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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推動「再工業化」、德國推動「工

業4.0」計畫，亞洲的日、韓政府也紛紛以政策來

強化製造技術的升級，以創造出新的經濟發展模

式。日本政府在「2015 年版製造業白皮書(製造

業基盤技術振興施政) 」上把IoT 定位為主導製造

業發展的競爭核心，表明將在其基礎上發揮日本

的機器人產業技術優勢。這些作為不但帶動工業

機器人、自動化與精密製造設備產業的發展；也

可看出其內涵是融合了物聯網、雲端運算和大數

據等新世代資通訊技術。引發如此巨變的核心拉

動力主要是來自科技產品之生命週期縮短，製造

業逐漸以軟體縮短產品設計、製造與服務週期；

也就是說全球製造生態正孕釀以數位製造為核心

的結構性轉變。

數位製造包括數位設計、製造模擬分析、控

制、感測及智慧軟體，也就是說將產品之設計與

製造數位化模擬，產生創新設計、製程與產品，

並縮短製程規劃與試量產的驗證時程。其中大

數據分析、物聯網技術、智慧型機器人、積層製

造，都是市場潛力相當龐大的技術項目，先進工

業國家均已將其列為戰略性產業發展，其中以

整合應用領域廣泛的機器人可說是最受矚目的一

項，且它的技術發展日新月異，各式樣的產品不

斷推陳出新，成熟度就看商品化的程度和時機；

機器人的特色是整合各領域的技術，對於建構製

造產業的新興，增加產業的附加價值具有關鍵性

的角色。且未來人類智慧化的生活需求，亦是會

積極發展及應用智慧型機器人產品，除了藉由智

慧型機器人輔助日常生活及商業活動外，並能以

此帶動相關週邊產業發展，提升人類整體生活水

平，

綜觀主要工業製造國家的智慧機器人與自動

化技術發展趨勢，可以「數位化、虛擬化、網路

化之智慧生產系統」概述之。藉助大量設備的網

路化提高生產效率和價值的3D Printing、Big Data

製造系統、先進機器人均是隨著感測器和計算機

性能進步而日新月益的技術，這些已開始讓製造

業產生巨大變革。

全球製造產業革新動能 
聚焦機器人技術

文 / 工研院IEK 黃仲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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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國工業4.0和美國 AMP 

德國是全球製造業中最具競爭力的國家之

一，其機械設備製造技術可說是在全球處於領先

地位。德國擁有強大的機械和設備製造業、亦佔

全球資訊技術能力的顯著地位，且在自動化工程

領域有很高的技術水準，這些都意味著德國早已

確立了其在製造工程產業中的領導地位。因此，

德國以其獨特的優勢開拓新型工業化潛力：在

2012年啟動工業4.0計畫，將產品設計、製造與服

務透過軟體及網路進行即時溝通，以虛實整合系

統強化生產彈性、提升製造品質。

工業4.0的目標就是要建置虛實合一製造系

統(Cyber-Physical System, CPS)，整合生產、物流

及物聯網與服務，改變生產供應鏈及工作組織型

態，並擴大服務項目。工業4.0可說是德國在創新

製造技術方面的研究、開發和生產，以及在複雜

工業管理方面高度專業化的必然走向。

九十年代開始，中國大陸開始向全世界的製

造業者提供一個「完美的製造天堂」，供給取之

不竭的人力、低廉的工資、高效率的行政配套措

施及租稅優惠，但這樣的情況已經改變，根據國

際勞工組織(ILO)的研究，在過去10年當中，大陸

工資上漲的速度在亞洲國家中是最快的。大陸國

家統計局的統計顯示在2010~2012年間，大陸18

個省的最低工資調整標準增幅中，增幅最小的江

西，也有17.2%。

與全球先進國家的製造成本比較，儘管中國

大陸仍擁有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優勢，但隨著全新

製造趨勢的崛起，組裝業務的地區性成本差異將

會消失，尤其是日新月益的自動化技術投入生產

線，使用自動化設備降低生產成本的效益將會隨

時間而顯現出來，這個契機讓美國體認到，製造

資料來源：工研院IEK(2015/02)

 
 
 
 
 
 
 
 
 
 
 
 
 
 

工業4 . 0 (德國 A) MP (美國)

目
標

建置虛實合一製造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

CPS)，整合生產、物流及物聯網與服務中，改

變生產供應鏈及工作組織型態，並擴大服務項

目與生產。

整合產官學研夥伴關係從事創新製造、強化應用研究，

發展次世代精密及高系統整合製造技術(3D Printing、

Big Data製造系統、先進機器人)，引導關鍵製造業回

流。

實施
作法

•產學研組成工作夥伴，提出建議報告。

•產官共組研習平台，培育人才與媒合。

•跨業組成工業 4.0 平台，促進計畫落實。

•結合官產學推動夥伴關係，推動創新政策。

•成立國家級創新研究院，強化產學研合作。

•吸引外商投資增加就業，引導製造業回流。

相同 皆為導入智慧自動化技術，優化生產流程、達到節省能源與成本，提高產品品質。

相異

• 導入CPS智動化製造系統。

• 強調智慧工廠將IP化網絡式分散生產。

• 由產業主導進行。

• 整合3D Printing、Big Data製造系統、先進機器人製

造技術。

• 由政府、學研機構主導進行。

表1、德國工業4.0、美國AMP政策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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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所佔的經濟比重要逐漸提高到一定的高度。因

此美國政府提出製造業回流的政策主張，並加強

先進製造技術研發投入，以帶動本土製造業復甦

與成長。

2012年美國先進製造夥伴計畫(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AMP) 明確的指出：整

合產官學研夥伴關係從事創新製造、強化應用研

究，發展次世代精密及高系統整合製造技術(3D 

Printing、Big Data製造系統、先進機器人)，引導

關鍵製造業回流。在中國大陸缺工、工資上漲，

美國低成本能源優勢與製造業回流政策措施下，

已經顯現美國廠商回流本土及增加外國在美直接

投資的效益。

這兩個全球龍頭工業國家的大型先進製造計

畫的共同趨勢，簡言之就是「投入數位製造，引

領製程高值化」；比較這AMP和工業4.0，相同的

特性即為「皆為導入智慧自動化技術，優化生產

流程、達到節省能源與成本，提高產品品質 」。

表1是AMP和工業4.0的目標、實施作法、相同及

相異處之分析。美國啟動AMP計畫，積極引導製

造業回流；主要內涵就是「3D Printing、Big Data

製造系統、先進機器人為美國未來製造模式」。

德國以CPS(Cyber-Physical System)為核心、智慧工

廠為精髓，發展工業4.0；主要內涵為「整合資

通訊軟硬體，建置虛實合一製造系統」。未來幾

年，AMP和工業4.0所衍生的效應將會一一顯現，

這也讓另一個工業大國-在製造業以融合先進機

器人技術，發展人機共存工廠的日本，感受到強

烈的危機感。日本政府2015年6月提出的「2015年

版製造白皮書」，說出倘若錯過德國和美國引領

的製造業務模式的變革，日本的製造業難保不會

喪失競爭力。 

白皮書提到，當工業4.0生產系統確立之時，

「如果思路還停留在目前日式生產系統的延長線

上，日本製造業可能會遠遠落在後面」。例如當

汽車等產業的眾多廠商在工廠內實現壓倒性的高

效率，連同供應鏈實現整體優化後，德國廠商的

價格競爭力將相對上升；若無精進的作為，日本

廠商的競爭力則可能會下降。 白皮書用相當多

的篇幅，介紹了以德國和美國為改變核心的製造

業變化；並提出日本的應對措施： IoT。它的關

鍵—軟體技術和IT人才的培養；探究其精髓，亦

即投入數位製造，活用軟體提高硬體價值，引領

生產線上的製程高值化，包括生產技術革新、加

快開發速度。眼前他們要強化的就是擴大對統一

管理產品生命週期資料串的軟體工具，例如PLM

的活用 (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產品生命

週期管理)，並且加強軟體技術人員的培養。 

三、中國製造2025

2015年5月中國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的「中

國製造2025」，已經正式發布。提出了9大任

務、10大重點領域和5項重大工程。其中，9大任

務包括提高國家製造業創新能力等；10大重點領

域包括為新一代資訊通訊技術產業、高階數控機

床和機器人、生物醫藥等；五項重點工程包括國

家製造業創新中心建設、智能製造等。換個角度

看，仿佛是中國版的工業4.0計劃；工業 4.0 的要

義可簡述為「工業生產高度資訊化」，讓工業生

產製造的所有流程裝上資訊化的翅膀，讓所有的

零組件、設備翱翔在全智能化的系統之中。最核

心的表述和現象就是智慧機器人和物聯網；強健

穩定的智慧機器人設備能造就出高效能的生產製

造。物聯網讓所有能夠被獨立定址的各種產品、

物理對象，實現互聯互通，其需要搜集龐大的資

訊，因此大數據分析將成為重要技術。整個來

說，智慧化機器人及物聯網表面上是機器人或是

各項物品，而內涵卻是電腦和資訊化，其都是利

用資訊來強化人工智慧幫助生產製造，以因應各

種不同的變數並提升品質。

4 5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5/9月號

過去20年，出口一直是中國經濟成長的引

擎，但中國製造2025計畫清楚的顯示中國官方將

捨棄以出口為本的經濟策略，而將重心轉移至資

通訊技術產業、高階CNC工具機和智慧機器人、

航空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

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農

機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領

域。中國官方已深切體認到經濟要持續發展，關

鍵不在於掌控成品的組裝而大量的生產製造，而

在於掌控高階的製造工序。

「中國製造2025」的發展重點是要讓製造業

聚焦於有別於過去只重於出口的發展，由推動高

階製造設備來顯現中國將走向製造強國，並以

此壯大其國內新興的中產階層。「提高國家製造

業創新能力」已很明顯地指出智慧化設備是高競

爭力製造業的關鍵武器。其中強健穩定的機器人

軟硬體設備能造就高效能與品質的生產線；若此

自動化設備的核心能有突破性的進展，也就是其

產業技術將不再受制於德日美先進國家，從減速

機、控制器等個別零組件都能夠國產化，不管是

傳統機械領域，甚至航太、半導體、自動化及醫

療產業，都能快速提昇生產力與競爭力。「中國

製造2025」發展戰略中，自動化工業水準的高低

將是一個重要的指標，尤其是兩岸的機器人發展

競賽。

圖1、中國製造2025基本方針與戰略任務 資料來源：中國製造2025白皮書(2015/05)

表2、「中國製造2025」的機器人發展戰略與執行內容

資料來源：中國製造2025白皮書，工研院IEK(2015/05)

 

 

 

 

 

 

 

 

 

 

