過後的訊號被另一側接收後，再利用解

調技術將訊號還原成原始狀態。

下圖8為非接觸訊號傳輸架構

圖8 非接觸訊號傳輸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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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9訊號傳輸實例中Channel 2為一次側電腦輸

出的RS232訊號經由準位調整後成為TTL訊號，經由

24 MHz載波調變後，成為Channel 3 所示之波形，此

波形傳輸給二次側接收後，將與載波解調成Channel 

4 的波形，最後再還原成Channel 1可供二次側電腦可

以解讀的RS232訊號。

圖9 訊號傳輸實例

3.跨段驅動控制技術

此技術重點要項如下所示：

(1) 開發線性馬達控制迴路增益值自動調整的方

法，位置迴路、速度迴路、電流迴路。位置控制的

命令由SCI (RS 232)介面輸入。

(2) 發展線性馬達跨段運行的技術。

圖10 線性馬達控制系統方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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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線馬驅動技術

無線電力傳輸技術建置後，動子測經過橋整及

濾除漣波後，輸出直流電壓，供應線馬控制所需電

壓，為了達到精準且穩定的位置控制，必須具備三

環控制架構。控制系統方塊如圖10所示，此系統與

常見使用於旋轉伺服馬達的控制系統相同，包括兩

個內部電流控制迴路（q和d軸），速度控制迴路，

和位置控制迴路。

 圖11為控制系統的方塊圖，控制器大都使用常

見的比例-積分型(PI)或比例型(P)線性調節器，然而

這些PI參數，透過電器參數來進行估測。電流控制

迴路需要電阻、電感和反電動勢常數；設定速度及

位置控制迴路則需要推力常數、負載質量和摩擦力

常數等機械參數。

電流控制器的增益值可以根據所需的頻寬設計

如下( 是q軸控制器的頻寬)：

圖11 線性馬達控制系統方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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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控制器的增益值可以根據所需的頻寬設計

如下( 為速度控制器的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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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控制器的增益值可以根據所需的頻寬直接

由設計。

  

透過估測技術，得知馬達的電器參數後，寫入

至各個控制器的增益值，讓線軌得到最佳的控制狀

態。

3.2 跨段運行技術

線性馬達是由定子、動子組合而成，其中每段

定子側皆有貼編碼器光學尺，編碼器讀頭則安裝在

動子上，判別所在區段。動子在進行跨段運行時，

因為段與段間會存在間隙，會導致光學尺會有不連

續的情形，而使得控制失控的情形，因此控制器必

須有特殊的控制法則處理跨段運行。

 

解決跨段運行問題的方法是在馬達經過間隙

時，使用估測的速度及角度做為回授，使控制器可

以持續穩定地運作，而在移出間隙時，再利用預先

儲存的間隙長度補償絕對位置及向量控制器的角

度。如圖13所示，在每一段定子的兩端都有貼有磁

鐵片的參考點標誌，利用編碼器中讀取索引信號

(Index)的Z的霍爾感測器(Hall Sensor) 介面可以讀取這

些參考標誌，藉由讀取到的參考點訊號來判斷動子

是否位於間隙區間，決定是否使用估測的速度及角

度做為回授。圖14為補償的流程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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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線軌跨段側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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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次世代搬運系統有三項主要的核心，第一項為

無線電力傳輸，透過電磁耦合技術，可以使線性馬

達動子側與定子側透過非接觸的方式傳輸電力。實

驗結果顯示在動子跨越不同定子時利用電壓穩壓技

術可以產生較穩定的電壓來供給驅動板與線性馬達

的供電，如此一來電力傳輸不受限無傳統連接線的

距離。

第二項為無線訊號傳輸，利用高頻載波進行訊

號調變後，使用無線傳輸技術傳輸至二次側，線性

馬達的控制訊號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進行驅動控

制。而調變訊號較不易受到干擾，適合複雜環境使

用。

第三項為線性馬達跨段驅動控制，實驗時線性

馬達由一個動子與三段定子組成，動子由一端移動

至另一端，須跨過兩次沒有光學尺的間隙。透過估

測器估側間隙後，使用估測的速度與角速度做為回

授，離開間隙時，再利用事先儲存的間隙長度值補

償絕對位置與向量控制器角度

透過上述三點技術應用，作為本次世代搬運系

統研究與發展的主軸，將有機會改變現今的產線規

劃，改為富有彈性且距離不受限制的精密運載系

統，將可促使國內廠商技術升級，追上與國外廠商

之技術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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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位置估測器與位置選擇的簡化控制方塊

圖13 霍爾感測器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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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CNC工具機的控制器上，除了原有的P控制以外，本研究整合了分別屬於高頻域及低頻域的控制補償器，

提昇CNC的運動精密度，除了原有屬於改善高頻域控制範圍的控制器，包含(1)提昇穩定性的PD(比例-微分)控

制器，及(2)改善追跡誤差的位置迴路前饋控制器外，本研究並提出在CNC工具機控制器上可具體實現的低頻補

償器，包含(3)利用CNC的G指令達成pseudo chirp sine鑑別方式，設計數位式擾動觀測器DDOB，以及(4)提出

具判斷功能之一階低頻F filter 摩擦力補償器。本研究在東台TC-2000的CNC機台上，透過工研院所開發的以

INtime即時環境之EtherCAT網路化CNC控制介面，實現整合式精密運動控制器，經由實驗證實，取樣時間可快

速至0.25ms。本研究證明整合了(1)至(4)之伺服控制架構後，可以確實提升整體運動精密度，其真圓度和原始

P控制比較，由23.1改善至8.6，改善率達62.77%。本研究並以循圓測試儀量測機械端精密度，由27.4改善至

11.1，最後透過調整驅動器剛性及工研院控制器step背隙補償，改善背隙誤差帶來的失運動(lost motion)現

象，機械端真圓度可再改善至6.6，前述實驗結果說明本研究成果可凸顯EtherCAT於實現彈性的CNC控制架構與

運動精密補償器之應用。

學校系所：國立交通大學 電控工程研究所

以EtherCAT實現CNC伺服控制低頻補償器論文題目： 

獎項：金質獎　100萬    指導教授：徐保羅    研究生：洪懷恩

學校系所：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新型腹腔鏡機器人手術器械系統論文題目： 

獎項：銀質獎　80萬     指導教授：郭進星    研究生：劉廷皓

摘要：

腹腔鏡微創手術(laparoscopic surgery)為現今一般外科手術的黃金準則。面對手術需求與難度的日益提

昇，手術器械的末端靈活度設計，以至於器械與機器人的系統整合，已為近來腹腔鏡微創手術科技的發展重

點。然而，現有末端具靈活度（即末端可擺動）的微創器械大都是以纜繩傳動（如知名的 da Vinci 微創手術

機器人），但此類撓性傳動通常具有容易產生位置誤差以及使用壽命較短等問題。此外，撓性傳動器械之腕部

與夾爪常有耦合運動(coupled kinematics)現象，即當腕部與夾爪其中一個受驅動時，另一個會受影響而產生

些微的偏移。另一方面，雖然目前已有少數以剛性元件組成的末端可擺動之手術器械，但這些剛性傳動器械之

腕部或夾爪僅可單邊擺動，因此造成手術動作靈活性有限、以及無法執行剝離動作等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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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系所：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六自由度Wollaston雷射光學尺論文題目： 

