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機械

智慧機械

陳小姐

40852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路26號4樓

C

M

Y

CM

MY

CY

CMY

K

機器人協會期刊廣告-0.pdf   1   2018/12/5   下午 01:25:25

海 外 廠

新加坡
www.hiwin.sg

韓國
www.hiwin.kr

中國
www.hiwin.cn

義大利
www.hiwin.it

以色列
www.mega-fabs.com

瑞士
www.hiwin.ch

美國
www.hiwin.com

捷克
www.hiwin.cz

日本
www.hiwin.co.jp

德國
www.hiwin.de

大銀微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HIWIN  MIKROSYSTEM CORP.
www.hiwinmikro.tw

全球營運總部 關係企業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IWIN TECHNOLOGIES CORP.
www.hiwin.tw

● 3.2kHz的速度響應

● 免調適功能

● 先進的自動調適功能

● 速度漣波補償

● 獨特的龍門控制功能

● 工業通訊的連結

● 支援多種馬達

● 內建安全機能(STO)
● 應用於面板產業、半導體產業、

 自動化產業、雷射切割產業、

 PCB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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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景氣指標

景氣概況本次發布日期為 7月 25日；

臺灣採購經理人指數本次發布日期為

8月 1日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經濟研究院

資料整理：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由於主要國家貿易紛爭尚未完全停歇，全球

經濟需求轉弱，市場預期 美歐貨幣政策將進一

步寬鬆。在國內方面，受惠於轉單效益、供應

鏈 生產基地轉移與半導體庫存調整接近尾聲，

使得 6 月製造業相關數據 表現改善，然美中

貿易協商進度與日韓貿易戰後續發展不確定性

等，使得製造業廠商對未來半年景氣看法雖較

上月樂觀，但仍以看法持平者居多；服務業方

面受到股市成交量大減，加以保費收入與投資

分別 因調降宣告利率及新台幣升值影響業者營

收表現，使得金融相關業者 對當月景氣看法偏

向保守；營建業方面，雖然廠辦與商辦在整地

與其 他工程的投入較為順遂、時序進入下半年

公共工程趕工潮，有利於營 造業景氣略顯好轉，

然受到經濟表現參雜不確定因素與國內選舉紛

擾，致使購屋氛圍轉趨觀望，造成營造業廠商

與不動產業廠商對於景氣看 法出現分歧。據台

灣經濟研究院調查結果，經過模型試算後，製

造業與服務業營 業氣候測驗點同步下滑，營建
業則為連續第二個月的上揚態勢。在 2019 年總
體經濟預測方面，台經院預測 2019 年國內實質 
GDP 成長 率為 2.12%，與 4 月預測相同維持
不變。

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於本月，再
次對美國在 2019 年第一季經濟數值進行季節性
修正，修正後之第一季的民間投資成長年 增率
為 5.9%，上修幅度達 0.4 個百分點，顯示美國
投資動能較 6 月的估計值更為強勁，此外民間
消費成長率則大致與前次估計持平。在外 需市
場表現方面，修正後之美國第一季的商品與勞

務出口與進口成長 年增率，則分別為 2.8%與 
2.1%，分別較 6 月估計值上修 0.2 與 0.1 個 百
分點。美國第一季經濟成長年增率維持與前次

估計值一致的 3.2%，仍屬 2015 年下半年以來
的新高。

有關美國就業市場表現方面，根據美國勞

動統計局發佈的 2019 2 年 6 月美國失業率為 
3.7%，較 5 月失業率上揚 0.1 個百分點，然而
新 增非農就業人口為 22.4 萬，優於市場預期。
通貨膨脹率方面，美國 2019 年 6 月消費者物
價指數（CPI）年增率為 1.6%，較 5 月數值下
滑 0.2 個百分點。美國通膨雖然持續兩個月降
溫，但市場預期聯準會（Fed） 可能降息，因
此 7 月底的貨幣政策會議相當受到矚目。 至於

美國經濟近期的景氣展望方面，參考美國供應

管理研究所 （Institute of Supply Management, 
ISM）公佈美國的 2019 年 6 月製造 業採購經
理人指數（PMI）為 51.7 點，較前一個月下滑 
0.4 點。另外 ISM 公佈的 2019 年 6 月非製造
業採購經理人指數（NMI）為 55.1 點， 較前一
個月指數下滑 1.8 點。美國 PMI 與 NMI 數值雙
雙下滑，然皆 處於 50 臨界點以上，顯示近期
經濟仍可維持在擴張階段，只是力道 轉弱。

依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 2019 年上半年 
GDP 年增率為 6.3%， 第一、二季分別成長 
6.4%及 6.2%；6 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年 增率為 6.3%，較 5 月增加 1.3 個百分點，
其中採礦業年增率達 7.3%， 製造業及電力、熱
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分別成長 6.2%及 
6.6%。 在消費方面，2019 年 6 月社會消費品
零售總額達 3 兆 3,878 億人民 幣，較 2018 年
同期成長 9.8%，其中餐飲收入及商品零售年增
率分別 為 9.5%及 9.9%，累計上半年社會消費
品零售總額較去年同期成 8.4%。 在投資方面，
2019 年 1-6 月固定資產投資 (不含農戶 )年增率 
5.8%，較 1-5 月增加 0.2 個百分點，其中民間固
定資產投資年增率 5.7%，較 1- 5 月增加 0.4 個
百分點。另海關總署公布 2019 年 6 月貿易額達 
3,747.0 億美元，較 2018年同期減少 4.0%，其
中進出口分別衰退 7.3%及 1.3%。 上半年貿易
額達 2 兆 1,611.5 億美元，衰退 2.0%，前三大
出口地區為 歐盟 (17.3%)、美國 (17.0%)及東協
(14.0%)，出口合計占比達 48.4%。 

在生產與商業活動方面，6 月中國製造業 
PMI 分項指標僅原材料 庫存指數較 5 月回升
外，其餘指標皆呈現下滑，PMI 指標同樣維持
在 5 月的 49.4%水準，若再從企業規模看，大
型企業 PMI 為 49.3%，較 5 月減少 0.4 個百分
點，中、小型企業 PMI 為 49.1%及 48.3%，
皆較 5 月回升 0.3 及 0.5 個百分點；非製造業
活動方面，雖新訂單及業務 活動預期較 5 月

佳，其餘包括投入價格、從業人數等所有指標

皆表現 低於 5 月，致整體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
數來到 54.2%，較 5 月減少 0.1 個百分點，顯
示製造業及非製造的 PMI 分處於榮枯線下及上
方，呈 現分歧走勢。而 IHS Markit 7 月份最
新預測，較 6 月份預測減少 0.01 個百分點，
2019 年經濟成長率為 6.23%的水準。

國內對外貿易方面，受到資通訊產能回流持

續發酵，積體電路 出口轉好，6 月我國對外出
口年增率由上月 -4.81%上升至 0.51%，終 止
連續七個月負成長態勢。主要貨品中，受惠於

雲端伺服器及電腦零 組件國內產能提高，致資
通訊與視聽產品出口年增率續呈雙位數成長； 
進口方面，受惠於半導體製程精進、科技大廠

加碼投資、台商回流投 資等因素帶動，資本設
備進口年增率大幅上揚，加上積體電路、手機 
及小客車需求增加，拉抬消費品進口年增率由

負轉正，農工原料進口 減幅縮小，整體 6 月進
口金額較 2018 年同期增加 6.57%。總計 2019 
年上半年出口較 2018 年減少 3.39%，上半年
進口增加 0.06%，累計出 超為 199.36 億美元，
較 2018 年同期減少 22.02%。

由國發會公布 108年 6月景氣概況來看，景
氣領先指標連續 6個月上升，同時指標結束 16
個月下滑，首次轉為微幅增加，景氣持續走緩，

須密切關注後續變化。

一、景氣對策信號

108年 6月景氣對策信號綜合判斷分數為 21
分，較上月上修值增加 3分，燈號續呈黃藍燈；
景氣以下為個別構成項目說明：

●貨幣總計數M1B變動率：由 7.1%增為 7.6%，
續呈綠燈。

●貨幣總計數 M1B變動率：由上月 7.2%增為
7.3%，燈號續呈綠燈。

市場焦點  Market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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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價指數變動率：由上月 -2.2%減為 -3.3%，
燈號續呈黃藍燈。

●工業生產指數變動率：由上月 -1.9% 增為
0.8%，燈號續呈黃藍燈。

●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變動率：由上月 0.63%
增為 0.65%，燈號續呈黃藍燈。

●海關出口值變動率：由上月 2.2%增為 5.2%，
燈號轉呈綠燈。

●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變動率：由上月 4.7%
增為 20.1%，燈號轉呈紅燈。

●製造業銷售量指數變動率：由上月 -7.6%增
為 -5.8%，燈號續呈藍燈。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變動率：由上

月 -4.1%增為 -1.8%，燈號續呈藍燈。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由上月 94.6點減為
93.0點，燈號續呈黃藍燈。

綜
合
判
斷
分
數

綜合判斷說明： 紅燈（45-38） 藍燈（16-9）綠燈（31-23）黃紅燈（37-32） 黃綠燈（22-17）

Total S
cores

圖 1、近一年景氣對策信號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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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圖 2、 一年來景氣對策信號

註：1.各構成項目除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之單位為點（基期為 95年）外，其餘均為年變動率；除股價指數外均經季節調整。
2. r為修正值。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表 1 、景氣領先指標

二、景氣指標

▲
 領先指標 領先指標不含趨勢指數為 102.42，較上月上升 0.33%。

項 目
107年
(2018) 108年 (2019)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不含趨勢指數 99.82 100.11 100.64 101.21 101.70 102.08 102.42

　較上月變動 (%) -0.05 0.26 0.52 0.57 0.48 0.38 0.33

構成項目 1

外銷訂單動向指數 2 99.00 99.18 99.44 99.69 99.87 100.00 100.11

實質貨幣總計數 M1B 99.99 100.01 100.11 100.21 100.32 100.42 100.52

股價指數 99.52 99.54 99.59 99.67 99.77 99.85 99.92

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淨進入率 3 100.04 100.02 100.01 100.01 100.01 100.00 99.99

建築物開工樓地板面積 4 100.20 100.13 100.14 100.15 100.15 100.16 100.18

實質半導體設備進口值 99.91 100.02 100.26 100.50 100.69 100.80 100.87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 98.71 98.89 99.16 99.48 99.77 100.02 1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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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銷訂單動向指數採用以家數計算之動向指數。
       3.淨進入率＝進入率—退出率。
       4.建築物開工樓地板面積僅包含住宿類（住宅）、商業類、辦公服務類、工業倉儲類 4項統計資料。

7 個構成項目經去除長期趨勢後，6 項較上

月上升，包括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外銷訂

單動向指數、實質貨幣總計數 M1B、股價指

數、實質半導體設備進口值、建築物開工樓地

板面積；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淨進入率則較

上月下滑。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圖 3 、領先指標不含趨勢指數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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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註：陰影區表景氣循環收縮期，以下圖同。

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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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指標   同時指標不含趨勢指數為 98.27，較 6月上升 0.01%。

表 2、景氣同時指標

7 個構成項目經去除長期趨勢後，2 項較 6

月上升，包括：實質海關出口值、工業生產指

數；其餘 5項則較 6月下滑，分別為：電力（企

業）總用電量、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

實質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製造業銷售量指

數，以及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項 目
107年
(2018) 108年 (2019)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不含趨勢指數 99.72 99.08 98.40 97.77 97.16 98.26 98.27 

　較上月變動 (%) -0.58 -0.64 -0.69 -0.64 -0.62 -0.07 0.01 

構成項目

工業生產指數 99.93 99.51 99.08 98.68 98.34 99.07 99.12 

電力 (企業 )總用電量 99.47 99.43 99.41 99.36 99.28 99.22 99.11 

製造業銷售量指數 99.51 99.10 98.67 98.25 97.85 98.64 98.61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 99.64 99.31 98.96 98.71 98.53 98.90 98.82 

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 99.96 99.94 99.93 99.90 99.88 99.88 99.86 

實質海關出口值 99.98 99.87 99.71 99.56 99.35 99.97 100.24 

實質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 99.96 99.95 99.92 99.91 99.86 99.72 99.66 

▲
 落後指標   落後指標不含趨勢指數為 97.96，較 6月下滑 1.23%。

5 個構成項目經去除長期趨勢後，2 項較上

月上升，包括全體金融機構放款與投資，以及

金融業隔夜拆款利率；其餘 3項則較上月下滑，

分別為：製造業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製造

業存貨價值、失業率。

表 3、景氣落後指標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項 目
107年
(2018) 108年 (2019)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不含趨勢指數 102.52 102.51 101.99 101.12 100.10 99.18 97.96 

　較上月變動 (%) 0.51 -0.01 -0.51 -0.85 -1.01 -1.16 -1.23 

構成項目

失業率 1 99.97 99.93 99.89 99.84 99.79 99.78 99.72 

製造業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 101.55 101.69 101.31 100.57 99.66 98.93 97.86 

金融業隔夜拆款利率 100.04 100.04 100.05 100.05 100.06 100.06 100.07 

全體金融機構放款與投資 100.29 100.41 100.54 100.66 100.77 100.56 100.58 

製造業存貨價值 100.75 100.52 100.27 100.04 99.82 99.81 99.64 

註：失業率取倒數計算。

圖 5、落後指標不含趨勢指數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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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圖 4、同時指標不含趨勢指數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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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

2019 年 7 月季節調整後之臺灣製造業採

購經理人指數（PMI）已連續 3 個月呈現緊

縮，且 7 月指數再微幅下跌 0.1 個百分點至

48.0%。

五項組成指標中，新增訂單與存貨持續緊

縮，生產數量與人力僱用轉為擴張，供應商交

貨時間持續下降（低於 50.0%）

新增訂單指數已連續 3 個月呈現緊縮，

且緊縮速度加快，指數回跌 0.5 個百分點至

48.2%。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之新增訂單指數

中斷連續 5個月的擴張，指數續跌 5.2個百分

點至 46.3%。基礎原物料產業與電力暨機械設

備產業之新增訂單已連續 3個月呈現緊縮，且

緊縮速度加快，二指數各回跌 4.3 與 4.5 個百

分點至 37.0% 與 38.4%。交通工具產業已連

續 3個月回報新增訂單較前月緊縮，惟指數自

2018 年 12 月以來最快緊縮速度（40.5%）回

升 7.0個百分點至 47.5%。電子暨光學產業與

食品暨紡織產業之新增訂單指數皆已連續 5個

月呈現擴張，且本月指數分別攀升 0.6 與 3.7

個百分點至 54.5%與 66.7%。

原物料價格指數已連續 3個月回報下降（低

於 50.0%），惟本月指數躍升 8.3 個百分點

至 49.0%。電子暨光學產業與電力暨機械設

備產業分別連續 4 與 3 個月回報原物料價格

為下降，惟本月指數各回升 5.3 與 6.0 個百分

點至 45.5% 與 46.5%。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

已連續 3個月回報原物料價格較前月下降，且

指數續跌 3.4 個百分點至 37.5%，為 2016 年

2月以來最快下降速度。基礎原物料產業之原

物料價格指數中斷連續 2個月的下降轉為上升

（高於 50.0%），指數躍升 28.3 個百分點至

59.8%。交通工具產業之原物料價格中斷連續

33個月的上升轉為下降，指數續跌 4.9個百分

點至 47.5%，為 2016 年 4 月以來最快下降速

度。食品暨紡織產業之原物料價格指數已連續

39個月呈現上升，且本月指數續揚 0.7個百分

點來到 60.0%。

圖 7、產業別 PMI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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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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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19年 7月臺灣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四、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 (NMI)

7月 NMI在連續 2個月擴張速度趨緩後指數
回升 2.9個百分點至 54.9%。 

八大產業 NMI全數呈現擴張，依擴張速度排

序為運輸倉儲業、零售業、教育暨專業科學業、

住宿餐飲業、批發業、資訊暨通訊傳播業、金

融保險業與營造暨不動產業。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單位：%

2019
7月

2019
6月

百分點
變化

方向 速度 趨勢 
連續月份

化學暨
生技醫療

電子
暨光學

食品
暨紡織

基礎
原物料

交通工具 電力暨
機械設備

臺灣製造業 PMI 48.0 48.1 -0.1 緊縮 加快 3 47.3 51.6 59.7 40.4 49.5 43.3
新增訂單數量 48.2 48.7 -0.5 緊縮 加快 3 46.3 54.5 66.7 37.0 47.5 38.4
生產數量 50.3 49.7 +0.6 緊縮 前月為緊縮 1 42.5 57.3 68.3 38.0 52.5 43.0
人力僱用數量 50.1 48.7 +1.4 緊縮 前月為緊縮 1 48.8 55.5 58.3 45.7 45.0 41.9
供應商交貨時間 45.8 47.9 -2.1 下降 加快 3 51.3 45.5 53.3 41.3 52.5 41.9
現有原物料存貨水準 45.8 45.5 -2.1 緊縮 趨緩 3 47.5 45.5 51.7 4.02 50.0 51.2
客戶存貨 44.6 46.1 -1.5 過低 加快 8 42.5 42.7 53.3 44.6 52.5 44.2
原物料價格 49.0 40.7 +8.3 下降 趨緩 3 37.5 45.5 60.0 59.8 47.5 46.5
未完成訂單 44.8 47.8 -3.0 緊縮 加快 4 43.8 47.7 58.3 39.1 32.5 37.2
新增出口訂單 46.8 48.1 -1.3 緊縮 加快 3 45.0 51.8 51.7 41.3 37.5 34.9
進口原物料數量 47.5 45.7 +1.8 緊縮 趨緩 3 53.8 48.2 61.7 43.5 45.0 36.0
未來六個月的景氣狀況 49.3 42.9 +6.4 緊縮 趨緩 3 51.3 51.4 61.7 46.7 42.5 34.9
生產用物資（平均天數） 36 34 - - - - 41 33 47 42 24 28

維修與作業秏材（平均天數） 31 28 - - - - 39 30 36 34 25 24

資本支出（平均天數） 66 62 - - - - 70 64 71 63 66 70

產 業 別

圖 8、臺灣非製造業 NMI時間序列走勢圖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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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臺灣製造業 PMI時間序列走勢圖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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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019年 7月臺灣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全體製造業經季調後之「新增訂單指數」僅維

持 1個月的擴張，本月指數隨即回跌 3.4個百分

點至 47.5%。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之新增訂單數

量指數中斷連續 2個月的擴張，指數驟跌 24.3

個百分點至 38.5%，為 2012年 7月以來最大跌

幅。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與電子暨光學產業之新

增訂單指數已分別連續 4與 3個月呈現擴張，惟

擴張速度皆大幅趨緩，指數各下跌 9.2個與 8.4

個百分點至 56.3%與 56.9%。基礎原物料產業

與交通工具產業皆轉為回報新增訂單數量為緊

縮，指數各下跌 9.1與 4.4個百分點至 40.9%與

47.8%。六大產業中，僅食品暨紡織產業之新增

訂單數量呈現擴張速度加快走勢，且本月指數躍

升 16.7個百分點至 68.3%。

　　其次，全體製造業自 2019年 2月以來首

次回報原物料價格較前月下降（低於 50.0%），

「原物料價格指數」續跌 7.0 個百分點至

43.7%。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45.0%）、基礎

原物料產業（36.4%）與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

（44.8%）皆轉為回報原物料價格為下降，指數

下跌幅度分別達 16.9、15.9與 6.3個百分點。

電子暨光學產業之原物料價格指數已連續 2個

月呈現下降，且本月指數續跌 2.4個百分點至

42.1%。食品暨紡織產業與交通工具產業雖持續

回報原物料價格為上升（高於 50.0%），惟上

升速度皆趨緩，指數分別回跌 6.2與 2.1個百分

點至 58.3%與 60.9%。進口原物料數量指數中

斷連續 2個月的擴張，指數大跌 5.4個百分點至

48.4%。電子暨光學產業與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

在 4月一度回報進口原物料數量為擴張，惟本月

圖 9、產業別 NMI示意圖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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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2019 
5月

2019 
4月

百分點
變化

方向 速度
趨勢 
連續月份

住宿
餐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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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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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NMI 54.9 52.0 +2.9 擴張 加快 5 55.0 51.3 56.5 52.5 53.1 58.2 60.9 54.4
商業活動／生產 56.1 53.0 +3.1 擴張 加快 5 55.0 46.6 56.5 57.4 56.3 66.7 67.4 54.3
新增訂單 54.7 51.5 +3.2 擴張 加快 5 55.0 44.8 59.7 51.9 46.9 63.6 63.0 58.0
人力僱用 56.6 53.8 +2.8 擴張 加快 29 60.0 62.1 56.5 53.7 56.3 47.6 58.7 54.3
供應商交貨時間 52.2 49.8 +2.4 上升 前月為下降 1 50.0 51.7 53.2 47.2 53.1 54.8 54.3 51.1
存貨 51.4 49.8 +1.6 擴張 前月為緊縮 1 45.0 51.7 51.6 54.6 43.8 52.4 58.7 51.1
原物料價格 59.3 56.3 +3.0 上升 加快 43 75.0 65.5 61.3 49.1 53.1 52.4 63.0 54.3
未完成訂單 47.3 47.5 -0.2 緊縮 加快 3 35.0 46.6 51.6 55.6 53.1 47.6 56.5 37.0
服務輸出／出口 38.6 47.5 -8.9 緊縮 加快 4 0.0 41.7 40.0 46.7 38.9 37.5 59.1 39.1
服務輸入／進口 50.4 48.4 +2.0 擴張 前月為緊縮 1 45.0 44.1 38.5 57.7 50.0 50.0 62.5 45.6
服務收費價格 53.1 50.9 +2.2 上升 加快 7 55.0 58.6 48.1 47.2 50.0 45.2 58.7 50.0
存貨觀感 52.9 53.4 -0.5 過高 趨緩 60 55.0 48.4 48.4 50.9 43.8 61.9 54.3 56.5
未來六個月的景氣狀況 51.0 47.6 +3.4 擴張 前月為緊縮 1 50.0 56.9 54.8 46.3 50.0 66.7 52.2 44.6

產 業 別

五、未來半年個別產業景氣預測

指數分別驟跌 5.1與 15.7個百分點至 49.1%與

37.5%，為本月全體製造業之進口原物料指數轉

為緊縮的主因之一。基礎原物料產業之進口原物

料指數已連續 2個月呈現緊縮，且緊縮速度加

快，本月指數續跌 6.8個百分點至 39.8%。化學

暨生技醫療產業與交通工具產業已連續 4與 2個

月回報進口原物料數量為擴張，惟本月指數各下

跌 5.6與 6.6個百分點至 57.5%與 54.3%。六大

產業中，僅食品暨紡織產業之進口原物料數量指

數呈現擴張速度加快走勢，且指數躍升 10.2個

百分點至 65.0%。

全體製造業之「未來六個月展望指數」僅維持

2個月的擴張，本月驟跌 7.2個百分點轉為緊縮，

指數為 48.5%，交通工具產業與電力暨機械設

備產業皆轉為回報未來六個月展望指數為緊縮，

指數分別下跌 4.4與 13.6個百分點至 47.8%與

37.5%。基礎原物料產業之未來六個月展望指數

已連續 11個月呈現緊縮，且指數續跌 5.7個百

分點至 38.6%。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之未來六個

月展望指數僅維持 1個月的擴張，本月隨即大跌

7.1個百分點至持平（50.0%）。電子暨光學產

業之未來六個月展望指數雖已連續 3個月呈現擴

張，惟擴張速度趨緩，本月指數亦大跌 9.5個百

分點至 52.8%。食品暨紡織產業之未來六個月展

望指數則由持平（50.0%）回升 8.3個百分點至

58.3%。

未來半年景氣看好 未來半年景氣持平 未來半年景氣看壞

55.8

51.3

 (以 6月為預測基準月 )

運輸工具業

資料儲存
及處理設備

鋼鐵基本工業

機械設備
製造修配業

汽車製造業

電力機械
器材製造

總製造業

運輸倉儲業

通信機械器材

紡織、紡紗業

塑、橡膠
原料及製品

汽車(零件)
製造業

電子零組件業

機車(零件)
製造業

產業機械業

自行車(零件)
製造業

精密器械

電子機械

電線電纜

電力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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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and Industry 4.0 represent a 
tremendous opportunity for Taiw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s the core of 

the next wave of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I 

will be applied to all kinds of technologies. 

AI will revolutionize our daily life, e.g., cars 

can drive by themselves, TVs will populate 

the exact programs we want, mortgages can 

be issued in a second, medical diagnosis 

will be more precise, etc.  

A s  A I  w i l l  b r i n g  u n p r e c e d e n t e d 

convenience to our l i fe,  the automation 

brought by AI wil l  drastical ly reduce the 

lower-wage labor- intensive jobs.  Whi le 

many countries view AI as a threat, this 

will actually be a tremendous opportunity 

for Taiwan to regain its competit iveness 

i n  t h e  w o r l d  e c o n o m y.   H i s t o r i c a l l y, 

u n d e r d e v e l o p e d  c o u n t r i e s  h a v e  t h e 

advantage to rely on its lower-wage labor 

force to attract labor intensive manufacturing 

j o b s .   H o w e v e r ,  A I  a u t o m a t i o n  i n 

manufacturing will eliminate those jobs. In 

fact, China seems to be the last country that 

climbed out of an under-developed country 

through labor intensive manufacturing jobs.  

Martin Ford (Author of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Rise of the Robots: Technology 

and the threat of jobless future) summarized 

it well: “In Indonesia, factories that used 

to make textiles are losing out to ones in 

Germany where fewer people with the aid of 

technology can do the same work. Imagine 

that you can be measured for a shoe and 

a local factory can manufacture a shoe to 

an exact fit – and it’s close to your home. 

That will move production closer to markets 

and having lower wages will become less 

of an advantag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t’s also hard for them to transition to a 

service economy because they’re not rich 

enough to afford that. Historically, countries 

become rich through manufacturing. China 

might be the last country to experience 

th is  because that  path to  prosper i ty  is 

vanishing. Countries like Mexico and Brazil 

are exper ienc ing what  economists  ca l l 

premature de- indust r ia l izat ion,  namely 

factory jobs are disappearing before the 

country hits higher income levels.” 

A Survey of Global Patent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dustry 4.0

By Ude Lu (盧武德 ), Ph.D., Senior Associate at Cozen O’Connor

Th is  brought  me to  the po in t  that  AI 

empowered industrial automation (as known 

as Industry 4.0) is a tremendous opportunity 

for Taiwan. Over the past 20 years, the 

labor intensive industries of Taiwan moved 

to those countries with cheaper labors. AI 

empowered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will 

transform those traditionally labor intensive 

indus t r ies  and  make cheap labor  less 

attractive. Taiwan has solid foundation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loaded with 

talented work force.  I believe Taiwan is 

well-positioned to compete in the crucial 

race of Industry 4.0 as well as AI in general. 

Technical fields and applications 

Art i f ic ia l  in te l l igence is  a broad term 

generally describing a branch of computer 

science that uses data to train an algorithm 

to demonstrate human-l ike intel l igence. 

AI  is  composed wi th the fo l lowing core 

technical fields: machine learning, computer 

visi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speech 

process ing,  cont ro l  methods,  p lann ing 

a n d  s c h e d u l i n g ,  r o b o t i c s ,  k n o w l e d g e 

representation and reasoning, predictive 

analytics, and distributed AI. 

The above mentioned technical f ields 

o f  A I  can  be  app l i ed  t o  t he  f o l l ow ing 

applications: banking and finance, business, 

document management and publ ishing, 

i ndus t r y  and  manu fac tu r i ng ,  secu r i t y, 

telecommunication, transportation, life and 

medical sciences. 

Banking and finance: machine learning 

can be deeply integrated into approval 

of loans, management of assets and the 

assessment of r isks. Automated trading 

system involves the use of  complex AI 

algorithms to make fast trading decisions. 

AI can also implement cybersecurity system 

that  learns and ident i f ies  new threats . 

More sophis t icated chatbots and voice 

assistances can replace a major portion 

of work force in customer services. It is 

also perceived that AI in combin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can bring a smarter, 

faster, and more secure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Business: AI technologies can be applied 

to  ta rge ted  marke t ing  and  adver t i s ing 

wi th personal ized product suggest ions. 

Marketing companies rely on AI algorithms 

to analyze real-time trend to maximize its 

marketing impact. 

Document management and publishing: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AI has been 

cont inuously  improv ing automat ic  data 

extraction, structuring and conversion of 

documents (including automatic translation). 

S i g n i f i c a n t  p o r t i o n  o f  n e w s  a r e  n o w 

generated by AI  a lgor i thms.   Improved 

document clustering and advanced data 

analytics are expected to better exploit the 

huge volume of documents that exist. For 

example,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may be 

well managed by AI to continuously monitor 

d rug  qua l i t y,  pa t ien t  response,  doc t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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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cription behavior, insurance fraud, etc.  

AI-powered document management systems 

could also enhance security and protect 

customer data.

I n d u s t r y  a n d  m a n u f a c t u r i n g :  A I  i s 

destined to have major impact on industry 

and manufacturing. Predictive maintenance 

i s  e x p e c t e d  t o  l i m i t  c o s t s  r e l a t e d  t o 

unp lanned downt ime and ma l func t ion . 

Historically, robotic machines have already 

ach ieved  mass  p roduc t i on  i n  va r i ous 

industries: e.g., food, agriculture, and textile 

industries. With the empowerment of AI and 

internet-of-things, unprecedented product 

customization is to be implemented.  AI 

a lgor i thms should also help companies 

to cope with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products, engineering processes and quality 

regulations. Improved robots are expected 

to handle more cognitive tasks and make 

autonomous decisions. Generative design 

sys tems are  ab le  to  qu ick ly  genera te , 

explore and optimize design alternatives 

f rom a  se t  o f  h igh- leve l  des ign  goa ls . 