人才為本

中國製造2025
基本方針

品質為先

綠色發展 結構優化

創新驅動
1. 提高國家製造業創新能力

2. 推進資訊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

3. 強化工業基礎能力

4. 加強品質品牌建設

5. 全面推行綠色製造

6. 大力推動重點領域突破發展

7. 深入推進製造業結構調整

8. 積極發展服務型製造和生產性服務業

9. 提高製造業國際化發展水準

新一代資訊技術產業
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
航空航太裝備
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
先進軌道交通裝備
節能與新能源汽車

電力裝備
農機裝備
新材料
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

發展戰略 執行內容

發展汽車、機械、電子、危險品製造、國防軍工、化工用等工業機器人

、特種機器人，以及醫療健康、家庭服務、教育娛樂等服務型機器人。

積極研發新產品，促進機器人標準化、模組化發展，擴大市場應用。

突破機器人本體、減速器、伺服電機、控制器、感測器與驅動器等關鍵

零部件及系統集成設計製造等技術瓶頸。

促進機器人標準化、模組化發展，

擴大市場應用

機器人本體的開發和關鍵技術的突

破

中國製造2025戰略重點領域發展項目-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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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機器人市場，但

自主生產的產品僅占總量的一部份。2013年中國

工業機器人裝置量總計36,560台，其中中國品牌

僅佔9597台(26%)。2000年時中國進口機器人才

380台，2013年進口已達到了3.7萬台，13年之間

增長了100倍。而中國各地工業機器人的相關園

區目前已超過40個，機器人企業數量在歐美日企

業的引領下快速增加……..，看似蓬勃發展，但

是仔細分析後可發展這只是顯示出中國機器人產

業鏈的完整度高，從零組件到整機、機器人系統

整合，都有為數不少的企業投入。中國機器人產

業技術基礎仍薄弱，關鍵核心零組件嚴重依賴進

口，低階產品產能過剩，並有嚴重的同質化競爭

現象。

因此在10大重點領域之一的機器人項目，

應可研判(1)、發展專為工業用機器人量身設計

之關鍵零組件(輕量微型化減速機、力迴饋控制

器、多工協調模組等)。(2)、以人機協同、視

覺技術、類人手的順應控制、強化系統周邊增

加機器人的生產價值，提供創新整合式的Total 

Solution；應是2025計畫的所要投入的發展目標。

其實從2025規劃的項目中可看出有效法台灣

智慧製造發展相關計畫的走向，此時就看台灣和

中國在機器人的技術發展上誰跑得快了。台灣

機器人產業的競爭力比起中國大陸，除了市場之

外，仍有許多具競爭力的公司；而如何做出差距

化，吾人簡要認為(1)、持續投入研發創新，維持

技術與品級領先。(2)、強化與日本技術合作，以

持續確保台灣的優勢。

圖2、全球智慧機器人的發展趨勢 資料來源：工研院IEK(2015/05)

工業生產用
的機器人

益智娛樂型的
機器人

產業用的服
務型機器人

健康照護型的
機器人

產業的
現況與瓶頸

• 2015年工業機器人裝置
量預計達 21萬台，較

成長16%
• 無人工廠的I 需求

機器人發
製造業最重要的

解決方案，並朝向人機
協同作業發展

2014年
CT技術

• 透過 展自動化
產線是

• 拓展並建立歐美以外的
新興市場商機是機器人
廠商的目標

• 工業、服務機器人的界
線將愈趨模糊，新型態
之產業用的服務型機器
人品項會愈來愈多，例
如無人機

• 最大市場以亞洲為主，
2013年產值佔全球產值
66%

• 發展成敗將視有無最適
切的商業模式

• 日本在此類機器人的產
出數量領先全球，南韓
疾起直追

• 各國朝各專精的領域發
展，技術並不一定能順
利交流

• 法規與標準的建置，現
已由歐盟與日本積極主
導

• 各國的貨幣升貶戰爭對
產業環境直接造成影響

• 先進國家少子化及高齡
化的趨勢

• 機器人在醫療及健康照
護的應用，被視為機器
人產業最具有爆發力的
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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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海內外，不論是工業製造技術先進或

是落後國家，幾乎都已把以機器人為核心的自

動化製造列為發展要項，目的不外是:(1)、提升

產品的品級與價值。(2)、建構完整的產業供應

鏈體系。(3)、建立先進製造系統的解決方案。

(4)、加速製造業的新興(物聯網、新世代的通

訊、積層製造)發展。因此智慧機器人產業的成

長性一致被看好。圖2是全球智慧機器人產業的

趨勢發展；甫結束的2015年台灣智慧自動化與

機器人展，我們看到台灣廠商投入機器人發展

的熱潮；包括上銀、BENQ、和椿、廣運、工研

院、均豪、三菱電機(Mitsubishi Electric)、不二越

(Fujikoshi)均盛大展出相關的技術與產品，另還

有與上銀策略聯盟入股寶元數控切入機器人控制

器的研華、與大陸廠商固高合作控制器的新漢電

腦公司、研發居家智慧照護機器人的新光保全

等..；台灣廠商在機器人發展的浪潮下已是百家

爭鳴。

從近來日本EPSON公司出了30000台左右的

SCARA機械手臂予蘋果公司的情形來看，製造

業仍持續維持相當的工業機器人應用需求。世界

各地的機器人製造大軍仍穩定的增加。2013年以

前，全球工業機器人裝置量在20萬台以下；2014

年機器人複合成長率瞬間躍升至12%，超過20萬

台，這直接促使製造產業快速邁向幾乎無勞工的

生產模式，也就是所謂的全自動化生產。中國、

印度、墨西哥和其他新興國家也已體認到，世界

上的廉價勞力其實不像逐漸取代人力的資訊科

技、機器人和人工智慧那麼有效率且有生產力。

2013年全球工廠的生產線員工人數有1.63億人，

如果製造部門以目前自動化技術取代人工的速率

進展，到了2040年，全球工廠裡的生產線就業人

員將只有數百萬人，大型製造型工廠勞工的時代

將走至終點。雖然開發先進機器人本體和技術、

創造新軟體應用來管理生產流程，以及維護與升

級程式及系統都還需要使用到人類勞工，但隨著

智慧科技愈來愈有能力自行改編電腦程式，單純

重複工序性的工作將日漸減少。

而這一切均是源自於自動化技術的發展。機

器人的市場並非是獨立存在的，尤其是其與自動

化市場有高度的依存性，且兩者的零組件有高度

的重疊。2015年全球機器人技術發展仍然是呈日

新月異的面貌，台廠目前除了要面對紅色(中國)

供應鏈的競爭外，還要面臨幣值匯率對產品競爭

力造成的影響，在機器人市場前景大好下仍有重

重挑戰。

長期以來高度依賴中國廉價勞工的全球製造

業者，已逐漸將生產活動轉回本國，把需要勞動

力的工作交給機器人來做。飛利浦(Philips)公司

位於荷蘭的電子工廠裡，設置了超過了100台的

機械手臂。飛利浦在荷蘭工廠的電子產品出貨

量，和該公司位於中國工廠的產量已相當，但使

用的勞工數量卻只有中國的十分之一。韋伯汽車

(Webb Wheel)產品公司是美國一家生產卡車煞車

器零件的廠商，它最資淺的員工是Doosan公司的

機器人，導入機器人三年後，它的年生產量已達

到三十多萬個鼓輪，產量增加25%，而工廠的生

產線卻沒有增加任何一個工人。這一切均是賴於

機器人零組件及前瞻技術的發展，智慧機器人具

有無數可能性的技術開發仍在穩步推進中；下列

將指出2015年上半年全球幾項攸關機器人發展的

重要自動化技術。

四、2015年全球重要的自動化技術

1、德國SCHUNK似人類靈敏手指機器人技術

德國機械夾爪公司SCHUNK在2015年秋季推

出高靈敏度機械手臂「LWA 4P」，「LWA 4P」

主要的用途將是在危險場所完成像是炸彈處理及

核電站作業等原來只能靠人手實現的動作。LWA 

4P內置有機械手指控制裝置，無需在外部連接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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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電腦等控制裝置即可工作。SCHUNK並開發了

在智慧手機及平板電腦上使用的APP，可使用該

APP對機械手進行設定並操作。使用3D動作設定

工具，還可通過編程實現細緻動作。整體機械手

指的重量為12kg，最大可搬起6kg的物體，平均

工作功率為80W。目標是將把手腕到指尖的部分

做到「Servo-electric 5-Finger Gripping Hand SVH」

投產。

視覺、聽覺、嗅覺、觸覺、味覺。在人類的

五感中，視覺、聽覺、嗅覺可以利用現有的感測

器技術彌補，敏感程度甚至能夠超過人。把觸覺

感測器貼在機器人的手上，機器人就能夠判斷出

是否有物體接觸，以及抓握的物體硬度。這種觸

覺感測器包括德美日等開發人型機器人的機構已

經呈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儘管如此，要實現人手

那樣的程度仍非常困難。想利用感測器完全重現

人手，感測器排列的間隔要縮小到1mm，這就需

要更小、更薄的感測器，成本也會水漲船高，因

此，實用化還存在相當大的難度。

對於觸覺，一般認為，利用現有的技術還無

法超越人類。因為技術人員雖然可以在機器人的

指尖安裝感測器，使其局部具備觸覺，但是，使

整隻手的表面覆蓋感測器和佈線的技術，以及像

人類那樣根據觸感的柔軟程度和形狀調整力量還

很難實現。鴻海公司協助日本軟銀公司製造的

Pepper機器人，其中的特色之一是鴻海長時間投

入研發的五根手指頭與關節，五個手指的所有關

節都可以獨立靈活運作，而且不會互相干擾。

掃地機器人、寵物機器人、護理機器人..等

各種各樣的機器人越來越多，機器人成功走入人

們日常生活。正在開發的人型機器人被視為機器

人的終極形態，將來很可能會用於護理、家務、

保安、工業等諸多場合。在實現人型機器人的過

程中，機器人「手」的進化是重點。為了實現具

備觸覺、力覺等感覺逼近人手的機器手，相關的

開發也在不斷發展演進之中。

台灣機器人夾爪製造商，以氣動與電動機械

式夾爪生產的有：亞德客、台灣氣立、上銀、君

帆、恆祐、兆和豐等，主要皆為氣壓驅動為主，

受到氣體可壓縮現象導致夾持力精確不佳。業界

主要採用德國SCHUNK與SOMMER大廠開發的電

動機械式夾爪，控制夾爪行程與夾持力量，應用

於夾持軟性零件與精密小型電子零件。因此恆祐

與上銀投入電動夾爪的開發，已有部份商品提供

使用，降低受限國外產品規格與成本問題，大幅

提升機器人自動化應用範圍。

另外日本FANUC公司的機器人散堆取出專用

夾爪目前逐漸擴及到日本以外的市場，FANUC公

司為了實現中小企業24小時無人化上下料，開發

機器人3D視覺與散堆取出專用夾爪，且為了符合

工廠加工件的多樣性，該散堆取出專用夾爪為電

動機械式，具有(1)開合距離可調(最大90mm)，(2)