獎項：銅質獎　60萬     指導教授：謝宏麟    研究生：陳暐

本研究提出一種新型腹腔鏡手術機器人器械，該器械具有末端腕部偏擺(pan)、夾取/剝離(grasping/

dissecting)與自轉(roll)等三個自由度，且腕部可雙邊擺動以及夾爪可雙動開合。該器械係以螺桿、萬向接

頭與滑槽等剛性元件所組成的傳動機構，具有運動解耦特性，即器械的三個自由度可分別由三顆馬達獨立控

制，且彼此不互相影響。此外，本器械亦具有模組化功能，能快速地與驅動模組進行拆裝，並進一步建構主從

動式(master-and-slave)機電整合控制系統，使用者可透過搖桿驅動器械的運動自由度。此系統未來可輕易整

合於機器手臂上，形成一腹腔鏡微創手術機器人系統。 

研究首先透過針對具解耦運動之剛性傳動器械進行技術分析與優缺點比較，以歸納出現有手術器械之待突

破技術。接著著手新型器械的機構設計，使腕部雙邊擺動與夾爪雙動開合之運動達雙向解耦，然後依序完成器

械與驅動模組的具體設計、受力分析、以及機電整合系統設計與實作。最後，完成一系列的硬體測試與量測，

包含新型器械之解耦測試與量測、系統重複性與重現性量測、傳動機構受力測試與夾取傳送功能測試與電燒功

能測試等。實驗結果顯示，本新型器械之腕部擺動與夾爪運動的確互不影響，為運動解耦。在系統性能方面，

腕部擺動之準確度與精密度最大誤差分別為1.327˚與0.055˚；而腕部在15˚至70˚之來回擺動以及夾爪在27˚至

40˚之來回開合具有高重現性。實驗亦驗證本器械腕部可承受3 N之負載，且可實現電燒功能。

摘要：

本研究提出一套創新的外差式Wollaston雷射光學尺量測系統，用以進行六自由度位移及旋轉角量測。此

套雷射光學尺系統結合外差干涉術、光柵剪切干涉術、Wollaston prism共光程光路及分光技術等設計概念進

行開發，具備高穩定度、高解析度及六自由度的量測能力。

此套外差式Wollaston雷射光學尺系統系統架構簡單、架設容易，主要由一氦氖雷射、電光調變器、擴

束鏡組、Wollaston prism、繞射光柵所組成。我們藉由電光調制技術來產生外差光源，同時透過Wollaston 

prism及光柵的使用來建構出共光程光路架構，使參考光及量測光在空間中行經相同的路徑，當系統遭受外界

環境擾動影響時，兩道光將感到相同的擾動訊息，其影響量可於干涉訊號中相互抵消，如此即可有效地降低外

界環境擾動對量測結果所造成的影響。同時，透過分光技術的運用建構出三組具備雙自由度(一線性位移及一

旋轉角)量測能力的偵測架構，使此套外差式Wollaston雷射光學尺具備六自由度(x, y, z, θx, θy, θz)的

精密量測能力。

為了驗證本研究所提出之外差式Wollaston雷射光學尺的可行性及其系統性能，我們分別使用商用六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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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系所：國立台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研究所

運用數位微鏡裝置發展全域性掃描準單擊式共軛焦顯微形貌量測技術與系統論文題目： 

獎項：優等獎　30萬     指導教授：陳亮嘉    研究生：阮忠德

位平台及長行程步進平台進行多項實驗，並將雷射光學尺的量測結果與平台內建的電容式位移計與光學編碼器

所量得的結果相比較。由實驗結果證明，此套外差式Wollaston雷射光學尺可在不改變光學架構下，同時提供

六自由度位移及旋轉角的量測訊息，其位移與旋轉角的量測解析度分別可達2 nm與200 nrad，五分鐘內的系統

穩定度分別為10 nm及1000 nrad，量測速度極限可達1100 μm/s，具備優異的量測性能，可廣泛應用於奈米科

技、半導體、自動化光學檢測及精密機械等場合中。

摘要：

In the thesis, quasi one-shot full-field confocal microscopic surface profilometry and its measuring systems using 

digital micro-mirror device (DMD) is proposed and implemented. With precisely controlling each micro-mirror on DMD and 

modulated with structured patterns, a DMD can function as an array of pinholes to perform full-field confocal measurement 

without any lateral mechanical scanning and avoid suffering lateral signal cross talk encountered in conventional confocal 

microscopy. Two novel approaches were developed in the study to eliminate confocal vertical scanning fully. 

In the first approach, a novel method was developed to encode and decode depth information of surface profile b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 measuring depth and its corresponding surface diffraction image pattern in confocal microscopic 

configuration. The developed system can minimize the light cross talk between each measuring point and its neighboring 

region. Thus, it can be more robust and efficient in surface reconstruction with less lateral scanning in a manner of quasi-one 

shot measurement.

The second approach uses a chromatic confocal microscope setup with broadband light, in which a depth-dispersion 

chromatic objective is used to encode and decode depth information from the detected spectrum response being received at its 

measuring depth range. A developed signal processing algorithm can establish a spectrum response curve based on the multi-

band spectral information captured by using an IMEC area spectral camera with multi-band spectrum detection capability. 

The surface depth can be accurately determined by detecting the wavelength with maximum intensity respected to its detected 

surface depth. More importantly, undesired confocal cross talk effect can be also minimized by applying a designed virtual 

pinhole array formed by DMD. 