Continuous monitoring of the market by 

AI tools could help proactively to optimize 

staffing, inventory, energy consumption and 

the supply of raw materials.  

Telecommunications: AI is expected to 

dr ive new opportuni t ies in te lecoms by 

helping to improve network performance, 

thanks to anomaly detection and prediction 

o f  se r v i ce  deg rada t i ons ,  and  a l so  by 

optimizing customer services.

Transportation: AI in combination with 

internet-of-things is radically revolutionize 

the transportat ion industry.  I t  is widely 

predicted that autonomous vehicles wi l l 

save costs, lower emissions and enhance 

road safety, and that AI will improve traffic 

management by reducing traffic jams and 

make possible crewless cargo ships and 

fully automated package delivery.

Li fe and medical sciences: Automatic 

diagnostic systems are a very promising 

a p p l i c a t i o n  o f  n e w  m a c h i n e  l e a r n i n g 

techniques. Recent resul ts have shown 

that it is possible to surpass human expert 

accuracy for several narrow tasks, such as 

identifying tumors in certain medical images 

(e.g., X-ary, MRI, CT scan), detection of 

melanoma, detect ion of atherosclerosis 

in arteries. Drug personalization is also 

f r e q u e n t l y  c i t e d  a s  a  k e y  m a r k e r  o f 

progress driven by AI. The availability of 

large amounts of clinical data mean AI is 

predicted to improve drug discovery and 

reduce development costs by helping select 

the most promising hypotheses and focus 

on more targeted research.

a. Major Applicants

FIG. 1 below shows the top 30 patent 

app l i can t s  o f  A I  by  number  o f  pa ten t 

families.  It is notable that 26 out of 30 of 

the top applicants are private companies 

primari ly from US, China, Germany, and 

Japan. The fact of private companies being 

the lead ing appl icants  means ar t i f ic ia l 

intell igence already passed the stage of 

academic researc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t a stage of commercial harvest. 

b. Major Country of Origin

FIG. 2 below shows the number of first 

filings by patent office. This figure shows 

the major countries that originates the AI 

patents. As expected, China and US are the 

two major power house for AI. Japan ranks 

the third; Korea, fourth; and Germany, fifth. 

China and US combined files over 60% of AI 

patents in the world. With the five countries 

(US ,  Ch ina ,  Japan ,  Ge rmany,  Ko rea ) 

combined, it accounts for over 90% of the AI 

patents filed.  

c .  M a j o r  C o u n t r y  o f  O r i g i n  b y  A I 

Application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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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shows  the  number  o f  pa ten t 

families by patent office for AI application 

fields.  In all areas, China and US are the 

two leading countries. Japan is ranked the 

third in all areas.  The fourth and fifth are 

mostly either Korea or Germany.  

Analysis of patent applicant and 
classif ication of  Industrial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4.0)

a. Major applicants of industry 4.0 AI 

patents

FIG. 4 below shows the major applicants 

in industry 4.0 AI patents.  As shown in the 

figure, the top ten applicants are (in order): 

Samsung electronics, Rockwell Automation 

Technologies, Strong Force IOT Portfolio, 

Intertrust Tech, Google, Microsoft, Intralinks, 

Siemens, AT&T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Digital Lumens. 

b. Major IPC classification of industry 

4.0 patents 

FIG. 5 shows the top ten 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s (IPC) of the industry 

4.0 patents.  

As shown above,  G06F covers 8 out 

of  10 c lassi f icat ions;  G05B covers one 

c l a s s i f i c a t i o n ;  a n d  C 1 2 Q  c o v e r s  o n e 

classification. It is beneficial to understand 

the def in i t ions of  those c lassi f icat ions. 

G 0 6 F  i s  r e l a t e d  t o  “e l e c t r i c  d i g i t a l 

da ta  p rocess ing .”  G05B is  re la ted  to 

“control or regulating systems in general; 

f unc t i ona l  e lemen ts  to  such  sys tems ; 

monitoring or testing arrangement for such 

systems or elements.”  C12Q is related 

t o  “m e a s u r i n g  o r  t e s t i n g  p r o c e s s e s 

i n v o l v i n g  e n z y m e s ,  n u c l e i c  a c i d s  o r 

m ic roo rgan isms ;  compos i t i ons  o r  tes t 

papers thereof;  processes of  prepar ing 

such compositions; condition-responsive 

control in microbiological or enzymological 

p rocesses.”  The fo l lowings  are  a  l i s t 

o f  m o r e  s p e c i f i c  d e f i n i t i o n s  o f  e a c h 

classification: 

G 0 6 F 1 7 / 6 0  i s  r e l a t e d  t o  “ d i g i t a l 

computing or data processing equipment 

or methods, specially adapted for specific 

functions: computer-aided design (for the 

design of test circuits for static stores.” 

G 0 6 F 1 9 / 0 0  i s  r e l a t e d  t o  “ d i g i t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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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ing or data processing equipment 

or methods, specially adapted for specific 

applications related to gene, bioinformatics, 

system biology, genotyping, etc.” 

G05B13 /02  i s  re la ted  to  “adap t i ve 

control systems, i.e. systems automatically 

adjusting themselves to have a performance 

w h i c h  i s  o p t i m u m  a c c o r d i n g  t o  s o m e 

preassigned criterion; electric.”

G06F9/44 is related to “arrangements 

for programme control, e.g. control unit, 

a r r a n g e m e n t s  f o r  e x e c u t i n g  s p e c i f i c 

programs.”

G 0 6 F 1 7 / 3 0  i s  r e l a t e d  t o  “ d i g i t a l 

computing or data processing equipment 

or methods, specially adapted for specific 

functions, such as information retr ieval; 

database structures therefor.”

G06F17 /00  i s  r e l a t ed  t o  ““d ig i t a l 

computing or data processing equipment 

or methods, specially adapted for specific 

functions.”

G 0 6 F 1 5 / 1 6  i s  r e l a t e d  t o  “ d i g i t a l 

computers in  genera l ;  data processing 

equipment in  general .  Combinat ions of 

two or more digital computers each having 

at least an arithmetic unit, a programme 

unit and a register, e.g. for a simultaneous 

processing of several programmes.” 

C12Q1/68 is  re la ted  to  “measur ing 

or testing processes involving enzymes, 

n u c l e i c  a c i d s  o r  m i c r o o r g a n i s m s ; 

c o m p o s i t i o n s  o r  t e s t  p a p e r s  t h e r e o f ; 

processes of preparing such compositions; 

c o n d i t i o n - r e s p o n s i v e  c o n t r o l  i n 

microbiological or enzymological processes; 

involving nucleic acids.”

G06F9/46 is related to “arrangements 

for programme control, e.g. control unit. 

Multiprogramming arrangements.”

F06F7/00 is  re la ted to  “methods or 

a r rangemen ts  f o r  p rocess ing  da ta  by 

operating upon the order or content of the 

data handled.”

Establ ishing  an  A I  innovat ion 
ecosystems

a. Venture capitals specialized in AI 

innovations

Ar t i f i c i a l  i n t e l l i gence  t echno logy  i s 

the core technology in the 4th wav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If Taiwan 

wants to keep a role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AI presents the most 

important opportunity.  Having a healthy 

and vibrant venture capital ecosystem is 

crucial for developing AI technology. Kai-

Fu Lee, CEO of Sinovation Ventures, said 

“you need a strong venture capital (VC) 

ecosystem to drive the technologies to the 

r ight  appl icat ion areas and relent lessly 

focus on user needs and use that to push 

the scientists to improve the technologies. 

Aside from the U.S. and China there are 

no other countries with such an ecosystem. 

Israel to some extent has one, but I don’t 

think many countr ies are aware of that. 

Most countries are focused on technologies 

targeting their own industries and that is 

where they are going wrong.” 

b. Private companies are the major 

driving force in AI

As previously shown in FIG. 1, 26 out 

of 30 major applicants in AI technologies 

are pr ivate  companies.   In  genera l ,  AI 

technologies need big data to continuously 

opt imize i ts  a lgor i thm.  Deep learn ing, 

also known as “unsupervised learning,” 

i s  d i f fe ren t .   Deep  lea rn ing  can  lea rn 

from the data generated by itself. Thus, 

deep learning has the possibility to keep 

improving itself without human generated 

and/or labelled big data. Andrew Ng, CEO 

of Landing AI and Deeplearning.ai, said 

“e f fec t i ve  unsuperv i sed  lea rn ing”  – 

learning without labelled data – remains 

a holy grail of AI.”  Kai-Fu Lee, CEO of 

Sinovation Ventures, said “If the next deep 

learning is destined to be discovered in the 

corporate world, Google has the best shot 

at it. More precisely, its parent company, 

Alphabet, which owns DeepMind and its 

se l fd r i v i ng  subs id ia ry  Waymo,  s tands 

head and shoulders above the rest. It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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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f the earliest companies to see the 

potential in deep learning and has devoted 

more resources to harnessing it than any 

other company. In terms of funding, Google 

dwar fs  even i ts  own government :  U.S. 

federal  funding for  math and computer 

sc ience research amounts to less than 

half of Google’s own R&D budget. That 

spending spree has bought Alphabet an 

outsized share of the world’s brightest AI 

minds.” 

c .  Patents  system is  impor tant  in 

promoting innovation

Patent  is  one o f  the  best  index tha t 

r e p r e s e n t s  a  c o u n t r y ' s  r e s e a r c h  a n d 

development effort .  Taiwan government 

should use the patent system to encourage 

local AI innovations. 

China government sees AI as crucial to 

its nations development. Haifeng Wang, VP 

at Baidu, Head of AI technologies Platform 

Group and Baidu Research,  d iscussed 

China AI policy “AI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national strategic plan since 2016. The 

government has issued numerous policie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AI, covering 

capital ,  IP protect ion,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esides the emphasis on the theoretical 

s t ud ies ,  t hese  po l i c i es  a l so  l eve rage 

resourc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Al into the 

real economy.”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as 

shown in FIG. 1, three out of four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s of major AI applicants 

belong to China. 

Singapore government sees AI being a 

key technology in transforming its economy.  

Singapore launched on Apr i l  26,  2019, 

an  AI  fas t  t rack  examinat ion .  The key 

requirements to use this fast track is (1) the 

application is an AI invention and (2) the 

Singapore filing must be the first filing. 

d. Conclusion

It is important for Taiwan to establish a 

healthy AI promoting economy.  Research 

funding to AI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u n s u p e r v i s e d  m a c h i n e  l e a r n i n g ,  t h e 

ho ly  g ra i l  o f  A I .  H igh  tech  compan ies 

and government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establ ish AI-special ized venture capi tal 

e c o s y s t e m ,  p r o v i d i n g  s t a r t - u p s  t h e 

opportunity to bring their innovations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Lastly, high tech 

companies in Taiwan should research how 

AI will impact the industry it is operating in 

and pour research efforts to develop those 

AI technologies. 

If you have any comments or suggestions 

about this article, please contact Ude Lu at 

ulu@coz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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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第一場服務型機器人盛會「服務型機器人新視野 -情境主題區」，串聯上銀科技、佳世達科技、經緯航太、凌羣
電腦、慧誠智醫、福寶科技、精誠資訊、沛博科技及威聯通科技 9家業者多項嶄新服務型機器人和智慧設備與系統，
共同打造「智慧醫院」和「未來餐旅」兩大情境體驗區，提供大眾體驗人類與服務型機器人共同工作與生活的美好經驗，

絕對不能錯過。

◎專區地點：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攤位號 P727 (台北南港展覽館二館一樓 )
◎體驗梯次：

8/21-23七場，9:30、10:30、11:30、12:30、13:30、14:30、15:30
8/24六場，9:30、10:30、11:30、12:30、13:30、14:30

◎現場報名：每梯次前 10分鐘，在未預約額滿的情況下，開放現場補位，請先至 TAIROS之 P727攤位前方櫃檯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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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觀察  Market Outlook

2019年美國機器人
新創公司拜訪交流實錄

一、【機器人企業】Mass Robotics

1.成立年份：2017年。

2.員工人數：18人。

3. 營業額 / 資本額：截至 2018 年共募得

250萬美元。

4. 公司簡介：Mass Robotics 由工程師、

科學家及企業家共同創辦，共有 5位創辦人包

括 Tye Brady (Amazon Robotics 技術長 )、

Steve Paschall (Amazon Robotics 系統工

程 師 )、Fady Saad (MassRobotics 總 監 )、

Joyce Sidopoulos (麻州技術領袖會創新社群

經理 )及 Daniel Theobald (Vecna機器人共同

創辦人 )。專注於各領域對機器人需求的創新

中心，目標是為新創及機器人公司提供開發、

設計、測試、商品化流程、專家諮詢及工作空

間等服務，創造下一代機器人新創公司。

5. 主要產品 / 服務：Mass Robotics 提供

技術支持、研發設備和公共辦公空間，協助排

除創業障礙，並透過內部的 STEM 協作計劃

(Science科學、Technology科技、Engineering

工程及 Math 數學四大學科之間的跨領域協作

平台 )，及各項服務資源，實現機器人與自動

化系統的自由開發，協助新創公司跟各領域專

家交流。

文∣工研院 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 黃仲宏

2019年 6月在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的發起帶領下，台灣產學研一行人組團前往

美國華盛頓特區與波士頓拜訪包含 AI機器學習、機器人、新創孵化器及大學實驗室等單位，

藉由實地親訪，瞭解現今美國在智慧製造中的機器人技術與導入產業應用的人工智慧技術

發展形貌為何。

透過智動協會安排的美國機器人新創公司的參訪交流，輔助了我們對於產業前瞻技術以

及未來趨勢的觀測。本文將紀實此行參訪的機器人企業、AI企業、知名大學實驗室，並提

出心得及對台灣機器人的技術發展建議。

圖 1、創辨人之一的 Tye Brady為參訪團簡介 Mass Robotics
公司

圖 2、展示 ABB Yumi雙臂機器人搭載 Cognex視覺的協作
技術

圖 3、利用加拿大公司 Robotiq 製造的電動夾爪模擬人類
雙手

圖 4、Mass Robotics提供場地與實地測試資源，協助創業者
進行機器人新創公司誕生

圖 5、地圖建構技術讓 Fetch服務型機器人在一定的空間範圍內靈活行走，他們認為智慧物流關鍵是靈活且有眼睛的 A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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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國際地位 / 合作夥伴：Amazon robotics 

( 亞馬遜機器人 )、Vecna ( 物流機器人 )、

iRobot ( 自動吸塵器公司 )、Autodesk( 財富

雜誌評選前 100 強 3D 工程設計服務公司 )、

Panasonic、FedEx、SMC (總部在日本東京，

為世界最大的氣動元件製造商，在日本市佔率

超過 60%，與 AirTAC 品牌及德廠 FESTO 並

列世界三大品牌 ) 、MassTLC( 麻州技術領袖

會 Mass Technology Leadership Council)…

等機構。

二、【機器人企業】XYZ ROBOTICS

1.成立時間：2018年。

2.員工人數：12~50人。

3.公司簡介：提供智慧化揀貨，協助自動化倉

儲系統的新創企業。XYZ Robotics的揀選機器

人 (搭載 ABB的機械手臂 )憑藉 AI演算法、3D

視覺技術、機器人操控技術上的綜合優勢，標榜

其領先於同業的料框到料框的物料揀選功能。

圖 6、XYZ ROBOTICS公司的 CTO俞冠廷進行公司簡介 圖 7、XYZ ROBOTICS公司展示核心技術 -3D姿態估測
Random Bin Picking技術

圖 8、CTO俞冠廷說公司 RBP技術已獲得 800萬美元的創投資金

4. 技術運用：XYZ 揀貨站（XPS）是一種

機器人揀選解決方案，適用於倉庫貨物到人員

系統，揀選率為每小時 900-1200 SKU*(Stock 

Keeping Unit, 庫存量單位 )。此機器人工作站

效率可達 600 件 / 小時，可 24 小時工作，放

置準確率 100%，抓取成功率在 99%以上。機

器人有強化學習功能，每抓一次都會將經驗用

於調整深度學習模型以不斷提升抓取效果。*

傳統人工 (箱式貨架 )揀選率為每小時 50-100 

SKU。

5.國際地位：2015年至 2017年亞馬遜機器

人挑戰賽中排名前三。

三、【機器人企業】Vecna

1.成立時間：1998年。

2.員工人數：197人。

3.營業額 /資本額：2018年約 3,940萬美金。

4.公司簡介：由麻省理工學院的工程師組成，

不同領域之科學家和工程師組成的精英團隊，

致力於開發流程自動化技術，改變生產流程。

5. 主要產品 / 服務：Vecna 善用物聯網技

術，提供無人搬運車 (AGV) 予物流中心或製

造商，並確保運輸的準確性和安全性，可獨立

完成拖板的上貨和卸貨。結合高階自動導航載

具和工業物聯網 (IIoT)監控系統的公司，其開

發的系統為 Vecna Robotics’ Tote Retrieval 

System (TRS) ，這項獨家技術可傳輸即時資

料給專業工程支援團隊，趁停機發生前建議並

採取修正行動。

6.得獎紀錄：該公司產品 Vecna Robotics’ 

Tote Retr ieval System (TRS) 贏得 DHL & 

Dell Robotics Innovation Challenge 2017 冠

軍。

7. 國際技轉 / 合作：位於北卡羅萊納州

Fedex快遞配送中心，又大又重的物品無法放

置在輸送帶上，與 Vecna開發的機器人合作來

放置大型貨件。

圖 9、Vecna Robotics 公 司 的 VP-Business Development 
David Clear介紹其是一家擁有高階自動導航載具和工業物聯
網 (IIoT)監控系統的公司

圖 10、Vecna Robotics公司的自動導航載具採用德國 SICK
的 SLAM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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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AI企業】Neurala

1.成立年份：2006。

2.員工人數：40人以上。

3.資本額：截至 2018年已籌資 1600萬美元。

4. 公 司 簡 介：Neurala 是 一 家 以 深 度 學

習神經網路技術為核心的公司，由分別來自

NASA、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 (DARPA)及空軍

研究實驗室 (the Air Force Research Labs)的

3 位創辦人，於咖啡廳激盪出的新創企業，開

發一套特殊演算法 Lifelong-DNN ™讓智慧型

手機、無人機或一般電腦模仿人類大腦看待世

界的方式，並不斷從中學習，該公司表示 *邊

緣計算（Edge computing）是人工智慧的未

來。

5. 主要產品 / 服務：Neurala 開發了無需雲

端運行的伺服器便能夠學習的深度學習軟體，

主要技術 Brains for Bots軟體開發套件（SDK: 

System Design Kit)可安裝於需要能夠獨立導

航環境的無人駕駛汽車、無人機和機器人。

五、【大學實驗室】

MIT CSAIL (MIT's Computer 
S c i e n c e  a n d  A r t i f i c i a 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 )

1.成立年份：1963年。

2.員工人數：2018年約 9百位成員。

3.近 100位首席科學家 Principal Investigator。

4.3成為美國國家科學院成員。

5.60位院士中有 6位曾獲得麥克阿瑟基金會

院士、三位圖靈獎（Turing Award)。

6.76 位全職研究人員及 71位業界參與的研

究人員。

7. 博士後研究人員 45 位、博碩士及大學部

研究人員接近 600人。

8.研究預算：每年約 6500 萬美金研究預算

(70%來自政府預算，30%來自企業贊助 )。

圖 11、Neurala GM Asia Pacific王啟弘先生介紹公司發展目
標 :讓每一台機具都有一個自己的頭腦

圖 12、 Neurala為美國空軍軍用機器人提供技術，增強其機
器人感知力

圖 13、Neurala’s Lifelong DNN:AI that is fast to train,easy 
to build, and never stops learning.

圖 15、MIT CSAIL每年約 1900萬美金研究預算來自於企業
贊助 (台灣有台達電、鴻海、緯創、廣達 ..)

圖 14、來自台灣的博士生郭燕玲介紹 MIT電腦暨人工智慧實
驗室 (MIT CSAIL)

圖 16、MIT CSAIL自行開發的機器人 PR2

圖 17、MIT CSAIL的機器人實驗室

圖 18、MIT CSAIL的機器人實驗室

圖 19、MIT CSAIL的機器人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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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簡介：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

電腦科學與 AI 實驗室，至今 47 年歷史，由

電腦科學（Computer Sience）及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兩間原本獨立的實

驗室在 1963 年合併，不屬於任何系所，也

不專屬於某位教授，而是與 MIT 電機電腦系

（EECS）密切關聯，但兩者行政獨立，只在

研發上合作。CSAIL 為 MIT 最大的實驗室，

也是全球資訊科技及人工智慧科技最重要的研

發重鎮。現任 CSAIL 中心主任魯斯（Daniela 

Rus），羅馬尼亞後裔，為 CSAIL成立以來第

一位女性主任。

10. 主要產品 / 服務：非教學而是研究。研

究目的是發掘人類智慧的極限，找到人與電腦

間最大的互動關係。不是研究高深的電腦技

術，也不求功能強大，而是找到最佳化的人因

介 面 (human-system interface technology , 

HSIT)。研究主題包括會自行思考的機器人研

發、讓生活更便利的語音互動系統、給行動不

便者的自動駕駛輪椅、可操控並於電腦進行 3D

模擬的彩色追蹤手套、能自動澆水及採收的園

藝機器人…等。

11.國際合作 /地位：目前從 CSAIL 「畢業」

超過 100家的衍生新創公司，包括自動吸塵器

公司 iRobot、下載軟體龍頭 Akamai、廣達投

資的多核心晶片廠商 Tilera。

六、【大學實驗室】MIT Media Lab

1.成立年份：1985年。

2. 員 工 人 數：30 位 教 職 員 (faculty and 

senior researchers lead the Lab' s research 

program)。

3.175 位 研 究 學 者 (visiting scientists, 

postdoctoral researchers, and lecturers)。

4.100 位 行 政 人 員 (other staff members 

support the Lab’s research, facilities, and 

administration)。

5.每年企業贊助：約 8千萬美元，來自全球

80 幾家企業組織。贊助商包括電子業、醫療

業、娛樂業、通訊業…等。

6. 簡 介：MIT 媒 體 實 驗 室（MIT Media 

Lab）是由 MIT 教授 Nicholas Negroponte 和

前校長 Jerome Wiesner於 1985年共同組建。

隸屬於麻省理工學院建築與設計學院，實驗室

裡有 25 個研究單位，超過 450 個研究案。致

力於設計、多媒體及科技等「跨領域」技術彼

此激盪火花產生新技術的研究。

7.國際地位：該實驗的研究成果如無線網絡、

無線傳感器及網頁瀏覽器等，被許多知名雜誌

報導，從而成為舉世矚目的研究機構。知名技

術如 Amazon Kindle, Sony Reader, Barnes 

&Noble nook運用的電子墨水技術、兒童用電

腦 XO Laptop…等。

8. 註 冊 人 數 (Graduate Enrollment)： 共

190 位 (98 位碩士 +92 位博士 )。此外，來

自 MIT 其他系所共 55 名研究生畢業後繼續

在 Media Lab 展開研究，每年也有 200 多

名大學生通過麻省理工學院的大學生研究計

劃 後（UROP: Undergraduate Research 

Opportunities Program）在實驗室裡工作。

9.其他尚有 13個特定主題研究小組：(其中

5個與台灣產業相關的主題 )：

．Advancing Wellbeing: 由 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 提供的 100 萬美元贊助

推廣先進醫療技術。

．CE 2.0: 與科技業贊助企業合作，劃時代

消費性電子產品研發。

．Center for Extreme Bionics: 為 MIT跨領

域學科，替身心障礙人士及跑步者製作輔具。

．MIT Digital Currency Initiative (DCI):探

討區塊鍊和比特幣技術涉及的多方面向問題。

．Ethics and Governance of  Art i f ic ia l 

Intelligence: 探討 AI研究為全球市場帶來的公

共財。

七、【孵化器 /加速器】
       1776 Crystal City

美國「電子商務商會」（The Chamber of 

Digital Commerce），聯合全球著名的創新創

業孵化器公司「1776」，發起成立華盛頓特區

第一家區塊鏈技術孵化公司 -「華盛頓特區區塊

鏈技術中心 (The DCBlockchain Center)」，

該中心專為公私營負責區塊鏈技術之技術部門

及政府機關提供企業資源，其主要目標為教育

政府部門區塊鏈技術之潛在好處、為公私部門

提供區塊鏈技術運用案例之平台、以及透過執

行創新區塊鏈技術，為公部門提增生產力、透

明度及安全性。

八、心得與建議

(一 )拜訪美國新創公司看 AI與機器人技術 

           的發展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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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D視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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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D視覺整合更為各家機器人新創必有的展

示，足見視覺發展之必要性。趨勢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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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

系統開發商的產品朝向可整合於多家品牌機械

手臂廠，例如 COGNEX 等，且可再擴充與其

他周邊控制器整合。

4.美國在許多工廠生產線上，欲導進自動化

圖 20、來自台灣的研究生謝宗翰介紹其所開發的仿生腳踝
義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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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瓶頸之一是散亂堆疊物件的自動上料或

整列 (Random Bin Picking)，以前的解決方案

是利用人工取放料，或是搭配整列機。而隨著

機器視覺技術的進步而逐漸成熟的隨機容器內

物件夾取 (Random Bin Picking)，將會更廣泛

地被應用在生產線上，例如金屬加工的自動給

料 (金屬薄板上料、塑膠工件的給料 )。

5.深度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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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國外大廠到學術單位等都持續更新發表

機器人取料的應用並結合人工智慧演算法，其

中 Google 結合多台機器人進行大規模的夾取

學習以達到更高的夾取成功率，而 MIT 則發

表利用 Dense Object Nets(DON) 透過自我監

督方法讓機器人學習視覺路線讓機器人更好的

理解並夾取未見過的物體。圖像處理器 (GPU) 

的性能提升，各種改良的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CNN) 架構被提出，例如 R-CNN、

SPP-Net、Fast RCNN、YOLO、ResNet、

Faster RCNN、及 MaskRCNN….，這些 2D

演算法已可獲得更泛用的圖像特徵且有更佳的

辨識效果與分類。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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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拜訪

新創的 AGV，除了荷重愈來愈高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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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Vecna Robotcis 公 司 表 示， 該 公 司 的

AGV 車輛能在各種天氣條件下在室內和室外

操作。例如將貨架從室外裝卸碼頭移動到室內

倉庫儲存區域，或將貨物移入和移出不同建

物。預判 Vecna Robotcis 公司的導航系統是

使用多個感測器來確保高可信度導航，推動拓

撲推理，並實現動態避障。他們已購併一家名

為 Humatics 的公司，其以微定位進行技術擴

展，用來解決高度動態環境中的導航挑戰。

Humatics 空間智慧平台結合了硬體、軟體和

分析功能，可協助機器人更自主地進行無縫操

作，無論是室內還是室外，並適用於各種天氣

條件。

9. 無人搬運車在設計上大致可分為四個重

點 , 分別為車型結構、導引方式、生產管理與

交管系統。實務操作上，通常是以優化無人搬

運車交管系統為主要技術手段。重點是演算法

如何應用於無人搬運車交管系統之多車路徑生

成與智慧交管邏輯建置。導入深度強化學習

【深度 Q 學習網路 (DQN) 演算法， Q 學習 (Q 

learning) 結合深度神經網路 (DNN)】後，透

過交通管理數據資料訓練，可動態生成多車最

佳派車路徑，自動調整車速或路徑以減少整體

會車機率，提高工作站點間物料轉移效率。未

來在實務導入上，通訊品質與穩定性是決定此

系統優劣的關鍵。

10. 此行拜訪的機器人新創 Neurala 公司，

已表示其已在機器學習領域取得重大突破。他

們秀出的 Neurala終身深度神經網路 (Lifelong 

Deep Neural Network；Lifelong-DNN) 可大

幅縮短機器學習時間，從傳統 DNN(（Deep 

Neural Networks）的 15 小時降至約 20 秒，

且能減少總體數據需求。另外，此深度學習

神經網路不論是否連上雲端，都不會有忘記

之前知識的風險。根據他們的簡報資料，現

成的 DNN 在 ImageNet 上進行預先訓練。

ImageNet 是由關鍵字組織的海量圖像數據庫

及特定的數據集。到目前為止，傳統 DNN 是

固定的，而且為了添加新的數據，系統需對新

舊兩個數據集的所有項目進行再訓練。而這種

傳統方法需要使用通常位於雲端的強大伺服

器。Neurala Lifelong-DNN 能在邊緣逐步學

習項目，在軟體中模仿人類和動物大腦中的皮

質和亞皮質電路串聯運作，以即時添加新資

訊。Lifelong-DNN僅使用每個類別實例總數的

20%，在訓練期間每個類別僅展示 1次便能實

現最佳性能，因此可大幅減少訓練時間。

11.機器人應用領域 (用途 )亦愈來愈呈現多

樣化。各應用領域對機器人規格及機能的要求

有所不同，機器人製造商發展的趨勢是不僅著

眼於既有的工業機器人本體市場，更逐步地拓

展至製造系統應用的整合業務。台灣應從這個

角度去展望與思考產業的競爭力。

12. 綜觀這次拜訪的美國人工智慧與機器人

新創公司，其成立目標仍然是將智慧能力的提

升為產品發展的重點，以提升機器人的智慧能

力，包含視覺、自主移動、觸覺等面向，且隨

著機器人智慧能力的提升，人機協作、機機協

作將成為爾後美國製造業中機器人與人互動的

主要模式。

(二 ) 對台灣機器人產業的技術發展建議

產業別 /技術領域 機器人產業 /機器人零組件製造

美國產業與技術優勢

• 長年累積的科技能量集中在行動科技、雲端運算、數據分析、物聯網、人工智慧。
• 不論是以 AI加值機器人的智慧還是以 AI+IOT的技術引領創新變革，全球以美國
馬首是瞻。