輕量設計3.6kg，(3)握持力6kgf，(4)可抓取2kg重

量的工件，利用上述之特性配合3D視覺，可應用

於多樣性之工件夾取，實現中、小企業夜班無人

化上下料應用需求。不過，台灣工研院機械所也

有相對應的產品在2015年出現，未來將逐漸落實

圖3、SCHUNK Mobile Greifsysteme- LWA 4P

資料來源：SCHUNK.com (20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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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轉予廠商。

電動馬達驅動式夾爪，因為可以利用驅動馬

達的電力來估算實際的夾取力量，甚至可以加裝

感測器來提升估算夾取力的精度與反應速度。快

速夾爪更換機構更可以減縮減因為製程變化時必

須耗費的治具更換時間。這些發展趨勢都是在智

慧型自動化工件加工製程上一定會產生的需求，

而且隨著智慧化的提升，需求的成長會逐年的提

高，因此投入此一領域的企業像是上銀、恆祐；

還有在氣動夾爪的亞德客、台灣氣立、君帆、兆

和豐都是具有潛力的台灣廠商。

2.Nikon推出24位元光學絕對型編碼器_厚度

僅為12.74mm

日本電子零組件大廠Nikon，自主開發的伺

服電機用之高精度多旋轉絕對型編碼器 MAR-

M 5 0 A 已 經 在 2 0 1 5 年 日 本 第 3 3 屆 電 機 技 術 展

(5/20~5/22)中展出。M序列是Nikon公司大週期序

列編碼器的簡稱。採用絕對圖案技術，且編碼器

內部的光學檢測系統導入反射光學系統的光學設

計。運用反射光學系統，可實現精密的定位，有

助於提高馬達速度控制穩定性，對於精度日益要

求的機器人及工具機漸不可或缺。MAR-M50A高

度僅為12.74mm，大約是常規編碼器的一半；外

徑只有35mm。每圈解析度最大高達24位元（解

析度就是2的24次方=16,777,216位置/圈）。新產

品MAR-M50A比起之前的M40A產品，最大的不

同特點在於串列通信速度，由4Mbit/秒提高到了

16Mbit/秒;且可再省略4根信號線，控制器和編碼

器之間能夠採用雙向全串列通信模式的溝通方

式;產品支援的最高環境溫度為95℃。近年來不

少先進的工業機器人紛紛亮相，尤其工業機器人

用在焊接和檢測的能力已可以說超越了人類的能

力，它已成為製造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設備。

汽車生產線上用機器人做焊接、噴塗，幾乎已無

任何不均勻性可言，這和精度控制的迅速和準確

有密切關係，工業機器人的關節由伺服馬達的旋

轉而移動，編碼器是達到高精度測量和控制的關

鍵元件。  

台灣廠商在編碼器的需求上也已從低階的相

對式編碼器到高階式的絕對型編碼器，以台達電

來說，年產約40000台伺服馬達，以每個馬達需

要1~2個絕對型編碼器的量來看，這仍然是一個

有穩定需求的市場。此外，絕對型編碼器也將被

積極且廣泛地用在人形機器人的兩條腿和寵物機

器人關節裏的伺服馬達。

3.M2M&IoT的遠端監控系統

如何把不同的通信方式、不同數據形式的各

個工廠設備，綜合統一與上位系統(中控系統)相

連接，已成為如今構建M2M / IoT 系統的最重要

課題。由於通信技術軟硬體的不斷發展，M2M

（Machine to Machine） / IOT（Internet of Things）

的機制，用在企業基礎設施的遠程監視、工廠設

備的預防維修等已日益凸顯重要性，尤其是在製

造行業，由德國發起倡導的工業4.0，更加快了這

一演化的進程。現實的工廠狀況是多種形形色色

的感測器、現場總線設備等。將這些設備和雲端

服務組合起來，就是實現了遠端監控及維護。

日 本 公 司 C O N T E C 推 出 了 將 M 2 M / I o T 系

統用設備和雲端服務等作為新型解決方案的

「CONPROSYS」，採用即使沒有編程語言方

面的專業知識也能夠嵌入控制腳本的設計。

CONPROSYS支援OPC-UA、Modbus和EtherCAT

等業界標準的通信規格，可應對多家廠商的設備

配置，且發展出可靈活運用於各行各業的APP。

另外利用雲端服務為用戶提供可獨自進行現場環

境「可視化」、遠端控制和數據管理等操作的平

台。還將提供與外部系統聯動的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因此可以與用戶已經導

入的業務系統和大數據分析工具等多種系統聯

動。本文後段將分析此相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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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菱電機MELFA力覺應用套裝程式

三菱電機6月推出了集工業機器人、力感測

器和專用編程工具為一體的「MELFA力覺應用套

裝程式」。可以快速建立電子零件及汽車零件等

的組裝、嵌套、檢查程序的自動化系統。 

該應用套裝程式首次搭配了力覺感測器。由

於該感測器能夠檢測出機器手臂上的微小作用

力，因此能夠完成原來機器人很難做到的工件仿

形及嵌套工作。使用力覺應用軟體，還能使力覺

參數的複雜程式調整變得更容易上手。此外編程

工具的特色是能將機器人的工作記錄數據化，進

行品質管理及工作失誤的原因分析。透過這些功

能，可以使力覺設備和生產線的啟動時間比不

使用應用套裝程式所需時間縮短80%。該應用套

裝程式的目標客戶不僅包括初次使用機器人的

企業，還包括已經熟練使用機器人的系統整合公

司。三菱電機的MELFA系統強調適用於單元式

製造方式，具高速和高精度性能並結合智慧型技

術，特色是可輕易連接三菱的PLC和FA設備。三

菱看到自動化系統整合技術是現今及未來不可擋

的趨勢，也要以此與EPSON、DENSO、FANUC

在小荷重級數的機器人市場抗衡。

5.發那科(FANUC)機器人將採用深度學習技

術

2015年6月10～12日舉行的「Interop Tokyo 

2015」上，研發神經元網路技術—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技術以及機器學習技術的PFN

公司宣佈了與FANUC(發那科)開展合作的消息，

PFN是日本國內首屈一指的具備深度學習技術實

力的企業。工業用機器人巨頭與深度學習技術龍

頭企業的聯手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PFN在自動

駕駛領域也已經和豐田建立了合作關係。

PFN和FANUC雙方的合作範圍為工業用機器

人、工具機、射出成型機等。目前，FANUC基本

上透過程式編寫來決定機器人的動作，今後將採

用深度學習技術發現人類發覺不到的動作，進而

實現比原來更高的產品製造優化目標。

工業4.0的精神主要是在感測器數據的收集和

分析上。而這兩家公司合作的目標將深入到更遠

的「beyond Industry 4.0」世界，讓多台機器人協

作(物聯網的應用)並進行讓機器人可自我控制，

以實現產品製造的超智慧化。近年在台灣每年

銷量逾500台以上的工業機器人大廠日本發那科

公司，以漸進式革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為機

器人產品發展的主軸，長年以來以NC技術的知

識為基礎，不斷逐步累積產品的改良而產生的革

新。時至21世紀的今日，它仍然以機器人生產機

器人、CNC融合機能及視覺技術之應用、撓性伺

服夾爪的開發、綠色機器人、機器人自我深度學

習等技術不斷附加產品新功能的漸進式革新來拓

展它的市佔。

6.美國國家機器人計畫大舉支援機器人救災

技術

美國政府認為機器人是促進經濟結構轉型的

潛力品項，是用以因應人口高齡化和工作外流

挑戰的解決工具，因此早在2011年啟動國家機器

人計畫(NRI)，以加速技術研發與應用。NRI補助

通過審查的計畫給予如下的經費支持，(1)NIH(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美國衛生研究院)和

USD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美

國農業部)提供經費範圍每年從美金10萬元到25

萬元，計畫期程1年至3年不等。(2)NSF (National 

Sanitation Foundation，美國國家衛生基金會），

NASA(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 和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美國國防部高

級研究計畫局)提供的經費從美金10萬元到100萬

元不等，計畫期程也是1年至3年。

DARPA在6月5、6兩日舉辦的機器人挑戰賽( 

Darpa Robotics Challenge，DRC)，於加州洛杉磯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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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Pomona舉行。機器人的任務是要在最短的時

間內解決自然及人為災害任務，來自全球各地25

支隊伍將一同競奪高達350萬美元的高額獎金。

DARPA是美國國防部屬下的一個行政機構，負責

研發軍事用途的高新科技。最終由南韓隊KAIST

的機器人DRC-HuBo抱走冠軍，美國隊的IHMC 

Robotics和Tartan Rescue分居第2和第3名。今年舉

辦以核災為主題的「DARPA機器人挑戰賽」，不

過比賽過程顯示，目前的機器人科技離電影科幻

情節還有相當大距離。

美國產研界擁有深厚的科學基礎技術，可說

是全球科學技術中心，具創造製造業高值化及產

業know-how的利基；美國企業具有成為絕大多數

產品的首選供應商，尤其在航太、化學、機械、

醫藥設備及半導體等產業，內需市場與製造的規

模優勢易誘發相關的創新與製造回流。這也是除

了密切注意新興市場動向的台灣廠商要關注的一

大市場。

五、對台灣相關產業的影響

下列以4個面向探討上述幾項前瞻技術對台

灣相關產業的影響。

1.台廠要加速發展符合安全規格及標準介面

的技術及規範

在通信技術軟硬體的不斷發展下，如何把

不同的通信方式、不同數據形式的各個工廠設

備，綜合統一與上位系統(中控系統)相連接，已

成為現今構建M2M（Machine to Machine） / IoT 

（Internet of Things）系統的最重要課題。

整合相關的設備、控制器、感測器、材料、

刀具、CAD/CAM、量測與切削經驗，整合軟硬

體系統，提昇創新生產製造價值是目前像是致

茂、帆宣、盟立、均豪、佳士達、陽程等自動化

系統廠商致力的方向，亦即強化機器人與製程設

備系統的整合能量；不過，要如何與來自日本發

那科、日本三菱、德國海德漢、德國西門子的控

圖4、台灣廠商要把握發展機器人之自動化機械設備系統

資料來源：PMC、工研院機械所(2014/11)

 

 

 

 

+切削裝置

+檢測裝置

• 機械加工/上下料/去毛邊/拋光作業單元

• 產品檢驗作業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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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廠商合作提升系統整合能力是一大課題，因