By applying 2-D normalized cross correlation to establish a normalized cross correlation–depth response curve in the 

developed digital diffractive-confocal imaging correlation microscope, the developed confocal microscopes can be immune to 

light intensity variation being caused by light source’s power fluctuating and reflectivity variation of sample’s surface.

To test the feasibility of the proposed method and verify its measurement accuracy, a pre-calibrated step height with 

specular reflection was measured by the developed measuring systems. From the preliminary experimental results with 

specular surface sample, it has been verified that for digital diffractive-confocal imaging microscope based on DMD, the 

repeatability with one-standard deviation on height measurement is 30 nm in a measuring rage of 400 μm while the maximum 

measured error is 0.1 % of the full measurable range. Applying the system in the case of surface sample with roughness Ra = 

1.6, one standard deviation on height measurement still can be kept lower than 0.67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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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擺線齒輪減速機因具有高傳動效率、高負荷性、高精密度、高減速比與體積小之優點，所以在工業界上的

使用率越來越高。理論上，擺線齒輪應為全齒接觸，每一擺線齒和針齒的接觸皆沒有餘隙產生。但在實際製造

上，會因為各零件的製造誤差而產生餘隙或干涉，導致裝配困難。然而修形後的擺線齒輪加上各零件的製造誤

差，會使擺線齒輪減速機之精密度降低；因此如何在既定的精密度內獲得修形量及製造容差，是目前亟需探討

的主題。

本研究先針對擺線齒輪減速機齒面接觸分析之問題，提出齒面輪廓離散點法，快速且不失準確地計算出擺

線齒輪減速機之運動誤差及背隙。接著分析擺線齒輪減速機零件之主要誤差及靈敏度，以提供在設計減速機

時，所需注意之限制。最後，本文透過基於可靠度之最佳加工精度設計，以獲得製造擺線齒輪減速機最低成本

之設計參數的公差帶；之後，以此公差帶，分析其運動誤差及背隙，驗證所得容差設計之可靠度。此法可用於

以最低加工成本製造少量或大量生產擺線齒輪減速機的優點。

學校系所：國立台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研究所

擺線齒輪減速機之運動誤差及背隙分析與其容差設計論文題目： 

獎項：優等獎　30萬     指導教授：李志中    研究生：林耿勳

學校系所：國立交通大學 電控工程研究所

使用於多層迴路伺服馬達位置控制之速度迴路疊代學習控制器論文題目： 

獎項：佳作獎　10萬     指導教授：蕭得聖    研究生：馬英傑

摘要：

在工業4.0的時代背景下，智慧化機械的概念被不斷提倡，而在無人化工廠、產線全自動化的背後，是對

於生產機械之精密度的更高要求，以降低即時人工調校與機械自動調校之差距。在現今常見之控制架構中，疊

代學習控制器是一個架構簡單，效果顯著之控制方法，其能使用於重複執行相同命令之工作中，並透過重複執

行同一命令來提升機台之控制精密度，目前被廣泛應用於機械手臂與CNC加工機上。本研究基於常見之多層閉

迴路控制系統上，提出一疊代學習控制器之改良辦法，透過將傳統之疊代學習控制器由最外層之位置迴路向內

移至速度迴路，提升疊代學習控制器中強健濾波器之截止頻率，使控制頻寬變高，藉此提升疊代學習控制器之

控制效果。爾後，對於改良之疊代學習控制器與多層迴路控制系統整合時產生控制訊號飽和之問題，本研究也

提出一改良之多層迴路控制系統以解決此問題。

改良之疊代學習控制器被實現於東台CNC車床TC-2000之XZ平台，並與常見之閉迴路及前饋控制架構、傳統

疊代學習控制器比較。經過實際實驗，改良之疊代學習控制器對單軸軌跡誤差能提供30%之控制效果改善，經

由循圓測試，對輪廓誤差也能提供10%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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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系所：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五軸刀具中心點路徑即時預讀與插補技術之研究論文題目： 

獎項：佳作獎　10萬     指導教授：林明宗    研究生：李孟哲

學校系所：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工具機滑塊預壓監測與主軸適應性切削轉速估測技術之研發論文題目： 

獎項：佳作獎　10萬     指導教授：鄭志鈞    研究生：鄭尹俊

摘要：

本論文提出一整合即時預讀以及曲線擬合技術的五軸刀具中心點插補演算法，藉以產生平滑的進給率曲線

以及刀具中心點軌跡路徑。首先，使用螺旋定理推導廣義的五軸工具機順逆向運動學方程式以及賈可比矩陣。

接著提出一五軸即時預讀插補器，此方法偵測運動軸反轉或停止的斷點，並決定位於轉角及斷點處的進給率可

滿足急衝限制。為了達到高速加工，五軸命令路徑中的連續短線段依據給定的弦誤差擬合成長線段。刀具中心

點進給率曲線透過五軸進給率調整公式、五軸和刀具中心點的速度限制、急衝限制和移動量進行調整。S型加

減速進給率曲線再利用逆向掃描演算法規劃求得。最後，在一桌上型五軸雕刻機上進行實驗，相同的伺服頻寬

以及加工條件下與海德瀚控制器所輸出的五軸插補點進行比較，本研究所提出方法可規劃出較高的加工進給

率，並維持輪廓循跡精度。

摘要：

本論文以操作模態分析法(Operational modal analysis, OMA)為基礎，發展兩項工具機關鍵技術；第一

項是線性滑軌預壓力自動偵測技術；第二項是主軸適應性切削轉速估測技術。

進給系統中若其滑塊預壓消失，則進給系統定位精度與剛性將隨之降低，本研究提出一種監控線性滑軌之

滑塊預壓力是否改變的方法；無須拆卸工作台，只須於進給系統之工作台上安裝數顆加速規，並以伺服馬達

激振工作台，透過OMA鑑別工作台自然頻率與相對應之模態，並經由模態可信度(Modal assurance criteria, 

MAC)矩陣追蹤偏擺模態(Yawing mode)頻率之變化，透過該頻率變化反估線性滑軌之滑塊預壓力是否消失以達

滑塊預壓自動偵測之目的。

在工件銑削過程中，材料移除率(Material removal rate,MRR)反應加工時間的長短，本研究先於工具機靜

止時透過OMA獲得工具機主軸-刀具系統之自然頻率與相應模態阻尼比，鑑別出最主要影響切削穩定性之模態，

進而繪製顫振穩定界線圖(Stability lobe diagram,SLD)，並依此最佳轉速為起始值，提出一主軸適應性切削

轉速估測的方法；於切削工件時不斷量測主軸-刀具系統之動態特性，並修正顫振穩定界線圖，依此不斷更新

最佳轉速進行轉速調變，實驗結果顯示調變後之轉速不僅能高效率地移除材料且同時獲得良好的切削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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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致力於水平軸風力發電機的最佳化設計流程，並將此流程應用於美國再生能源實驗室所開發的五兆