貿易戰對台灣影響
• 台灣出口產品 /零組件到中國大陸進行組裝加工，再銷往美國，如此藉由跨國生
產成本不對等而進行的投資布局，將難以為繼。

台美潛在科技合作項目

• 台灣多家電子公司在 AGV移動平台電控模組技術與 Know- how已建立專利與實
績，可藉由台美合作強化具 AI技術的移動式機器人產品與供應鏈。

• 亦即台灣企業與美國新創機器人公司合作研發新一代結合機器人的 AGV技術，提
昇台灣服務型機器人產業與 AI技術在全球的競爭力。

台灣產業與技術布局策

略建議

• 目前相關產品多是透過中國廠商再出貨到美國的台廠，接下來可能會因貿易戰，
有機會轉為直接從台灣出貨到美國。

• 未來機器人使用的通訊技術 (例如 5G)，輔助機器人導航應用、機器人視覺影像應
用會愈來愈廣，結合 5G技術的導航與影像傳輸技術為建議布局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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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創新企業交流參訪心得

今日智慧製造之發展，觀摩研究之對象除

了德、日之外，首推美國 (中國的發展策略與

進展其實不適合擺一起談容後再敘 )。而根據

IEK分析全球物聯網產業與創新創業優勢藉以

分析 2017 全球競爭力美國排名第 3；美國全

球創業精神發展機構「全球創業精神指標」的

發表，美國人創業態度、能力等等指數經常性

位列全球第 1! 這很大部分體現了美國國力在製

造業上發展的定位，感謝這次協會組團前往：

知名學術界機械研發單位如 : MIT人工智慧與

創新應用實驗室、多媒體實驗室；新創製造公

司：XYZ Robot, 製造機器之驗證單位 uMass 

Lowell NEVER center, 後端服務管理平台

Tufin, 甚至製造領域專利法律專精之 Cozen 

O'Connor 法律顧問公司前往討論參訪；也拜

訪了人工智慧新創公司 Neurala…等單位。當

中除了互相介紹雙方能量，也參觀實地工廠場

域的運作，瞭解廠商目前發展重點，更見微知

著了解了目前美國在智慧製造創新研發重點方

向，激盪可能合作項目也回饋我國應發展之方

向。

美國一向是充滿機會與自由的國度，所以反

應在智慧製造上有別於德日，德國以既有機密

機械相關技術與專利、日本以流程與管理敏捷

有效率的特長不同，所以美國之製造新創側重

於以全然觀點找出各種發展機會，不管是整體

製造業務經營或解決方案，甚至是整個服務項

目的顛覆，以價值鏈來說，他們期許可顛覆整

個既有市場遊戲規則的營運模式與服務模式，

正是充滿這種思維的國家，帶動了創投 (VC.)與

天使們樂於投入此高風險高報酬的活動；同時，

既有企業在進行業務創新時也很願意放出機會

與資金給年輕團隊去嘗試，在資本市場的側重

上導致大量機會型資金灌注於此，加上國內市

場夠大，一旦取得階段性成功就足以撐起延續

創新與維運動能，以此分析起來，美國製造業

創新業者確實擁有其得天獨厚的優良環境。 

Cozen O'Connor

Cozen O'Connor 專注於 : 機電製造系統、

製藥，生物技術和消費電子行業的客戶提供專

文∣資策會中區地方創生服務處 主任 徐志浩

利訴訟，是全國排名前 100位的律師事務所。

此次前往獲得該公司 co-funder: Tom Fisher

的接待以及報告說明該公司針對：智慧製造以

及 AI資訊領域之專利與法律研究現況分享，該

公司分析方式相當專業，是以專門專利與法條

分析軟體，透過將一篇機器人說明文章輸入其

系統，即可自動斷句段字找出關鍵字，並以此

關鍵字組合去搜尋全球各國專利資料庫，形成

專利地圖，透過此分析專利布局態勢，包含 :

目前布局與落點的公司甚至國家有哪些 ? 怎麼

佈的 ?都有不同面向的戰略分析，據 Fisher所

言，此專利分析軟體是該法律公司與美國軟體

公司研發，他門考慮出來販售這也會是一門好

生意，拆解該軟體會發現許多專利分析軟體都

有部份功能，但集成起來的完成度確實是比較

方便好用。

以雙方討論的內容來說，針對自動化機器人

的專利研究，除了 IVENTOR、IBM 等名列前

茅並不意外，較難以預料的是 eBay 甚至一些

顧問公司 Accenture都在機器人相關專利佈下

極為大量的申請份額；再以國別來看，日本抑

或是德國在此類專利也比想像少的，一來是因

為關鍵字把機械跟智慧化綁一起，如果單純下

製造與機械的關鍵字可能會大增 ! 再者，其實

像德國相對重視零組件與機構等研發，其實應

該會是第二層的字眼 ( 如 : 不可用機器人而改

用軸承轉珠 ) 則會有比較豐富的布局，這種分

析可能就會是應用領域的公司得深入去做的。

平心而論，該專利事務所對領域專業並未有

深入專精，但以其由專利與法律的領域知識，

深入地參予美國律法條文將會對產業發生的影

響分析，因此 Fisher 對於製造領域業主將會

有種近期新興法案對於影響產業板塊的影響分

析，藉此建議企業們的專利申請轉向，當然也

會牽動他國企業申請美國專利時的門檻打造，

專利就是錢的入口與隘口。回過頭來談談我

國，不禁思索台灣該是哪一種機構角色會專責

此類具重要性的策略分析呢 ? 如果大型企業如 : 

台積電必然有專業法顧團隊專司此職，但只會

專注公司本身的利益分析而非國家產業角度，

二來單一企業也不會把可能威脅與忠告釋放出

來給同產業競合夥伴。因此，或許是法人的科

法單位，以及經濟部的相關國家政策智庫團隊

該花心神去研究。

按 : 本人出身為資訊工程，歷任虛實商務、食品製造、食安團膳服務全國系統與推廣，與各大企業策略合作過

各領域服務創新與雲端服務，完成各種大型系統與流程改造。近年始投入智慧製造在專業領域難以在專家前獻醜，

但以自身歷來職能確有些心得與建議，期透過此次協會舉辦美國先進製造新創交流後嘗試野人獻曝。

圖 1、co-Funder Fisher介紹與分享公司在機器人專利心得

圖 2、以自動化製造及機器人當關鍵字或得知國別與公司別
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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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ass Lowell NERVE Center

NERVE Center 全名是麻州大學洛厄爾分

校新英格蘭機器人驗證與實驗中心，它是一個

跨學科的機器人測試，研究和培訓中心，用於

評估機器人能力，人類表現和人機交互相關研

究。透過介紹了解該中心的使命是：針對包括

工業自動化，外骨骼和可穿戴機器人以及災難

應變在內的許多領域，進行評估來改進機器人

系統的開發。測試和評估服務。此外 NERVE

中心也提供測試設備、傳感器、數據收集、人

員技術、物流和數據相關分析…等服務，解以

完成各種機器人的多面向效度測量，讓完成雛

型或尚未成形之機器人規格可以建議，目前業

務仍相當側重於測量機器人的各種能耐。

參訪當天在了解該中心願景與定位時，他們

深信機器人終歸會像 NB般形成各種產品介面

甚至功能皆規格化，所以在此之前許多大廠以

自己的中心體系陸續進行上下游規格與介面整

合，這時候如何測試、定義何謂合規會不合規

機器人表現，方便在出貨時甚至發展之際即有

一個驗證單位將益顯重要。

圖 3、中心總監報告中心定位願景與業務

圖 4、已可程式化的方式控制各種標準化的行為測試

圖 5、以各種夾取、各種目標物測試效能

而現今廣泛型的多功能機器人 (如服務型、

自走行、具行為與環境判讀能力…等功能型 ) 

與傳統固定式機構型的最大差異，就是她們還

必須具備模糊狀況下的處理能耐，第一個課題

就是對環境的判讀與克服能力，這牽涉到了圖

學、機器學習甚至機械對環境的應能能耐等課

題。

在科研方法上，針對黑盒子或難以制定出

SOP狀況的量測時，驗測方式常常是以始為終

去做得，換言之，與其研究其運算過程的技術

能力 (如軟體的 code review)，還不如直接從

結果來看其能耐，所以驗證中心直接打造了各

種機器人可能須面對的極限環境，這種概念可

作為我國法人團隊在後續計畫思考方向，或許

圖 6、中心建立各種複雜環境測試機器人環境克服能耐

圖 7、目前正在測試之健康輔助行走車

在中部地區相對取得土地容易之地區，可思索

也來從事此種機器人驗證實驗室、建造室，以

因應後續價值鏈溝通的橋梁與公正單位，也可

協助當規格標準國際化時有個對口單位，在標

準制定時具有對話高度與能力。

Vizuro 

當 日 午 亦 邀 請 Vizuro Co. 的 創 辦 人 Dr. 

Wei，同時也是 MIT校友，經營一家以 AI為技

術手段去解決領域問題的新創公司，目前專營

在醫療與智慧製造領域，曾協助台灣知名晶圓

代工廠進行製程資料觀測與分析， Dr.Wei 也

分享了在醫療與製造的投入經驗，過程中請教

了台灣現今多所面對的工業 2.0-3.0 之間製造

現況，法人所研發如 : 製程品質肇因分析與決

策技術有無建議或交流之處，他首先肯定了法

人科專方向，剩下的建議就是持續灌資料、資

料耙梳、不斷訓練資料模型並藉以進行現場的

參數調整工作，與目前執行方向一致。

接著請教有無可能有突破性的嘗試作法建

議，獲 Dr. We. 第三季來台時可見面談，這是

後話就於此不談了。

圖 8、我正與魏博士討論在智慧製造透過 AI解決問題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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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 ROBOTICS

XYZ Robotics 是一家新創，透過各種自動

化技術、人工智慧技術，可進行智慧撿貨與分

配技術協助倉庫貨物分類，完成供應鏈中透過

深度學習和機器人技術完成智慧技術服務。當

天看到他們的專業技術展現：透過集裝箱貨運

站，自主性高效能的倉庫分揀單一站台下的完

整軟硬解決方案，據宣稱該站可達 600 SKU /

小時，系統也不需了解 SKU 規範就可以透過

自動學習的功能去適應客戶端現場的 SKU。

當天由公司 CTO Peter 與本團討論並且報

告，其實公司核心技術就是由他的 AI技術展現

的挑檢機臂，畢業後獲得創業投資 (VC) 青睞

所以成立這家公司，讓人感動的不是其技術深

度，畢竟此類方案如 : 挑選或撿貨功能有不少

大廠在發展，反而是他宣稱挑選之後的抓取力

道可供選擇，甚至玻璃瓶也可拿取讓東西快速

完成問世的效率，更讓我們印象深刻。

同時也請教了 : 目前在辨識材質上的能耐，

以及此技術對提取力道與方式轉換的關聯性 ? 

Peter 表達這是好方向但尚未做到如此，目前

自動換吸取抓取頭的判斷來自於物品的大小甚

至事前有限度的設定，如果是智慧判定材質的

難度將更高。其實據我們所知國外已有解決方

案只是精準度不高，所以還尚未商品化，個人

意見是：可透過大量既有物件獲取即有圖示或

材質特徵建立資料庫來做辨識與換吸取頭，技

術上應該是可達到的。

整體來說，最令人感佩的還是這產品從構想

到發展成品也過不兩年 ! 兩年在台灣可能還淪

於 PoC, PoS階段吧，當我們覺得自己技術能

耐不比人差時，Peter 已用倍速把東西真的做

出來不斷跌跌撞撞在訓練他的產品，以此來論

完全不符合對西方人較不愛加班的概念，他們

是一旦發現有機會或有興趣的東西時，即自主

地焚膏繼晷把東西完成，效率往往令人驚豔，

也是我們該自我省思之處 ! 

圖 9、技術長 CTO與我們說明公司產品並討論合作可能

圖 10、現場展示高速抓取以及快速換抓取頭的商品示範

Vecna

Vecna 也是由麻省理工學院的工程師所組

成，這家的產品已形成解決方案數年所以成熟

度相對高，發展定位是為目前全球百家以上醫

療保健，教育，商業，政府，物料搬運的領域

客戶提供貨運倉儲解決方案

接待本團的是 VP David. 向我們說明使用其

創新中心 -Vecna Labs開發的技術，為所有行

業構建 AI 達成流程自動化技術，他們倉儲與

整個機械運作方案相對是比較自身完整且獨立

的，這意味著他們並不傾向於做 SI、系統整合

的建構專案，所以可客製化度不高，但相對的

獨立產品方案完成度很高，目前正進入開發各

式各樣的搬運機具與機器人，協助聰明撿貨與

運貨，漸漸由乾淨環境的建立方案而朝向可能

複雜環境解決方案，這是產品定位的延伸，既

不同於阿里巴巴主攻的高度彈性方案 (看過他

的生鮮投資就是其標竿建置案例 )，也不同於

傳統的無人倉儲方案 (幾乎沒以客製化空間 )，

算是介於中間的方案。詢問：是否可以整入客

戶公司如果既有的倉儲系統 ? 得到的回覆也是

沒有，不禁令人好奇該公司如何跟既有倉儲方

案的業者銷售呢 ? 後來做了些功課後了解到，

就算不做那種廠商的生意，美國地大物博，單

單就靠區域型、純粹作獨立物流倉儲服務商的

生意，也足以讓這家公司年營業額到達數億美

元，這點確實是台灣廠商難以想像的啊，對於

台灣大宗的中小企業之營運模式與產品創新的

參考性不高，但若是想要發展偏獨立型商品時

則可參考，然後透過我國廠商一向具備的高彈

性去增加與既有方案開放介面，則可擴增客戶

與市場空間，如此這種產品就是我們可做的，

但仍是初期即須瞄準海外市場，尤其是美國等

級的規模才允許此類半開放的倉儲解決方案有

其存活空間。

圖 12、VP, David與我們討論該公司的方案

圖 13、與 David於 VECNA新進駐大廳與團員們合影留念

MIT Media Lab 

MIT的來由無須贅述，此次特別參訪之 Hur

教授實驗室是前往了解其動力義肢研究歷程與

目前產品說明，這間實驗室兼具技術前瞻及市

占率機械動力義肢產品，也成立了 iWalk公司

可將動力腳踝假肢和其他仿生腿裝置商業化。

他門的工作不單影響了學術界許多研究，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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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響了醫學界與生物領域研究，這種生物機

電混合一體化的實驗室就是 MIT專屬特色。

接待我們的是該實驗室的助理研究員 : 謝博

士 Dr. Hsieh，他之前在台灣做的就是義肢並

且經常在各大論壇有許多無私的發表分享，所

以被 MIT納入為博士生暨研究員身分，但到了

MIT 因學校資源也更上一層樓，Dr. Hsieh 表

達實驗室是通過研究和開發來恢復因創傷疾病

導致移動能力受損的個體功能。其次，所開發

技術更可增強人類表現，超越自然運作行為甚

至模擬行為意圖。其技術手段是透過跨領域的

圖 14、謝博士向我門說明義肢專案的內容

圖 15、實驗室歷代各式機器義肢展示

研究：包含有機體和細胞神經機械學的科學學

科與仿生器械設計技術學科大熔爐般相結合，

才得以實現這些目標，所以整合型資訊專案橫

跨了電氣，機械，生物醫學和組織工程師。

參觀了這個實驗室成果後只有滿滿的遺憾，

台灣的學術研究或是政府計畫基本上是無法允

許三年內看不到投資效益的事情，但 MIT 完

全允許甚至鼓勵創意飛翔 ! 再者，每個給錢單

位也有本位主義需要處理，不大允許跨領域導

致產業或領域不混雜的事情，會期許我門研究

單位把資源最大化幫助在主責領域或產業，不

然經費使用報支易受質疑，更缺乏對創意型研

究題目的允許發揮、失敗空間，看到謝博士非

常自豪展示自己實驗做過無數個失敗作品，當

然，也得平衡報導說明我們確實進行過太多國

科會或法人型的計畫績效不彰，這需雙頭的檢

討，真心覺得台灣產學研界這點距離人家太遠

了。

MIT CSAIL  

接著參訪的是人工智慧實驗室，MIT比較類

似一個大學城，故此實驗室位於附近一棟很奇

特建築中，是一棟不規則且很難使用還會漏水

的建築，但 ! 它可是一個全球研發能力最強的

人工智慧研究中心之一，有約 1000 名人員在

此組成的實驗室，驚人的是這實驗室團隊囊括

了 8個圖靈獎（美國電腦協會設立的）和 7項

麥克亞瑟天才獎的成員，極為顯赫驚人 (可想

像一個團隊裡面有 8 位李遠哲等級的研究員

嗎 ?)。實驗室和新思想是鼓勵想像去做出一件

件不可能夢想，只要有任何益處隨你闡述，然

後想辦法使之成為可能。CSAIL研究活動大半

都圍繞一些半自主研究小組進行，相對於早期

的 google 是很有既視感，每個研究小組由一

名或多名教授領導，包含的研究領域有：AI人

工智能、計算生物學、電腦圖像和機器是學、

語言和學習、計算理論、機器人、系統與物聯

網。
圖 15、Jenny博士候選人與我們介紹以及討論 AI實驗題目
內容

圖 16、AI實驗室進行機器人實驗團隊工作室很樂高風且如同
遊樂園

圖 17、AI實驗室大廳有展示二十年前做出的第一座人形機器
人

與我們對談的博士生，向我們說明了目前 AI

實驗目前最有趣的幾個題目，包括了許多千奇

百怪想法，舉例：她們在研發如何讓我們在睡

覺當中就可以增強記憶力的資訊技術，透過分

析結果論的記憶留存成果去對比睡覺當中的腦

波活動，藉此推論哪一種腦波是用怎樣的環境

或刺激去造成該活動的發生，三者關聯運算出

睡眠中怎樣的外部活動將有助於睡眠即可強化

記憶，很有類神經強化式學習的精神體現到實

際的應用。個人來說，除了有趣其實更覺得這

是很恐怖的題目 ! 因為一旦成果成熟公開後，

一來可以讓人類的知識向上躍進 ! 二來卻也將

會大幅拉開貧富與階層差距，試想，如果以後

富人都有一套這種設備時，下層階級將面對一

個睡覺當中都會學習的富人階級，科技發明與

社會道德確實常常處於難以平衡的天秤兩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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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in 

這是一家成功的新創，已擁有 2,000多家企

業客戶。它是一家純軟公司而客戶以製造業、

機械業到商務服務業都有，他門的產品專注在

使客戶能夠提高、專注業務靈活性，同時在物

理網絡，混合雲中確保安全性，在混合環境中

保有彈性卻兼具資安，對目前智慧製造導入越

來越多資訊系統時將是一重要課題。

接待本團的是公司股東也負責產品市場行

銷 Dan，美國新創其實較常見掌握關鍵技術的

初始者就是股東，稍具規模才會開始招募具有

市場經營的人員加入。Dan當天跟我們分享了

喜訊，其一是他們上週剛募資完成；另一則是

他們公司近期將工時改成一週只需上班 4天，

對我們勤奮的東方人來說很不可思議 ! 這麼賺

錢且成長中的公司竟然一週只需上班四天，我

們週五拜訪該公司幾乎沒人，Dan說他也是專

程過來接待並對談的，他很熱愛對於他喜歡的

事業有幫助的任何事情，真的是很棒的工作態

度，他也請了另一位工程師來跟我們做更深入

的技術對談並展示系統情境。

透過展示與說明了解他們系統是從公司策

略設定開始，可形成從前端 ERP、MRP 到

MES 甚至後端品管倉儲可以變成統一介面自

動化程序，當然，在一開始時你必須對你目前

既有軟體進行一些設定讓 Tufin 系統可認識怎

麼跟你既有系統溝通，這一點挺神奇因為市面

上軟體千奇百怪，怎可能每一家你都可以溝通

甚至系統及時整合 ? 一旦可以的話就可幫助客

戶在幾分鐘而不是幾天內實施業務到系統流程

的變更，極大量節省時間和寶貴資源，並保持

對行業法規和內部政策的持續遵守，他們尤其

重視在實體網路之下的安全性，從路由器到閘

道都可以先認知之後就可以去推論目前的系統

命令有沒有系統安全漏洞，猜想應該充分用到

的公司既有的資安知識並且有一個相當不錯的

知識庫與推論技術在裡面，這是個很好的概念

但不容易實做，並且跟病毒資料庫一樣需要與

時俱進，所以她們也花很多工夫把知名大廠相

關路由器都可以整合起來。目前導入解決方案

圖 18、公司共同創辦人暨資深市場行銷總監 Dan與一行夥
伴合照

圖 19、聽取 Tufin方案內容並且深入討論評估可能在台合作
方向

已經被一些全球級最大最複雜的企業以及內部

網路都導入使用中，其實概念上說穿了沒有很

複雜，但是整件事情要打通的苦工很像以前談

SOA 時的做法，需要很務實的開始腳踏實地

去做，但 Tufin 逐步進步的成績獲得了大廠們

青睞，這是一個將大家都想得到的好概念，只

要你能很紮實的做出來就總會有人看到你的行

動力與實踐力，是以平凡中見偉大的勵志好案

例。

最終，我們當中的經濟部在美商務推動辦公

室的孫良輔主任還邀請了 Dan可來台灣訪問並

參與近期經濟部舉辦之國際會展，Dan也很爽

快的答應了願意來台灣評估進駐的可能性，到

時候預期將有另一場關於投資進駐的對談會發

生，畢竟他們現在銀彈滿滿。

Neurala 

本行最後一家公司拜訪的是 Neurala，該公

司有著數十年人工智能導入實用並與 NASA合

作經驗。也是一家 2006 年從一家咖啡店起家

的公司，靠著前幾年的苦撐到接到 NASA 等

知名計畫之後， Neurala他最知名的核心資產

就是 The Neurala Brain 了，此技術獲許多專

利與 AI 技術獎勵肯定，特色是可以在邊緣輕

型設備上即可運行出相當好的效果。這種技術

在當年較不普及需求也不高，可以想像的就是

外太空探索與軍事無人機用途，但近幾年開始

製造業也將之視為高需求關鍵技術 !也因為邊

緣學習是人工智能的未來重點應用之一，本團

去拜訪時有幸見到公司共創辦人之一 Heather 

Ames Versace (義大利名，身分為 COO，其

實她們確實就是義大利知名品牌 Vesarce的家

族公子與媳婦，確實兼具財富與才華於一身 )

討論與介紹則是由該公司的亞太區總經

理 Sam 進行，Sam 介紹了該公司的業務及

討論可能合作機會，首先說到共同創始人

Versace，Gorshechnikov 和 Amesw 她們其

實一開始 MIT 畢業之後是為 NASA, DARPA

和空軍研究實驗室進行了不少合作委託研究，

所以累積了高深終端輕量化的 AI演算技術，畢

竟一個自走機器人降落火星時，必然需用最輕

量的終端運算與電力去達成複雜與智慧運算，

才可以獨立在火星持續運作工作，又可以滿足

地球端的監控與掌握，現在此家新創公司專注

為無人機和智能手機等多種產品設備提供 AI服

務，例如：電力站的無人檢測，國防級的路人

監控系統，合作對象也多是國際級的電信商或

是美國國家電力公司等，透過以機械單獨運行

能耐去解決，特別是由人去執行會有危險的工

作。

在與 Sam 討論時詢問：為何題目幾乎都只

圍繞圖形辨識為核心的服務，畢竟，現今深

度學習與機器學習理論，早已可以透過許多方

法使之不侷限於圖形辨識，都可透過有條件去

演化非圖形的議題將之導入深度學習，如果可

以這樣去進行，可想見將大幅拓展技術應用與

業務範圍。所需做的技術工作在初期並不多，

只需再投入應用時模擬出決策模型或圖像表達

問題的方式。當然這需要跟領域專家投資些前

期工作，同時，也是我當場提出或許他們可考

慮跟台灣研究單位合作的方向，可以將他們技

術推到製造領域。不料獲得 Sam 回答：這問

題他沒有立場或是把握回答，除非是開發演算

法的老闆或核心工程師才能達的更好，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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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個人業務角度來看，公司目前業務早已爆

量，單純接目前既有技術與業務範圍就已經滿

單，故他暫時不會考慮開發新技術與擴展應用

產品的投資，這是個令人意外且奢侈的回答。

再者，參訪過程發現了他們接單與工作磨合

初期有不少客製化初期投資，這對於以產品為

發展的業務來說是衝突的，但 Sam 他的說法

是避免接到會虧錢的單，但個人以為當中還有

不少步驟是可以更節省資源人力的，但當場沒

有技術人員無法深入討論原因。但事後回想，

這應是新創公司在形塑產品化時常常會遇到的

圖 20、亞太總經理 Sam介紹產品並且討論合作內容

圖 21、Neruala目前服務公司名單皆為大型企業資訊公司

圖 22、研究 Neurala深度學習論文發現其實是 DNN演算法
的改良作法 (ref:該公司發表之論文 )

兩難，屬於軟體新創專屬的窘境，目前也有一

派說法說客製化其實是一門好生意，但所設定

的利潤勢必得先拉高，此類思維對於台灣製造

業來說，也是目前在面對的少量多樣訂單一

單，如何降低製造成本把單接下來就是重要課

題。

除上面每一間公司觀後感想與建議之外，這

裡最後也綜合幾點小結如下：

第一、台灣其實所謂系統整合是相對受到輕

視了，是一過於貶抑的環境，畢竟要到本次所

見的 MIT等級的跨領域整合型題目時，單一機

械領域或生物領域專家都將難以完成，但如是

多項領域可同時合作研究到如次深度也是一門

相當困難的工作。最難得可貴的像是 MIT的風

氣，允許進行短期內看不到任何經濟效益的題

目，像本團參訪的 Hur教授其實這此題據聞花

了四五年並無產品化機會，但 MIT卻允許此類

題目納入投資，這也是在台灣任何部會難以允

許的情況，至慢半年到一年就必須明確產出績

效或亮點，遑論他們經費使用以及資源充足舉

世無雙，這一點真的不得不讓所有工程師欽羨

不已。

第二、單以技術論，其實此次參訪許多構想、

技術甚至長遠規畫方式，我國真的完全不輸美

國一級公司機構與人才，但是當中有個很大的

差異在行動力 ! 他們就算是沒有完美研發與商

業計畫，但只要有曙光或是興趣，就可大量投

入個人熱情快速做出展示品甚至成品，藉以到

處讓贊助者看到實體產品以及創造者熱情，台

灣人相對來說一則是太過保守，二則是想太

多，三來也就是行動產出力不如人，跟上述原

因造成的保守個性有關。

第三、智慧製造在機構組件深化方面，美國

的發展其實未有日德前瞻，因此，相對來說美

國較多投入在軟硬體整合進階服務與創新應用

研發，其實對於有好 idea的新創來說，這是比

需要有既有資產優勢的研發策略來得有利，因

為創新者並不需要有太多大公司般的資產優勢

就可投入，如果可進入如同 MIT此類允許天馬

行空的實驗室，則更如魚得水，失敗率當然很

高，但是一旦成功也將取得驚人的成功，所以

往往創新產品的發生與規格主導經常發生在美

國的原因，這是台灣不論產官學界都要深思之

處。

第四、接續著第三點感想，相對於日德較

著重於既有機構或者材料工程深化並藉此放大

自我優勢中求進步，美國則較重視資訊能量導

入創造的軟硬整合能耐，透過創新概念顛覆服

務模式甚至商模，雖然日德也有在做，尤其大

廠們在軟硬整合布局非常縝密，創造了後進者

的壟斷峽谷 (常聽到的：您不用我硬體附的軟

體，機器上很多功能會被閹割，或是很多資訊

就無法取得 )，美國則側重於重視天馬行空創

新機會蓬勃發展。舉例：經常會被比較之西門

子 MindSphere與奇異 Predix，其實可觀察到

MindSphere 有更多篇幅與研發投入了既有基

礎工程的整合與彈性建立上；而 Predix則是在

設計上就納入了開放式服務的導入與彈性管理 

( 當然西門子也有觀察到價值鏈要完整，但他

就採取了找夥伴如阿里巴巴合作，而非自行投

資、投入發展 )。反之，也合理說明了美國軟

體與新創投資風氣旺盛原因，任何的好題目哪

怕再小，只要有足夠行動力把他做出來，大概

都找得到相關業者配合買單與嘗試，包含 XYZ 

Robot, Neurala…等公司就是如此，都是從傳

統之倉儲業與電塔檢測服務起家，找創新做法

獲得龐大資金的支持，進而變成一家漸具規模

的服務研發去做水平複製，也就是這是個鼓勵

讓星星之火燎原的創新環境，自然是跟美國腹

地大內需夠得天獨厚環境有關。台灣於此有許

多的條件並不相同，當然就更需要一些策略走

出自己的路，此次參訪過程中不斷激發、觀察

到了台灣的困，也於過程中提供了許多突破想

法，除了上頭零星感想與建議，也更希望透過

這個拋磚引玉讓更多專家願意一起獻策參予，

讓我國智慧製造的道路走得更加順暢，走出一

條自己的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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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mart Manufacturing is a major direction 

to  improve manufactur ing product iv i ty. 

I t  is  apply ing a combinat ion of  var ious 

technologies to a manufacturing ecosystem, 

to optimize and make it more responsive, 

efficient and reliable. Although there are 

d i f ferent  in terpreta t ions of  what  Smart 

Manufacturing really means, it is generally 

agreed that generate more useful data and 

information, make them available to share, 

and leverage the analyt ics of such data 

and information to guide better process 

or  operat ion,  is  a fundamental  enabler 

of the “smartness” of a manufacturing 

ecosystem.

Desig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within 

a manufactur ing ecosystem. Computer-

A ided  Des ign  (CAD) ,  Compute r -A ided 

Engineering (CAE), and other simulation 

software such as Robot Simulation are the 

main tools for designers perform their daily 

design works. Tradi t ional ly,  those tools 

are just software used by the designers 

to help them complete their  tasks.  The 

“smartness”  of design mainly resides 

in designers’  mind result ing from their 

knowledge and exper iences.  However, 

those design processes or tools can be 

smarter just l ike other components of a 

Smart Manufacturing system by making use 

of additional data and information. We call 

such design with “smartness” Intelligent 

Design.