為這關係到整個系統的設計開發與驗證能力以及

智慧化加工服務的程度。

各型控制器(Fanuc、Siemens、三菱、寶元及

新代等)與周邊Sensor及機器人整合技術是一大

挑戰。而(1)、運用網路介面讀取各家提供之相

關Sensor、actuator訊號的資料。(2)、以開放式平

台技術發展相關標準介面系統。(3)、發展符合

ISO10218-2安全規格及標準介面的新式代機器人

與工具機技術及規範。這些尚未成熟的技術就是

上述廠商的課題也是競爭力的關鍵。

2.台灣機器人本體製造商仍以整合系統為目

前主要策略

目前全球前五大工業機器人廠的主要發展策

略為，ABB: 在發展中國家推行其擴張策略，電

力和自動化產品、系統及服務，將繼續成為新階

段策略的核心產品。FANUC: 持續維持高階自動

化設備上的量產的優勢，並逐步讓營運資訊透

明化。KUKA: 維持研發技術的領先優勢，從專

用控制系統，到使用工業PC做為控制系統，再

到Windows做為人機互動介面，技術發展朝向工

業4.0的智能化方向。YASKAWA(日本安川):發展

與人協同工作的機器人並涉及醫療照護領域。

KAWASAKI(日本川崎):將該廠的工業機器人與符

合工業4.0規格的軟硬體整合。

垣白說，這些廠商的機器人本體技術水準領

先台灣公司一個等級。因此與他們在市場上直接

抗衡，如何做出差異化的競爭是非常重要的策

略，以雲移物大智網+機器人+IIDM(整合創新設

計製造)商業模式的鴻海，集團旗下的電控設備

_賜福科技、機器人開發_鴻富錦、智能控制_樺

漢科技，全力支援協助機器人整機產品和系統整

合，亦能各自推出智能設備和相關零組件產品；

還有由以走系統整合策略的台達電，以策略聯盟

強化機器人零組件產業鏈的上銀來看，利用機器

人與生產設備的結合創造出生產的效益，整合附

加其他智慧軟體與資訊系統的功能所形成的智慧

機器人系統，是目前台灣機器人業者發展的主要

策略，這個策略看起來正確，但也持續面臨來個

德日大廠和中國廠商的競爭，還有匯率的競爭。

3.零組件產業範疇漸被打破，業者積極跨業

整合

機器人供應鏈的完整度不足，主要的一部份

是電控系統的自主度不夠高，檯面上的台灣多軸

工業機器人本體，其所使用的、可搭配驅動器

一起販售的伺服馬達，來自於日本的SANYO、

PANASONIC、TAMAGAWA仍佔有一定的比例。

全數位化高速通信介面、磁路優化設計、高磁通

材料、以及高解析度編碼器，是目前台廠亟需突

破的瓶頸。

台灣的電子產品、零組件的製造商，因應人

力成本、缺工的問題，除了導了自動化生產外，

有愈來愈多的現像顯示這些廠商也致力讓自動化

相關產品＆服務成為本業外的獲利。例如新普公

司除了生產的電池產品之外，營收的貢獻已有部

份要來自於公司的自動化設備，另也可從和碩、

正崴、佳世達、英業達、綠點、廣明的發展上看

到這個趨勢，正崴和廣明都已有6軸工業機器人

產品。

由於IoT零組件之整合趨勢將打破傳統電子

零組件產業範疇，而走向以模組化異質整合方

案，例如結合通訊功能的感測器產品；具備聯網

能力的感測器，台灣電子零組件業者可積極思考

進行跨業整合，追求更高的產品附加價值。支援

雲端服務的工業設備用電腦就是台廠積極切入的

一塊，工業電腦廠商(Industial PC)，已經在機器

人市場中看到了藍海；工業電腦廠耕耘產線自動

化產品，技術上與本業接軌的程度很大。台灣

IPC廠商目前仍擁有超越中國大陸、南韓廠商的

競爭力。不過當中國的廠商堀起壯大時，目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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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領先的台灣工業電腦族群，就會面臨競爭的壓

力。(1)結合通訊功能的感測器產品；具備聯網能

力的感測器。(2)產品進入工業機器人產業的供應

鏈。(3)雲端、物聯網產業都需要大量運算，亦對

工業電腦廠的營運有所契機。

4.電子感測器關鍵技術若無法自主，將持續

受制於人

先進製造的三大核心：科技化硬體、智慧

化軟體與虛實化(網宇)系統最關鍵的基礎就是智

慧感測器，它是，提供系統間「溝通」、「決

策」、「合作」所需的所有訊息的關鍵要項。感

測器是智能製造的關鍵元件。

2017年全球感測器規模超過760億美元，在

物聯網、機器人和製造升級的發展驅動下，未

來市場年平均成長率為15%。在生產工件(產品)

上安裝感測晶片，內容有各種採購及生產所需資

料，可自動讓機器知道如何完成生產。不同廠牌

的機器或生產線上的各個生產設備，能與工件

(產品)溝通或彼此溝通，以掌握產品在生產過程

中的變化，進而完成所有的生產工作。

國產設備之感測器受制於國外，急需自主精

密感測器，否則很快就會發生關鍵元件必需要取

自來自中國大陸的廠商。表4是智慧感測器的需

求及主要應用架構，而這也是目前台廠的技術

瓶頸所在。例如AOI應用很多的高階CMOS影像

感測技術，目前德國已有廠商做到以CMOS取代

CCD，但成本仍很高。其他像是用在快速伺服定

位的工業級震動感測器、智慧夾爪所需要的觸力

感測器，另外像上銀公司年產超過600萬支滾珠

螺桿和軸承，所需的溫度感測器達千萬顆以上，

以1顆10美元~30美元的價格來計，這是一個很大

的市場。

2014年，台灣工業機器人品項的進口總值為

9221萬美元，比起2013年全年的7956萬美元，增

長了16%。而2014年的出口總值統計為8489萬美

元，比起2013年的8894萬美元，小幅減少4.6%。

預估2015年全年的出口總值至多是小幅成長或持

平。在全球經貿多變的情況下，台灣廠商已必須

具有接急單和短單的快速應變與交貨的能力；否

則在台灣經貿自由化政策無特別優勢的態勢下，

難以與日韓機械貨品有公平競爭的條件。此外，

先進製造的三大核心：科技化硬體、智慧化軟體

與虛實化(網宇)系統最關鍵的基礎就是智慧感測

器，它是提供系統間「溝通」、「決策」、「合

作」的所有訊息關鍵要項。

2015年1-5月我國工業機器人產品進口總值

為3389萬美元，比起去年同期3621萬美元，減少

了6.4%。主要進口國家前三名分別為日本、中國

大陸、德國。其中從日本和中國的進口，分別成

長3%及40%。分析原因為日元的貶值和台灣愈來

愈多的機器人生產製造商中國華東華南有生產據

點。2015年1-5月台灣工業機器人產品出口總值統

表3、智能化關鍵零組件-感測器的需求及主要應用架構

智

慧

感

測

器

需

求

工業級震動

感測與IMU

力/扭力/觸力

感測器

精密非接觸

式溫度計

超光譜影像

感測器

光學位置

感測器

高階CMOS影

像感測器

國內有需求廠商
立錡/矽創(消費性)

上銀:未來為標配

年應用1200萬個

−滾珠螺桿

−主軸holder(>20K)

−快速伺服定位

新光保全(照護)、

上銀/東台(智慧

機台)

−Smart Gripper 
(<1N)

−主軸holder 

(控制精度<±1%)

原相、祥儀

(消費性) (工

業級要求準確

度更高)

−加工(切削/鑽

頭等) 

(NETD<40mK)

旭東(組裝2D 

AOI模組)、廣

明(研發階段)

−加工(切削/鑽頭
等)

−3D全頻影像檢測
(辨識<1um:定位
速度>30fps)

上銀(OEM)、台
達電 (光盤、
高階產品
(5K~10K台幣/
個)自國外進口)

−馬達(>20Bits)

−機台設備定位

(感測器佔次系統

成本15~30%)

雷虎、鑫豪

(ODM) 

−AOI 檢測

(靈敏度>35500

(e-/lux·s))

關鍵產業⇒自主

新興應用⇒領先

主要應用架構

 
資料來源：工研院(2015/06)

12 13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5/9月號

計為3132萬美元，比較起去年同期3345萬美元，

約減少6%。出口衰退最多的國家是中國大陸，減

少約24%(1586->1203)，除了中國製造業的需求下

滑外，其政策採用本土設備的影響及日本機械受

惠於日圓對美元的貶值，仍是對台灣精密機械的

出口有直接的影響。

台灣工業機器人廠商普遍雖未直言第二季的

景氣有何異常，但似乎已準備非常手段因應。日

圓兌美元匯率自2014年秋季起大幅貶值，日本製

造業以此提振出口，對台灣精密機械設備造成出

口壓力，加上希臘與中國大陸的壞消息。比較重

要的問題在於這兩地的影響可能只是暫時性的，

影響下半年甚至是2016年的中長期問題，還是產

品關鍵零組件自主化的競爭力問題。

利用先進自動化技術從事生產的議題已成為

國際間製造業關注的焦點，機器人在生產線上的

應用會逐漸落實到各個產業。雖然台灣機器人

產業的附加價值率逐漸提升，但與國際大廠相

比，仍有明顯差距；台灣廠商的機會短期看 IPC

族群；中期看機器人零組件；長期看目前檯面上

這些機器人品牌廠；不過關鍵技術若始終無法自

主，未來將難以持續分食到自動化市場的真正大

餅。

六、智能化是製造業高值化的關鍵要素

圖2是台灣製造產業的現況統計，以國內上

市櫃公開財報之公司為計算基礎，附加價值＝營

業利益＋用人費用＋折舊攤提；附加價值率＝附

加價值/營收，得之2013年台灣製造業的平均附

加價值率為23.4%，而各主要產業的產值和附加

價值率為:金屬製品製造業的產值為新台幣8,514

億元，附加價值率為28%；電腦、電子產品及光

學製品製造業產值為13,632億元，附加價值率為 

38.5%；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產值為42,920億元，附

加價值率 32.3%；機械設備製造業產值為9,252億

元，附加價值率為 24%。而整體製造產業的平均

塑膠製品製造業
(4,255; 22.4%)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14,501; 11.9%)

金屬製品製造業
(8,514; 28%)

產值 (億元新台幣)

附
加
價
值
率
(%)

電腦、電子產品及
光學製品製造業
(13,632; 38.5%)

基本金屬製造業
(18,922; 12.1%)

化學材料製造業
(25,592; 8.8%)

40,00010,000 15,0005,000

10%

20%

30%

食品製造業
(6,920; 16%)

機械設備製造業
(9,252; 24%)

成衣及服飾品
製造業
(808; 35.5%)