瓦葉片上。在此流程中，Bézier Curves完成了翼型、弦長分布與扭曲角分布的參數化，二維翼型的氣動力計

算採用XFOIL，並使用Tanger 和Kocurek的方法將局部攻角的氣動力係數外插至±180˚，接著採用旋轉失速修正

法去校正二維翼型氣動力計算的結果，最後根據不同的運作條件下的雷諾數，對阻力係數做修正。風力機的氣

動力是採用FAST進行模擬，在本研究中以葉片上的翼型、扭曲角分布和弦長分布做交叉配對成為五種不同的參

數組合，限制條件包含了翼型與葉形的幾何和葉片上的結構應力。結果顯示五種不同的參數組合在最佳化後都

能夠得到年發電量的提升，其中全幾何為參數的問題在最佳化後得到最好的性能，其與原始葉片相比得到了

2.491%的性能提升。

學校系所：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應用基因演算法進行水平軸風力機性能之最佳化論文題目： 

獎項：佳作獎　10萬     指導教授：林昭安    研究生：鍾國緯

學校系所：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以光纖陣列為基礎之數位式滾筒模仁製程技術論文題目： 

獎項：佳作獎　10萬     指導教授：李永春    研究生：羅振豪

摘要：

本研究發展一套可以在金屬滾筒上製作出任意圖形光阻微結構的數位式紫外光曝光系統，藉由數位光源處

理技術產生數位影像，搭配光纖陣列與微透鏡陣列，完成曲面無光罩式的微影製程技術。首先，以曲面光阻噴

塗系統，將光阻稀釋後均勻塗佈在直徑5公分、長度15公分的金屬滾筒模仁上；其次利用波長405 nm的紫外光

當作光源，經過「數位微鏡裝置」(Digital Micro-mirror Device，DMD)，以控制每一畫素的亮暗；再將來自

DMD的紫外光導入2D光纖陣列內，利用光纖之低傳輸損失、可撓曲、可任意排列的特性，將2D光纖陣列轉換成

1D光纖陣列；再利用本實驗室開發的準分子雷射微細加工法，於每一個光纖的出光口處，製作出對應的非球面

微透鏡，並將紫外光聚焦成一微小光點，形成直線型的1D光點陣列；最後搭配精密位移平台和伺服馬達轉軸

控制，配合DMD的電腦程式控制，可以在滾筒的光阻層上定義出任意的光阻圖案，進而利用化學濕式蝕刻將光

阻結構轉移至金屬滾筒上。實驗結果顯示，利用此系統已成功在滾筒模仁上製作出最小線寬20 μm、線增量8 

μm、幅寬100 mm之任意光阻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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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系所：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論文題目： 

獎項：佳作獎　10萬     指導教授：劉至行    研究生：邱震華

學校系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暨機電整合研究所

可調式能量擷取吸振器於結構平台多模態減振之研究論文題目： 

獎項：科技大學特別獎　10萬     指導教授：李春穎    研究生：林佳宏

摘要：

本研究利用拓樸與尺寸最佳化演算法來設計機械利益最大化之自適性撓性夾爪。自適性撓性夾爪是一種可

適應不同外形的被夾取物體之撓性機構。機械利益則是輸出力與輸入力之比值，機械利益越高表示機構在相同

輸入力情況下可提供較高輸出力。在拓樸最佳化設計部分，本研究使用反向型雙向演進式拓樸最佳化方法，此

方法可以快速且穩定的設計低體積率之撓性機構，其目標函數採用複合應變能函數，可同時以撓性機構的機械

利益與幾何利益為目標進行設計。在尺寸最佳化設計部分，本研究使用增廣拉格朗日乘數法搭配單形法，可使

用少量運算次數解決多變數多限制式的最佳化問題，並以機械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函數。本研究依據各種不同的

設計組合與評估標準，最終挑選出三組夾爪進行試做驗證。並進行機械利益實驗、幾何利益實驗、自適性實

驗、夾持實驗與負載實驗，與另外二組現有的自適性撓性夾爪相比較，並定義一夾爪效能函數做為判斷夾爪性

能之準則。綜合前述各項實驗結果顯示本研究所設計之ACGS2夾爪是五個夾爪之中效能最優良的夾爪，此夾爪

具備較快的夾合速度、良好的自適性，與充足的夾持力。此自適性撓性夾爪可搭配工業機器人或機器手臂使

用，可有效的降低成本、促進產業自動化並增進生產效能。

摘要：

動態吸振器之自然頻率若與輸入於主結構的頻率相同時，此時主結構大部分之振動將轉移到吸振器上，使

吸振器產生很大的振動。本研究利用吸振器大振動的特點，將能量擷取器的概念使用在吸振器上，以擷取較高

之電能，同時也抑制了主結構的振動。本研究所設計的可調式能量擷取吸振器將用於主結構不同輸入頻率的減

振，調整吸振器頻率之方法是利用微泵輸入或輸出水至吸振器之質量盒，藉以調控吸振器的自然頻率來對應輸

入頻率。此外，吸振器的動態行為是利用轉移矩陣法找出步階樑之振型函數去描述，及發展出靜態步階樑的變

形函數來近似於動態振型函數以快速的評估系統行為，並設計出最佳發電量的壓電片長度結合於吸振器上，量

測不同調控質量的吸振器自然頻率與阻尼比後，在算出所對應的最佳化電阻。另外，根據主結構的振動模態找

出合適的吸振器擺放位置。最後將設計出的吸振器安裝於主結構上，並量測在主結構共振時能量擷取吸振器單

位循環所產生的功與能量擷取吸振器最大動能的比值作為能量擷取指標。減振實驗分別比較在短路及最佳電阻

迴路的減振效果，結果顯示本研究所設計的吸振器在3個共振模態的減振效果都達80%以上，在非共振頻率扔有

減振效果，減振同時也伴隨著傑出的發電效果。

拓撲與尺寸最佳化於自適性撓性夾爪機械利益最大化設計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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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影像式自動化量測系統因具備非接觸式、高解析度的優點，近年來被廣泛應用於微小元件量測。然而現有