The scope of various data and information 

that can be leveraged by Intelligent Design 

is wide. Some of them may also be valuable 

to share in manufacturing and business 

processes. This pushes the trend of tighter 

integration of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bus iness processes.  In  th is  ar t ic le  we 

wil l  describe how Intel l igent Design use 

Intelligent Desig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Manufacturing Automation

Dr. Tao Yang Han
President, IronCAD, LLC

additional data and information to achieve 

better design faster, assist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and enable integrated sales-

design-quote approach. Real examples will 

be given to demonstrate the actual value to 

customers who are implementing Intelligent 

Design in their business.

The Concept of Intelligent Design

Des ign  i s  a  c r i t i ca l  componen t  o f  a 

manufactur ing ecosystem. Tradit ional ly, 

the design result of a product is sent to 

manufacturing. If some issue happens for 

whatever reason and requires modification 

of the design, a design change request will 

be submitted. A modified design following 

the change request will be created and send 

to manufacturing again. This is a sequential 

i te ra t ive process.  Any occurrence of  a 

change request slows down the product to 

market time and increases cost. It would 

be desirable to have realtime interactive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b e t w e e n  d e s i g n  a n d 

manufacturing, quality control, and other 

business processes as needed to avoid, 

as much as possible,  design change at 

later stage. Ideally, once a product design 

is sent to manufacturing there will be no 

design changes until the time to create next 

version of the product in response to market 

requirements.

To share and have tight communication 

of Data (from now on we will use “Data” 

to refer  both “data and informat ion” ) 

cross all components of a manufacturing 

ecosystem through a product l ifecycle is 

exactly the core of “smartness” in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Intelligent Design must 

be able to capture design related Data and 

make it available anytime through a design 

process. Those useful Data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functional specification, rules and 

constraints, simulation data, procurement 

information,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nd 

any customized Data of a particular industry 

or company. Such Data may be stored with 

design objects and accessible during design 

process when those objects are invoked. 

Data also may be queried when needed by 

communicating with a SaaS server, which 

may ext rac t  the Data f rom a database 

or  per fo rm some b ig  data  ana ly t ics  to 

generate further information. In this way 

the Intelligent Design system will be able to 

receive time sensitive Data. Similarly, time 

sensitive Data may also received from an 

IoT device.

H a v i n g  D a t a  a l o n e  w o n’ t  a c h i e v e 

t h e  “ s m a r t n e s s”  o f  d e s i g n .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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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e l l igent  Design system must  inc lude 

a  s o f t w a r e  m o d u l e  t h a t  c o n d u c t s  a l l 

sorts of smart behaviors. This software 

module understands the Data and using 

such Data to execute certain automated 

d e s i g n  o p e r a t i o n s ,  p r o v i d e  d e s i g n 

r e c o m m e n d a t i o n s  a n d  v e r i f i c a t i o n s , 

communicate with other systems to execute 

add i t iona l  customized ac t ions,  e tc .  As 

a result ,  better design can be achieved 

much faster and human error is minimized. 

Equally important is that Intelligent Design 

lower the bar of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requirements of junior designers. This help 

companies signif icantly especial ly when 

there is serious shortage of ski l l ful  and 

experienced designers in the marketplace.

To  a c h i e v e  S m a r t  M a n u f a c t u r i n g  a 

combination of various technologies are 

applying to the manufacturing ecosystem. 

Those technologies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 th Data.  They generate Data,  col lect 

Data, communicate and store Data, analyze 

Data, and execute Data driven operations. 

Among all these Data centric operations, 

software is the intelligent and controlling 

element. Hardware is the physical element 

to enable the actual manufacturing tasks. 

Internet, WiFi, 5G/4G are the infrastructure 

essentials to enable communication among 

all elements to work together. Software, 

hardware, and IT infrastructure must be 

t igh t l y  in tegra ted  sur round ing  Data  to 

enable the “smartness”. Intelligent Design 

should be part of a Smart Manufacturing 

e c o s y s t e m  a n d  s h a r e  t h e  b e n e f i t  o f 

leveraging additional Data to make itself 

smart .  In such a Data sharing and wel l 

communicated system, Intelligent Design 

not only make design faster and better, but 

also participate and assist manufacturing 

and other  bus iness processes.  Des ign 

and CAE Data can be stored and used 

to help optimizing certain manufacturing 

process. Procurement related Data may be 

considered during design and help speed up 

purchasing process and reduce cost. The 

overall outcome is better design, lower cost, 

and faster to market.

A 3D CAD System Implements 

Intelligent Design

The main product design tool  is CAD 

so f twa re ,  comp lemen ted  by  CAE and 

other simulation software such as Robot 

Simulation. With Intelligent Design concept 

in mind a 3D CAD software system with 

integrated CAE and Robot Simulation has 

been deve loped.  Th is  3D CAD sys tem 

provides an intuitive design methodology 

which conduct designs directly in 3D instead 

of from 2D sketches. To facilitate design 

directly in 3D a number of smart tools are 

invented. When design a Part those tools 

refer to the geometr ic data of  adjacent 

objects to automatically adjust the desired 

Part geometry. In addition, the underline 

modeling algorithm takes into account the 

User Interface gestures to predict  user 

design intend and create predictable design 

resu l ts .  I t  automat ica l ly  ad just  feature 

history to achieve desired result without 

user worrying about the feature order and 

dependency. In this case the addition Data 

used by this Intel l igent Design 3D CAD 

system is the geometry of adjacent objects 

and User Interface gestures. The smart 

behavior is the automation of Part geometry 

changes  and  fea tu re  re -o rder ing .  The 

outcome of such automation is 30% - 100% 

faster in Part design.

To support better and faster assembly 

des ign,  the In te l l igent  Design 3D CAD 

system implemented a Data management 

object named Attachment Point. Any kind 

of design, manufactur ing, and business 

process re la ted Data can be s tored at 

Attachment Point. In addition, Attachment 

Po in t  a l so  p rov ides  a  commun ica t i on 

interface to SaaS server for querying any 

t ime sens i t i ve  Data .  A smar t  behav io r 

module is implemented to use the Data 

stored or obtained from Attachment Point 

and conduct smart assembly. Through smart 

assembly capability this Intelligent Design 

3D CAD system is able to automatical ly 

s ize,  posi t ion,  and or ient  a component 

d u r i n g  a s s e m b l y  d e s i g n .  I t  m a y  a l s o 

automatically assign design constraints as 

desired. Through communication to a SaaS 

server to query procurement Data, it will 

select the best candidate of a component 

among all available alternatives to achieve 

lowest  p r ice  and fas tes t  de l i very.  The 

outcome is 10 t imes faster in assembly 

design, and thus enables the designer to 

try out various alternatives and result in a 

better design faster.

To implement manufacturing automation 

usua l l y  a  company  needs  to  des ign  a 

n e w  a u t o m a t e d  p r o d u c t i o n  l i n e .  T h i s 

include quickly layout the production line, 

present and communicate the production 

l ine layout with related part ies, capture 

customized design changes request and 

per form such des ign change prompt ly, 

generate Bill Of Material (BOM) and price 

quote ,  des ign mach ine and equ ipment 

along the production line, position robots 

along the production l ine, perform 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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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Smart Assembly capabil i ty of the Intel l igent 
Design 3D CAD system designer can quickly layout 
a production line, communicate with customer, make 
changes and reach an agreed configuration in one 
meeting.

• Smart Assembly design to quickly layout 
a production line

simulation and teaching, and interface to 

robot controller. The Intelligent Design 3D 

CAD system described above will facilitate 

a l l  those tasks.  Companies using such 

an Inte l l igent  Design system may save 

When re-des ign a new product ion l ine wi th in  an 
existing shop floor scanned point cloud data can be 
used to represent the environment. The Intell igent 
Design 3D CAD system can import the point cloud data 
and refer to it when layout a new production line.

• Production l ine layout within scanned 
point cloud environment

Robot simulation within the Intelligent Design 3D CAD 
system use precise geometry of CAD models. Having 
accurate geometric data such as path and normal on 
surface enable robot arm to perform surface finishing 
operat ion.  Any detected issue by s imulat ion that 
require design changes can be done within the same 
CAD system.

• Robot Simulation within a CAD system to 
assist manufacturing process

The robot path resulting from simulation within the 
Intelligent Design 3D CAD system can be exported 
to a robot controller. This is an fast and efficient way 
of robot teaching. Synchronized motion between the 
digital simulation and physical robot establishes a base 
for digital twin.

• Robot Teaching from Simulation

Configuration of a production line, design changes, 
and price quote can be integrated within the Intelligent 
Design 3D CAD system.

• In tegra te  Sa les ,  Des ign,  and Quote 
process

significant time and money in their way to 

implement manufacturing automation. Some 

examples of such applications are given 

below.

Examples of Intelligent Design

Summary

I n t e l l i g e n t  D e s i g n  s h a r e  t h e  s a m e 

foundat ion of  Smart  Manufactur ing.  By 

shar ing  and communica t ing  add i t iona l 

Da ta  c ross  mu l t i p l e  componen ts  o f  a 

Smart Manufacturing ecosystem Intelligent 

Design not only make design faster and 

better but also assist manufacturing and 

business processes. The “smartness” 

of an Intel l igent Design 3D CAD system 

demonstrated in this article is just a subset 

o f  po ten t ia l  bene f i t  f o r  manu fac tu r ing 

a u t o m a t i o n .  F u r t h e r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Intelligent Design will continue improve the 

productivity and reliability of manufacturing 

system.

加速佈局智慧工廠，率先掌握市場商機

本屆 TAIROS 國際論壇 (8/21)特邀請英特爾、西門子、三菱電機、德國斯圖加特工程控制研究機構、名古屋大學等指
標性企業與研究單位到場，分享 5G技術，邊緣運算、TSN、CC-link通訊標準、工業物聯網、機械安全等議題以及研
討現階段產業技術如何擴張與整合應用，為台灣工業帶來更多刺激與機會，透過更多的實務案例分享，實現「智」動
化轉型，帶領中小企業為全新及高速應用市場展開備戰，邁向全球工業新時代。

◎論壇地點：台北南港展覽館 2館一樓大廳會議室
◎論壇場次：

上午場 10:00-12:20 5G技術主論壇 (2館一樓大廳會議室 )，下午產業分論壇 13:00-17:00(2館一樓大廳會議室 )；
下午學術分論壇 13:00-17:00(2館一樓貴賓簡報室 )

◎現場報名：每場次前 10分鐘，在預約人數未額滿情況下，開放現場補位，請先至 2館一樓大廳論壇報到處登記。



虛實整合專題  Cyber-Physical System

58 59Sep 2019  ∣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金屬加工產業面臨的製造問題

國內金屬加工產業，如水五金產業、手工具產

業、高爾夫產業等，在製造過程中可分為鑄造、

機加工、研磨、拋光、組裝等製程步驟，其中因

為曲面工件自動化不易，研磨、拋光製程仍需

使用大量人力作業。以水五金產業來說，目前水

五金相關廠商約 500家，以出口為主供應全球

50%以上水龍頭，每年產值約新台幣 600億，

水五金產業依供應鏈分為上中下游，上游為原

料、中游為製造、下游為產品應用，在台灣中部

地區形成了一個典型的群聚產業。然而在研拋製

程上，作業環境噪音粉塵嚴重，招工不易面臨研

拋製程缺工問題，另外研拋者的熟練度會影響水

龍頭研拋的效率與品質，新進員工要達到師傅等

級的技術至少需要 6個月以上的訓練，加上缺少

系統性的方法，導致研拋加工技術無法有效的傳

承。因此複雜外型之水龍頭如何導入自動化研拋

作業，適應少量多樣生產模式，並兼顧加工品質

與量產效率等，都是重要的技術研發課題。

CPS機器人系統介紹

如何透過 CPS 相關技術整合來發揮這些機

器設備的潛力，帶來整個水龍頭自動化研磨生

產更佳效率與品質，是我們在面對研拋製程需

求所要探討與解決的。CPS 的核心正是在於

“融合”，即賽博 (Cyber) 系統的價值是在於

對實體 (Physical) 系統的狀態和活動進行精

確評估，是在於對實體系統之間關係的挖掘和

管理，是在於工作任務的決策優化。在實體空

間與賽博空間融合的過程中，認知與決策系統

作為 CPS 的關鍵組成，是實現設備服務智慧

化的核心。為了克服這些不確定性並降低機器

手臂自動化研磨調機時間與研磨師傅等專業人

員依賴，透過 CPS 進行自動編程、配置與最

「CPS研磨拋光機器人技術」
改善生產模式，協助台灣傳統水五金產業邁向工業 4.0

文∣工業技術研究院 機械與機電系統研究所 組長 游鴻修

表 1、研拋製程問題

金屬加工產業研拋製程問題 問題造成效應

1. 工作內容單調，環境粉塵瀰漫 工件研拋作業招工不易

2. 新研拋作業員，必須透過實作累積技術 研磨經驗傳承困難

3. 曲面工件自動化不易，仰賴人工 產品品質不一

4. 僅龍頭廠商導入國外機器人自動化系統生產 使用門檻高且維護受限，無法全面導入，產能

無法擴大

圖 1、水龍頭人力拋光研磨

佳化，藉此改善既有機器手臂自動化研磨的問

題。

圖 2 為工研院開發 CPS 研拋機器人單元

(Cyber-Physical Robot Cell, CPRC) 的 架 構

圖，其中 CPRC的中央控制單元 (Centralized 

Control Unit, CCU) 為工研院機器人控制器

eMIO，CPS 裝 置 (Cyber-Physical Devices, 

CPD) 由機器手臂、砂帶機、布輪機、夾爪、

精度監控感測器等裝置，這些裝置都有各自的

Cyber 虛擬環境來描述並紀錄著各別功能、限

制與系統參數等，工研院所開發的機器人研拋

模擬器為 EzSim。CCU 中的 eMIO 控制器與

CPD機器手臂之間採用 EtherCAT即時通訊方

式，透過這些網路通訊的方式讓裝置之間都能

圖 2、工研院 CPS研拋機器人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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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交換資訊。

圖 3 機器人模擬器 -EzSim 的操作介面，為

了與實際機器人產線能夠進行虛實整合，模擬

器包含機器人、砂帶機、水龍頭工件、3D視覺

感測器與力量感測器等，在各裝置的功能設定

中機器人需進行末端工具座標轉換與補償、研

磨設備能夠設定不同的研磨接觸點等，並且各

裝置與模擬器之間皆可透過通訊進行資料的交

換與任務派工，因此現場配置或設定發生變更

都可即時回饋到模擬器。另外 EzSim機器人模

擬器搭載了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 (CAD/CAM)

核心模組，使用者可以指定水龍頭 CAD 模型

的表面特徵，並設定路徑參數與形式，最後可

以產生水龍頭加工路徑。在設定好模擬器內的

CPS裝置與工件加工路徑，可以執行產線模擬

功能包含運動功能與周邊環境的搭配，並可檢

查機器人是否產生關節極限、設備干涉碰撞等

等，如圖 4所示，若發生上述狀況可進行路徑

的修改，最後模擬器可以產生機器人研磨拋光

加工路徑程式並傳送至實際設備中。

圖 5 為工研院 CPS 2.0 研拋機器人技術系

統架構，主要增進 Physical端感測器的佈建，

回饋到 Cyber端做虛實整合的調整，提升虛實

整合的準確度與降低虛實整合的調整時間，並

透過 Phyical 端的創新硬體設計，克服研磨拋

光遇到的動作死角，與曲面工件的研磨面死角

的問題。拋光技術 2.0導入線上編程可自動生

成加工路徑，縮短教導作業時程，並透過 3D

視覺進行設備定位，回饋修正加工路徑，達成

虛實整合之目標。

圖 3、CPS機器人模擬器 -EzSim

圖 4、 CPS機器人模擬器 -EzSim的操作流程

圖 5、工研院 CPS 2.0 研拋機器人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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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S 2.0 研拋機器人技術特點包含：

．Smart Vision 線上路徑編程技術：透過

3D 視覺進行設備定位，回饋 Physical 端的設

備與環境誤差給 Cyber 端，修正拋光研磨路

徑，縮短調機時程。

．加工路徑最佳化技術：利用研拋資料庫與

圖形介面，優化加工路徑，避免路徑發生設備

碰撞、機器人極限與奇異點。

．6+2軸同動控制技術 :設計複合型研磨拋光

設備，改善研拋動作死角，並透過可變研磨砂帶

寬度的專利技術，克服曲面工件的大小曲率不

同、相同寬度大小的研磨砂帶研磨死角的問題。

CPS機器人研拋系統整合案例

工研院 CPS 研磨拋光機器人技術，一開始

在 2016 年協助水五金業者和成欣業公司進行

研磨拋光自動化產線升級，透過研發 CPS 研

磨拋光機器人製造單元來解決水五金面臨的挑

戰，包含使用機器人門檻高、複雜外型水五金

工件機器人教點耗時費力、換線時間冗長、長

時間自動化研磨下造成機器人精度偏移等問

題。透過自行研發 eMIO 國產控制器、EzSim

機器人模擬軟體，並整合 Ever Robot 勤堃公

圖 6 和成欣業公司水龍頭 CPS機器人研磨拋光產線虛實整合建置

圖 7、 和成欣業公司產線機台訊號與裝置整合

圖 8 、工研院與和成欣業成功導入水五金研磨拋光自動化生產，成為國內製造業邁向工業 4.0的示範案例

司國產機械手臂、線上機器人精度監控等解決

方案，來打破長期被國外機械手臂壟斷的機器

人研磨拋光市場。

由於研磨拋光的環境噪音粉塵污染嚴重，對

操作者健康傷害大，造成員工的流動率高，並

且人工需要經過 5道工序才能研磨一個成品、

也無法抓出水龍頭兩側的稜線。相較之下和成

欣業公司導入德國 KUKA機器人的好處是出力

較大，僅需 3道工序即可研磨一個成品，而且

可以 24 小時三班生產；但缺點是每次新一批

工件機器人需要花費 2個星期重新教點，因此

不利於少量多樣的代工生產模式。和成欣業公

司導入 CPS 研磨拋光機器人製造單元後，透

過離線編程只要將水龍頭的 3D 模型檔案載入

模擬軟體，只需 1天便可完成機器手臂的研磨

路徑生成，縮短 90%教點作業時程。由於模擬

計算優化的結果，CPS研拋僅需 2道工序即可

研磨一個成品，比起德國 KUKA機器人能提升

25%的研磨時間，並可以抓出水龍頭兩側的稜

線，因此不但可以解決缺工問題，也提升生產

品質與效率。

之後在 2018年工研院將開發出「CPS研磨

拋光機器人 2.0」並技術移轉給上銀科技公司，

導入由上銀公司主導的『水五金及手工具產業

智動化計畫』中，包含「Smart Vision機器人

視覺技術」與「EzSim 機器人模擬器」，提

升虛實整合的準確度與降低虛實整合的調整時

間，並讓上銀 6軸機器手臂配合 2軸新型砂輪

機，提升工件研磨覆蓋率，如圖 9與圖 10。

結語

工研院以多年在機器人領域的深厚研發能

量，協助國內水五金產業升級。其所研發的

【CPS研磨拋光機器人技術】整合了感測器、

計算、通訊與控制於一體，透過 CPS 軟體系

統的計算，自動生成機器人研磨拋光加工程

式，接著利用通訊網路把完整的拋光研磨作業

資訊即時傳送到機器手臂，透過感測器蒐集資

訊，可將水龍頭粗胚研磨拋光加工路徑記錄起

來，藉此優化研磨拋光的作業程序。工研院除

了前述示範案例，持續複製擴散到其他中部水

五金業者如橋椿公司、滿益金公司等水五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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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產線製程中，協助台灣水五金產業往智慧製

造方向技術升級。

除了水五金產業需要自動化研拋技術之外，

國內金屬加工產業，如手工具產業、高爾夫產

業等金屬製品，也都有相關自動化研拋需求，

但是面臨產業特性不同、產品研拋要求不一致

的情形。有鑑於此，在智動協會 TAIROA 標

準委員會中，由工研院擔任召集人角色，組成

了包含和成、橋椿、上銀、勤堃、新代、電

檢中心、交大、清大等橫跨產、學、研專家

群，依循國際標準制定流程，舉辦技術委員會

(TC, Technical Committee)及工作小組 (WG, 

Working group) 會議，針對工業型機器人於

研磨拋光應用，充實標準內容，並納入相關應

用性能規範，提供機器人研磨拋光應用之製造

商或使用者參考依據，於 2018 年完成台灣第

一部台灣機器人標準 (TARS, Taiwan Robot 

Standard)，「TARS 1-3-001-1 機器人研磨

拋光應用標準」，打造台灣機器人產業基礎環

境，降低機器人研拋導入門檻。未來期能透過

TARS標準與 CPS機器人研拋技術，導入到更

多不同的金屬加工產業研拋製程應用上，讓國

內金屬加工產業更多廠商，邁向智慧製造、產

業再升級。

圖 9、上銀機器手臂導入 CPS2.0機器人研拋技術

圖 10、由上銀公司主導，隴鈦公司、勝泰公司、銳泰公司、伯鑫公司共同參與的『水五金及手工具產業智
動化計畫』與工研院技術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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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經濟時代來臨

台灣企業突圍契機剖析

文∣ SAP 台灣

謝良承也點出，想要減少體驗落差，企業應

跳脫過去以成本為主的框架，打造從顧客需求

出發的思維模式。SAP以往透過豐富解決方案

協助企業有效管理供應鏈、財務資料等營運數

據 (Operational Data)，未來我們將進一步協

助企業了解顧客滿意度、品牌推薦度等體驗數

據 (Experience Data)，更精準掌握顧客需求。

他更強調，為了提供顧客難忘體驗，建議企

業可以把握三大關鍵：改善員工體驗、優化售

前及售後服務體驗，全面提升品牌滿意度，奠

定未來競爭優勢。

關鍵一：打造學習型組織，優質顧

客服務從企業內部著手

企業藉由員工提供服務給顧客，而開心且

品質良好的員工會對工作更加投入，進而創造

更高的顧客滿意度。為了提供確保企業提供絕

佳的客戶體驗，妥善進行員工的教育訓練與知

識管理就是提供優質客戶體驗的重點。但謝良

承點出，新世代的員工訓練必須滿足行動化需

求，讓員工能夠隨時隨地利用手機接收最新的

產品知識與培訓，才能落實學習目的。

Build.com 是全球最大的線上居家裝潢零售

網站，隨著業務持續成長，公司擁有超過 90

萬種商品，如何落實一致性的產品知識與教育

訓練成為公司的極大挑戰。以往 Build.com 由

講師親自向新進員工面對面講授入職與安全課

程，但通常出席率難以掌握，培訓日程也無法

彈性安排，並且不同講師的培訓內容也會有不

一致的情況。

但藉由SAP Litmos企業線上學習解決方案，

Build.com成功減少了 60%講師面對面授課的

需求，標準化了 90 萬種商品的產品知識及培

訓。同步提供簡單易用的介面、個人化學習成

效追蹤與課程建議與支援行動裝置隨時隨地的

學習需求，大幅改善 Build.com的員工學習成

果，進而提升銷售表現。

目前 SAP Litmos 在全球已經有超過 1,500

萬個帳戶以及超過 10 億個課程上線，幫助企

業打造持續學習的環境，從內而外優化給客戶

的服務體驗。

台灣企業突圍轉型

從拓展體驗經濟潛在商機開始

隨著體驗經濟成為全球熱門趨勢，預計將為

全球產業帶來巨大衝擊，企業如何量身打造獨

一無二的顧客體驗成為未來營運關鍵之一，甚

至可以說體驗經濟將是 21 世紀中，讓企業獲

利再創新高的致勝關鍵。

SAP全球副總裁、台灣總經理謝良承分享，

根據調查顯示，不佳的體驗會造成顧客流失，

導致企業每年損失高達 16 兆美元，而良好的

顧客體驗則可創造企業營收倍數成長。但根據

Bain & Company調查指出，80%執行長認為

他們的企業為顧客帶來深入人心的體驗，卻僅

有 8%的顧客有同樣看法，突顯巨大體驗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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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二：自動化快速報價 提升售前

客戶體驗與銷售效率

過去企業以人工流程更新報價單不僅容易出

錯，更常有版本不一致的情況產生，耗費不少

人力與時間。謝良承建議可藉由 SAP CPQ (配

置、定價、報價 ) 系統能建立折扣門檻邏輯，

同時保障利潤，並可轉換為預先核准的折扣原

則和額度；同時系統也會依據過去業績與其他

參數，提供報價、甚至提供向上銷售建議，簡

化報價作業流程，讓業務將時間花費在更有價

值的事情上。

以 Dell Asia Pacific為例，由於該公司有一

半的營收來自散佈在亞洲 20 多個國家、總計

70餘個關鍵經銷合作夥伴，透過 SAP CPQ設

置、定價與報價管理系統後，Dell Asia Pacific

即可輕鬆建立透明、有競爭性的價格表，還可

以因應需求客製化產品型錄、購物車與相關流

程，將繁複的人力報價機制變成 7x24 小時的

自動化服務，成功為每一位業務每周省下 20

小時的訂單與報價管理時間，而訂單量也以每

周增加 200張以上的速度成長。

而全球領先的工業機械、建築與採礦設備商

Altas Copco也透過 SAP CPQ (配置、定價、

報價 )系統將原先得花費 75個人、為期數天的

報價工作，縮短成只需要 5 個人、不到 10 分

鐘的時間即可完成，同時亦兼顧訂單準確度，

在提升市場反應力與企業服務能量的同時，大

幅降低營運成本，落實費用最小化理念。

關鍵三：利用售後服務提升品牌價

值，建立顧客忠誠度

謝良承更強調，商品或服務的售出不是顧客

互動終點，良好售後體驗才是業績續航關鍵。

尤其在市場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售後服務體驗

的品質自然影響到未來企業競爭實力。

以往，企業多將客戶服務部門視作售後服務

單位，而非可創造獲利的營利單位，但此情況

在導入 SAP服務雲 (SAP Service Cloud)後將

不復存在，企業不僅能提供全方位客服服務，

甚至可以將客戶的售後服務轉換為商機，從而

找到提升營收的機會，替企業建立良好口碑。

舉例來說，為了讓滿足客戶對設備維護服

務的需求，包含零停機、低維護成本、隨時可

獲得服務，西門子以群策群力取代單打獨鬥，

透過 SAP 服務雲打造服務市集 - Siemens 

Genius，整合企業內、外部經認證的服務人

員，企業客戶可以因應產業、產品或設備屬性

邀請經過認證的夥伴，即時尋找適合且可立即

服務的技術人員，以智慧派工服務創造全新客

服體驗。

且根據第三方研究機構 Forrester Consulting

研究報告指出，總結出採用 SAP 服務雲不僅

有助於提供客戶專屬的服務體驗，還可以進一

步將客服人員與第一線業務人員的績效提升

40%、帶動業績成長 19%，亦可將客服中心營

運成本降低 42%，實踐「營收最大化，費用最

小化」的目標。

善用體驗管理發揮綜效 

全面提升品牌滿意度

SAP認為體驗經濟不僅是針對顧客的體驗，

而是將企業內部、外部顧客到供應商等體驗都

列入考量，打造由內而外的企業體質改變與調

整，深化與客戶的互動關係，藉此打造嶄新商

業模式。

SAP 全球副總裁、台灣總經理謝良承亦分

享，為把握體驗經濟時代崛起的潛在商機，台

灣企業應借鏡國外案例、打造以消費者為中心

的獨特商業模式，而 SAP C/4HANA全方位顧

客體驗解決方案除了可協助串聯線上及線下通

路，提供端到端的顧客體驗外，還可整合既有

會員資料，提升企業和顧客間的互動關係，以

開創價值新藍海，奠定全球市場競爭實力。

歡迎您與 SAP聯繫

產品諮詢專線：0800-885-989

更多顧客體驗資訊請掃描 QR code 造訪 SAP

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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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I (Industri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工業

人工智慧；是指人工智慧在工業中的應用。不

同於人工智慧，工業人工智慧是一門嚴謹的系

統科學，它專注於開發，驗證和部署各種不同

的機器學習演算法以實現具備可持續性能的工

業應用。

工業人工智慧是機器、設備、製程能擁有自

我的分析方式，幾乎能勝任需要人類智慧才能

完成的複雜工作。它不再是資訊的整合展示工

具，把問題立刻呈現在人類面前，等待人類的

決策。而是會不斷豐富和強化自己的分析與決

策能力，來適應周圍變化不定的工業環境，達

到主動獲知與傳知的能力，以完成多樣化的工

業任務流程。

台灣產業結構裡，98%為中小企業；製造業

超過 25 萬家，直接就業人數超過 200 萬人。

面對全球智慧化生產趨勢，如何引導如此龐大

的台灣中小型企業走向智慧製造，協助轉型及

提升競爭力，是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推動產業努力的方向，也是其在近年發表的智

慧製造產業白皮書訴求重點。

台灣製造業按其產品製造手法的過程，總體

上可以概括為連續式製造和離散式製造。離散

式製造的產品往往經由多個零件，經過一系列

並不連續的工序加工、裝配而成。也就是產品

從原料到半成品、成品的生產過程，可以區分

成若干獨立、不需要在同一廠區連續完成的製

作過程，被稱為離散式製造。

離散式製造業一般都包含零組件加工、零組

件裝配成產品等過程。在這類企業中，有些企

業偏重於零組件製造，我們稱之為離散式加工

型企業；有些偏重於裝配，我們稱之為離散式

裝配型企業；有些則加工和裝配都主要由自身

完成，這類企業無論大小，相對前面兩類企業

來說要複雜一些。整個離散式製造業就是由此

三類型企業相互關連配套而組成。例如機械設

備 / 電子設備製造業、金屬製品製造業、塑橡

膠製品製造業、汽機車 / 航太零組件製造業、

光電 /半導體製造業、3C產品製造業等。

由國內產業生態系解構，白皮書選擇離散式

製造業做為智慧製造的主體論述，除了上述這

些類型的製造業佔台灣製造業 GDP 接近 8 成

外，論述的重點也呼應 5+N政策的發展目標，

協助產業導入智慧製造，建立 Domain Know-

How 應用與差異化競爭優勢的發展。以及符

合智慧機械產業政策所論及的「推動產業智機

化，建立系統性解決方案」的方向。

隨著產業智慧化轉型需求的增溫，傳統的代

工產業，透過工業網際網路系統化的賦能，轉

型成為具有服務價值的代工業者；我們認為在

整個工業網際網路的架構中，工業人工智慧將

扮演著重要的關鍵。

(一 )現今面臨的問題

智動協會白皮書編輯群今年度拜訪數十家中

小製造企業，針對導入智慧製造與人工智慧的

台灣 IAI發展現況
文∣智動協會智慧製造產業白皮書編輯小組

發展進行討論，以下列舉幾位廠商負責人的發

言重點紀實。

▲大家都還在學習工業 4.0，台中的智慧機

械製造示範產線應該要多辦理中小企業觀摩活

動。就像區塊鏈一樣讓大家都共享，分享經驗。

台灣很多財團法人的研究單位都是很好的，法

人研究機構都很優秀，但他們執行計畫很可能

是為了達到自己的 KPI，並不一定完全對焦到

我們 (中小企業 )。小公司沒有很多資源可以養

好人才，很多人才都在法人研究機構內。希望

政府能把法人研究機構的人才養在企業內，貢

獻力量。

▲應用 AI 能解決多少問題 ? 能幫助我們什

麼 ?公司之間如何聯網，因為彼此不易開放自

己的資訊。問題：1、AI與自動化的區別是什麼，

可不可以從大數據中找出對策解法。像是訂單

如何預估，急單很難處理，一星期或是三個月

的製造有必要進行生產預測，但若正確率低，

智慧該如何解決 ? 2、AI可否做先進製造排程

系統，APS(先進規劃排程專家系統 )太難，每

個公司製程不一樣，AI 做到 APS 就可以發展

要解決的問題 ?