運輸載具製造業
(8,404; 23.4%)

台灣製造業
平均附加價值率(23.4%)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42,920; 32.3%)

電力設備製造業
(5,240; 26.9%)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4,368; 29.4%)

圖5、台灣製造產業現況

註：上述統計為2013年資料，以名目國民生產總額與名目國民生產毛額計算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經濟部統計處；工研院IEK(2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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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價值率為23.4%，比起德日平均附加價值率

32%，仍有些許的差距。從圖1的統計中已可看出

目前台灣現具競爭力的製造業主要是3C製造、高

值金屬製品業與工具機產業。

台灣製造業現今面臨的最主要課題是，(1)大

型製造業者面對智慧製造的導入及應用，缺乏產

業共通標準。(2)中小型製造業者面對智慧製造，

需要1.0/2.0/3.0的技術型支援接軌，無法一蹴可幾

地與4.0接軌。(3)製造業不易聘得有意跨領域之

優秀資訊系統人才。

 因此需要以產業結構優化，提升產業競爭力

才能持續立足國際；包括提升製造精度、效能及

製程高值化的3C製造業。細線化、整合化、大量

客製化與綠色生產為產業發展之重要趨勢的PCB

產業。滿足多樣客製化與短交期要求的金屬製品

業。以及挑戰製造遠端服務化及硬體高速、高精

度和複合化的技術能力的工具機產業。這需要產

官研單位齊同一心盡速集中國家力量扶植這些具

競爭力且有高附加價值的產業成為未來5-10年後

國家的經濟支柱，來因應激烈的全球性產業競爭

態勢。以「技術研發->技術移轉、事業化->開發

世界頂尖產品」為核心的優化結構；並藉由多元

研發創新進入國際供應鏈；且透過生產、出口扮

演Cash Cow角色的國際地位提升，應是台灣製造

業達成高值化策略的執行架構；落實的手段主要

包括生產效率提升的虛實整合製造流程優化、精

密設備關鍵技術的突破、物聯網應用平台、以及

製造設備的通訊標準。詳說明如圖6所示。

智慧化生產已是製造業面臨的趨勢，它是現

今全球製造業技術升級的核心要義；加上安全法

規及環保意識抬頭，都將影響企業的生產策略轉

向智能化。中國從2012年「騰籠換鳥」策略(產業

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策略)以來，漸漸關門的世

界工廠已逐漸不再是中國的特色，這是一個相當

巨大的改變。因應此一轉變，智能化生產是台灣

製造業未來要持續成長的關鍵，它也是高值化最

關鍵的要素。

精密設備技術精進、自動測試流程創新虛實整合製造流程優化

共構製造物聯網應用
服務開發平台

經濟部

法人
單位

產業
生態系

生產效率
倍數提升

雲端服務
加值軟體
定義製造
創新

推動各個產
業製造全面

升級

關鍵技術突破
與製程優化

建立製程改善專業技術
與製造設備通訊標準

• 帶動產業新廠建置增加投
資，舊有廠人均產值提升，
引領台灣中堅企業成為國
際領先自動化生產先鋒

• 發展3C自動化系統測試技
術，可確保產品出貨品質，
提高勞動生產力，解決日
益嚴重的缺工問題

• 以軟體定義製造創新，可
減少製程重複調整，增加
系統化回饋分析數據以精
進服務

建置工具機技術應用服務平
台，運用物聯網技術特性，
開發具備虛實整合特性之遠
端服務軟硬體平台系統，使
遠端生產設備具資料蒐集、
分析與預測能力，並可實現
最高效率的即時服務，以提
高設備附加價值及擴大應用
服務市場。

• 參與國際標準制定，代表國內業者於國際場合
發聲，促使工業機器人與工具機感測之通訊規
範建立與標準化

• 培育製程專家，了解先進產品發展對製程影響
及產業製程發展趨勢與需求，並支援中小型製
造業工業1.0至3.0之升級技術

• 發展IoT製造雲服務平台，促進跨機台界限
訊息化智慧服務，提升台灣整體製造業之上、
下游整合競爭力

 

圖6、台灣製造產業高值化的策略 資料來源：工研院(2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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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4.0」無疑是2015年，搜尋關鍵字最火

熱的Top 10；在製造業當中除了串接網路、設備

智慧化及物聯網(IoT)技術等等，它代表著更多的

可能性；

本文列舉有著世界工廠之稱的中國，來一窺

工業4.0在中國地區的發展及應用。

德國政府所定義的德國工業4.0，由一個資

訊，一個網路，四大主題、三項集成、八項計畫

組成的框架機構。德國政府提出工業4.0整體框架

有很多地方和中國的實際國情不同，操作上面還

有一定的距離。

德國提出工業4.0，擁有強大的機械製造技

術，嵌入式以及控制設備的先進設備和能力，德

國很關注生產過程智慧化和虛擬化的深刻改變。

中國版的工業4.0的核心目標定義為智慧製

造，這個詞表述非常準確。由智慧製造再延伸到

具體的工廠而言，就是智慧工廠。智慧製造、智

慧工廠是工業4.0的兩大目標。

  工業4.0的特點

互聯網 : 互聯工業4.0的核心是連接，要把設

備、生產線、工廠、供應商、產品和客戶緊密地

聯繫在一起。

大數據 : 工業4.0連接和產品資料、設備資

料、研發資料、工業鏈資料、運營資料、管理資

料、銷售資料、消費者資料。

系統化 : 工業4.0將無處不在的感測器、嵌入

式中端系統、智慧控制系統、通信設施通過CPS

形成一個智慧型網路。通過這個智慧型網路，使

人與人、人與機器、機器與機器、以及服務與服

務之間，能夠形成一個互聯，從而實現橫向、縱

向和端到端的高度系統化。

創新 : 工業4.0的實施過程是製造業創新發展

的過程，製造技術、產品、模式、業態、組織等

方面的創新，將會層出不窮，從技術創新到產品

創新，到模式創新，再到液態創新，最後到組織

創新。

微觀中國智能製造2025，來看工業4.0的應用

資料整理/拓志光機電 彭晨理

世界工廠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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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智慧製造的解讀，最近呈現多樣化的趨

勢，其實對於處在轉型升級期的中國製造業來

說，瞭解智慧製造的內涵，明白當前所處的環境

和機遇，以及如何實現智慧製造，遠比研究智慧

製造本身更有意義。

當下很多人認為，推動中國製造2025,需要大

量的新技術作為支撐，如大資料、雲計箅和移動

互聯等。這些想法有各自積極的建設意義，然而

這並不是中國工業系統升級的根本驅動力。面向

中國製造2025,建立數位化知識化為基礎的中國工

業生態系統，才是最為重要的國家戰略核企業需

要面臨的問題。

目前在中國製造用著世界最先進的

軟體和設備，但產出效率卻完全不能與

西方現代製造工廠相媲美。為什麼西門

子在美國波音公司6500套基於產品管理

的軟體，就可以支撐龐大的B787的“一

體化”協同製造網路，而在中國許多工

廠反而就變成了一大堆局部使用的孤島?

實際上，在波音公司的最底層的基礎工

作，已經把飛機的數十萬個零部件全部數位元

化，同時採用模組化而非零部件級的S級控制，

形成了完全可控的數位化產品體系。這才使得資

訊化軟體發揮了為虎添翼的作用。

中國工業系統升級的過程.不必過分追求某些

IT技術的先進性，也不要急於追逐德國的物理硬

體能力，而是要深入製造業的基礎，探究能支撐

製造業技術發展的數位化基因和知識化處理。基

於中國製造業的歷史和實際，構建中國的工業生

態系統，使得人、資料、知識、設備、產品等各

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重新加以配置，才是系統性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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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中國智慧製造的根本性因素。

智慧製造的基本特徵是協同化、微製造、低

成本。協同化就是配置資源，並共用資源體系;微

製造需要去中心化組織，實現小規模小批量的生

產：而全新的低成本生產模式，才能有效支撐未

來個性化的生產需求。

找出自己的工業4.0

隨著虛擬和現實世界的不斷融合，以大資

料、物聯網、資料分析為核心的“產業物聯網

（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應運而生，並正

在顛覆人們印象中那個仍然封閉而傳統的工業世

界。

在智慧製造的未來世界裡，我們將看到人、

資料和機器連接形成開放的網路：人與人、人與

機器、機器與機器之間將發生對話和資訊交換；

海量資料提供的“經驗”將幫助企業對生產中複

雜多變的狀況做出精准判斷和即時反應。

試想這樣一個場景：在飛機引擎的生產工廠

中，機器人不僅具備嫺熟的裝配工藝，還能靈活

變換工作任務，更為重要的是，它們懂得彼此溝

通：如果前一台機器人提高速度，它會通知後一

台機器人做好準備；而當引擎投入使用時，其裝

載的感測器會收集飛機在空中飛行時的各種資

料，這些資料經過智慧軟體系統分析，可以精確

檢測飛機運行狀況，甚至預測飛機故障，提示預

防性保養等，從而提升飛機安全性以及延長引擎

使用壽命。

從“產品”轉向“服務”

產業物聯網將幫助企業顯著提升運營效率。

具備互聯功能的智慧設備在優化工廠運作、改善

設備維護、節省生產成本等方面均有益處。據德

國國家科學與工程院統計，通過引入產業物聯

網，企業可將生產效率提升高達30%。

比如，輪胎製造商米其林提供了一項基於產

業物聯網的全新服務——Dubbed Effifuel。該服務

為其客戶在卡車輪胎和引擎上安裝感測器。感測

器會將收集到的油耗、胎壓、溫度、速度和位置

等數據傳到雲伺服器上，而米其林的專家會據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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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資料分析，並為客戶提供建議及駕駛培訓。

這項服務説明其客戶每百公里減少油耗達2.5升。

打造企業的“軟實力”

與中國企業一直強調的“硬”製造不同，

“軟”服務恰恰是中國企業容易忽略的。中國企

業應及早突破傳統的運營方式及商業模式，建立

專業、高效的智慧製造工廠，同時進一步把戰略

眼光和資源聚焦到使用者服務領域。迎接“工業

4.0”時代，製造業企業如何拓展“軟實力”，逐

步轉型升級為服務型企業？

比如說: 海爾公司不滿足于為客戶僅提供優

質的家電，還在物流、電商和供應鏈金融等領域

拓展業務，為客戶和管道合作夥伴創造更多價

值。其物流平臺不僅保證海爾產品準時到達客

戶，還為其他廠商提供物流服務，提升海爾在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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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鏈上的地位和控制能力；其電商平臺除大幅方