影像式量測系統普遍受限於電腦影像資料處理運算速度，其量測範圍與實際應用亦因此大幅受限，為此本研究

提出一套在FPGA架構中實現高可調性之影像式精密量測系統，並以微小角度、長度量測與物體形貌重建量測實

驗驗證本系統性能。

本系統以Camera Link 介面VC-4MC-M180相機工業相機擷取影像，並結合Moiré演算法與掃描式輪廓技術重

建出晶圓形貌。開發系統使用的硬體與軟體主要分別為Xilinx Virtex-5 SX95T晶片的NI FPGA 7966R、影像擷

取卡NI 1483與Labview FPGA。為了提升系統效能，本研究藉由對2048 × 2048解析度影像擷取感興趣區域做影

像處理與疊紋分析運算，實現幀率157.1 fps之高速且即時晶圓曲率量測系統。實驗結果顯示於處理影像幀率

為39.6 fps下，本系統有效量測晶圓曲率變化量可達3100 μrad、有效量測變化量之頻率達1.9 Hz與晶圓曲率

量測解析度約為4 μrad，相較於PC架構量測系統之量測結果，本系統量測效能大幅優於PC架構。此外本研究

亦分析各演算法所消耗的FPGA邏輯單元使用情況，以利未來實現於低成本之量測系統開發。

學校系所：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基於FPGA嵌入式平台之影像量測系統開發論文題目： 

獎項：科技大學特別獎　10萬     指導教授：林紀穎    研究生：陳昱豪

學校系所：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RTAI+：針對CNC程序特性的RTAI即時排程修補機制論文題目： 

獎項：工具機特別獎　10萬     指導教授：黃育綸    研究生：黃國峯

摘要：

工具機是當前製造產業的重點工具之一，主要應用於自動化流程來達到高效率生產。工業4.0提出的概念

更結合了智慧感控系統與物聯網等新的電腦網路技術於自動化控制產業。相較傳統的自動化設備，工業4.0更

注重即時運算能力與網際網路的連線效能。也因此開啟了PC-based控制器的發展空間。在本論文中，我們使用

IgH EtherCAT Master建立了以EtherCAT為通訊基礎的PC-based控制器，並安裝即時性套件RTAI以增進PC系統

的即時性能力。為了進一步增進控制系統的穩定性，我們針對工具機控制系統的基本特性進行研究，並找出

CNC程序的特定工作圖樣。我們依此發現設計了重排工作圖樣(rearranged pattern)的機制，並提出RTAI+，一

種以RTAI為基礎，專用於CNC程序的即時性套件。我們將RTAI+應用於IgH EtherCAT Master，並調整部分模組

提出IgH×RTAI+ 改善CNC程序的即時性與穩定性。為了驗證整體系統，我們設計多種負載測試與多程序測試實

驗。在兩種實驗中，使用RTAI+系統的最大時間抖動量都可以控制在3%以內(<30us)且其時間抖動量標準差皆小

於使用原RTAI的系統，顯示RTAI+提高的系統穩定性。另外，在低負載的情況下，搭配RTAI+的IgH EtherCAT 

Master也能進一步地降低時間抖動量的標準差，使系統的即時性更加穩定。從多程序測試中，我們則驗證

RTAI+運行時，系統中的各個程序的穩定性是一致的，並不會隨著執行順序改變，這也驗證了RTAI+可適用於同

時監控多個工具機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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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好書推薦

破壞型創新時代的關鍵競爭力

跳出既有框架、發揮系統思考、

看清問題全貌，

成為破壞型創新時代的贏家。

系統思考 與問題解決

「制人而不制於人」、「不戰而屈人之兵」

破壞型創新時代，誰能改變消費者的習慣誰就是贏家。所以你真正可怕的對手不

是看得見的競爭同業，而是看不見的跨領域異業。例如:手機未來最大的敵人可能是手

錶，而手錶未來最大的敵人可能是眼鏡。在如同戰場一般的商場上，能從看似無關的事

物中早一步發現別人還沒看見的盲點，掌握住各種狀況的動態變化，並且系統化的思

考、運用各種策略，就能當贏家。系統思考法就是一種能幫大家做到上述的致勝要訣，

此一方法強調系統內以及系統間各環節相互的動態影響，並能將其用圖形及簡易量化方

式展現，以便於在各種策略擬定會議中聚焦討論，讓會議更有效率。系統思考可以用在

任何決策領域，更是目標管理、組織變革必需採取的最佳策略。

另一方面，企業也經常發生「採用的策略無法產生預期效果，甚至出現火上加油的

情況」，而策略之所以沒有達到預期成效，其癥結點往往在於沒有看清問題的全貌。如

同觀察冰山一般，只看見了水面上可見的部分，卻忽略了隱藏在水面下的部分。需知冰

山下的體積是冰山上的數倍，解決問題時如果無法有能力掌握冰山的全貌，就貿然只針

對看的見的部份處理，問題於日後依然會再重現，只是時間滯延的長短而已。然而「問

題解決」是一種相當重要的能力，但在現有教育系統中不容易培養。從小到大，大部份

的考試都有標準答案，許多是非題、選擇題，以致於在成長過程中，我們把「問題」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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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簡單的問題-標準的答案」，這種思考模式主導著我們的學習，也主導著我們的教學，久而

久之，我們不知道如何面對複雜系統，解決複雜的問題。但是，真實社會中大部份問題都是複雜的

問題，都不是「是非題」或是「選擇題」。於是，面對困境時，我們常常會不知所措。

小到個人生涯規劃、大到治國與全球戰略，核心都是「問題解決」，但這些都不是簡單問題，

涉及我們對問題的認識、對環境的瞭解、對可用資源的掌握、對策略的分析、對先後步驟的規劃，

簡言之，我們要能對複雜系統有所瞭解，才能掌握問題的核心，才能規劃策略並進一步調整改善。

問題解決是有方法可以依循的，再複雜的問題，只要我們掌握整體系統，仍然如簡單問題一般可以

分階段、依照規劃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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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是製造還是思維?