▲ AI 的發展其實是如何資訊化，我們公司

努力往資訊化與自動化發展，但資訊人員從哪

兒來 ?要有大數據的分析人員，但是工作環境

和待遇讓我們很難找到大數據分析人員。好的

畢業學生留不住台中，他們都要去北部的大企

業就職。另外也要培養機械設備的維修人員願

意進到中小企業。

▲我覺得智慧機械對大企業比較有幫助。

我們在嘉義已經找不到人力，也一直在投資。

六、七年前就引進二、三十位印度的學生來嘉

義，這是透過教育部外交部申請的特別專案，

我們給他們生活費，也讓他們畢業後就來公司

上班，人才成功率約三成，但留下的是好人才。

人力如何分享 ?希望政府開放移民、引進人工，

而且可利用投資抵減做這件事。

▲台灣沒有大型的系統開發商，能依照各

個行業別推不同的平台。能提供解決方案的人

才，懂一個系統製程整合的 KNOWHOW 至

少要 15 年，需要培養 15 年。推自動化，第

一階段要先做標準化以及優化，但這個就很難

做，還要做優化。我們現在討論要發展智慧製

造也一直講 4.0，但現今很多的公司依然沒有

PLM(產品生命周期管理 )。不同的系統轉來轉

去，CAD/CAM 所有的數據要整合和優化，台

灣還有很大的空間。

▲大家都在講 AI、ERP， 但資訊安全要更

被重視。資訊被駭是件很痛苦的事情。軟體業

重視的資安，從資訊安全開始做起，政府領軍，

像日本一樣，有國家隊才能吸引人才和資源。

基本上有四的問題需要解決，如下所述。

(1) 高值化

．自動化設備廠欠缺關鍵技術，無法整線輸

出創造國際商機。

．如何應用感測技術發展工業人工智慧面臨

挑戰。

(2)數位化

．專業師傅嚴重缺少，學徒也難以養成，如

水五金、手工具、金屬加工等產業。

．普遍缺工影響產業效率，產業多半未數位

化，面臨世代危機。

(3) 國際化

．現行設備及流程整合不佳無彈性，無法快

速滿足國際訂單的客製化需求。

．機器人或自動化設備介接國際認證的程度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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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標準化

．台灣機器人需加速符合現行法規與 ISO標準。

．現行產線上機器人需升級符合國內外法規。

．協作型機器人需符合 ISO，才能進入市場。

絕大多數受訪的台灣中小企業高階經營者認

為，無法適應快速的網路技術變遷是他們企業

面臨的最大威脅。國內中小企業多，缺乏引入

數位科技的資金與知識，少子化及高齡化將使

傳統作業人力招募日趨困難。

因此，我們整理前述所觀察之台灣中小製造

企業導入智慧製造的幾個最大問題是，1、產品

製造流程的客戶參與性；以產品本身的角度來

看，少量多樣製造蔚為主流，企業生產策略已

經從推式 (Push)生產，走向以客戶為主的拉式 

(Pull)生產，客戶如何有效適時地參與產品的製

造流程。2、產品製造流程的協同互動；以客戶、

供應商和製造商三方協同的互動模式，已成為

新一代企業的營運模式。3、製造資源電子化、

數位化；產品生命週期的量化模型建立，與產

品生命週期的物流、現金流、資訊流等製造資

源的電子化。4、製造資源的可重置性；產品的

生產製造時間、製造單元、製造設備，可構成

新一代可重置性的硬體製造環境。

目前台灣產業設備多數從四個面向強化智慧

化的發展，1、機器人支援設備，增強智動化

程度。2、導入智慧化偵測系統，掌握設備狀

態。3、能夠擴散現有智慧化客製能力至其他

產品線。4、發展虛擬製造，先在電腦模擬最

佳製程，再進行運作。

在物聯網發展逐步成熟 (如網路通信技術、

感測器技術、嵌入式系統技術、雲計算 )，未

來的趨勢是，工廠裡的每台設備都會有感測

器，收集資料到伺服器，由電腦進行精度調整，

故障預測等等自動化功能。

因此，從面臨的問題分析，如何透過工業人

工智慧，從巨量的工業大數據中去尋求期間的

關連性，進一步將客戶可見的需求，到不可見

的未知需求，進行全面的掌握，並提出如何解

決和避免的過程，是必須重視的。

(二 )台灣工業人工智慧要發展，必 
        須重視的元素

目前大部份實際運用被號稱為人工智慧的

功能。實際上是將人類的智慧轉化為計算機代

碼，以達成自動決策的目的，透過大量數據與

模式，讓機械依照發生機率選擇並做出相應決

策。而隨著電腦運算效能的大幅提升，越來越

多的設備商也會開始發展，逐步將人工智慧的

預測演算法與模型及設備做整合。

約莫西元 2000 年，網際網路興起盛行，許
多電子商務系統應運而生，大量的線上交易產

生出許多的資料。當時利用統計式的方法，例

如決策樹、關聯法則、資料探勘等，執行電子

商務的交易與追蹤，這為現今機器學習與人工

智慧技術的先驅。

但為何工業上的人工智慧應用會比較慢呢，

主要是因為在工業場景中要搜集資料所必須投

入的成本比較高；以前的機台設備多無安裝成

本較高的精密感測器，再加上網路傳輸的成本，

所以工業人工智慧的發展緩於商業人工智慧。

如今隨著感測器、感測技術、網路通訊技術

與協定的發展與成本降低，工業人工智慧的進

展將日新月異。

美國白宮資訊物理系統顧問美國辛辛那提大

學（University of Cincinnati）特聘教授李傑
博士，早年曾提出透過感測器監控機台設備的

狀況，再運用決策支援工具即時給予回饋，達

到機台零停機的無憂生產，這是工業人工智慧

的早先概念。

現今可想見的是應用的範圍將會含括至「設

備內關鍵零組件智能診斷」、「設備內整體壽

命預測」、「設備加工時的最佳化參數配置」、

「設備加工時分析最佳化」「設備加工後的加

工品質診斷」等。

台灣工業人工智慧要落實在實體的製造領

域，必須要重視以下五項元素，

1、分析與人工智慧技術 (analytics and AI 
technology)：利用大數據與人工智慧技術來進
行工業數據的分析。

2、大數據技術 (big data technology)：快
速儲存與分析大量工業、工廠數據的技術。

3、雲技術與物聯網 (cloud and IOT)：符合
物聯網標準，具有連網功能的感測器及雲端儲

存的技術。

4、專業知識與經驗 (domain knowhow)：
工廠領域的專業知識。

5、實際改善 (evidence)：工業人工智慧必
須能夠改善工廠中的問題，才是有用的。

顯然的，要有好的工業人工智慧應用，一定

要架構在好的物聯網與自動化的基礎上，根據

市場潛力，我們認為可朝三大方向進行關鍵技

術發展，(1)透過數位化方式加速機器人系統設

定，藉由人工智慧提升即時反應能力；(2) 強

化自我性能調適，藉由人工智慧減少因機器人

結構的慣性和機器共振產生誤差，提升安全性；

(3) 跨域結合資料處理及一直網路通訊標準，

讓設備能透過網絡互相傳遞並處理大量資訊，

以達到 IAI 技術之實現。未來台灣在工業人工

智慧技術發展示意，如圖 1呈現。

運用人工智慧讓機器擁有類人的思維意識，

機器具有等同人類的行為能力與思維意識，可

以執行如人類技能化工作，完成專業人力進行

的技藝性精密工作。將來透過技術人員與工業

人工智慧雙腦協作的賦能，解決勞缺、成本上

漲、複雜外型、產品生命週期縮短與高階生產

技術等問題。工業人工智慧的目的就是要樹立

生產系統的價值，逐步讓製造業者發立出生產

優化、數據聯結、因應大量客製化的能耐；我

們必須重視工業人工智慧的發展。

圖 1、工業人工智慧關鍵技術發展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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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 LEARNING ARCHITECTURES
AND SHORTCOMINGS

Rooted  in  theore t i ca l  work  f rom the 

1960s, today’s Deep Learning and deep 

neural  network algor i thms (Col lect ively 

referred to as DNNs herein) represent the 

sub-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hat is 

delivering the biggest wins across industries 

and use cases.

These  a re  la rge -sca le  sys tems tha t 

grossly s impl i fy  and s imulate networks 

of interconnected “neurons” trained to 

execute specific tasks. Such tasks include 

recognizing scenes or objects in images 

and video,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time series analysis such as financial fraud 

detection.

While the data and the tasks may vary, 

these systems derive their power from the 

ability to learn from the data – as opposed 

to  be ing  p reprogrammed to  per fo rm a 

func t ion  and  the  d is t r ibu ted  na tu re  o f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across millions of 

How Lifelong-DNNTM Solves for Inherent
Problems with Traditional DNNs

Sam Wong
Neurala, Inc

GM Asia Pacific

Deep Learning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lacks the flexibility to enable 
the real-time learning necessary to overcome catastrophic forgetting 
and its shortcomings in transfer learning and updating networks with 
new data. 
Neurala has developed a proprietary suite of Lifelong AI technologies 
that directly address these problems in concert with proprietary DNN 
implementations. The resulting hybrid architecture, Lifelong-DNN, 
is explained in this paper specifically as applied to the recognition 
problem in computer vision.

weights or parameters. 

They also overwhelmingly use a learning 

formalism of error backpropagation initially 

suggested in the 1960s and fully crystallized 

in the 1980s.  Backpropagat ion of  error 

computes the error term by comparing the 

neural network output with the ground truth, 

then propagates it backwards through the 

network to adjust weights in a slow gradient 

descent  towards  the  f ina l  s ta te  o f  the 

network where the error is minimized.

Data can be images, text or data feeds 

from a variety of sources, but the principle 

is the same: the algorithm optimizes the 

network output  by i terat ive ly  ad just ing 

the weight of each neuron in the network 

unt i l  opt imal  per formance is  ach ieved. 

T h i s  e n a b l e s  A I  s y s t e m s  b a s e d  o n 

backpropagation to match and sometimes 

surpass human-level performance in an 

ever-increasing list of tasks, from playing 

chess to detecting an intruder in a security 

camera.

Lifelong-DNN solves catastrophic 
forgetting through complementary 
learning

Since  the  ea r l y  1990s ,  resea rche rs 

have pointed out how there exist multiple, 

o f ten complementary  learn ing systems 

in the bra in that  could be combined to 

overcome individual systems deficiencies. 

For instance, McClelland and colleagues in 

1995 suggested that backpropagation based 

neural networks can overcome catastrophic 

fo rge t t i ng  by  u t i l i z i ng  a  dua l  l ea rn ing 

system s imi lar  to  in teract ions between 

slow learning neocort ical  c i rcui ts (e.g. , 

the ones found in the 6-layered structure 

of the cerebral cortex) and fast learning 

hippocampal network in the human brain. 

Cortical circuits are characterized as having 

highly distributed representation, high data 

compression and generalization, and slow 

learning similar to back-propagation based 

neural networks.

H i p p o c a m p a l  c i r c u i t s  a r e  k n o w n 

f o r  r e c u r r e n t  c o n n e c t i v i t y ,  s p a r s e 

representations, and fast Hebbian learning. 

Lifelong-DNN builds such a dual learning 

system on top of  convent ional  DNN as 

described below.

in the figure1: the backbone (top bracket) 

and the head (bottom bracket).

The backbone def ines the qua l i ty  o f 

f ea tu re  ex t r ac t i on  and  i t s  comp lex i t y 

generally dominates the inference speed 

and  qua l i t y.  The  same  backbone  can 

be used for different tasks, for example 

ResNet-1012 backbone can be found in 

classification, detection, and segmentation 

neural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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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a s t  o n - t h e - f l y  l e a r n i n g  i s  a  t a s k , 

hence L i fe long-DNN modi f i ca t ion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head, although they 

influence the backbone design and tuning. 

Head design is the subject of many possible 

man ipu la t ions :  in t roduc t ion  o f  cus tom 

layers, new loss functions, special training 

procedure tweaks,  and more.  L i fe long-

DNN des ign  takes  advantage o f  a l l  o f 

these manipulat ions and bui lds a fast -

learning head based on the properties of 

hippocampal system in the human brain:  

recurrence, sparsity, and Hebbian learning. 

T h e  L i f e l o n g - D N N  s y s t e m  t a k e s 

advan tage  o f  t he  fac t  t ha t  we igh ts  i n 

the backbone DNN are excellent feature 

extractors.  In order to connect the fast 

learning head to the backbone, some of 

the DNN’s upper layers may be ignored, 

modified, or stripped, depending on the use 

case. For instance, the original DNN usually 

inc ludes  a  number  o f  fu l l y  connected, 

averaging, and pooling layers plus a cost 

layer that is used to enable the gradient 

descent technique to optimize its weights 

dur ing t ra in ing.  These layers are used 

during backbone pre-training or for getting 

direct predictions from the DNN but aren’t 

necessary for generating an input for the 

new fast learning head of Lifelong-DNN.

LIFELONG DNN SOLVES 
TRANSFER LEARNING ISSUES

THROUGH MEMORY 
CONSOLIDATION

Avoiding overfitting and preserving 

network size: Lifelong-DNN memory 

consolidation

With such a fast training, overfitting can 

become a major concern in conventional 

DNNs. As the plot on the next page shows, 

it does slightly affect Lifelong-DNN (around 

batch 33), but the network recovers after a 

few more batches of training.

The reason for such low overfitting and 

good recovery is the mechanism of memory 

consolidation that Lifelong-DNN uses during 

training. Consolidation utilizes a high degree 

of redundancy in DNN data representation. 

The learn ing metasystem moni tors  the 

weight changes and detects outl iers for 

each c lass .  When the number  o f  such 

outliers crosses the automatic threshold, the 

consolidation mechanism is triggered.

Lifelong-DNN consolidation is based on 

statist ical analysis of the weights in the 

fast-learning head. Consolidation tightens 

the clusters for each class by removing 

the redundant weight vectors and resetting 

t h e s e . w e i g h t s  t o  i n i t i a l  v a l u e s  w h i l e 

preserving the true outliers. Effectiveness 

of consolidation depends on the feature 

quality: removing points in sparse clusters 

leads to the loss of more information than 

removing the same number of points in the 

Example of overfitting.

already tight clusters. Consolidation also 

allows Lifelong-DNN to learn more objects 

using the same amount of device memory.

Consolidation and federated 

learning: Brain MeldingTM 

consolidates, or merges, brains 

across devices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features of 

consolidation is that it can be done across 

multiple Lifelong-DNNsTM. Naturally, these 

Lifelong-DNNsTM need to have the same 

backbone and consistency between labeling 

schemes (i.e. call ing the same object by 

different labels will confuse the system). If 

these requirements are met, then one can 

consolidate heads from multiple Lifelong-

DNNsTM into a single head that will combine 

the knowledge of all the original heads. This 

Figure1

The head defines which task the neural network performs. 
The complexity of the head changes with the task. 
Classification heads are quite simple, while segmentation 
heads usually involve many layers to up sample the result 
to proper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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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is cal led Brain MeldingTM and it 

has far reaching implications for federated 

learning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Adapting to real-world scenarios

The rea l - l i fe  dep loyment  o f  a  neura l 

network that allows additional learning like 

Lifelong-DNN does differ significantly from 

the lab dataset training of unpredictability 

of incoming information. In real life, it is a 

rule, not an exception, when new objects 

are  l i ke ly  to  be presented one by  one 

without shuffling. Furthermore, the network 

is very likely to be engaged in inference on 

images that contain no known objects at all. 

The latter case “handled” by traditional 

DNNs by shows the best  guess,  which 

frequently is not a desired behavior. A much 

better solution is for networks to respond to 

objects that have not been learned.

L i f e l o n g - D N N  a d a p t s  t o  r e a l - l i f e 

conditions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memory 

consolidation and an ability to recognize 

unknown objects  by dec lar ing them as 

“Noth ing I  Know”– a separate ent i ty 

compared to known classes.

An implementation of this concept works 

as an impl ic i t ly  dynamic threshold that 

favors predict ions in which the internal 

knowledge distribution is clearly focused 

on a common category as opposed to flatly 

distributed over several categories.

In other words, when the neural network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 clear winner among 

known object classes, i t  recognizes the 

object as belonging to the known class. But 

when multiple different objects have similar 

activations and there is no clear winner, the 

system reports the object as unknown. This 

thresholding is also useful in the training 

mode when it filters out well learned object 

representations that do not require much 

learning from confusing representations that 

need attention. This gives the system the 

opportunity to define and learn the object 

that has been classified as “unknown,” 

improving the system' s intelligence.

The plot  below emulates the real- l i fe 

learning with Lifelong-DNN by feeding each 

of 14 training images for each of 10 classes 

one by one and validating after each image.

The blue line shows top 1 accuracy on the 

validation set after each image is trained. 

The vertical grid separates the training by 

classes (14 training images in each). The 

red line shows the validation results after 

forced consolidation that happens after each 

class is fully learned. Most of the times (8 

out of 10), this consolidation further boosts 

the accuracy of the system.

CONCLUSION

Whi le Deep Learn ing has grown in to 

an industry with real world applications, 

its usefulness is limited by its significant 

shortcomings. By eliminating the problems 

of  catast rophic  forget t ing and a l lowing 

transfer learning and continuous learning, 

Neurala’s Lifelong AI brings Deep Learning 

to  the  nex t  leve l .  Deve lop ing  memory 

consolidation, enabling network updates in 

real-time, and being adaptive to real-world 

situations are critical updates to traditional 

Deep Learning methodologies.

Through merging proprietary Li felong 

AI with proprietary DNN implementations, 

Neurala has shifted the paradigm of the 

recognition problem in computer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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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製造：從大數據到人工智慧

隨著工業 4.0 的浪潮，大數據蒐集與有效

運用已成為新世代製造業提升競爭力的秘密武

器。不論在任何的產業中，大數據都提供了製

程改良與優化的訊息金礦，尤其在近年人工智

慧技術的飛躍發展後，更是讓兩者結合的潛在

效益呈幾何式增長。然而，當前以機器學習為

核心的人工智慧技術需仰賴大數據，而大數據

所需的資訊基礎建設與前期投資常令人卻步，

加上其應用場景與績效又常常難以具體描述並

量化，甚至成為無法轉化價值的沉重營運成

本。這現象造成了業界在導入時的抉擇困境，

尤其對資源相對缺乏的中小企業更是如此。

回顧科技發展史上，新技術的導入與擴散都

仰賴先期採用者 (early adopters)的經驗傳承，

設下典範引領追隨者投入。身為台灣製造業的

領頭羊，半導體產業除擁有高度資訊化的先天

條件外，更是少數具有明確人工智慧應用的場

域。因此，半導體業者在這波工業 4.0革命中，

除自身有明確而迫切的需求以大數據結合人工

智慧協助升級外，也有當仁不讓的領導業界責

任。本文以下將就半導體產業的當前挑戰，人

工智慧所提供的解決方案範例，以及未來的發

展方向做深入淺出的介紹。

半導體製程的當前的挑戰

概括而言，半導體產業的核心競爭力在於良

率控管，而良率控管可分缺陷檢測以及製程監

控兩大任務。理論上，良率控管應由製程監控

為主要方法，以缺陷檢測為輔做為最後品管手

段。目前實務上，半導體廠的生產流程已達成

高度自動化生產，廠內的生產機台、檢測機台

都源源不絕地產生製程資料，並且透過 MES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將資料蒐

集起來，透過定義好的規則做出即時的統計以

及警示，然而這種製程監控方法仍有高度侷限

性，最後仍需仰賴大量人工的缺陷檢測當作良

率控管手段，形成自動化升級的瓶頸以及良率

障礙。

上述製程監控的困境源於半導體產線工序繁

複，所生產的巨量參數與複雜共變性讓傳統的

單變量監控方法―SPC (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力有未逮難以產生全面性效用。一

方面 SPC 需要工程師對關鍵參數的理解設置

規則，而對於其規則沒有包含到的狀況就無法

做準確的警示。另一方面，參數間的共變性會

讓系統產生非線性的行為，儘管個別參數在

SPC裡皆未脫離控制界限 (control limits)而觸

動警示，但其綜合效應卻可能讓系統失控 (out 

of control)。以上兩種狀況都只能到產生缺陷

AI於半導體製程之缺陷檢測應用
文∣維曙智能科技 何紹威、朱彥勳、魏宇峰

後才會被察覺，除了造成良率損失，最後往往

還是必須透過廠內的工程師做人工的缺陷檢測

與資料分析才能排除問題。

缺陷檢測的問題則更為嚴峻，現今多半還是

依賴人工的視覺審查方式，再根據缺陷種類分

析，回推到是在哪一段製程中發生錯誤，從而

找到問題發生根本原因，並且解決以及避免。

然而，專家一天檢測上萬張的圖片難免會有疲

勞、分心的狀態，這種人為疏失是無法避免的。

再者，目檢的速度是有限的，面對大量資料其

缺陷檢測與分類過程相對耗時，無法立即呈現

分類結果，便會產生了延遲時間，造成無法即

時回饋缺陷資訊給產線做立即性的補救，進而

導致無謂的良率損失。此外，經驗的傳承與銜

接也是一大問題，一個經驗老道的目檢人員與

一名新人所下的判斷與檢測的速度會有一定程

度落差。當產線增加時，對於目檢與相關技術

人員的需求增加，不僅上述的問題會被再次放

大，對於人力資源也是一種消耗。

首要人工智慧應用：缺陷檢測自動化

由上可知，缺陷檢測自動化是當前在半導

體製程最為迫切的需求。過去自動光學監測

（AOI）技術雖有一定成效，但是僅限於需要

人工定義特徵與量規等缺乏彈性與適應性的問

題，實用性與成效依然有限。所幸半導體廠可

以提供大量的缺陷檢測數據，這讓能夠自動萃

取與辨識缺陷特徵的機器學習方法有了發揮空

間與立即導入場景。

作為機器學習針對影像辨識的一個分支，

圖 1、光罩與晶圓缺陷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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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需要的生產參數、紀錄

自動傳輸給AloT Box

AloT Box分析結果後，回

傳給機台

半導體製造業廠內都已經有大量的生產資

料、參數、紀錄

無須人為介入，自動傳輸給AloT Box，或

者由AloT Box自動讀取機台資訊

AloT Box使用機器學習模型預測結果

將結果顯示於畫面，或者回傳機台

機器放置廠內，無需上傳雲端

根據新的資料重新訓練機器學習模型

深度學習是近年來人工智慧領域當紅的技術。

除了 2017 年的成名作 AlphaGo 會下圍棋

外，基於深度學習的人工智慧模型在圖像辨

識的準確度也不斷突破，透過卷積神經網路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機器算法

能從龐大的資料中自動學習圖像的特徵，而不

受限於特定幾何形狀以及尺寸，進而能從容精

確地執行做影像辨識與缺陷分類的任務。目前

在筆者所協助半導體廠導入光罩以及晶圓檢測

的案例中，只要每一種缺陷類別能有一千筆以

上的訓練資料，結果皆能達到 99%以上的準確

率。

除了準確度以外，電腦的計算速度遠高於

人腦。作為自動化的方法，機器學習模型可以

比人類運行更多的資料，從龐大的參數中篩選

出小量有意義的資料進行分析，建立出更好的

模型，做出更快速精準的判斷與提供更適時的

警示。在缺陷檢測上相較於視覺審查的方式，

人工智慧模型不但可避免因疲勞分心造成的人

為疏失，更可以對全批量的影像做即時缺陷分

類辨識而不會有漏網之魚，防止因取樣疏漏而

造成不必要的良率損失。以光罩缺陷檢測為

例，人工智慧模型能自動化即時找出殺手缺陷

(killer defect) ，並通知工程師即時處理更換

或修補光罩薄膜流程。應用在晶圓上，可即時

偵測出晶圓缺陷的位置並辨識種類，並回饋給

製程工程師做相對應的產線問題處置。這些都

實證了人工智慧導入半導體製程的潛力與可行

性。

導入實務問題與解方：資料增強與邊

緣建模

半導體製程導入人工智慧時，會遇到兩個最

常見的問題： 第一，缺陷資料太少無法有效訓

練模型。第二，由於廠內資安規範導致無法取

出訓練資料。這兩個問題如果無法有效解決，

導入將無可避免地失敗。所幸我們已有可行的

解決方法。

針對上述的缺陷檢測的人工智慧模型訓練，

常常會遇到資料量不平均的情況，例如缺陷影

像佔全部資料的 10%以下，或是某個缺陷類別

的資料特別少，而缺少的資料類別又是我們最

在意的部分。資料量不平均會造成模型準確率

低落的結果，然而有時實際產線卻又無法蒐集

足夠缺陷資料。在這些情況下，我們可以利用

對抗生成網路 (GAN: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來萃取缺陷影像的特徵值，生成大量

全新的缺陷影像。有別於傳統的資料增強 (data 

augmentation)對圖像做旋轉拉伸，GAN所生

成的缺陷影像幾可亂真，能補足實際資料缺乏

的部分，而進一步使模型在缺陷偵測上更為強

健。

關於訓練資料無法取出的資安規範問題則較

為棘手，因為我們不可能把資料科學家 24 小

時掛在產線上訓練模型。這情況下我們必須仰

賴邊緣計算的技術，把資料科學流程編成軟

體，灌入內含 GPU建模運算能力的工業電腦，

成為 AIoT Box 將人工智慧內嵌邊緣端導入產

線。AIoT Box 就像是虛擬的資料科學家，部

署在產線內做機器學習建模與人工智慧自動判

讀，並根據新的資料來重新訓練模型。由於機

器直接放置在廠內，資料無需上傳雲端也就不

會有資料外洩的疑慮，我們可以結合 AIoT Box

與前端使用者介面跟後端資料庫連結，很即時

的得到缺陷分類結果與圖表呈現，甚至可以依

照輸入的限制，來更精確地得到符合使用者期

待的資料。此外，使用人工智慧來做資料處理，

可以節省人力資源，把大部分的資料分析與視

覺審查工作給電腦來處理，製程工程師與目檢

人員只要做最後的把關，大大減少工作量，也

提升人力資源使用的效率。

圖 2、對抗生成網路生成的晶圓缺陷資料

（上排為真實的晶圓資料，下排為對抗生成網路生成的）

圖 3、AIoT Box 功能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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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人工智慧應用：預防性維護

機台維護是製程監控的重要手段，通常

可以分成兩部分： 第一部分為預防性維護

(Preventive Maintenance)，另一部份為生產

維護 (Productive Maintenance)。不論是哪一

種維護，目的都是降低機器的停線時間 (down 

time)，減少生產的損失。

傳統的預防性維護多半是透過的人工檢查或

是靠經驗及對參數的了解設定警告條件，希望

能抓到最佳保養的時機點，降低停機時間。但

傳統方法很難監控機台細微的變化，時常還是

會有機台無預警停機的事件發生。若能在這方

面導入人工智慧，透過 AI建立持續監控的系統

與機台狀態分析模型，隨時監控機台的狀態，

若是有因各種因素導致監控的參數達到警戒範

圍，除了發出警示，也能因應不同的警戒範圍

採取降速或停機等不同措施。此外，有別於傳

統的方式，利用 AI建立持續監控的系統也更能

收集到完整的資料，而收集到完整的資料更有

利於我們建立強健的機器學習模型。

以光罩檢測為例，傳統的方式會由人工辨

別缺陷的種類，人工檢測完畢後再去做相對應

的處理動作，例如粒子缺陷就轉到清洗流程，

而薄膜破損就進行相對應的修復流程。在這種

流程下，人工的辨別會變成針對晶圓為單位的

處理，而可能失去了針對晶圓上每一個缺陷分

類的數據蒐集，而我們由 AI 進行的缺陷分類

則可以留下最完整的數據。有了完整的數據，

可以使用深度學習中的時間序列模型來做預

測，例如 RNN(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LSTM(Long-Short Term Memory)，這就是針