便管道合作夥伴交易外，還通過與供應鏈金融平

臺的緊密集成，降低海爾的應收帳款、減少管道

商的貸款成本，並為合作銀行帶來優質的貸款業

務。

一條亙古不變的道理是——客戶總是追尋能

為他們創造更多價值的產品和服務。蓬勃發展的

產業物聯網技術無疑為企業提供新產品和服務注

入了新動力。

工業時代4.0這條路剛剛開始，但給了我們大

概的方向，未來企業會變成資料的企業、創新的

企業、集成的企業、不斷快速變化的企業。對於

整個製造業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顛覆，稱之為

工業革命，是毫不為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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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機器人展揭幕 文/陳念舜

生產力4.0峰會聚歐美日專家

圖1.IBM全球電子產業總監Mr. John Constantopoulos發表該公司對於透

過智慧預測分析，用來構建未來工廠的看法，將可在工業4.0時代

扮演資料分析的關鍵角色。(攝影：陳念舜)

摘要：

緊接著今年6月初行「生產力4.0科技方案」會議後，適逢7月16~19日由經濟部、智動

協會與展昭國際企業，合辦第二屆｢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TAIROS)｣。除了展出生產

力4.0核心要素之一的智慧機器人等先進技術及解決方案，更邀集歐美日專家共聚「工業

4.0(生產力4.0)高峰論壇」，探討未來具體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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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2015)年由經濟部、台灣智慧自動化與

機器人協會(簡稱智動協會)與展昭國際企業在台

北世貿南港展覽館合辦的第二屆TAIROS期間，

除了可看到「生產力4.0科技方案」核心之一的台

灣智慧自動化產業主要供應鏈廠商聯袂參展，讓

所有觀展廠商一站購足多種解決方案，掌握公司

未來進入4.0時代發展的重要技術來源。

於16日舉辦之「工業4.0─生產力4.0高峰論

壇上，行政院副院長張善政、經濟部次長沈榮津

更親自出席，分別發表台版生產力4.0計畫的最新

進度和內容；同時與來自歐、美、日各國專家學

者齊聚一堂，共享曾參與擘劃工業4.0因應策略之

經驗。尤難能可貴的是，這些專家都熟悉台灣市

場脈動，更能深入比對出台灣製造業可利用工業

4.0趨勢轉型發展之契機與優劣，進而點出關鍵問

題與改善途徑，帶給與會者學習與擬定未來公司

策略的重要啟示。

台灣智動化協會(TAIROA)與工具機公會

(TMBA)理事長卓永財首先表示，「工業4.0」概

念最早出自2011年德國工程局科學院，並結合

Bosch、Siemens、KUKA等業者共同推動，後來

包括台灣生產力4.0、中國製造2025等計畫應運而

生。他認為：「工業4.0將在未來50年，甚至是本

世紀對國家及產業競爭力帶來最大影響，智慧自

動化協會最能符合所需智慧製造、物聯網、機器

人、綠色生產條件。」

張善政指出，經過6月份行政院科技會報邀

集海內外產學研各界，共商「生產力4.0科技方

案」以來，正加緊匯集所提出的共同意見，與各

部會妥善分工，作為未來推動製造與農、商業服

務4.0轉型的基礎。惟考量大部份廠商均屬中小企

業，仰賴員工或老闆的智慧改良製程cost down，

圖2.上銀科技董事長卓永財最後總結，製造已不是目的，而是為了服務、滿足人類需求，服

務則是創新的源頭。(攝影：陳念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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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訊能力並不到位，初期恐難以加入工業4.0

體系。他說：「最大挑戰將是如何融入資通訊強

項，也是重要轉機。」政府將優先編列經費，投

資基礎建設，扶植中小企業發揮專業。」

經濟部次長沈榮津進一步說明台灣「生產力

4.0」內容，將在選擇的製造業、服務業、農業7

大重點領域產業裡，率先投入具備IT和自動化基

礎之中堅企業及其中小企業供應鏈，以滿足客戶

需求、創造消費需求的新價值。同時要扎根核心

技術，積極投入感知(感測器、傳感器)、智動化

(減速機)等關鍵零組件，以及自製模組與應用能

力；銜接國際標準，透過國際合作或技術開發，

制定與國際接軌的資通訊介面標準。尤其面對現

今紅色供應鏈的挑戰，台灣須不斷升級加值、差

異化，才能有效與大陸企業區隔。

6M+6C煎蛋理論　帶來4.0產業新思維

難得返台的美國辛辛那提大學教授李傑也應

邀與會，分享他擔任美國NSF智慧維護系統中心

(IMS)主任所累積智慧製造、工業轉型與價值創

造等豐富的實戰經驗，在參與起草的行政院「生

產力4.0」方案裡，帶來產業的新思維，可分為兩

大主軸：

1.預測管理，從解決問題到避免問題。結合

物聯網與巨量資料相關技術，建構產業資訊系統

(6M+6C)，達成預測製造、零故障與節能減廢目

的。

2.延伸商機，可見需求→發掘不可見之需

求。發掘客戶服務過程中未知的商機，將做產

品(蛋黃/6M)的經驗，分為Material、Machine、

Methods、Measurement、Modeling、Maintenance；

圖3.美國辛辛那提大學教授李傑這幾年正積極推廣的「荷包蛋」理念，蛋黃代表的是實體產品Visible，

蛋白是顧客還未知的價值invisible。(攝影：陳念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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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創造出新的延伸服務(蛋白/6C) Connection、

C l o u d 、 C y b e r 、 C o n t e n t 、 C o m m u n i t y 、

customization。

李 傑 認 為 ， 德 國 透 過 工 業 4 . 0 核 心 系 統

CPS(Cyber-Physical System)，分別由Physical蒐集、

儲存技術等實體數據，以面對問題；Cyber則讓

外界的顧客看得到或看得懂資訊；進而在問題發

生前規劃維修或調配工作量，不致因為臨時停機

損失，甚至還能賺錢。他說：「只要德國能掌握

足夠數據及創新能力，找出目前顧客尚未瞭解的

問題，讓下一代解決。一旦智慧工廠發展成熟，

就能穩固在全球製造業的領導地位，成為智慧製

造技術的主要供應商。」

現今製造業在自動化的解決可見(So lv e /

Visible)領域已做得很好，如Toyota公司的5S現場

管理法，便吸引許多企業爭相學習；再往上一步

到Avoid(避免)可見問題層次，則能為顧客實際解

決應用需求等問題；更好的企業，是能達到解決

或避免顧客還未見的問題(Invisible)。也就是他這

幾年正積極推廣的「荷包蛋」理念，蛋黃代表

的是實體產品Visible，蛋白是顧客還未知的價值

invisible，兩者相加而成為工業4.0的概念。

西門子TIA+PLM　打造數位企業平台

德商Siemens同樣扮演台灣生產力4.0草案的

海外顧問角色，台灣西門子公司總裁暨執行長

Mr. Erdal Elver專精工業大數據分析技術、擅長虛

實合一製造系統，帶領執行許多海內外大型專

案，這次也分享該公司發展工業4.0進程，以及將

如何協助台灣落實。

除了自1996年起，便推出可供各產業所需生

產工程和執行，溝通不同元件的「全方位整合

自動化方案(TIA ,Totally Integrated Automation)」

外；從2007年起，也開始透過自行開發、對外併

購多家公司方式，積極建構軟體解決方案，至今

共投入40億歐元。Elver強調，通過全方位PLM軟

體組合，將願景轉換為現實，2014年Siemens已

是全球唯一可在同屋簷下整合製造業虛實世界的

公司。並為了無縫整合虛擬設計開發和實體製造

生產流程，提供一強力的「數位企業平台(Digital 

Enterprise Platform ,DEP)」，以結合TIA、PLM產

品，協助提升成長遲緩的生產力。

IBM扮演資料分析角色

   改變工廠內外商業模式

擅長用數據分析協助企業進行營運效能提

升，同時編纂過智慧製造與智慧商品白皮書的

IBM全球電子產業總監Mr. John Constantopoulos，

則發表該公司對於透過智慧預測分析，用來構建

未來工廠的看法，將可在工業4.0時代扮演資料分

析的關鍵角色。

Mr. John Constantopoulos指出，工業4.0發展的

兩大關鍵，在於可從龐大資料裡，洞悉有利於生

產最佳化，提升製程效率及良率之要素；提供更

好的維修服務，充分發揮設備效能。得以在現場

找出問題後，安排優先處理順序，即時且機動為

某項產品或系統除錯，甚至在出錯前，便先經過

數據分析預診。

他強調：「企業要開始跨入工業4.0的第一

步，須先將自己工廠最佳化，整合車間及決策

層；接著完成各家設備、不同資訊系統的最佳

化，把蒐集到的資料反饋到價值鏈，對應進行規

劃，才能依序向上，做出顧客想要的東西。」其

除了製造會用到的各種硬體外，背後還有很重

要的驅動力，就是設備內含之軟體，可讓系統用

得更好，同時帶動工廠內外之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轉型。

透過工業4.0整合價值鏈後，設備或製造廠商

將能直接看到顧客的顧客、供應商的供應商等更

多資訊，以瞭解未來需求趨勢之演變，作出更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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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決策，結合PLM直接生產顧客想要的產品。

FANUC機器人系統　強化軟體與智慧功能

國際機器人聯盟(IFR)前理事長，也是日本發

那科(FANUC)公司ROBOT事業本部ROBOT研究所

名譽所長榊原伸介，則分享該公司針對工業4.0提

出之對策，解析智動化技術與ICT關聯。

除了發表「Service First」口號，積極透過全

球超過230據點佈局；並且將機器人和工具機生

產過程產生的大量數據，都經直覺易懂的新人機

介面系統、網路上傳雲端分析，以便在機器出

問題前，先掌握狀況。榊原伸介表示：「目前

FANUC推出的ZDT(Zero Down Time)軟體，強調可

將停機時間減為零。」其功能涵括：檢查機構各

零件及加工狀態、預防性檢修、系統健檢、電池

壽命等即時資訊，且因為將資訊上傳雲端，得以

在各地存取。當機器可能故障前，先經智慧行動

裝置通知人員檢修或替換，避免因機器故障，造

成工廠嚴重損害。

最新開發的智慧機器人功能中，Bin Packing 

Robot能透過3D Sensor、彈性化關節手指，輕鬆夾

取任意堆疊之工件；Learning Robot可經學習抑制

震動，維持高速運行；Force Sensor(力覺感測器)

以視覺辨識影像，快速自動修整工件、去毛邊，

將減少程式設計時間。因應工業4.0增加人機協同

作業需求，FANU也推出DCS(Dual Check Safety)功

能、採綠色外觀的新款機器人，強調安全性，一

旦有人接近或碰觸即停機。

上銀科技邁向4.0　傳授台廠自處之道

卓永財最後也以上銀科技董事長的身份總

結，傳授台灣精密機械業在工業4.0時代的自處

之道。卓永財指出，環顧國際大環境因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貶值日圓的效應逐漸浮現，目前與日本