為迎接工業4.0浪潮，近年各國相繼傾全力投入，2011年德國「工業4.0」、2011年美

國「先進製造夥伴計畫」、2012年中國「製造2025計畫」，2013年英國「2050工廠」，

2016年台灣「五加二創新研發產業計畫」，足證明第四次工業科技革命戰場已悄然形

成。

過去台灣製造業仰賴「降低成本」優勢，爭取許多國際企業代工訂單，在全球產業

鏈上佔有一席之地。

面對各國積極投入製造業，台灣製造業只靠單一優勢生存時代已不在，但是原有成

本與供應鏈的優勢仍在，除了提升製造技術，解讀大數據的意涵無疑是首要重點。大數

據賦予產品智慧化的隱性線索，提供客製化需求，爭取高附加價值產品，台灣應思考如

何研發產品與創新，提升競爭力，並透過政府、企業齊力培育人才，促使產業轉型，輔

助台商重返東南亞，積極推動製造業與服務業在東協佈局，強化與東南亞國家間的產業

鏈結，共同展望未來。

大數據並不是目的，而是一個現象，或是看待問題的一種途徑和解決問題的一種手

段。通過分析資料，從而預測需求、預測製造、解決和避免不可見問題的風險，和利用

資料去整合產業鏈和價值鏈，這才是大數據的核心目的。

大數據與製造之間的關係裡面有3個重要的元素：1. 問題：製造系統中顯性或隱性

的問題，比如品質缺陷、精度缺失、設備故障、加工失效、性能下降、成本較高、效率

低下等。2. 數據：從製造系統的5M要素中獲得的，能夠反映問題發生的過程和原因的

資料。也就是說資料的擷取應該是以問題為導向，目的是去瞭解、解決和避免問題。3. 

智慧生產與服務創新

從 大數據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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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製造系統的核心，也就是我們

平時所說的know-how，包括製程、工藝、設計、流

程和診斷等。知識來源於解決製造系統問題的過程，而大數據分析可以理解為

迅速擷取和累積知識的一種手段。

依據對產業現況觀察，分析各國推動工業4.0智慧生產轉型技術，對未來發展趨勢提出精闢建

議。尤其強調：

．台灣中小企業產業升級、跨領域人才培育、開發產品等創新開發。

．力拼突破這一波工業革命浪潮，鼓勵台灣產業力求工業4.0轉型。

．鼓勵產品朝國際化、客製化、高值化為目標，提升產品價值與服務加值。

．積極爭取台灣產業全球競爭力，爭取台灣企業在全球供應鏈的角色與定位。

現在，換掉舊腦袋、甩掉舊觀念！未來，將是智慧產品和創新服務的激烈競爭！

作    者：李傑、倪軍、王安正 原著；佘日新、廖宜椿、蔡璞、呂俊德 增訂

出 版 社：前程文化

出版日期：2017/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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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日期 展覽名稱/地點 承辦人/分機

日本智慧工廠展覽Smart Factory Expo
-日本東京Tokyo Big Sight 林小姐#12

日本機器人展RoboDEX
-日本東京Tokyo Big Sight 林小姐#12

廣州國際自動化及裝備展覽會SIAF GUANGZHOU
-中國廣州-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琶洲展館 朱小姐#17

美國自動展AUTOMATE
-美國芝加哥McCormick Place 黃小姐#11

中國電子信息協會-深圳國際機器人與智能系統博覽會CITE-Shenzhen(參展優惠)
International Robot & Intelligent System Expo
-中國深圳-深圳會展中心

朱小姐#17

(第21屆)廈門工業博覽會暨海峽兩岸機械電子商品交易會(廈門工博會/台交會)
-中國廈門-廈門國際會展中心 朱小姐#17

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Hong Kong Electronics Fair(Spring Edition)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黃小姐#11

歐洲機器人商務展.第一屆國際機器人周ROBO Business Europe(籌組參訪團)
International Robotics Week
-荷蘭海牙World Forum

林小姐#12

德國漢諾威工業展HANNOVER MESSE(籌組參訪團)
-德國漢諾威Hannover Exhibition Grounds 林小姐#12

北京國際工業智能及自動化展覽會Industrial Automation BEIJING
-中國北京-北京展覽館 朱小姐#17

上海國際工業自動化及工業機器人展覽會 
Shanghai Industrial Automation & Robot Exhibition
-中國上海-上海光大會展中心

朱小姐#17

法國服務型機器人展INNOROBO PARIS(參展優惠)
-法國巴黎Les Docks de Paris 黃小姐#11

泰國國際工業零組件展Subcon Thailand 2017
-泰國曼谷BITEC, Bangkok 林小姐#12

廣州國際智慧物流裝備展覽會China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Equipment & 
Technology Exhibition(Guangzhou)
-中國廣州-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琶洲展館

朱小姐#17

釜山國際機械展BUTECH 2017
-韓國釜山BEXCO展覽廳 林小姐#125.24    5.27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Taiwan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Association (TAIROA)      
電話：04-2358-1866 傳真：04-2358-1566  會址：40850 台中市工業區27路17號3樓 網址：www.tairoa.org.tw

1.18    1.20

1.18    1.20

3.1    3.3

4.3    4.6

4.9    4.11

4.12    4.15

4.13    4.16

4.19    4.21

4.24    4.28

5.10    5.12

5.15    5.17

5.16    5.18

5.17    5.20

5.24    5.26



2017國際展覽行事曆
掌握技術發展、市場脈動、拓展市場

展覽日期 展覽名稱/地點 承辦人/分機

日本智慧工廠展覽Smart Factory Expo
-日本東京Tokyo Big Sight 林小姐#12

日本機器人展RoboDEX
-日本東京Tokyo Big Sight 林小姐#12

廣州國際自動化及裝備展覽會SIAF GUANGZHOU
-中國廣州-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琶洲展館 朱小姐#17

美國自動展AUTOMATE
-美國芝加哥McCormick Place 黃小姐#11

中國電子信息協會-深圳國際機器人與智能系統博覽會CITE-Shenzhen(參展優惠)
International Robot & Intelligent System Expo
-中國深圳-深圳會展中心

朱小姐#17

(第21屆)廈門工業博覽會暨海峽兩岸機械電子商品交易會(廈門工博會/台交會)
-中國廈門-廈門國際會展中心 朱小姐#17

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Hong Kong Electronics Fair(Spring Edition)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黃小姐#11

歐洲機器人商務展.第一屆國際機器人周ROBO Business Europe(籌組參訪團)
International Robotics Week
-荷蘭海牙World Forum