對時間序列的資料，並且找出異常行為常使用

的方式。

由於時間序列的資料資料量成長的速度非常

快，傳統的 SPC 或是人工檢查都難以保證可

以抓到完整的異常訊息，而人工智慧模型的好

處是可以分辨出異常的行為，對異常行為發出

即時的警告訊息，協助工程師在有如海底撈針

的資訊流中找到應該要注意的部分，進而做到

了預防性維護以及生產維護的效果。

人工智慧應用之未來展望與趨勢

智慧製造之於智慧工廠是未來製造業的願

景，這也是從自動化轉變成智動化的差異。

在目前的半導體製造廠中，基礎的建設都已

經完成，有統整生產管理的 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系統、負責製造執行的

MES(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PDM(Product Data Management) 整合產品

相關的資訊以及 SFC(Shop Floor Control)統

整產品生產進度 ，並且透過區域網路連接在一

起，照理說資訊都已經被完整蒐集，然而既有

的系統各自獨立，卻少了一個統整性的大腦來

做整合每一個相互獨立的系統，智慧製造就是

指使用一個擁有統整資訊的人工智慧來做資料

分析以及流程控管。

然而現存的各個系統相異，沒有一個統一的

介面以及儲存日誌格式，難以使用的數據終究

還是只能稱呼大數據，只有將介面標準化才能

取得資料，並且讓大腦來統整資訊知道生產的

進度以及遇到的非預期狀況。更進一步，使用

邊緣決策系統 (Edge Decision System) 來減

少異質系統的溝通問題，讓邊緣端可以解決的

問題就在邊緣端處理完，也減少了資料傳輸的

時間延遲，避免了大量資料的資料傳輸堵塞問

題，並且可以由邊緣決策系統來統一非標準化

的資料傳輸，讓整合型人工智慧可以接收到標

準格式的資料。

當生產線中在不同的工作站導入了不同的

AIoT Box，並且使用廠內的區域網路連線，再

加上自動化運送機器人 (AGV，AMR)做產品、

原料的搬運，這一切透過負責整合的智慧大腦

型 AI來做監控，在任何時間都使用時間序列模

型即時監測是否有異常發生，適時地發出警告

給工程師，使得人機相互配合，將可以避免的

風險減少，從而將缺陷與非預期的停線時間降

到最低，並能即時偵測反應，達成智慧製造的

目的。

圖 4、人工智慧於預防性維護之異常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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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來智慧化科技持續創新，如感測器、無

線網路、大數據分析、機器學習、人工智慧等，

有效運用可促進智慧製造方案，達到製造業的

轉型與升級，特別是智慧感測器，為智慧化科

技的關鍵零組件，可以蒐集生產資訊，辨識物

件及週遭環境，進行異常狀況的即時因應，進

而衍生預測、模擬等附加功能，創造智慧產品、

智慧產線、智慧工廠、智慧物流等方案。具體

內容說明如下：

1.「監測設備狀態」：透過聲學感測器偵測

設備的異常響聲，或力學感測器偵測設備的異

常震動，依據現象判斷設備故障徵兆，在問題

發生前採取預防措施，避免設備故障衍生的龐

大損失。

2.「提升生產效率」：利用力學感測器偵測

設備的速度、軌跡、扭力、距離等變數；或光

學感測器進行品質管控、偵測異常溫升等功能；

或結合力學 / 光學感測器，讓自動化設備或機

器人具備手眼協調功能，提升生產工廠的運作

效率。

3.「監控工廠安全」：透過溫度、濕度、壓力、

氣體、電流、熱影像等感測器，偵測廠房內管

線是否異常，如有害氣體、液壓、油壓與電網

設備電流等，達到預先防範與即時因應效益，

避免工安災害及意外損失。

4.「能源管理」：因應全球性能源短缺問題，

製造業的耗能問題成為工廠管理重點，特別是

馬達、壓縮機、大型鍋爐、空調系統等耗能產

品或系統，經由電壓、電流、溫度等感測器的

監控，掌握整個生產工廠耗能狀況，可以即時

處理異常狀況且避免浪費。

臺灣感測器的產業結構尚屬完整，上游的感

測元件設計公司能量較弱，多數廠商僅開發單

一感測元件，重點市場為中低階 3C 電子、中

國大陸白牌手機及平板電腦等；中下游的感測

器製造與封測業者技術實力較強，但下游系統

品牌商仍偏好國際大廠的感測器，故臺灣感測

器進口替代效果不顯著，多數國產品係出口至

海外市場。若具備國產工業感測器，或利用進

口感測器發展感測器技術，將有助於國內智慧

製造方案的差異化，提升我國製造業的國際競

爭力。

本文提供國內外智慧製造感測器廠商的發展

與應用案例，包含台灣發那科 -「智慧機器人

發展趨勢」；國際大廠的先進感測方案；鑫達

懋業 -「智慧機械感測器市場趨勢」；國產工

業感測器的創新成果及原見精機 -「智慧製造

之機器人觸覺感測技術」等。

發那科（FANUC）智慧機器人發展
趨勢

發那科（FANUC）專注於製造業，以數值

控制器（CNC）的先進技術及穩定性見長，深

獲全球客戶的認同，並擁有高市佔率。利用伺

服控制技術所開發的工業機器人，黃色外觀令

人印象深刻，產品性能及穩定性也備受肯定，

及至 2019年 2月產出量已超過 59萬台，大幅

領先同業廠商。

有別於標榜「手工打造」的工業機器人，發

那科日本工廠已高度自動化，強調「以機器人

製造機器人」，不論是壓鑄、金屬加工、焊接、

組裝、塗裝、測試等製程，皆盡可能實現機器

人智動化，高度重視信賴度及穩定性，並穩定

供貨給世界各地客戶，不因勞動成本高而外移

國外生產，若工業機器人常故障或不符合生產

要求，發那科工廠將是最大的受害者，「故障

率低」則是多數使用者對發那科產品的評價。

1.智慧機器人技術趨勢

發那科為全球工業機器人的領導廠商，持續

創新的發展歷程，也是工業機器人技術的發展

史。發那科工廠的自動化，可從 1980年代說

起，當時金屬零件加工的 CNC工具機技術已成

熟，夜間自動加工成為重點課題，該公司發展

自動托盤交換系統（Auto Pallet Changer），

將工件置於許多加工治具上，依排程於夜間自

動加工，達到 24小時的無人加工。

1990 年代以後，超過 24 小時的連續運

轉成為重點課題，發那科發展彈性製造系統

（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FMS），

將大量工件及加工治具存放在立體倉儲，並依

排程傳送給 CNC 工具機，再用自動托盤交換

系統上下料，無人運作時間拉升至 72 小時，

可以減省勞動力，卻必須投資大量的加工治

具，導致硬體成本提升而成效有限。

2000 年代開始，發那科發展機器人單元

（Robot Cell），利用工業機器人與視覺技術，

讓工業機器人正確地撿拾工件，固定在加工治

具上，或從加工治具上取出成品，此種作法可

用標準棧板取代固定治具，若工件位置偏移則

用視覺補正功能，無人加工時間再拉升至 720

小時，也創造了智慧製造的關鍵設備：智慧機

器人（詳見圖 1）。

智慧製造感測器應用案例

工研院電光所 資深研究員 戴熒美
台灣發那科 經理 陳孟弘
鑫達懋業 資深市場開發經理 謝宏昌
原見精機 董事長 蘇瑞堯

文∣

圖 1、發那科無人加工的成本分析

註：以 720小時連續生產成本為基準值，估算各年代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台灣發那科 (2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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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慧機器人之感測器應用案例

一般常見的模式是工業機器人與視覺感測器

廠商合作，將既有的視覺技術與工業機器人技

術結合。除了此種模式外，發那科也自行開發

工業機器人的視覺系統，以工業機器人控制器

來執行影像分析及運算功能，可正確地校正兩

者之間的座標。

客觀來說，以視覺感測器進行量測、瑕疵

檢測與分析、其他高階影像處理並非發那科強

項，但與工業機器人高度相關的位置補正功

能，卻是發那科可以著力更深之處。對客戶端

的生產線而言，工業機器人加視覺感測的產品

組合，不用投資更多的固定治具，可以節省硬

體成本，也降低了自動化投資的門檻。

從最簡單的 2D 平面感測來看，發那科不以

高畫素 CCD 追求工業機器人難達到的精度，

反而是務實地提升運算速度及穩定性，依據環

境條件保持適當生產彈性，有效提升整體效

率，已應用於多家台灣客戶的工廠。

論及彩色 CCD，甚至進階的複數影像視覺

(Multi-View) 等功能，發那科的視覺產品也深

受好評，被廣泛應用於液晶面板等產業。近期

高速視覺追蹤功能的包裝系統，已應用於巧克

力觀光工廠，當袋裝薄片巧克力被傳送過來，

拳頭機器人會用視覺追蹤技術感測薄片巧克力

的正確位置，並以編碼器 (Encoder)追蹤輸送

帶速度，當進入動作範圍時即會用吸盤吸取，

再放進包裝盒內。

在薄片巧克力案例中，現有產品為 4 種口

味的不同包裝，未來可能變更包裝或開發新口

味，若以包裝圖樣為視覺感測的「特徵值」比

對，包裝圖樣新增或改變時，需追加設定或調

整視覺參數，增加設備維護人員的負擔。發那

科採用二值化物件（Blob）的特徵值，可以輕

鬆過濾出任意圖樣的薄片巧克力實體，在測試

機進行樣品測試後，目前已成功導入客戶的量

產線。

智慧機器人的另一個挑戰是散亂堆置取出

（Random Bin Picking；RBP）。發那科開發

一個投影器加兩個非平行安裝 CCD的 3D視覺

系統，有多種 3D 感測條件可供選擇。例如，

一箱大小形狀略有差異的橘子，只要感測 3D

資料的相對高點，即可判斷取物順序；形狀複

雜且需要特殊夾爪的汽車零件，採用標準樣本

建立 3D模型，並用比對進行 3D位置補正。

即使如此，仍然存在工件形狀、材質等限

制條件，取出成功率不易維持在九成以上，加

上光線條件、吸盤夾爪磨損等變數，取出成

功率可能更低，無法滿足所有客戶的產線要

求；於是，發那科發展 AI 的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技術，取出成功率可隨學習時間增

加而增加，經過 8個小時的深度學習後，取出

成功率達到 90%。

此種方法不用任何設定，僅用相同的 3D 視

覺硬體取得 3D 圖像分布，並進行區域分割，

工業機器人即可針對分割後區域進行吸取嘗

試，再逐筆記錄吸取結果為成功或失敗，並利

用深度學習技術分析各區域 3D 圖像的嘗試、

記錄結果及再嘗試等資訊，逐步提高成功率。

發那科更導入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技術，讓散亂堆置取出的深度學習，可以

架構在同一網路中。例如，利用 4組機器人進

行相同的學習，透過 IoT 分享彼此的結果，8

個小時的學習過程可縮短至 2小時。

除了視覺感測器，發那科也自行開發力覺感

測器（Force Sensor），共有 4種不同規格的

產品，可以對應不同大小的工業機器人，並因

應工件差異而彈性調整，常見應用有研磨、拋

光、去毛邊、組裝等製程。與視覺感測器相同，

發那科與力覺感測器廠商共同合作，將既有的

力覺技術與機器人技術結合，也提供自行開發

的標準元件，可應用於定力推壓、角度調整、

相位配合、仿形等製程。

例如，鑄件加工所產生的毛邊問題，可用力

覺感測器改善去毛邊工藝，沒有力覺功能的傳

統機器人，僅能依照預設程式及加工軌跡處理，

當鑄件形狀有差異時，即會出現加工不足或過

度加工問題。運用力覺感測器的定力推壓功能，

可設定固定力量來修正動作軌跡，讓去毛邊的

加工力量更穩定，讓工業機器人接近人類的作

業方式，利用接觸力量來調整施力強度。

發那科也用感測器軟硬體的多年開發經驗，

發展出綠色的協働機器人，不需要安全圍籬，

讓工業機器人與人類共同工作，已推出負載

能力 4 公斤～ 35 公斤等 6 種協働機器人，可

應用在各類製程與加工情境，綠色協働機器人

也提高「接觸停止」的敏感度與安全性，當機

器人本體外的夾爪、工件與人體碰撞時，能夠

立刻停止動作，大幅提升協働機器人的實用性

（詳見圖 2）。

綜言之，在成熟穩定的工業機器人基礎下，

圖 2、發那科的黃色標準機器人與綠色協働機器人

資料來源：台灣發那科 (2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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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那科持續發展視覺、力覺、AI、協同作業等

創新技術，有效提升工業機器人的生產效率，

可對應少量多樣的彈性製造需求，並務實地提

供各類解決方案，與全球各地的系統整合商合

作，共同創造智慧製造的新價值。

鑫達集團智慧機械感測器市場趨勢

鑫達集團以「創新，世界同步躍升」為經營

理念，在自動化與控制領域不斷地創新，也在

專業上追求國際化水準，可為客戶規劃符合國

際安全規範的最適化產品組合，與客戶共同創

造智慧製造的附加價值，並提升市場競爭力。

鑫達懋業為鑫達集團自動控制產品的專業代

理商，引進日本、歐洲、美國等先進國家的知

名控制產品，已具備智慧製造的專業能量，以

及良好的實務基礎與豐富經驗，可以借重國際

原廠的專業技術，以及整個集團的系統整合能

量，為客戶提供售前規劃、售後服務等全方位

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

靄崴科技則為鑫達集團的自動化專業廠，區

分為系統工程部、技術開發部、CNC電控部及

生產部等部門，已通過 ISO9001：2008 的國

際認證，並取得中國大陸低壓設備的 CCC 認

證，可提供盤內的電控軟硬規劃設計，以及現

場硬體規劃、施工及試車等專業服務。

1.智慧感測器的開放通訊趨勢

鑫達集團利用自動控制與自動化專業基礎，

分享智慧機械感測器發展趨勢，點出德國提

出工業 4.0政策為肇始點，帶動世界各國對智

慧製造（Smart manufacturing）與智慧機械

（Smart Machine) 的新浪潮，如何在現有工

廠或新工廠推動智慧轉型，全球自動化品牌商

或解決方案廠也積極提出相關方案，期望搶佔

智慧轉型商機。

然而，2015~2017 年期間全球自動化需求

尚未明確定義，自動化品牌商提出五花八門的

智慧化方案，反而讓生產工廠及設備廠商無所

適從，不知哪種方案是最佳解，哪種方案能幫

助智慧轉型，自動化品牌商也意識到智慧製造

（Smart manufacturing）與智慧機械（Smart 

Machine）的轉型，不再是封閉式架構可以主

導，自動化品牌之間必須建立彼此溝通的橋

樑，2017~2018年也出現了 IO-Link的新一世

代通訊協定，可以整合感測器、致動器及自動

化系統（詳見圖 3）。

IO-Link 是一種全球開放標準協議，依循

IEC 61131-9 的 SDCI 標 準（Single-drop 

Digita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for small 

sensors and actuators），如電氣連接方式、

數位通訊協定等內容，此系統會有 IO-Link 主

站，一台或多台 IO-Link 設備，可能是感測器

或致動器，IO-Link 主站提供介面給上層的控

制器（PLC），並透過通訊控制連接 IO-Link

設備（詳見圖 4）。

過去感測器的設定多是手動按鍵或人力教

導，常有耗時費功的問題，機台設定的資料參

數更在執行者腦袋裡，當感測器有問題或參數圖 3、製造業從 OT到 IT的整合架構

資料來源：鑫達懋業 (2019/07)

圖 4、IO-Link智慧感測器的系統架構

資料來源：鑫達懋業 (2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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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重設時，執行者可能已離職或職位異動，

以及設備安裝在危險廠區，就要很辛苦地重新

設定，更可能要感測器原廠的協助。

透過直接通訊的 IO-Link 布建，控制器可以

記錄參數資料，當感測系統出現問題時，只要

回溯雲端或母系統抓取參數，即可進行設定教

導作業，不必機台的原來設定者來處理，也不

用擔心產線設備變成孤兒。

以及，感測器資訊透過 IO-Link 連結到自動

化系統，包括感測器品牌、使用時間等記錄，

也可快速找出自動化系統的問題，或透過長期

收集的使用資訊，有效評估何時該維修或換零

件，並精準地安排歲修時間。

2.智慧感測器採用 IO-Link的優點

國際自動化大廠紛紛加入 IO-Link 聯盟，如

Rockwell、Omron、Schneider、Mitsubishi、

FESTO 等，隨著自動化方案的滲透率提升，

未來可能應用範圍將持續地擴大（詳見圖 5）。

以下說明智慧感測器採用 IO-Link的可能優點：

(1)IO-Link 系統：主站通過工業乙太網協議

（ 如 Ethernet/IP、Profinet IO、OPC UA 或

Modbus TCP）將設備數據發送至控制器（如

PLC、HMI、SCADA、OPC Client等）。

(2)MultiLink ™：通過控制器的主站，IO-

Link設備與多個工業乙太網協議通訊，如使用

不同協議為 PLC 與 HMI 提供同步數據，減少

一個控制器傳到其他控制器的數據量。

(3) 自動設備更換（ADR）或數據儲存：利

用先前儲存的數值，可自動配置 IO-Link設備，

快速且簡便地更換感測器，有效減少停機時間

及維護成本。

(4) 遠端參數化：IO-Link 主站可從 IO-Link

設備的遠端通訊修改參數，或依自動化品牌商

提供的 IO-Link主站 Web界面變更 IO-Link設

備配置，不用 PLC 或 HMI 等控制介面，也可

更改 PDI（過程數據輸入）、PDO（過程數據

輸出）等參數。

(5)監控數據類型：使用 IO-Link可看到三種圖 5、IO-Link聯盟的自動化品牌

數據。其一為過程數據，又稱循環數據，此乃

設備傳遞或感測的資訊，如溫度、距離、趨近

度、流速等；其二為服務數據，即與過程數據

無關的數據，又稱非循環數據，如製造商名稱、

設備描述、型號、序列號等，還有控制器的參

數值；其三為事件數據，即嚴重事件建立的資

訊，如感測器連接錯誤、通訊錯誤、開路、過

載等。

(6)設備描述：每個 IO-Link感測器或控制器

都有 IODD文件，包括設備資訊及參數值，可

以加載到 Web 控制器等 Web 界面，IO-Link

設備商也會在自有網站提供設備資訊，或在

www.io-link.com找到它們。

(7)減少或簡化接線：IO-Link提供多種減少

或簡化佈線方式，如採用標準M12與M8電纜，

可配合多數產業需求，或採用 M12與 IP67機

櫃外產品，減少機櫃內佈線與佔用空間，或使

用 IO-Link集線器與模擬 I/O，減少機櫃內外佈

線，或減少電機啟動器、按鈕等 IO-Link 設備

的接線。

(8) 克隆配置（Clone）：IO-Link 設備可以

備份，並輕鬆地替換或複製設備。

(9)設備驗證：只要控制器有 IO-Link的通訊

接口，即可與任何感測器、感測器品牌、或特

定感測器一起使用。

(10) 指數服務數據單位（ISDU）：IO-Link

有多種方法通過控制器接口讀取或寫入 ISDU，

也可通過 PLC讀取或寫入客戶端。每條消息可

能是單一命令，或有相同數據區大小的多個命

資料來源：鑫達懋業 (2019/07)

令，或有不同數據區大小的多個命令。

綜言之，工廠智慧化是整合製造業相關系統

以提升效率，包括工業物聯網（IIoT）、工業

自動化、數據交換與製造技術。IO-Link 將工

業網路通訊標準化，達到智慧化結合的理想方

案，創造更高速、更靈活、更有效率、更具適

應力的生產系統，實現從智慧感測器到工業物

聯網的無縫通訊，透過 IO-Link 技術的結合，

生產工廠及設備商可快速地智慧化與數位轉

型，讓商品快速上市以搶佔先機。

原見精機智慧製造之機器人觸覺感

測技術

原見精機於 2017 年新創成立，專注於機器

人觸覺系統的研發與製造，經過多年專業經驗

的累積，已推出輕、薄、密緻、敏感的力覺感

測模組，從材料、製程、電子電路到機器人控

制逐一完備，成功推出獨特的機械觸覺回饋系

統，並應用於工業機器人的協同作業。看好德

國工業 4.0帶動的機器人與自動化需求，也帶

動相關零組件及技術發展，原見精機與國際機

器人大廠合作開發，利用獨特的觸覺感測器技

術，創造智慧製造的利基市場。

在彈性生產需求的帶動下，人機協作相關

產品前景看好，然而實現人機協作的首要條件

是安全防護機制，如何確保人類與工業機器人

在相同環境工作，能夠有最大的安全保障，

原見精機推出機器手臂的安全皮膚（Contact 

Skin），如同為機器手臂加上一層皮膚，經由

觸覺感知來保障人機協作安全，如與歐洲機器

人大廠 ABB合作，成功導入佳世達的生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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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勞動部推出「協同作業機器人作業安全評估要點」

資料來源：原見精機 (2019/07)

該生產線更是全台首座通過認證的人機協作產

線。

1.人機協作產業規範

因應人機協作的發展趨勢，勞動部於 2018

年將原先依據 ISO標準制定的 CNS 14490「工

業機器人危害預防標準」修訂並釋出最新安全

規範，敘明人員安全與風險管理，讓人機協作

自動化產線能依法有據的移除柵欄、提升廠房

空間利用。並公告產製運出廠場、輸入、租賃、

供應或設置之工業機器人（含機器人系統），

其構造、性能或安全防護事項，應符合國家標

準或國際標準，自 2019年 9月 1日生效。

一旦工業機器人走出圍籬，勞工安全將被視

為首要課題，工廠管理者必須確保人員協作的

安全性，避免工業機器人碰撞及人員傷亡。勞

動部為協助事業單位依工業機器人危害預防標

準規定，製作協同作業安全評估報告，特別訂

定『協同作業機器人作業安全評估要點』供參

考。雇主於機器人協同作業初次安裝時，應由

事業單位相關人員與原廠專家共同執行，並提

供適當防護設施進行試運轉測試，試運轉測試

後，方可進行啟始起動作業（詳見圖 6）。

2.人機協作之觸覺感測系統

在人機協作的安全設計上，觸覺感測是工

業機器人應用的明日之星。目前，工業機器人

整合的外部感測技術以光學感測為主，如紅外

線、光柵、雷達、光達等；近年來，國際機器

人大廠紛紛投入觸覺感測技術，讓機器手臂在

圖 7、安全防護觸覺外殼的產品設計

資料來源：原見精機 (2019/07)

極細微的觸碰狀況下，就能即時辨識並作出反

應，增進操作人員的安全性。

原件精機為人機協作技術的領導廠商，提供

工業機器人觸覺感測產品及系統，如安全防護

觸覺外殼、直覺教導用觸覺介面等，更與國內

外工業機器人廠共同設計，直接升級為『安全

協作觸覺機器人』。具體內容說明如下：

(1) 安全防護觸覺外殼（產品名稱：安全皮

膚，Contact Skin）

根據 ISO/TS 15066規範，在無安全圍欄的

狀況下，必須考慮碰撞時人類所承受的疼痛閾

值，此規範是為了保護操作人員，所有人機應

用都需要相關措施，若人員與工業機器人的接

觸維持在所定義的極限值範圍內，則可符合標

準，也符合勞動部的最新法令，讓工廠釋放機

器人周邊的安全格柵，實現人機協作的產業需

求，同時提升工業機器人的效能。

原件精機推出「安全防護觸覺外殼」（詳見

圖 7），賦予工業機器人靈敏的表面觸覺，一

旦發生碰撞時，工業機器人將會立刻停止，藉

此確保相同工作環境人員的安全性，適用於人

機協作及各類自動化，已可支援多家國際大廠

的工業機器人（詳見圖 8），具體規格則如附

件一。

(2) 直覺教導用觸覺介面（產品名稱：指尖

教導環，Finger Teach）

工業機器人的剛性高，一般徒手推不動，教

導手臂移動點位時，必須透過電腦輸入指令，

或用控制面板、手搖桿等人機介面。面對工業

4.0 時代的洪流，工業自動化強調產線多樣化

及生產效率，現有教導方式並不直覺，也不容

易使用，可能耗費大量時間。再者，隨著人機

協作需求的增長，如何發展直覺式互動教導，

並讓教導工作更方便、更有效率，成為工業機

器人的重點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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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安全防護觸覺外殼所支援的工業機器人

資料來源：原見精機 (2019/07)

圖 9、直覺教導用觸覺介面的產品設計

資料來源：原見精機 (2019/07) 資料來源：原見精機 (2019/07)

圖 10、原見精機與國際大廠共同發表指尖教導環

原見精機推出「直覺教導用觸覺介面」（詳

見圖 9），主要應用於機器手臂、人機協作等

製程，具有極佳的觸覺感測能力，只要操作者

指尖觸碰感應介面，即可判讀操作手勢及指尖

力道，再傳回工業機器人的控制器，轉換成不

同的操作指令，此裝置放在工業機器人的前端

（詳見圖 10），讓人輕易「指」揮工業機器人

的動作，達到直覺式教導功能，具體規格則如

附件二。

3.觸覺感測系統之應用案例

佳世達為國際電子代工大廠，期望建構人

機協作的生產線，已於 2019 年獲得人機協

作安全認證，為台灣第一座符合 ISO10218/

TS15066 的智慧工廠。過去，佳世達產線為

確保人員安全，必須讓機器手臂與工作人員在

不同區域工作，使得自動化的製程站點受到限

制，也會佔用較大的廠房空間。

目前，佳世達的人機協作產線有三道安全防

護機制，第一道劃分工作區域，讓人機動作互

相搭配，第二道為光學感測，當人員進入警戒

區時，機器手臂會自動減速，第三道導入原見

精機的「安全皮膚」，當人員碰撞機器手臂時，

機器手臂會立刻停止。

透過三道安全防護機制，佳世達已通過精密

機械中心 (PMC)的第三方認證，成為全台第一

個人機協作產線，自動化覆蓋率提升至五成以

上，更可將人機協作產線的設計經驗，協助客

戶建置安全的智慧工廠（詳見圖 11、12）。

綜言之，協作機器人為自動化產業的重要趨

圖 11、佳世達的協同作業工廠之安全防護機制

資料來源：原見精機 (2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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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透過觸覺感測系統的有效運用，可以提升

製造彈性及智慧化。根據 IFR 的統計，2017

年全球工業機器人市場為 38.1萬台，預估協作

機器人市場滲透率為三 ~五成，即全球市場將

新增 11.4~19.1 萬台協作機器人；以「後裝」

市場來看，2017 年全球工業機器人持有量為

250萬台，可能市場規模將更顯著。原見精機

具備相關觸覺感測產品，可以協助客戶用最簡

單、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快速跨入智慧化領域。

結論

隨著全球性製造業轉型與升級趨勢，智慧化

科技的製造端應用值得關注，國際製造強國紛

紛將智慧製造納入重點政策，如德國、美國、

日本、韓國、中國大陸等，藉此克服中國大陸

世界工廠的角色轉變，並面對高齡化社會的勞

動力缺口。台灣製造業面臨相同處境，數十

年來高度仰賴中國大陸工廠，由於當地製造環

境快速惡化，回台投資設廠並轉攻歐美市場，

必須面對勞動力短缺、外勞政策等問題，續留

中國大陸且深耕內需市場，則必須克服工資高

漲、缺工等問題，在在需要智慧製造的轉型與

升級，關鍵要件為智慧感測器及其運用效益。

圖 12、原見精機應用於佳世達產線的機器人安全皮膚

資料來源：原見精機 (2019/07)

附件一：原見精機的「安全防護觸覺外殼」之產品規格

項目 內容

1.適用範圍 Protection Level IP52，IEC 60529

2.安全皮膚功能規格

反應時間 <5msec

使用環境 +5℃ ~+45℃

空間密度 < 8mm

3.電氣規格
輸入電壓 24V DC

輸出信號 NC（Normal Closed）Terminal

4.安全等級
安全等級（ISO 13849） Cat.3 PL d

人機協作（ISO/TS 15066） Collision Measurement Report

附件二：原見精機的「直覺教導用觸覺介面」之產品規格

項目 內容

1.功能規格
反應時間 <125 msec.