直接競爭產業都非常辛苦；加上歐洲希臘危機未

定，歐元仍有風險；以及中國大陸成長雖緩，但

正值轉型期，當地智慧機器人與自動化發展如火

如荼，企業要掌握讓危機成轉機的核心競爭力，

才能決定未來發展。

面對德國2011年正式提出工業4.0政策，希

望製造業由集中式轉型為分散式增加控制，進行

高度靈活的個性化、資訊化產品與服務的生產模

式，共具備：智慧製造、機器人、綠色生產3大

主題，推動感測器(sensor)、物聯網(IOT)、大數

據(Big Data)及強化產學合作等趨勢，尤以感測器

地位最為關鍵，才能透過視覺、觸覺蒐集所需資

訊。

但相較於德、美、大陸，台灣正積極推動的

「生產力4.0」方案應盡快突破長期「無頭工業」

的困境，必須讓政府、大學、研究法人真正彎下

腰來，改變自以為是的作風。卓永財認為：「企

業要想在工業4.0時代自處，必須先精進組織，形

成禁得起創新風險的企業文化。並加緊產學、產

研、異業在育才與研發方面合作，包括企業須將

獲利有計畫投資深入研發；法人也要有使命感，

確保成果禁得起終端市場考驗。」

同時利用台灣既有優勢，卓永財認為，近年

來包括工具機在內的精密機械產業總體表現都不

錯，卻未能與IC設計業更緊密合作，後者只願做

消費性市場，造成無頭工業。「上銀所需感測器

只能從德國Design in house，再回到台灣進行製

程。」廠商也要懂得善用政府和先進工業國家既

有資源。他強調：「未來將會是合作夥伴生態系

統(partner ecosystem)間的競爭，須與策略夥伴共

築世界領先地位。」製造已不是目的，而是為了

服務、滿足人類需求，服務則是創新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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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炫冠、李政翰、呂志濠

劉能堯、林俞卲、王秀慧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與系統研究所/

智慧機器人技術組

從智慧自動化邁向

生產力4 0

圖 1. 台灣製造業人均產值趨勢
圖1.台灣製造業人均產值趨勢

我國從80年迄今的產值維持成長趨勢，主要是來自於製造業的貢獻，然而自2008年後製

造業人均產值成長趨勢不再，且近年整體產業產值成長趨緩，人均產值成長亦持平，在就業

人口下降及土地不足趨勢下，預估整體產值將隨之下降。根據主計處統計，台灣2015年就業

人口達到高峰後將逐年降低，加上職場晚進早出現象，未來將面臨就業人力嚴重不足問題，

在人口趨勢無法改變的情況之下，唯有提高人均產值，才能使製造業產值提高，爰提出生產

力4.0方案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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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台灣製造業自動化發展歷程

台灣自動化產業發展歷程，自1982年起，歷

經資本密集產業(生產力1.0)、技術密集產業(生產

力2.0)、及創新密集產業(生產力3.0)等三階段，

生產力1.0是資本密集階段，運用PLC，由全人力

作業進展至半自動設備生產，以增加產量；生產

力2.0是技術密集階段，運用數值控制設備，由半

自動進展整線生產，提升生產效率與品質；生產

力3.0是創新密集階段，主要將紙本作業進展至電

子化生產流程；生產力4.0前期為智慧密集產業階

段，開始投入與以往自動化不同的智慧自動化，

而將專用機大量生產推展至具有感測、資料處

理、決策、作動迴圈的彈性換線智慧自動化。

二、 全球製造業發展趨勢

在網路資訊發達、產品生命週期縮短，少量

多樣及客製化成為主流的資訊消費革命潮流下，

除亞洲國家(如中國大陸、日本、台灣等)因面臨

少子、老年化所引起之製造業生態轉變及缺工問

題，亟需以相關政策因應外；歐美先進國家(如

美國、德國等)則是為保持世界製造強權地位，

相繼推出製造業升級計畫，各國的製造業政策說

明如下：

1.美國於2011年啟動「先進製造策略夥伴

計畫(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簡稱

AMP)」進行先進製造研發，目標重新取得國際

製造競爭力領先地位。

2.德國於2012年推動「工業4.0計畫」以網實

合一製造系統為核心建構「智慧工廠」，藉此維

持在全球製造領域的領先優勢。

3.日本於2013年提出「日本產業重振計畫」

利用設備和研發之促進投資來重振製造業。

4.韓國於2014年提出「製造業創新3.0策略」

協助中小型製造業建立智慧化與最佳化生產程

序。

5.中國大陸於2015年宣布實施「中國製造

2025」發展機器人自動化生產等製造高端設備，

實現製造業升級，力爭至2025年從製造大國邁向

製造強國的行列。

其中，「工業4.0」為德國聯邦政府在2012年

圖 2. 台灣製造業自動化發展歷程
圖2.台灣製造業自動化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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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提出落實2020高科技戰略十大未來計畫之一，

就是在生產製造過程中，整合計算、通訊與控制

的網實系統(CPS)，連結物聯網，建構「智慧工

廠」，形成智慧製造與服務的全新商機與商業模

式。依相關研究推估顯示，未來視產業別不同、

優化智慧自動化(簡稱：智動化)可提高30%~50%

生產效率、達到20%~25%節能成效，並帶動產值

與從業人員收入成長，解決德國超高齡社會面對

的勞動力老化與減少問題。

 三、以生產力4.0提升台灣競爭力

台灣製造業過去產值持續保持上升趨勢，是

由於政府推動產業自動化與智慧化、加上就業人

口逐年上升所致，但現今面臨國內課題，應推動

生產力4.0以滿足員工、廠商之需求，並帶動產業

轉型，由321困境(3個人領2份薪水，達成1份生產

力)，轉型成123新局(1個人領2份薪水，創造3倍

生產力)：

1.透過生產力4.0創造優質就業環境

(1) 對於廠商而言，導入生產力4.0將可增加

公司競爭優勢、擴大市場占有率，且以生產力

4.0技術支援作業人員之作業能力，使他們由過去

單純的「操作者」晉升成為「控制者」和「管理

者」，將可留住現有就業人力，或有效補助勞工

不足。

(2) 對於員工而言，導入生產力4.0將可建立

人性化工作環境，使勞動工作成為人機協同高質/

值、敏捷、人性化的工作，在生產品質提升的同

時，除可提升員工薪資，同時也將衍生新的就業

機會。

2.解決產業技術、人才、應用之需求

(1) 透過生產力4.0可提高產業在物聯網、智

慧機器人、巨量資料、感測器及網路等技術方面

之能量，解決產業提高生產力之需求。

(2) 透過生產力4.0跨領域(機械/電子電機/資

通訊)專業人才培育，可解決產業人才之需求。

(3) 透過生產力4.0專家團、聯盟及旗艦廠

商，在物聯網、巨量資料、智慧機器人等技術之

跨域整合，來解決重點產業之應用需求。

3.帶動產業結構優化，搶占全球高階市場商

機

(1) 透過智慧製造，強化土地、能源生產

力，透過減廢再生使生產製造過程之資源使用效

圖 3. 全球製造業發展趨勢
圖3. 全球製造業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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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最佳化。

(2) 透過人機協同技術提升人員作業能力，

並透過既有員工在職訓練，使從業人員由操作者

晉升為決策者與管理者。

(3) 透過彈性產線與即時管理，達成彈性敏

捷生產，以快速回應市場訂單需求。

(4) 透過巨量資料分析，進行製程優化、預

知保養及市場預測，達到聯網管理預測製造之目

的。

(5) 運用CPS切入高值產品市場，透過生產

監控與訊息即時回饋，確保產品品質，達到大量

客製化高值/高質產品。

(6) 透過整合製造、通路及消費之聯網服務

製造系統，創造生產營運新型態與新產業。

四、生產力4.0之應用典範案例：

清河國際

清河國際創立於民國87年，公司產品以室內

運動器材外銷為主，係以設計高附加價值產品及

製造銷售為主，目前為台灣第3大廠商運動健身

器材製造商，並於102年投資5.5億元於台南柳營

設立新廠，為經濟部工業局前1000大外銷績優廠

商，極具未來成長潛力。其研發團隊專精於運動

器材內之各項機構、材料、外型設計，具備自行

開發設計電子儀表、控制器、及傳動馬達等關鍵

零組件技術。並且有效運用電腦系統作產品生命

週期管理(PLM)，執行 PDM 文件和流程電子化，

具備了快速設計能力(Rapid prototyping)及協助各

大品牌產品開發經驗。透過機台與廠務整合自動

化，客戶服務雲端化，供應鏈網路數位化等物聯

網應用，以及針對人、機、料、和法等最佳化的

巨量資料分析，實現預測製造與全方位客戶服

務，導入後可有效解決以下產業問題，提高生產

力：

圖 4. 台灣競爭力優勢分析圖4.台灣競爭力優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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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機器人

由於組裝線之運動器材重量均不輕，安裝人

員需同時負責零部件搬運與成品搬運，工作繁複

且體力負荷大，搬運過程中也容易發生工安意

外。清河國際建置的跑步機組立線無人搬運系

統，係以無人搬運車取代人工搬運，佐以物料

與運載管理系統輔助，大幅降低搬運之勞動力支

出，亦可達到生產線之效率與良率提升之效果。

物聯網

清河國際建置有跑步機功能自動檢測與訊號

擷取系統，以智動化檢測系統擷取檢測結果，並

透過網路傳輸至雲端資料庫中，全數位化之效

果，可以減少人工抄寫所造成之失誤，並可快速

查詢產線與產品相關資訊。再者，清河國際建置

運動器材生產資訊資料庫與生產履歷系統，可以

儲存所有產品序號、製程記錄、與使用的零部件

批號等資訊，可以透過此系統縮短資料查詢的時

間，快速回應客訴問題，亦可以由零部件批號逆

向查詢採用相關批號組裝之跑步機，以做出召回

的動作，在跑步機產品發生問題前，就事先更換

有問題的零部件，如此可以提升公司重視品質的

形象，也減少客訴的處理成本。

巨量資料

預知保養：清河國際針對自有品牌之營業級

與高使用量型運動器材產品，裝置感知與聯網功

能模組，可自動檢測與監控運動器材使用與錯誤

故障狀態，並將相關資訊透過網路回傳至清河國

際設置之雲端管理系統，累積之巨量資料可透過

失效模式分析等技術手段，找出品保之關鍵瓶頸

與建立預知保養機制。除了可持續進行品質精進

改善之外，預知保養機制尤其可以大量節省產品

售後服務之成本支出，尤其面對歐美與中國等區

域廣大之市場型態，預知保養機制有助於建立產

品定期維護保養行程規劃，讓售後服務人員以有

計畫性的維護規劃取代緊急故障排除維護，可達

到維護人力與物料規劃效率最佳化之效果。

市場預測：以往靠經驗預估未來市場調整產

能，現可透過世界各地業務與市調人員的資訊彙

整和物料供應等相關資訊，藉由巨資分析技術所

得之決策建議，來進行最佳化之產品製造銷售規

劃，從備料、產能、與物流的精確規劃，可獲取

製造決策之最大利益。

圖5.清河國際導入生產力4.0應用典範及其示範觀摩會之舉辦

圖 5. 清河國際導入生產力 4.0 應用典範及其示範觀摩會之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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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隨著數位設計概念的產生，直接數位製造技