林小姐#12

德國漢諾威工業展HANNOVER MESSE(籌組參訪團)
-德國漢諾威Hannover Exhibition Grounds 林小姐#12

北京國際工業智能及自動化展覽會Industrial Automation BEIJING
-中國北京-北京展覽館 朱小姐#17

上海國際工業自動化及工業機器人展覽會 
Shanghai Industrial Automation & Robot Exhibition
-中國上海-上海光大會展中心

朱小姐#17

法國服務型機器人展INNOROBO PARIS(參展優惠)
-法國巴黎Les Docks de Paris 黃小姐#11

泰國國際工業零組件展Subcon Thailand 2017
-泰國曼谷BITEC, Bangkok 林小姐#12

廣州國際智慧物流裝備展覽會China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Equipment & 
Technology Exhibition(Guangzhou)
-中國廣州-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琶洲展館

朱小姐#17

釜山國際機械展BUTECH 2017
-韓國釜山BEXCO展覽廳 林小姐#125.24    5.27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Taiwan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Association (TAIROA)      
電話：04-2358-1866 傳真：04-2358-1566  會址：40850 台中市工業區27路17號3樓 網址：www.tairoa.org.tw

1.18    1.20

1.18    1.20

3.1    3.3

4.3    4.6

4.9    4.11

4.12    4.15

4.13    4.16

4.19    4.21

4.24    4.28

5.10    5.12

5.15    5.17

5.16    5.18

5.17    5.20

5.24    5.26

展覽日期 展覽名稱/地點 承辦人/分機

英國機器人周UK Robotics Week
-英國倫敦.吉爾福 黃小姐#11

華南工業自動化展INDUSTRIAL AUTOMATION SHENZHEN
-中國深圳-深圳會展中心 朱小姐#17

朱小姐#17

6.24    6.30

9.13    9.16

6.28    6.30

7.5    7.8

9.6    9.9

9.6    9.8

中國國際機器人展覽會CIROS(參展補助)
-中國上海-上海國家會展中心

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 (TAIROS) (TAIROA主辦)
Taiwan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 Show
-臺灣台北世貿中心南港展覽館一館一樓

林小姐#12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Robotics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ARIS)及2017台灣智慧型機器人研討會
-臺灣台北世貿中心南港展覽館一館五樓及六樓會議室

黃小姐#11

2018年(以下展會皆為雙年展)

備註：本表為預訂行程，實際執行情況與補助核定(依國貿局核定)請直接洽詢專案承辦人。

黃小姐#11

9.27    9.28 黃小姐#11

10.6    10.7

11.7    11.11

11.16    11.21

11.22    11.25

11.29    12.2 黃小姐#11

6.19    6.22 林小姐#12

9.10    9.15 黃小姐#11

德國慕尼黑國際機器人展AUTOMATICA
-德國慕尼黑Messe München

北美芝加哥工業自動化展Industrial Automation North America
-美國芝加哥McCormick Place

韓國機器人世界產業展Robot World(參展優惠)
-韓國首爾Kintex-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美國機器人商務展ROBO Business
-美國加州Santa Clara Convention Center

第六屆大田研究與開發展6thO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air
-日本大田Ota City Industrial Plaza 1F 林小姐#12

上海國際工業博覽會China International Industry Fair
-中國上海-上海國家會展中心 朱小姐#17

朱小姐#17深圳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CHINA HI-TECH FAIR
-中國深圳-深圳會展中心

泰國國際機床和金屬加工機械展覽會METALEX
-泰國曼谷BITEC, Bangkok 林小姐#12

11.26    12.2 iREX 2017 日本國際機器人展暨技術交流參訪團 黃小姐#11

日本國際機器人展iREX(參展補助)
-日本東京Tokyo Big Sight, East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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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技術發展、市場脈動、拓展市場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為使產業交流更多元與不設限，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自105年3月改由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發行

，這是一本專屬服務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領域的出版品，內容涵蓋產品技術發展、市場趨勢、展覽推廣

、國際商情、創新拓銷、學術研究計畫推廣…等內容。我們同時提供廣告版面給廠商，本期刊將透過電

子書、紙本印刷與協會公開性活動(媒合會、展覽等)傳遞到各領域對智動化與機器人有興趣的企業手上

，2016年10月底前訂購還享8折優惠，智動產業期刊為您創造最寬廣的廣告效果。

付款資訊：

銀行：玉山銀行 大墩分行

帳號：0288 940 027199

戶名：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提醒：匯款後，敬請提供憑證供會計查核。

付款方式：

1.支票訂購

請開立即期支票，支票抬頭｢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並註明禁止背書轉讓，以掛號方式郵寄至本會。

2.匯款

  付款資訊請參考左方說明。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廣告訂購服務

廣告稿提交日期

2016年12月 2016/10/30前

2017年3 月 2017/ 1/30前

2017年6 月 2017/ 4/15前

2017年9 月 2017/ 7/15前

2017年12月 2017/10/15前

備註：廣告供稿日期或因為搭配公開發送之

活動會有所調整，將另行事先通知。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林怡伶

電話：04-23581866  傳真：04-23581566  EMAIL：lilian@tairoa.org.tw
住址：40850台中市南屯區工業27路17號3樓(環保中心後方第2棟)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Taiwan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Association (TAIROA)      
電話：+886-4-2358-1866   傳真：+886-4-2358-1566   
會址：40850 台中市工業區27路17號3樓
聯絡人：林怡伶       
E-mail：lilian@tairoa.org.tw     網址：www.tairoa.org.tw

廣告諮詢聯繫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廣告專輯價目表 
 

項目 期數 會員價 非會員價 

期刊封底內廣告 
210x280(出血 216x286) 

□一期 NT$50,000 NT$55,000 
□二期 NT$90,000 NT$99,000 
□全年度(四期) NT$170,000 NT$198,000 
□一年半(六期) NT$249,000 NT$273,900 
□兩年(八期) NT$320,000 NT$352,000 

期刊內頁廣告 
210x280(出血 216x286) 

□一期 NT$30,000 NT$35,000 
□二期 NT$54,000 NT$63,000 

□全年度(四期) NT$102,000 NT$119,000 

□一年半(六期) NT$149,400 NT$174,300 

□兩年(八期) NT$192,000 NT$224,000 

期刊內跨頁廣告 
420x280(出血 426x286) 

□一期 NT$45,000 NT$50,000 
□二期 NT$81,000 NT$90,000 
□全年度(四期) NT$144,000 NT$160,000 
□一年半(六期) NT$224,100 NT$249,000 
□兩年(八期) NT$288,000 NT$320,000 