使用環境 +5℃ ~+45℃

2.電路規格

尺寸 115 mm x 77 mm x 22 mm

重量 287g

輸入電壓 24V DC

通訊方式 TCP/IP

更多實際應用案例請於 8 月 23 日 13:00 至南港展覽館二館由工研院電子與光電系統研究

所、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共同主

辦的「智慧震動感測器及創新應用研討會」中進一步獲取最新智慧振動感測系統應用案例

與創新技術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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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複合材料車削加工表面
粗糙度檢測分析

關鍵詞：

田口方法、點膠機、膠塑封料“

文∣ 王士榮 南亞技術學院機械工程系副教授
        張明亮 南亞技術學院機械機械與電機研究所碩士生

摘要

石墨複合材料使用在現今的產業界已非常

普遍，從輕工業到重工業應用相當廣泛，它之

所以能於各行各業獲得廣大使用的原因是它有

許多優異的特性，例如耐腐蝕、抗氧化等，然

而使用車刀切削加工是石墨複合材料最常見的

加工方式之一，但卻有難點待克服。本論文

透過車削實驗探討應用車刀於石墨切削孔的

品質研究，利用田口方法選定車削粗糙度值

中的可控因子（Control Factor），運用田口

分析法 L9(33) 直交表來設計實驗並運用望小

（Mimum-is-best）品質特性所產生的 SN 比

應用於成品粗糙度值作量測統計分析。藉由

SN比輔助表取得車刀車削參數的最適合條件，

並透過變異數分析的方式，得到車削性能實驗

中各因素對結果產生的影響程度。

前言

一般的點膠機有填膠或固定膠機的點膠系

統，其無須考慮到工作物的精度，及點膠量的

精度。傳統式手動點膠機與自動點膠機出膠量

誤差與效率；且需考慮到不同黏度膠水與不同

溫度進行比較測試，使噴膠狀況順利為標準。

一般市面上結果顯示 : 自動點膠機出膠量較手

動點膠機出膠量穩定，此外，自動點膠機在正

常出膠情況下，可維持 12hr 出膠量在誤差在

±10%以內。ST-28-280 點膠機點膠系統是產

生一微量的膠漆輸出由於品質要求甚高，施工

不易，造成管理上的困難，也使公司無競爭優

勢。

研究動機與方法

切削加工屬於有屑加工，利用硬度較高的

刀具與工件產生相對運動，使工件與刀具干

涉的部分被移除。可分為車削、鑽削、銑削、

鉋削、磨削等五種基本型式，該加工方式具

有加工速度快、精密度高、表面粗糙度良好、

能源損耗少等優點。

石墨複合材料在機製時上常使用車削 ， 但

車削後的成品真圓度常達不到圖面要求，而

且遇到大孔徑工件時，需要多次精車削才能

完成；在刀具使用上可選擇高速鋼刀具精車

削、碳化鎢刀具精車削、鑽石刀具精車削等。

因鑽石刀具性能好且工作上常使用，且工作

上常遭遇複合材料機製難題，因此有了使用

鑽石刀具於石墨複合材料上精車削軸孔的想

法。石墨複合材料由於具有許多優越性質（例

如可應用於耐高溫、耐腐蝕阻抗需求，高溫

下強度高），然而其應用受限於高加工成本

上，因此，需要有效率完成石墨複合材料加

工。經由本研究，可提供使用者重要的參考

依據，不但能提升刀具的加工效率和使用壽

命，更能提升能源效益與成品產出品質。

文獻回顧

我國工具機產業自 1970 年代起開始快速發

展，不僅在國內產業地位逐漸提升，在全球工

具機舞台上更有耀眼表現，產值已名列全球第

五位，產量已是全球第一位，而在出口方面，

躍居全球第五大出口國之位。全球工具機技術

主要朝向精密化、高速化、複合化及系統化，

而台灣生產之工具機目前均屬中品級價位，因

此在跨國際的競爭中，如何提升國內工具機的

品質與產能實為相當重要的一環。工具機在高

速化的同時，整機結構的設計須作相對配合，

在設計階段進行動態分析評估整體結構加工能

力，提昇設計效率與水準，因此必須建立一套

可靠分析技術作基礎。

事實上石墨複合材料車削是一既複雜且效

率低的加工過程。在有關石墨複合材料之車軸

孔加工研究指出，高進給速率、層板內部強度

差、刀具不當的研磨與磨耗或較大之車刀角，

均是造成車削加工品質降低的主要原因 [1-7]。

Khashaba 等人實驗發現，進給速率與纖維體

積對車削之軸向推力與扭矩有直接的影響；尤

其是在高進給速率情形下，當車削轉速增加

時，軸向推力與扭矩會隨之降低 [8]。König與

Grab 發現在一定範圍的切削條件裡，可以用

車削所受之軸向推力值作為判斷脫層發生的臨

界指標 [9]。Jain和 Yang發現，若增加車刀的

刀角角度，可以降低最大切削力 [10]；

本研究實驗系統設備技術說明

4.1.實驗系統設備技術說明

本實驗係針對石墨複合材料車削對軸粗糙

度加工檢測分析，除實驗改進車削對軸粗糙度

技術。實驗機機型為 ECOCAMT-415CNC 車

床，如圖 1 所示，ECOCA MT-415CNC 車床

加工機主要機構有包含主軸系統、資料擷取

系統、和冷卻系統。主軸系統供應刀具旋轉運

動）和不同之進給速度之控制。為建構臥式

CNC 車床加工機精密加工且運用固定式及迴

轉式主軸系統加工機對銑孔後圓孔粗糙度量測

檢驗所顯示之效應，需考慮規劃的三個加工參

數包括主軸速度、進給率、切削深度等，切削

精度為粗糙度。ECOCA MT-415CNC 車床加

工機設定主軸轉速 (rpm)為 550、650、750，

進給率（mm）分別為 0.1、0.15、0.3，刀具

材質選擇為鑽石刀具、碳化鎢、高速鋼等三種

車刀，刀具形狀如圖 2。以 33（three-level, 

three–variable 9-test）作為 3 個控制因子搭

配 3個水準的實驗配置，控制因子之設計可參

圖 1、ECOCAMT-415CNC車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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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 DeVor et al. [29]，輸出變數為（Outputs）:

粗糙度。石墨複合材料加工圖如圖 3。切削刀

具分別為鑽石刀具、碳化鎢車刀及高速鋼車

刀，切削液濃度 7%。

如圖 4 所示本研究田口方法之流程圖，有

關直交表之選擇及品質特性之量測之設計，以

及對於三個控制因子的最佳化實驗將使用 L9

（33）直交表，作為三個控制因子搭配三個水

準的實驗配置，實驗配置表及實驗直交表如表

3、表 4 所示，將此製程最佳化之品質特性，

選定為材料石墨複合材料加工製程中 9組製程

參數試片之量測檢驗，以探討各參數之相對關

係及最佳參數組合。

實驗分析比較－應用田口方法靜態特性中之

「望大特性」，其 SN 值的設計計算，如公式

（1）所示

SN＝ -10×log10（MSD）（1）

MSD＝ 1/ y12＋ 1/ y22＋ 1/ y32＋ 1/ y42

y1、y2、 y3、y4 為各組試片之鑽石刀具、

碳化鎢、高速鋼等三種車刀刀具車孔後各孔徑

粗糙度，將各組試片分別帶入公式中，即可求

得各組參數實驗之 SN值，根據 SN比值定義，

SN 值較大代表品質越佳，因此經計算結果選

擇 SN值較大的水準，決定最適水準組合選擇

數組並進行品質特性測試分析。

圖 2、車刀刀具形狀

圖 3、石墨複合材料試片

圖 5、表面粗度測試儀 [6]

圖 4、田口方法流程圖

Step1 選定品質特性

Step2 判定理想機能

Step3 列品質特性因子

Step4 定信號因子水準

Step5 決定空因子

Step6 決定干擾因子

Step7 選定適當直交表

Step8 執行實驗

Step9 資料分析

Step10 新設計值確認

表 1、實驗配置表

表 2、L9（33）直交表的實驗配置

實驗因素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A 主軸轉速 (rpm) 550 650 750

B 進給率 (rev/min) 0.1 0.15 0.3

C 刀具材質
鑽石刀
具

碳化鎢 高速鋼

實驗標號 A B B

1 1 1 1

2 1 2 2

3 1 3 3

4 2 1 1

5 2 2 2

6 2 3 3

7 3 1 1

8 3 2 2

9 3 3 3

4.2.軸精度定義及檢測方法

孔精度可分為幾何尺寸，主要是由真圓度、

真直度及平行度所構成之圓柱度公差及表面粗

度；此外孔與其他基準幾何形狀如面、圓柱之

相對位置公差，及真實位置度（True Position 

Tolerance）此種標示方法是最容易與製造程序

相互吻合，也方便檢驗人員建立檢驗程序。其

主要公差之定義，可參照 ANSIY14.5M規範，

圓柱度公差，最常用的是接觸試探頭量測法，

可利用表面粗度儀之 PT 值（Profile Test）量

測之，但上述之量測法，隨著孔深加深孔為之

縮小，必須有特殊設計之探頭；對於透明之工

件，則可利用座標工具顯微鏡二度空間之 測，

而在三度空間量測上則有困難。以時效論，若

能掌握在三度空間之變化差異之非破壞式方

法，以透明工件為例，是以座標工具顯微鏡連

接 CNC 控制器之自動量測法較快。本研究所

使用精密量測儀器如下說明：

(1) 表面粗度測試儀：針對銑孔後孔表面粗造

度之檢測。如圖 5。 

4.3.表面粗糙度影響分析

在切削加工中，由於影響理想加工表面粗糙

度之製程參數包括主軸速度、進給率、和切削

深度。理想平均表面粗造度（Ra）為刀具幾何

形狀函數，類似平均高度之中心線平均粗糙度

如圖 6之數學式。

此理想平均表面粗造度可近似 :曲線下面積

和除以量測長度 L

4.4.切削條件與表面粗糙度的影響

在本實驗中，主要是針對 CNC車床加工機與

最佳化條件下對石墨複合材料加工性能之研究，

尤其是探討切削條件對表面粗糙度之影響。

圖 6、中心線平均粗糙度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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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轉速與表面粗糙度間之關係，在於轉速與

表面粗糙度間之關係。

(2) 進給率對表面粗糙度之影響，不同進給下

觀察進給率對表面粗糙度之關係，是否當進

給率愈小是否可降低表面粗糙度值，並求其

critical feeding rate。

(3) 不同切削刀具對表面粗糙度之影響，轉速及

進給對表面粗糙度有一定程度之關係，而不

同切削刀具亦會影響表面粗糙度須觀察之。

4..5研究採用田口之方法與原因

田口方法分析

本次模擬實驗中基於影響參數眾多為得到較

佳設計參數，使用田口玄一博士所研究田口氏

品質設計方法 ( 又稱穩健參數設計 )，來進行

數據上分析 (業界稱為實驗計劃法 )(Design of 

Experimental；DOE)。

利用控制因子 (Control Factor) 和其水準

(Level) 數目選擇合適直交表，田口穩健設計

法，可獲致多重加工品質特性的參數最適化。

了解各個參數對加工之影響程度後，進行驗證

實驗並與預測之加工結果進行驗證，了解在不

同加工要求下加工參數的選用。由本文實驗結

果可得知，考慮單一品質特性影響加工效率及

加工出口崩裂的主要因素及考慮多重品質特性

時，最主要影響因子。

結果與討論

石墨複合材料車削粗糙度值田口法之研究

切削刀具必須具備高硬度尤其是高溫硬度，

高碳鋼因其高溫硬度不佳，目前除少數手工刀具

外，機器用刀具幾乎完全不使用，在此僅就常用

刀具概略說明，各種刀具材質特性如圖 7.所示

圖 7、各種刀具材質特性比較分析

1.配置直交表

此步驟必須先行選定改變結果重要的因子，

以及各因子的水準變動值，以本文選定質粗糙

度值之實驗因子為 :主軸轉速 (rpm)(550-750)、

進給率 (0.1-0.3)、刀具材質 (鑽石刀具，碳化

鎢，高速鋼 )如表 6所示，以及選定各因子之

水準變動值為 : 主軸轉速 (rpm)(550750)、進

給率 (mm)(0.1-0.3)、刀具材質 (鑽石刀具，碳

化鎢，高速鋼 )，接著排列直交實驗表如表 5.，

本文以 L933 說明以 9 次直交表實驗取代全因

子實驗，並且各因子水準實驗次數相同，保持

著全因子特性。

2.參數導入實驗

本文使用車刀對石墨複合材料車削與針對軸

粗糙度加工之實驗其實驗配置表如表 4.所示。

3.計算 S/N比

表 5. 為使用田口法計算出 9 次實驗之車削

粗糙度結果，實驗中粗糙度值最低為 Exp( 實

驗 )4，其轉速結果為 y1 為車削粗糙度值

(1.44μm)，且根據公式 (8) 計算出 S/N 值

為 -3.1672dB如表 6各因子回應表

表 3、L9田口分析法直交表的實驗配置表

表 6、各因子回應表

表 5、各因子實驗結果與 S/N結果

表 4、實驗數據值

Exp. 1 2 3

1 1 1 1

2 1 2 2

3 1 3 3

4 2 1 2

5 2 2 3

6 2 3 1

7 3 1 3

8 3 2 1

9 3 3 2

A B C

Level 1 -10.1682 -7.0725 -9.5670

Level 2 -10.3091 -6.6653 -7.9487

Level 3 -10.8410 -17.5804 -13.8027

Effect 0.6728 10.9151 5.8540

RANK 2 1 3

Exp. A B C y1 S/N

1 1 1 1 1.4500 -3.2274

2 1 2 2 2.4800 -7.8890

3 1 3 3 9.3200 -19.3883

4 2 1 2 1.4400 -3.1672

5 2 2 3 2.2900 -7.1967

6 2 3 1 10.6700 -20.5633

7 3 1 3 5.5100 -14.8230

8 3 2 1 1.7600 -4.9103

9 3 3 2 4.3600 -12.7897

Exp. 主軸轉速RPM
進給速率
mm/min 刀具材質

粗超度值
(um) y1

1 550 0.1 鑽石刀 1.45

2 550 0.15 碳化鎢 2.48

3 550 0.3 高速鋼 9.32

4 650 0.1 鑽石刀 1.44

5 650 0.15 碳化鎢 2.29

6 650 0.3 高速鋼 10.67

7 750 0.1 鑽石刀 5.51

8 750 0.15 碳化鎢 1.76

9 750 0.3 高速鋼 4.36 圖 8、控制因子對 S/N比反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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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佳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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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效應為 5.48>B進給率 (rev/min)影響效應

為 3.73>C高速鋼影響效應 0.97。

結論

本論文以田口法對石墨複合材料車削加工表

面粗糙度與對軸孔粗糙度加工之實驗最適化之

研究，依據業界提供的主軸轉速、進給率、刀

具材質等參數，並將參數值代入 ECOCA MT-

415CNC 車床，實際的控制系統的經驗，搭配

田口方法 L9(33)直交表求得最佳的實驗因子，

進而以機械性質如孔粗糙度實驗進行分析，改

變切削參數對車削軸孔後之品質做研究，根據

以上實驗的結果，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一、車削加工參數與軸粗糙度結論：

粗糙度的結果 B因子影響程度最大 >A因子

>C 因子影響程度最小，望小特性最佳因子綜

合以上結果 A1、B2、C2，為最佳化組合。

二、石墨複合材料車削加工車軸切削建議使

用車刀圓弧小於 0.4 的刀具，過大進給率時，

刀具易斷裂，過小切削時間過長。

三、長軸車削時可減少使用刀具，較大軸徑

來說不需像車軸孔要使用多支刀具，在精度要

求不高的孔可一支刀具完成，精度要求高的軸

一支粗加工，一隻精車刀加工即可完成。

四、本研究可建立石墨複合材料車削加工對

軸粗糙度加工機切削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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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易去除與表面平滑之
順形冷卻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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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射出成型、模具、順形冷卻

水路、間接造模法、蠟線材“
摘要

模具具有順形冷卻水路 (conformal cooling 

channels)可以提升產能以及改善產品之品質，

運用快速模具技術 (rapid tooling technology)

可以成功製作具有幾何形狀複雜冷卻水路之射

出成型模具。然而，模具之製作過程並不環保

以及製作幾何形狀複雜蠟材質之冷卻水路非常

曠日費時。因此，本研究提出一種低成本以及

低熔點之長蠟線材製作技術，並藉由熔融堆積

成形系統來製作蠟材質之冷卻水路。研究結果

發現，運用間接造模法 (indirect tooling) 所製

作蠟線材成型模具，製作出蠟線材品質較佳；

運用對接法製作長蠟線之最佳製程參數為對接

角度為 30°、蠟液溫度為 82℃以及射蠟壓力

為 0.6kgf/cm2 ；順形冷卻水路表面品質改善

最佳參數為熱水溫度為 85℃與水浸泡時間為

10秒；最後運用快速模具技術製作具表面平滑

(smooth surface) 順形冷卻水路之射出成型模

具。本研究成果具備產業利用性與工業實用價

值，此技術可以落實於新產品研發所需之快速

模具製程上。

前言

分秒必爭的時代，提升產能效率已經成

為業界最重視的目標之一。為了提高生產效

率，必須減少塑膠射出成型 (plastic injection 

molding) 之冷卻時間。於目前工業界，均

使用直進直出 (straight-line) 之冷卻水路，

但是此種冷卻水路之冷卻效率並非最佳。因

此，發展出順形冷卻水路 (conformal cooling 

channels) [1]，此種水路係以貼近產品之輪

廓來配置，可以均勻且有效率的將模具熱量帶

走，以提高塑膠射出成型件之生產效率。冷卻

系統不僅單純帶走塑件的熱量，更重要的是能

提供一個穩定的製程環境，讓塑膠件在成型過

程中達到穩定與迅速的目的。研發單位使用

直接金屬堆積技術 (direct metal deposition, 

DMD)、直接金屬雷射燒結技術 (direct metal 

laser sintering, DMLS)、選擇性雷射熔融方

式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SLM)、選擇性雷

射燒結方式 (selective laser sintering, SLS) 

[2,3] 以及擴散焊接 (diffusion bonding) [4] 等

技術來製作具有順形冷卻水路之模具。然而，

這一些方法缺點涵蓋：機台售價非常昂貴、模

具尺寸受到工作平台尺寸限制、模具製作速度

很慢以及模具製作成本昂貴。因此，對於具有

少量多樣之新產品開發，業界通常會選擇快速

模具 (rapid tooling) [5-28]取代永久性之鋼模。

金屬樹脂 (Al-filled epoxy resins) 經常被運用

來製作快速模具，主要的原因為運用金屬樹脂

所製作之快速模具可以獲得次微米等級之表面

精度、耐熱溫度可高達 250℃以及具備優良機

械性質，因此所製作之快速模具可以運用於熱

壓印成型或塑膠射出成型，進行批量試產。

本研究團隊於快速模具內部製作具有幾何

形狀複雜之冷卻水路，已經有成功案例 [8, 

9]，但是發現兩個缺點：(a) 冷卻水路之表面

品質不佳以及 (b) 快速模具內部丙烯腈 - 丁二

烯 - 苯 乙 烯 共 聚 物 (Acrylonitrile Butadiene 

Styrene, ABS) 冷卻水路必須運用丙酮溶液來

移除，製程不環保，也不符合綠色製造 (green 

manufacturing) [29]。此外，本研究團隊運用

矽膠模具來翻製蠟 (wax) 材質之冷卻水路，

此方法雖然可以避免使用化學溶液來移除快速

模具內部之冷卻水路，但是當冷卻水路之幾

何形狀非常複雜時，矽膠模具之切割非常困

難。為了解決兩項缺失，本研究團隊運用市售

蠟線材以 3D 列印技術來列印冷卻水路，但是

缺點涵蓋：(a) 高溫製程：噴嘴溫度需要設定

約 175℃、(b)韌性不佳：於 3D列印過程中，

蠟線材很容易斷裂以及 (c) 蠟線材售價昂貴：

市售蠟線材如與精密鑄造使用之蠟材料售價比

較，價格貴 20 倍。商業用蠟線材售價約為 6

元 / g，然而精密鑄造使用之蠟材料價格僅約

為 0.3 元 / g。因此，如何研製一種兼具易去

除與表面平滑之順形冷卻水路，即便成一個重

要研究方向。本研究運用直接造模法 (direct 

tooling) 與間接造模法 (indirect tooling) 來製

作蠟線材成型模具，此模具可以運用於蠟線材

製作，所製作蠟線材再藉由 3D 列印技術製作

順形冷卻水路，並針對長蠟線材製作順形冷卻

水路最佳成形參數以及順形冷卻水路表面品質

改善最佳參數兩主題進行研究，最後運用表面

品質改善後之順形冷卻水路來製作內部具有順

形冷卻水路之射出成型模具。

實驗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所使用材料包括矽膠主劑 (KE-

1310ST,Shin Etsu Inc.)、硬化劑 (CAT-1310S,  

Shin Etsu Inc.)、離型劑、聚乳酸線材（Polylactic 

Acid, PLA）、丙烯腈 - 丁二烯 - 苯乙烯共聚

物 (Acrylonitrile Butadiene Styrene, ABS) 

板 材、 壓 克 力 (Polymethylmethacrylate, 

PMMA)板材、蠟 (K512) 以及熱熔膠。本研究

所使用設備包括 uPrint 3D列印機、龍門式 3D

列印機 (CST-D101-S)、真空注型機 (F-600, 

Feiling)、精密電子秤 (AWH3, Excell)、金相

顯微鏡 (M835, Microtech)、白光干涉儀 (White 

Light Interferometers, WLI ) (7502, Chroma 

Inc.) 以及數位多段式真空注臘機 (0660；

W&W)。本研究所使用軟體為 SolidWorks、

Pro/E 以及 Cura 切層軟體 (Ultimaker)。本研

究之研究方向涵蓋：(a) 線材成型模具設計與

製作；(b) 研究製作長蠟線之最佳製程參數；

(c) 評估長蠟線之對接品質；(d) 運用 3D 列印

機以研製之長蠟線材試作順形冷卻水路：製

作完成之長蠟線材再藉由 3D 列印機試作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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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卻水路。試作標的物為直徑 10 mm 與高度

10 mm 之圓柱；並改變不同噴嘴溫度 (nozzle 

temperature)、列印速度 (print speed)、加

熱板溫度 (bed temperature) 以及噴嘴擠出量

(flow of nozzle)；(e) 研究長蠟線材製作順形

冷卻水路之最佳成形參數：本研究運用金相顯

微鏡來觀察所製作順形冷卻水路之最大表面粗

糙度值 Rmax，以利提出製作順形冷卻水路最

適成形參數；(f)研究順形冷卻水路表面品質改

善最佳參數：本研究運用金相顯微鏡來觀察順

形冷卻水路表面品質改善後之最大表面粗糙度

值 Rmax，以利提出順形冷卻水路表面品質改

善最佳參數以及 (g) 製作內部具有順形冷卻水

路之射出成型模具：運用表面品質改善後之順

形冷卻水路來製作內部具有順形冷卻水路之射

出成型模具。

本研究運用直接造模法與間接造模法來製

作蠟線材成型模具。直接造模法是直接運用

uPrint 3D 列印機以 ABS線材來製作蠟線材成

型模具；間接造模法是運用矽膠來製作蠟線材

成型模具，圖 1為矽膠模具之製作流程示意圖，

製作流程為：(a) 組合模框 (mold frame)、(b)

準備直徑 1.75 mm 聚乳酸線材、(c) 將聚乳酸

線材置於組合模框中間、(d)運用電子秤計量矽

膠 (base compound)及硬化劑 (hardener)、(e)

均勻攪拌並置於大型真空機 (vacuum casting 

machine)，進行真空脫泡 (degassing)、(f)

調配後之混合物澆注於模框內部、(g) 第二

次真空脫泡、(h) 置於室溫，等待矽膠固化

(solidification)、(i) 拆除模板，切割矽膠模並

將聚乳酸線材取出，完成製作蠟線材成型模

具。蠟線材成型模具製作完成後，即可以運用

低壓射蠟來製作蠟線材，標準之低壓射蠟參數

為射蠟溫度 82°C、抽真空時間 0 秒、射蠟壓

力 0.6 kgf/cm2以及射蠟時間 5 秒。矽膠模具

之長度、寬度與高度分別為 30 cm、2 cm與 2 

cm，為了製作長蠟線材，本研究提出一種運用

低壓射蠟對接方式來製作長蠟線材，製作流程

示意圖，如圖 2所示。

徑分別為 1 mm、2 mm、3 mm、4 mm 與 5 

mm，可以測得之彎曲之曲率 (curvature) 分

別為 2、1、0.67、0.5 與 0.4。運用最佳對接

角度進行蠟線材對接，即可以製作 3D 列印順

形冷卻水路之長蠟線材。為了改善順形冷卻水

路之表面品質，本研究將製作完成之順形冷卻

水路浸泡於五種不同熱水溫度與三種不同時

間，五種不同熱水溫度分別為 70°C、75°C、

80°C、85°C 與 90°C，三種不同熱水浸泡時

間分別為 5 秒、10 秒以及 15 秒，最後藉由

金相顯微鏡來觀察順形冷卻水路之表面品質。

圖 6 為順形冷卻水路製作流程圖，製作流程

涵蓋：(a) 設計順形冷卻水路、(b) 轉換 3D 列

印之列印路徑、(c) 運用 3D 列印機列印順形

冷卻水路以及 (d) 順形冷卻水路表面處理。此

外，為了評估運用快速模具技術以及運用選擇

性雷射燒結 (selective laser sintering) 技術所

製作模具之表面與冷卻水路管壁之品質，本研

究使用白光干涉儀進行量測，量測範圍為 350 

μm×350 µm。

為了驗證 (validate) 本研究所開發之長蠟線

材是否可以列印順形冷卻水路以及順形冷卻水

路於模具內部是否容易移除，本研究根據成型

產品之尺寸設計上模具 (upper mold) 與下模具

(lower mold)，圖 7 為具有順形冷卻水路之快

速模具示意圖。成型產品之長度、寬度與厚度

分別為 26 mm、16 mm 以及 2 mm；順形冷

卻水路之直徑為 4 mm，長度為 30 mm；上模

具之長度、寬度與厚度分別為 30 mm、20 mm

以及 13 mm；下模具之長度、寬度與厚度分別

為 30 mm、16 mm以及 12 mm。圖 8為具有

異形冷卻水路快速模具製作流程圖，製作流程

為：(a) 設計快速模具與異形冷卻水路；(b) 設

計與製作翻製中介模具之原形件；(c)將原形件

圖 1、運用矽膠來製作蠟線材成型模具之製作流程示意圖

圖 2、運用對接法製作長蠟線材之製作流程示意圖

為了研究不同蠟線材之對接角度與對接後

之強度，本研究將蠟線材製作六種不同對接

角度，六種不同對接角度分別為 15°、30°、

45°、60°、75° 與 90°，運用於切割六種不同

對接角度蠟線材之模具實體圖，如圖 3所示。

為了評估對接後蠟線材之品質，本研究藉由

金相顯微鏡觀察對接品質以及運用拉伸試驗

(tensile testing) 與彎曲試驗 (bending testing)

兩種方法進行測試，以利提出蠟線材之最佳對

接角度。拉伸試驗示意圖如圖 4所示。彎曲試

驗示意圖如圖 5所示，彎曲試驗之五種不同直

圖 3、運用於切割六種不同對接角度蠟線材之模具實體圖

圖 4、拉伸試驗之示意圖

圖 5、彎曲試驗之示意圖

圖 6、順形冷卻水路製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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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模框內；(d) 中介模具材料製備與澆注；

(e)中介模具製作完成；(f)製作異形冷卻水路：

本研究運用長蠟線材來製作異形冷卻水路；(g)

將中介模具與異形冷卻水路置於模框內並噴塗

離形劑；(h)金屬樹脂模具材料製備與澆注；(i)

具異形冷卻水路之公模仁；(j)去除公模仁內之

異形冷卻水路，完成具有異形冷卻水路快速模

具製作。最後將具有異形冷卻水路快速模具後

硬化處理，後硬化程序包含兩個階段：將金屬

樹脂模具置入烤箱，先以 100℃烘烤 1個小時

後再以 150℃烘烤 2個小時。

圖 7、具有順形冷卻水路之快速模具示意圖

圖 9、運用 (a)直接造模法與 (b)間接造模法所製作之模
具與運用模具所製作之蠟線材

圖 8、具有順形冷卻水路快速模具製作流程圖

圖 10、六種不同對接角度之蠟線材實體圖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所使用蠟之工作溫度僅約 82℃，圖 9

為運用直接造模法與間接造模法所製作之模具

與運用模具所製作之蠟線材。結果明顯說明，

運用直接造模法所製作之模具所製作之蠟線材

具有毛邊 (flash)，主要的原因為運用直接造模

法所製作模具之合模面較不平整，因此運用低

壓射蠟後，模具之合模面容易產生溢料，進而

產生毛邊。然而，運用矽膠模具所製作之蠟線

材表面品質較佳，蠟線材之真圓度 (roundness)

也較佳，有利於蠟線材於滾輪 (material spool)

傳送之流暢度。因此，運用間接造模法所製作

之矽膠模具，可以藉由低壓射蠟製作可以運用

於 3D 列印順形冷卻水路所需之蠟線材。受限

於低壓射蠟之射出壓力與蠟液可以流動之長

度，運用矽膠模具所製作之蠟線材長度僅約 30 

公分，為了製作長蠟線材，本研究運用對接法

來製作長蠟線材。蠟線材製作完成後，即可以

運用 3D 列印機印列順形冷卻水路。圖 10 為

切割完成之六種不同對接角度蠟線材實體圖。

根據初步實驗，對接條件為蠟液溫度為 82-86 

℃、模具抽真空時間為 0 秒、射蠟壓力為 0.4-

0.6 kgf/cm2以及射蠟時間為 2 秒。

優良之長蠟線對接後須滿足三個條件：(a)