備註1：上述表格之刊登時程選擇，將按訂購表收件日後期數推算。 備註2：上述金額為含稅價。



廣告預定基本資料表(支票、電匯訂購填寫)                 

填寫後請放大傳真 04-2358 1566 或 email 至 lilian@tairoa.org.tw 

廣告訂購方案                             

項目 廣告期限 會員價 非會員價 

□期刊封底內廣告 

□單期(□3 月□6月□9月□12 月) NT$50,000 NT$55,000 
□半年(二期) (□3 月□6月□9月□12月) NT$90,000 NT$99,000 
□全年度(四期) NT$170,000 NT$198,000 
□一年半(六期) NT$249,000 NT$273,900 
□兩年(八期) NT$320,000 NT$352,000 

□期刊內頁廣告 

□單期(□3 月□6月□9月□12 月) NT$30,000 NT$35,000 
□半年(二期) (□3 月□6月□9月□12月) NT$54,000 NT$63,000 

□全年度(四期) NT$102,000 NT$119,000 

□一年半(六期) NT$149,400 NT$174,300 

□兩年(八期) NT$192,000 NT$224,000 

□期刊內跨頁廣告 

□單期(□3 月□6月□9月□12 月) NT$45,000 NT$50,000 
□半年(二期) (□3 月□6月□9月□12月) NT$81,000 NT$90,000 
□全年度(四期) NT$144,000 NT$160,000 
□一年半(六期) NT$224,100 NT$249,000 
□兩年(八期) NT$288,000 NT$320,000 

追加優惠方案：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門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訂購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 □小姐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機 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箱(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收據地址： 
您希望廣告傳遞的服務產業別是： 

□01.半導體 □02.零組件 □03.產業機械 

□04.模具類 □05.工具機類 □06.自行車 
□07.食品加工 □08.五金 □09.電子產業 
□10.手工具 □11.機械加工 □12.醫療產業 
□13.運輸物流 □14.學校 □15.公協會 
□16.研發單位 □17.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1) 慶祝期刊改版發行，凡於2016年12月31日前訂購廣告者，將可享7折優惠。

(2) 凡已訂購TAIROA官網廣告版位者，購買期刊廣告，可再享95折優惠。

(3) 本期刊將於協會官網，以電子書形式同步刊登。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訂閱服務

訂閱戶基本資料表(支票、電閱訂閱填寫)

填寫後請放大傳真 04-2358 1566 或 email 至 lilian@tairoa.org.tw  

訂閱【智慧自動化產業】電子期刊                            □一年價格新台幣 500 元 
收件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 □小姐 
收書信箱(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收據地址： 
連絡電話(日) ： 
手機： 
傳真： 
您服務產業別是： 

□01.半導體 □02.零組件 □03.產業機械 

□04.模具類 □05.工具機類 □06.自行車 
□07.食品加工 □08.五金 □09.電子產業 
□10.手工具 □11.機械加工 □12.醫療產業 
□13.運輸物流 □14.學校 □15.公協會 
□16.研發單位 □17.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為使產業交流更多元與不設限，智慧自動化產

業期刊自105年3月改由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

會發行，這是一本專屬服務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領

域的出版品，內容涵蓋產品技術發展、市場趨勢、

展覽推廣、國際商情、創新拓銷、學術研究計畫推

廣…等內容。

刊    期：全年4期

發行時段：3、6、9、12月

發行區域：臺灣、大陸

印刷量：1,000-3,000(視活動與展會量而有所調整)

發行對象：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各產業機械加工

與製造業等跨產業之經營者、高階主

管、採購及行銷人員。

報導內容：包含智動化及機器人產業最新訊息與技

術發展、產學合作、市場策略與應用、

焦點展會觀察與最新相關統計資料等。

訂閱聯繫：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林怡伶小姐 

電話：(04)23581866 

傳真：(04)23581566  

Email：lilian@tairoa.org.tw

付款資訊

銀行：玉山銀行 大墩分行

帳號：0288 940 027199

戶名：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備註：匯款後，敬請提供憑證供會計查核。

廣告訂購提醒：期刊發行單位保有廣告刊登日期協

調與是否受理刊登購買之權利。



刊 名：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國際標準期刊號 ISSN 2227-3050

出刊者：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地则址：40850台中市南屯區工業27路17號3樓
電刚話：+886-4-2358-1866
傳则真：+886-4-2358-1566

創刊日期：中華民國101年6月
發刊時程：每季一期

本期出版日期：民國106年6月號
本刊電子版載於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網站,網址為

http://www.tairoa.org.tw

發行期數：期刊，全彩印刷

發行數量：3,000本/期

發行區域：國內及國外重要機器人與智動化展覽

發行對象：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全體會員、工具機暨零組件業、

物流傳動業、汽機車與自行車業、食品製造廠、紡織、電機電

子業、五金業等設備或零組件製造商、研發單位及學術機構等，

發行對象遍及產業供需體系，國內外展覽會。

編輯單位：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Taiwan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Association

地��址：40850台中市南屯區工業27路17號後棟3樓(工業區環保中心)
No.17, 27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850, Taiwan

    10059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50號200B室
Rm. 200B, No. 50, Sec. 1, Xinsheng S. Rd., Taipei 10059, Taiwan

聯絡專線：(04)2358-1866、(02)2393-1413 
傳��真：(04)2358-1566、(02)2393-1405  
電子郵件：service@tairoa.org.tw
網��址：www.tairoa.org.tw
美術編輯：多芳資訊

投稿說明：(一)歡迎各界提供智慧製造/機器人相關產業趨勢及技術文章，

來稿採用匿名審查制度，由本出版單位編輯部與相關學者

專家審核之。

(二)凡接受刊登之文章，本出版單位得視編輯之需要，決定刊

登的版面配置與形式。

版權所有：非經同意請勿轉載。本刊內文文責由作者自負，文章著作權由

本刊享有，欲利用本刊內容者，須徵求台灣智動協會同意或書

面授權。

聯絡專線：(04)2358-1866

C

M

Y

CM

MY

CY

CMY

K

21版權頁.pdf   1   2017/6/23   上午 11: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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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零

陸

年

六

月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出版

台
灣
智
慧
自
動
化
與
機
器
人
協
會  

出
版

NO.2017年06月號 21

工業物聯網技術整合大躍進 虛擬工廠不再是夢

2017 Automate 美國製造及工業自動化發展趨勢

鴻海集團智慧自動化解析

次世代高彈性精密運載系統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