優良表面品質：當對接後之長蠟線表面平整與

真圓度佳，於長蠟線材於滾輪之傳送越有利；

(b) 優良抗拉強度：當對接後之長蠟線可以承

受之荷重越高，於長蠟線材於滾輪之傳送越有

利；(b)高彎曲曲率：當對接後長蠟線之彎曲曲

率越高，於長蠟線材於滾輪之傳送越有利。為

了研究對接蠟線材最佳品質之低壓射蠟參數，

本研究固定蠟液溫度為 82℃，改變 0.4、0.6

與 0.8kgf/cm2 等三種射蠟壓力以及固定射蠟壓

力為 0.6kgf/cm2，改變 80、82與 84℃等三種

蠟液溫度。圖 11 為六種不同對接角度於蠟液

溫度為 82℃以及射蠟壓力為 0.4 kgf/cm2之對

接結果；圖 12 為六種不同對接角度於蠟液溫

度為 82℃以及射蠟壓力為 0.6 kgf/cm2之對接

結果；圖 13 為六種不同對接角度於蠟液溫度

為 82℃以及射蠟壓力為 0.8 kgf/cm2之對接結

果。然而，固定射蠟壓力為 0.6 kgf/cm2，改變

80、82 與 84℃等三種蠟液溫度之對接結果，

外觀無明顯差異性，僅蠟材之冷卻時間具有差

異性。當蠟液溫度為 82℃，運用 0.4、0.6與 0.8 

kgf/cm2 等三種射蠟壓力所製作之蠟線材可以

承受之荷重 (structural load)約分別為 200 g、

250g 以及 285g。圖 14 為蠟液溫度為 82℃

於不同射蠟壓力對接後蠟線材之拉伸試驗結

果，當射蠟壓力為 0.4 kgf/cm2 時，對接角度

15°、30°、45°、60°、75° 與 90° 拉伸試驗可

以承受荷重 (structural load) 之平均值分別為

215.5g、196.75g、192.5g、179.5g、169.5g

以及 0g。結果明顯說明，對接角度 90°對接後

蠟線材無法承受荷重，對接角度 30° 以及 45°

對接後蠟線材可以承受之荷重非常接近，對接

角度 60°以及 75°對接後蠟線材可以承受之荷

重較低，對接角度 15°對接後蠟線材可以承受

之荷重最高；當射蠟壓力為 0.6kgf/cm2時，對

接角度 15°、30°、45°、60°、75°與 90°拉伸

試驗可以承受荷重之平均值分別為 253.4g、

253 g、250.7 g、238.5 g、194.8 g以及 0 g。

結果明顯說明，對接角度 90°對接後蠟線材無

法承受荷重，對接角度 15°、30° 以及 45° 對

接後蠟線材可以承受之荷重非常接近，對接角

度 60°以及 75°對接後蠟線材可以承受之荷重

較低；當射蠟壓力為 0.8 kgf/cm2 時，對接角

度 15°、30°、45°、60°、75°與 90°拉伸試驗

可以承受荷重之平均值分別為 243.25 g、246 

g、248.25 g、258 g、268.5 g以及 299.25 g。

結果明顯說明，對接角度 90°對接後蠟線材可

以承受之荷重最高，但是由於射蠟壓力過高，

對接後之蠟線材已經產生包覆現象，對接角度

15°、30°、45°、60°以及 75°對接後蠟線材可

以承受之荷重非常接近。圖 15 為蠟液溫度為

82 ℃於不同射蠟壓力對接後蠟線材之彎曲試驗

結果，當射蠟壓力為 0.4 kgf/cm2 時，對接角

度 15°、30°、45°、60°、75°與 90°之彎曲曲

率分別為 2、1、0.5、0.4、NA與 NA；當射蠟

壓力為 0.6 kgf/cm2時，對接角度 15°、30°、

45°、60°、75°與 90°之彎曲曲率分別為 2、2、

0.67、0.5、NA與 NA；當射蠟壓力為 0.8 kgf/

cm2 時，對接角度 15°、30°、45°、60°、75°

與 90°之彎曲曲率分別為 2、2、1、1、0.5與

0.4；圖 16 為射蠟壓力為 0.6 kgf/cm2 於不同

蠟液溫度對接後蠟線材之拉伸試驗結果，當蠟

液溫度為 80℃時，對接角度 15°、30°、45°、

60°、75°與 90°拉伸試驗可以承受荷重之平均

值分別為 238g、236.8g、219.3g、201.5g、

186.8g以及 0g。結果明顯說明，對接角度 90°

對接後蠟線材無法承受荷重，對接角度 15°、

30° 以及 45° 對接後蠟線材可以承受之荷重非

常接近，對接角度 60°以及 75°對接後蠟線材

可以承受之荷重較低；當蠟液溫度為 82℃時，



產學研究 &技術趨勢  Technology Research & Insight

114 115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Sep 2019  ∣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對接角度 15°、30°、45°、60°、75°與 90°拉

伸試驗可以承受荷重之平均值分別為253.4 g、

253 g、250.7 g、238.5 g、194.8 g以及 0 g。

結果明顯說明，對接角度 90°對接後蠟線材無

法承受荷重，對接角度 15°、30° 以及 45° 對

接後蠟線材可以承受之荷重非常接近，對接角

度 60°以及 75°對接後蠟線材可以承受之荷重

較低；當蠟液溫度為 84℃時，對接角度 15°、

30°、45°、60°、75° 與 90° 拉伸試驗可以承

受荷重之平均值分別為 262 g、257.8 g、249 

g、228.3 g、222.8 g以及 171.5 g。結果明顯

說明，對接角度 15°、30°、45°對接後蠟線材

可以承受之荷重非常接近，對接角度 60°、75°

以及 90°對接後蠟線材可以承受之荷重較低；

圖 17為射蠟壓力為 0.6 kgf/cm2於不同蠟液溫

度對接後蠟線材之彎曲試驗結果，當蠟液溫度

為 80℃時，對接角度 15°、30°、45°、60°、

75°與 90°之彎曲曲率分別為 2、1、1、0.67、

NA 與 NA；當蠟液溫度為 82℃時，對接角度

15°、30°、45°、60°、75° 與 90° 之彎曲曲率

分別為 2、2、0.67、0.5、NA 與 NA；當蠟液

溫度為 84 ℃時，對接角度 15°、30°、45°、

60°、75°與 90°之彎曲曲率分別為 2、2、1、1、

0.4與 NA。根據上述成果，本研究發現長蠟線

之最佳製程參數為對接角度為 30°、蠟液溫度

為 82℃以及射蠟壓力為 0.6 kgf/cm2 。

圖 11、六種不同對接角度於蠟液溫度為 82 ℃以及射蠟壓
力為 0.4 kgf/cm2之對接結果

圖 12、六種不同對接角度於蠟液溫度為 82 ℃以及射蠟壓
力為 0.6 kgf/cm2之對接結果

圖 13、六種不同對接角度於蠟液溫度為 82 ℃以及射蠟壓
力為 0.8 kgf/cm2之對接結果

圖 14、蠟液溫度為 82 ℃於不同射蠟壓力對接後蠟線材之
拉伸試驗結果

圖 15、蠟液溫度為 82 ℃於不同射蠟壓力對接後蠟線材之
彎曲試驗結果

圖 16、射蠟壓力為 0.6 kgf/cm2於不同蠟液溫度對接後蠟
線材之拉伸試驗結果

圖 17、射蠟壓力為 0.6 kgf/cm2於不同蠟液溫度對接後蠟
線材之彎曲試驗結果

圖 18 為運用長蠟線之最佳製程參數所製作

之長蠟線材，長度可達 100cm。圖 19 為運用

長蠟線材試製作順形冷卻水路之結果。為了了

解列印蠟形件浸泡於不同熱水溫度與時間後

蠟形件之表面品質，本研究將蠟形件浸泡於

70°C、75°C、80°C、85°C 與 90°C 等五種不

同溫度之熱水以及浸泡時間 5 秒、10 秒以及

15秒，並運用金相顯微鏡來觀測蠟形件表面之

最大粗糙度 Rmax。未進行順形冷卻水路表面

品質改善前之表面最大粗糙度 Rmax 約為 75-

90 µm，圖 20為順形冷卻水路表面品質改善時

間與最大粗糙度 Rmax之關係，當浸泡時間為

5秒時，於熱水溫度 70°C、75°° C、80°C、

85°C 與 90°C 之表面最大粗糙度 Rmax 分別

為 66 µm、53.6 µm、43.4 µm、23.1 µm 以

及 17.9 µm；當浸泡時間為 10 秒時，於熱水

溫 度 70°C、75°C、80°C、85°C 與 90°C 之

表面最大粗糙度 Rmax 分別為 58.9 µm、50.5 

µm、28.5 µm、23.3 µm以及 16.2 µm；當浸

泡時間為 15秒時，於熱水溫度 70°C、75°C、

80°C、85°C與 90°C之表面最大粗糙度 Rmax

分別為 61.9 µm、48.9 µm、26.2 µm、25 µm

以及 16.6 µm；結果明顯說明，浸泡時間 5秒

時，蠟形件於熱水溫度 70°C 之表面最大粗糙

度 Rmax 並未明顯產生變化，主要的原因為

熱水溫度太低；當蠟形件於熱水溫度為 75°C

與 80°C 之表面最大粗糙度 Rmax 僅產生微量

改變，主要的原因為熱水溫度不夠高；當蠟形

件於熱水溫度為 90°C 之表面輪廓已經改變，

主要的原因為熱水溫度太高。浸泡時間 10 秒

時，蠟形件於熱水溫度 70°C 之表面最大粗糙

度 Rmax並未明顯產生變化，主要的原因為熱

水溫度太低；當蠟形件於熱水溫度為 75°C 之

表面最大粗糙度 Rmax僅產生微量改變，主要

的原因為熱水溫度不夠高；當蠟形件於熱水溫

度為 80°C 與 85°C 之表面最大粗糙度 Rmax

有產生明顯改善，尤其是熱水溫度為 85℃，蠟

形件之表面品質明顯優於浸泡時間為 5秒之表

面品質，主要的原因為熱水溫度與浸泡時間搭

配正確；當蠟形件於熱水溫度為 90°C 之表面

輪廓已經改變，主要的原因為熱水溫度太高。

浸泡時間 15秒時，蠟形件於熱水溫度 70°C之

表面最大粗糙度 Rmax也並未明顯產生變化，

主要的原因為熱水溫度太低；當蠟形件於熱水

溫度為 75°C 之表面最大粗糙度 Rmax 僅產生

微量改變，主要的原因為熱水溫度不夠高；當

蠟形件於熱水溫度為 80°C 之表面最大粗糙度

Rmax 有產生明顯改善，但是在相同蠟形件之

表面品質條件下，浸泡時間為太久；當蠟形件

於熱水溫度為 85°C 與 90°C 之表面輪廓已經

嚴重變形，主要的原因為熱水溫度太高。基本

上，在相同蠟形件之表面品質條件下，浸泡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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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越短越好，根據上述結果分析，考量浸泡時

間與蠟形件之表面品質，本研究發現最適熱水

溫度為 85°C 與最適熱水浸泡時間為 10 秒。 

圖 21 為順形冷卻水路表面品質改善前與後之

結果。

圖 18、運用對接法所製作之長蠟線材

圖 21、順形冷卻水路表面品質改善 (a)前與 (b)後之結果 圖 23、運用快速模具技術與選擇性雷射燒結方式所製作
模具內部冷卻水路管徑與管壁品質

圖 19、運用長蠟線材試製作順形冷卻水路之結果

圖 22、具有順形冷卻水路射出成型模具之順形冷卻水路
(a)未去除與 (b)去除後之結果圖 20、順形冷卻水路表面品質改善時間與 Rmax之關係

圖 22 為具有順形冷卻水路射出成型模具之順

形冷卻水路未去除與去除後之結果。結果明顯

說明，蠟材質之順形冷卻水路完全被移除，而

且順形冷卻水路之真圓度 (roundness) 佳以

及管壁非常平滑，如圖 23 所示，運用選擇性

雷射燒結方式所製作模具內部冷卻水路管壁平

均表面粗糙度約為 426 nm，然而運用快速模

具技術所製作模具內部冷卻水路管壁平均表面

粗糙度僅約為 318 nm，結果明顯可以發現，

運用選擇性雷射燒結方式所製作模具內部冷卻

水路管壁有諸多小孔洞 (void)，因此，運用快

速模具技術所製作之模具內部冷卻水路管壁表

面粗糙度優於運用選擇性雷射燒結方式所製作

之模具內部冷卻水路管壁表面粗糙度。此外，

運用快速模具技術所製作之模具表面粗糙度優

於運用選擇性雷射燒結方式所製作之模具表面

粗糙度。運用選擇性雷射燒結方式所製作模

具平均表面粗糙度約為 1350nm，運用快速模

具技術所製作模具平均表面粗糙度僅約為 769 

nm，主要的原因為用來製作快速模具之金屬

樹脂粉末屬於奈米等級粉末，於模具製作過程

中分佈非常均勻。然而，運用選擇性雷射燒結

方式所製作之模具，由於模具表面具有微小孔

洞，因此模具表面品質較不佳。

本研究成果如與研究相關進行比較，Wang

等人 [30]提出一種新的演算法依照模型表面

自動繪出螺旋冷卻水路以及運用電腦模擬具

螺旋冷卻水路模具之冷卻效益，但是無製作

具傳統與異形冷卻水路模具。Eiamsa-ard 與 

Wannissorn [31] 運用電腦模擬具異形冷卻水路

模具之冷卻效益，但是無製作具傳統與異形冷

卻水路模具。Altaf等人 [32]設計傳統冷卻水路

與輪廓異形冷卻水路、有製作具傳統與異形冷

卻水路模具以及量測具傳統與異形冷卻水路模

具之冷卻效益，但是無運用電腦模擬具傳統冷

卻水路與輪廓異形冷卻水路模具之冷卻效益。

本研究設計與製作線材之成型模具、自製之長

蠟線材、設計冷卻水路、以自製之長蠟線材製

作冷卻水路以及製作具有冷卻水路模具，但是

無運用電腦模擬具傳統冷卻水路與輪廓異形冷

卻水路模具之冷卻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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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成果特色涵蓋：(a)可以製作具有小管徑

異形冷卻水路之大尺寸快速模具；(a)大尺寸快

速模具一體成形：本研究所研製之大尺寸快速

模具一體成形，優點為冷卻液於射出成形過程

中不會產生洩漏問題，然而運用複合加工方式

製作具異形冷卻水路之模具之缺點為模具加工

定位問題、模具加工變形問題以及模具使用中

接合處冷卻液洩漏問題，圖 24為運用複合加工

(hybrid machining)方式與快速模具技術所製作

具異形冷卻水路之模具示意圖，具有異形冷卻

水路模具上半部運用金屬積層製造來製造，具

有一般冷卻水路模具下半部下半部係運用 CNC

來加工；(b)大尺寸快速模具：結合本研究成果

與快速模具技術可以製作大尺寸快速模具，大

尺寸快速模具之長度、寬度與高度分別為 470 

mm、270 mm與 180 mm，此一特色是運用選

擇性雷射燒結方式 (Selective Laser Sintering, 

SLS) [33]、選擇性雷射熔融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SLM) [34]、直接金屬堆積技術 (Direct 

Metal Deposition, DMD) [35]，直接金屬雷射燒

結技術 (Direct Metal Laser Sintering, DMLS) 

[36]比較難製作，主要的原因受限於工作腔體

(working chamber) 之尺寸，例如：美國 3D 

System Prox DMP320所能製作模具之最大尺

寸為 275 mm × 275 mm × 420 mm、日本

Sodick OPM 350L所能製作模具之最大尺寸為

350 mm × 350 mm × 350 mm、日本 Sodick 

OPM 250L 所能製作模具之最大尺寸為 250 

mm × 250 mm × 250 mm、德國 EOS M290

所能製作模具之最大尺寸為 250 mm × 250 

mm × 365 mm、德國 ReaLier SLM 300i所能

製作模具之最大尺寸為 300 mm × 300 mm × 

300 mm、德國 SLM Solution SLM 280 2.0所

能製作模具之最大尺寸為 280 mm × 280 mm 

× 325 mm、德國 Concept Laser M2所能製作

模具之最大尺寸為 250 mm × 250 mm × 280 

mm、英國 Renishaw RenAM 500M 所能製作

模具之最大尺寸為 250 mm × 250 mm × 325 

mm、中瑞 (ZRapid Tech) SLM300 所能製作

模具之最大尺寸為 300 mm × 250 mm × 300 

mm、北京易加三維 EP-M250所能製作模具之

最大尺寸為 250 mm × 250 mm × 300 mm、

西安鉑力特 BLT-S300所能製作模具之最大尺

寸為 250 mm × 250 mm × 400 mm、準曙

高科 FS271M所能製作模具之最大尺寸為 270 

mm × 270 mm × 300 mm；(c)快速模具是一

體成形：雷射燒結方式與選擇性雷射熔融技術

是以複合加工 (hybrid machining) 方式來製作

具有冷卻水路模具。然而，本研究所研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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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形冷卻水路快速模具是一體成形，於射出成

形過程中不會產生漏水；(d)製作成本低：製作

成本如與選擇性雷射燒結方式、選擇性雷射熔

融或擴散焊接技術 (Diffusion Bonding, DB) [37]

比較，本研究所研製之具有異形冷卻水路之大

尺寸快速模具，製作成本低；(e)冷卻水路之管

壁具有平滑表面：由於冷卻水路之管壁具有平

滑表面，因此快速模具在正常條件之長時間使

用情況下，管壁不容易積水垢。因此，於射出

成形之冷卻過程中冷卻效率不易下降；以及 (f)

異形冷卻水路設計自由度高：運用擴散焊接技

術製作具有異形冷卻水路模具，由於本身加工

法之限制，使得異形冷卻水路之設計自由度受

到限制。然而，運用本研究所提出之方法，異

形冷卻水路之設計自由度高，設計者在設計異

形冷卻水路時不會受到限制，因此可以使得異

形冷卻水路可以更貼近產品輪廓。所以當產業

界運用具有異形冷卻水路之模具進行量產，優

點涵蓋 :(a)產品之品質提升：產品之變形量減

少、(b) 量產時間縮短、(c) 產能提升、(d) 模

具從業人員減少、(e)量產所需之機台數量可以

減少以及 (f)量產工廠之場地可以變小。因此，

本研究成果具備產業利用性與工業實用價值，

因為本研究成果可以提供精密機械相關產業於

研發階段所需佔用模具之異形冷卻水路設計參

考。此外，運用本研究所研製具有冷卻水路之

低壓射蠟快速模具，可以快速進行蠟型製作，

圖 24、運用 (a)複合加工方式與 (b)快速模具技術所製作
具異形冷卻水路之模具示意圖

並運用於製作客制化金屬零件 [38]。

結論

整體而言，我國模具產業體系雖然完整，但

是對於模具之順形冷卻水路設計技術仍有長足

進步的空間。本研究運用直接造模法與間接造

模法來製作蠟線材成型模具，此模具可以運用

於長蠟線材製作，所製作長蠟線材再藉由 3D

列印技術製作順形冷卻水路，並針對長蠟線材

製作順形冷卻水路最佳成形參數以及順形冷卻

水路表面品質改善最佳參數兩主題進行研究，

最後運用表面品質改善後之順形冷卻水路來製

作內部具有順形冷卻水路之射出成型模具，研

究結論如下所示：

1. 本研究成果具備產業利用性與工業實用價

值，此技術可以落實於新產品研發所需之快

速模具製程上。

2.運用間接造模法所製作蠟線材成型模具，製

作出蠟線材品質較佳。

3.運用對接法製作長蠟線之最佳製程參數為對

接角度為 30°、蠟液溫度為 82°C 以及射蠟

壓力為 0.6 kgf/cm2。

4.順形冷卻水路表面品質改善最佳參數為熱水

溫度為 85℃與水浸泡時間為 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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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設計觀點」來解決生活與工作中的「問題」，原來這麼有趣！

〔獨家收錄佐藤大台灣版序，給你更多最新觀點！〕

LOTTE、ST.CORPORATION 等日本知名

企業，可口可樂、LV等歐洲頂級品牌，甚至連

製作「筷子」、「木桶」的傳統工藝工匠，都

成了他的合作對象。一舉公開世界級「發現問

題專家」佐藤大的腦中創意寶庫！

正因為必須以新觀點解決問題，才要以「設

計觀點」來思考，也才能以不同的角度看待一

直困擾自己的各種問題，成為「靈感泉湧」的

體質，發現解決問題的新對策，看到真正的課

題，找到正確答案！──佐藤大

手上常常有超過三百件案子同時進行的設計

師佐藤大，到底是如何保持靈感源源不絕？找

到能順利解決問題的方法？總是能以 120% 力

氣幫助客戶激發出最大潛力？能設計出讓人們

產生安心感、又創意十足的商品與空間？又能

對工作樂此不疲、幹勁十足呢？

接受 LV、可口可樂、TOD'S 等國際知名

品牌委託設計的佐藤大說：我不是那種天生

鬼點子特別多的人，其實我的腦子常常「空

空」的。　　正因為他必須以新觀點解決問

題，成為「靈感泉湧」的體質，所以常常「淨

空」腦袋：

．他讓淨空的腦子一次只思考一件事情。

．他用「小小的筆記術」讓點子產生化學反應。

用「設計觀點」來解決生活與

工作中的「問題」，原來這麼有趣！

////////////////////////////////////////////////////////////////////////////////////////////////////////////////////

問題解決
實驗室

．他說搔破頭也想不出點子時，就要有「斷念

的勇氣」。

．他讀書很慢很慢，畫畫也很慢很慢，但反而

讓點子有發酵的機會。

除了「淨空」腦袋，再吸收更多點子，佐藤

大還發現這樣做能真正「解決問題」：

．「正確答案」其實存在於不安與安心的夾縫

裡。

．質疑理所當然的事。

．「重組」也是絕妙的解決方法。

．學會從「高峰」倒推，進而了解設計與市場

行銷之間的差異。

除了能用靈感解決問題，佐藤的工作哲學，

也是讓他突破一道道課題的動力：

．抱著半調子的心態做事，會立刻被看破手腳。

．工作真的很辛苦，不能期待從工作中得到能

夠滿足自我欲求的樂趣。

．找不到答案時，就選擇最麻煩、逆風最強的

一條路走吧。

本書分為「發現問題」、「點子量產」、「解

決問題」、「點子的傳達方法」與「設計」等

五個章節，並介紹各種技巧。

希望讀者朋友也能「淨空」腦袋來讀這本書，

從而發現潛藏於無趣日常生活中的小點子！並

且發現非常棒的「問題」！

///關於作者 ////////////////////////////////////////////

佐藤大

國際知名設計師，nendo設計事務所負責人。

1977年出生於加拿大，2000年自早稻田大

學理工學院建築系畢業，2002年拿到早稻田大

學研究所碩士學位後，於同年創立 nendo設計

事務所。

他以「讓人感受到小小的！」為設計概念，

以東京、米蘭、新加坡為據點，經手建築、室

內設計、商業設計、平面設計等各種領域的設

計。被美國《新聞週刊》選為「受到全世界尊

敬的 100位日本人」，他領軍的 nendo設計事

務所也入選「全世界矚目的 100家日本中小企

業」。他亦榮獲《Wallpaper﹡》雜誌（英國）

以及《ELLE DECO》雜誌國際設計大獎。

2015年更榮膺 Maison et Objet（法國）的年

度最傑出設計師大獎。其代表作品被收藏於美國

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英國維多利亞和艾伯特博

物館、法國巴黎龐畢度中心等世界各大美術館。

2012年起，擔任早稻田大學的兼任講師。

譯者 / 楊明綺

東吳大學日文系畢業，赴日本上智大學新聞

學研究所進修。

譯作有《接受不完美的勇氣：阿德勒 100句

人生革命》（遠流）、《超譯尼采》、《這幅畫，

原來要看這裡》、《雷霆隊長》、《那天之後

的建築：伊東豊雄的後 311新建築觀》、《至

高的音樂：百田尚樹的私房古典名曲》《在世

界的中心呼喊愛情》、《一個人的老後》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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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公司有培訓計畫及需求嗎？智動協會可提供您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領域的「客製化」培訓課程規劃及辦理！歡迎您來電詢問企業包班詳情。

＊ 智動協會提供海外人才培訓服務，歡迎企業及團體與我們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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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
108年度課程資訊

開課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1/17-1/18 大數據（Big Data)與資料探勘（Data Mining)分析實
作培訓班

12 台中

3/14-22 智慧機械手臂技術開發與實務應用培訓班 24 台中

4/11-12 六軸機器手臂與視覺感測實作課程 12 台中

4/18-19 自動化物流系統與 AGV智慧搬運 12 台中

4/25-26 終端效應器設計與應用實務培訓 12 台中

4/27-28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1培訓班  16 台中

4/27-5/4 機器人工程師 (初階 )培訓班 24 台中

5/16-17 PLC與人機介面應用操作實務 12 台北

5/18-19 自動化工程師術科實作班   16 北 /中 /南

6/13-14 人工智慧與深度學習技術開發 12 台中

6/20-21 工業用機器人與 AI視覺操作實務課程 12 台中

7/25-26 物聯網關鍵技術與應用培訓班 12 台中

8/1-2 大數據 (Big Data)與資料探勘 (Data Mining)分析實作
培訓班

12 台中

8/29-8/30 視覺感測技術與 AI影像處理應用實務 12 台中

9/5-9/6  終端效應器製圖設計與應用實務 12 台中

9/19-9/20 大數據分析應用實務 12 台中

9/26-27 智慧自動化系統規劃及數位模擬分析 12 台中

10/3-4 如何有效導入自動化系統整合與專案管理 12 台中

10/17-18 工業 4.0智慧工廠應用整合人才培訓 12 台中

10/24-25 數位工廠 Shop Floor精實管理 12 台中

11/2-3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1培訓班 16 台中

11/2-9 機器人工程師 (初階 )培訓班 24 台中

11/23-24 自動化工程師術科實作班   16 北 /中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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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動化與機器人產業人才培訓

因應各領域別產業對智動化及機器人技術人力需求，加速台灣推動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

產業的發展，規劃出系統性、實務性、趨勢性的培訓課程內容，同時可搭配自動化工程

師認證確認學員學習成效。透過課程學習，培訓出優秀的機器人設計開發及智動化系統

整合應用人才，提供業者進行產線單機智動化、系統單元及整線、整廠智動化與智慧機

械、機器人技術開發及應用等專業人力。

培訓內容

培訓類別

預期效益

●  自動化工程師學科、術科人才培訓。

●  智動化 /機器人 /智慧機械等領域之關鍵與跨領域技術、產品開發、系統整合、專案管理等課程。

●  短期班技術課程—12小時 (含 )以上培訓時數。

●  系列班人才養成—36小時 (含 )以上培訓時數。

●  專業技術養成，提昇產業人才競爭力。

●  跨領域人才培訓，縮短學用落差，培養人才即戰力。

●  客製化企業包班，符合企業所需，降低企業人事訓練成本。

●  海外人才培訓服務，促進國際人才與技術交流。

●  客製化企業包班。

●  海外人才培訓服務。



124 125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產業行事曆  Industrial Calendar

Sep 2019  ∣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2019國際展覽行事曆 2020國際展覽行事曆

展覽日期 展覽名稱 / 地點 備註

8/21-8/24
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 (TAIROS)
Taiwan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 Show
 -台北南港展覽館

協會主辦，唯一結合
工業與服務型機器人
之專業展

8/21-8/24 台北國際自動化工業大展
-台北南港展覽館 協會主辦

8/28-8/30 第 25屆華南國際電子製程設備暨微電子展
-深圳會展中心 擬參展補助

9/16-9/21 EMO歐洲工具機展
-德國漢諾威展覽中心

協會協辦 2019第四屆
台德智慧機械論壇

9/17-9/21 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工業自動化展 (IAS)、機器人展 (RS)
-上海國際會展中心

9/18-9/20
名古屋國際智慧工廠展 (Smart Factory Expo Nagoya)
名古屋國際機器人展 (RoboDex Nagoya)
-Port Messe Nagoya / Japan

9/25-9/28 印度國際自動化展會 (Automation India)
-印度孟買 MMRDA會展館

10/2-10/4 大阪工業展 (Manufacturing World Osaka)
-大阪國際會議中心 (Intex Osaka) 

10/2-10/4 大阪機械要素展 (M-Tech)
-大阪國際會議中心 (Intex Osaka) 

擬籌組參展團
協會協辦 2019第三
屆台日智慧製造論壇

10/9-10/12 韓國機器人世界產業展 (Robot World)
-韓國首爾‧Kintex-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擬參展優惠

11/26-11/29 2019大灣區工業博覽會
-深圳國際會展中心 (新館 )

12/18-12/21 2019日本國際機器人展 iREX International Robot Exhibition 
-Tokyo Big Sight / Japan 組參訪團、參展補助

展覽日期 展覽名稱 / 地點 備註

2/12-2/14 第四屆日本國際機器人研發暨技術大展 (RoboDEX)
-Tokyo Big Sight / Japan

擬籌組參展團、爭取
展覽補助

2/12-2/14 日本國際智慧工廠展 (4th Smart Factory Expo)
-Tokyo Big Sight / Japan 

2/25-2/28 上海智慧工廠展覽會 -工業自動化及機器人展 (SIA China)
-國家會展中心 (上海虹橋 )

3/31-4/3 2020年法國巴黎國際工業零組件展 MIDEST PARIS（兩年一展）
-法國里昂展覽中心

4/20-4/25 德國漢諾威工業展 HANNOVER MESSE
-德國漢諾威展覽中心

6/16-6/19 德國慕尼克國際機器人及自動化技術貿易博覽會 (Automatica 2020)
-Messe München 擬籌組參訪團

加入我們的

粉絲專頁

好友熱情募集中！
x LINE@加入我們的

粉絲專頁

好友熱情募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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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訂購服務 

社團法人

台灣智慧自動化

與機器人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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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動產業期

刊為您創造最寬廣的廣告效果。

廣告專輯價目表

封面裡

內頁廣告

跨頁廣告

50,000

30,000

45,000

90,000

54,000

81,000

170,000

102,000

144,000

249,000

149,000

224,100

320,000

192,000

288,000

55,000

35,000

50,000

99,000

63,000

90,000

198,000

119,000

160,000

273,000

174,000

249,000

352,000

224,000

320,000

一期 項目 

會員 會員 會員 會員 會員非會員 非會員 非會員 非會員 非會員 

二期 全年度（四期） 一年半（六期） 兩年（八期）

備註 1:期刊內頁廣告 21cmx28cm（出血 21.6cmx28.6cm）  期刊內跨頁廣告 42cmx28cm（出血 42.6cmx28.6cm）
備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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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金額為含稅價。

付款資訊

廣告稿提交日期

付款方式

廣告諮詢聯繫
銀行：玉山銀行大墩分行  
帳號：0288-940-027-199 
戶名：社團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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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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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張小姐
Taiwan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Association (TAIROA) 
EMAIL: iris@tairoa.org.tw
住址 :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路 26號４樓 
電話 : +886-4-2358-1866 # 22  
傳真 : +886-4-2358-1566   
協會網址 : www.tairoa.org.tw

1.支票訂購：請開立即期支票，支票抬頭社
團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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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資訊請參考上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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