術(direct digit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1]隨之蓬

勃發展，積層製造( Additive Manufacturing, AM) 

[2,3]技術可以在設計資料完成後，快速地製作出

實際物體。近年來，融熔擠製沉積成型快速原

型系統(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 FDM) 被廣泛地

運用於產品設計，提供了視覺以及觸覺的直接

感受，主要的原因為FDM不採用雷射、操作簡

單、機台體積小以及製作原型件時不產生危害

人體氣體。FDM之工作原理，係運用加熱頭熔

化建構材料(modeling material)與支撐材料(support 

material)，將其加熱至熔點溫度上方約1 ℃，當

建構材料與支撐材料融化被擠出後，凝固並黏結

在所要之處，如此一層一層堆疊至工件完成。加

工頭由X-Y軸移動之機器手臂所控制，材料之供

給以兩滾輪來輸送，原型件是建立在成型板上，

所以取下工件非常容易。成型後的原型件需將支

撐材脫離後，才可得到所需原型件。融熔擠製

沉積成型快速原型系統使用的材料為丙烯腈-苯

乙烯-丁二烯共聚物(Acrylonitrile Butadiene Styrene, 

ABS)塑膠，於研究與開發的過程中，快速的製

作出三維實體模型，以利進行研究、裝配與進行

功能性測試，甚至可以製作出暫用模具，作為少

量製造 [4-6]。然而，運用FDM所列印三維原型

件之表面精度不佳，主要的原因為融熔擠製沉積

成型快速原型系統係採用層加工製程來製作原型

件[7]。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不佳，缺點

涵蓋：影響三維列印原型件外觀、影響三維列印

原型件組裝精度以及影響三維列印原型件之疲勞

壽命。為了改善積層製造所列印三維原型件之表

面粗糙度，Pandey等人[8]提出熱切割機切削方法

(hot cutter machining)、Kulkarni與Dutta [9]提出電腦

數值控值(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 CNC)切削方

郭啟全1 教授1 

毛睿成2 研究生2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暨機電工程研究所

摘要

本研究建構一台系統操作簡單、低價位、高效率、高尺寸精度與高表面精度以及符合綠色

製造技術之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改善系統，並實際應用於熔融沉積三維列印原型件改善

其表面粗糙度。藉由實驗之觀察結果，本研究提出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之改善機制。本

研究成果具備工業實用價值，此系統未來可應用於機械相關產業、通訊相關產業、電子相關產

業以及運輸相關產業，研發階段所需原型件之表面進行拋光作業。

列印件表面拋光系統研製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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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改善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系統組裝示意圖 
 

圖1.改善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系統組裝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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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Williams與Melton提出磨粒流動加工(abrasive 

flow machining, AFM)方法 [10]、Ahn等人[11]所提

出運用理論模式(theoretical model)、Galantucci等人

[12]提出運用化學處理(chemical treatment)方法、

Kulkarni 與 Dutta [13]以及Pandey等人[14]提出適

應性切層演算法(adaptive slicing algorithm)。上述

方法，雖然可以改善積層製造所列印三維原型件

之表面粗糙度，但是缺點涵蓋：需要複雜數學運

算、對於幾何形狀複雜之原型件無法勝任以及原

型件之尺寸精度無法精確控制。為了解決上述缺

失，本研究建構一台系統操作簡單、低價位、高

效率、高尺寸精度與高表面精度以及符合綠色製

造技術之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改善系統，

並實際應用於熔融沉積三維列印原型件改善其表

面粗糙度。此外，藉由實驗之觀察結果，本研究

提出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之改善機制。

2.實驗過程

圖 1 為 改 善 三 維 列 印 原 型 件 表 面 粗 糙 度

系統組裝示意圖，使用元件包括溫度控制器

(XH-W1207)、時間控制器(FRM01)、對流風

扇(DF1204SH)、正溫度係數熱敏電阻(thermal 

resistance)加熱片、溫度感測器(T106)、變壓器

(WDS060120)、散熱鋁片、透明加熱片、按鍵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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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MCU)模組。8051微型控制器模組係用來偵

測加熱片之加熱溫度以及操控對流風扇與旋轉

馬達，當加熱片之溫度到達所設定之溫度時，

微型控制將提供訊號起動時間定時器，開始倒

數計時，並同時啟動對流風扇，使丙酮蒸氣產

生對流，以利增進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

改善效益。本研究所選用丙酮(acetone)為改善三

維列印原型件表面品質之化學有機溶劑(organic 

solvent)，主要的原因為：(a)對於人體危害最輕

微；(b)取得方便以及(c)低沸點(boiling point)，因

此能運用加熱片快速加熱丙酮產生蒸氣。

圖2為改善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系

統方塊圖。圖3為改善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

糙度系統動作流程圖。由於丙酮的沸點約為

56.2℃[15,16]，因此本研究設定加熱片之加熱溫

度為57 ℃，以利丙酮快速產生蒸氣。當系統供

電時，按下啟動開關啟動8051微型控制器模組，

8051微型控制器模組之加熱片繼電器將切換至

NO，加熱片開始進行加熱，8051微型控制器模

組同時偵測加熱之溫度，當系統加熱之溫度到達

57℃時，8051微型控制器模組，將啟動時間計時

器開始倒數計時，8051微型控制器模組之加熱片

繼電器將會切換回NC，轉由溫度控制器之繼電

器對加熱片供電，使系統溫度維持於57 ℃，此時

8051微型控制器模組也同時將對流風扇之繼電器

切換至NO，使丙酮蒸氣產生對流，並開始對三

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表面進行改善，待時間

計時器由所設定時間倒數至0，溫度控制器將停

止加熱，同時使對流風扇停止運轉，此時8051微

型控制器模組開始啟動散熱風扇，並針對加熱片

進行散熱，當加熱片溫度降低至25 ℃時，8051微

型控制器模組將使系統停止運作，重新回到初始

狀態。待再一次按下啟動開關後，系統才會開始

重新運作。

本研究運用uPrint 快速原型系統來製作三維

列印原型件，運用超音波清洗機(LEO-1502，廣

華電子)來去除快速原型件之支撐材料，去除支

撐材料所使用的溶劑為氫氧化鈉溶液，溶液之酸

鹼值使用酸鹼值測定計來測定，去除支撐材料參

數為溶液酸鹼值11.5，溶液溫度設定70 ℃。為了

了解三維列印原型件改善後之表面品質，本研究

運用金相顯微鏡(M835, Microtech)觀察三維列印

原型件表面粗糙度改善前、後之表面巨觀形貌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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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改善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系統方塊圖 
 

 5

圖2.改善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系統方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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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改善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系統動作流程圖 
 

 6

圖3.改善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系統動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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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結果與討論

為了縮短丙酮蒸氣於玻璃罩內均勻分佈時

間，本研究於改善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系

統內裝置一個對流風扇，圖4為裝置對流風扇之

蒸氣分佈情形示意圖。示意圖明顯說明，風扇直

接作用於丙酮蒸氣，使丙酮蒸氣由兩側往上分

佈，丙酮蒸氣於玻璃罩內均勻分佈時間可以從15

分鐘，降低至5分鐘，縮短丙酮蒸氣於玻璃罩內

均勻分佈時間效益達67%，此結果有助於提升改

善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之效率。

為了縮短丙酮從室溫加熱至沸點之所需時

間，本研究調整不同加熱片之工作電壓並研究丙

酮從室溫加熱至沸點所需之時間，圖5為加熱片

工作電壓與加熱時間關係圖，結果明顯說明，提

升加熱片工作電壓，有助於縮短丙酮從室溫加熱

至沸點所需之時間，當加熱片之工作電壓從12 V

增加至15 V時，丙酮從室溫加熱至沸點所需之時

間從394 秒縮短至242秒，當加熱片之工作電壓從

15 V增加至17 V時，丙酮從室溫加熱至沸點所需

之時間並無明顯縮短。因此，本研究將加熱片之

工作電壓設定為15 V。

圖6為改善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系統

實體圖。本系統涵蓋三部份，分別為控制面板、

加熱平台以及散熱裝置，(a)控制面板內部包含

系統之起動與停止開關、時間控制器與溫度控制

器，時間控制器可以設定反應時間，溫度控制器

可設定加熱溫度；(b)密閉透明罩內部有加熱平

台，密閉罩採用玻璃，主要的原因為玻璃具有透

明、耐酸鹼、不易髒、不透氣、不滲水、耐風化

等特性，因此有利於觀察改善三維列印原型件表

面粗糙度之變化；(c)散熱裝置內含散熱片及風

扇，風扇安裝於散熱片之側邊，將熱蒸氣由內部

往外部排出，使密閉罩內部降溫，以利加速改善

三維列印原型件之表面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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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加熱片工作電壓與加熱時間關係圖 

 

 
 
 

 

 

圖 4 裝置對流風扇之蒸氣分佈情形示意圖 

 

 
圖 6 改善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系統實體圖 

 

圖4.裝置對流風扇之蒸氣分佈情形示意圖

圖5.加熱片工作電壓與加熱時間關係圖

圖6.改善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系統實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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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為三維列印原型件在不同馬達轉速條件

下，進行2分鐘表面粗糙度改善後之結果，馬達

轉速從0 rpm至110 rpm，由此結果可以發現兩個

現象：(a)轉動三維列印原型件確實有助於表面粗

糙度改善效果，因為在相同表面粗糙度改善時間

條件下，當三維列印原型件有轉動確實比三維列

印原型件固定不動，表面粗糙度改善效果較佳。

(b)馬達轉速越高，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之

改善效果並非越佳。為了近一步研究改善三維列

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之馬達最佳轉速，本研究調

整12種不同馬達轉速，研究體積1 cm3 ABS 快速

原型件之表面粗糙度改善時間，圖8為不同馬達

轉速與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改善時間關係

圖，結果明顯說明，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

改善效果並未與馬達轉速成正比，即馬達轉速愈

快，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之改善時間並未

隨之減少。當三維列印原型件固定不動時，表面

粗糙度改善時間約為160秒，當馬達轉速設定為

70 rpm，表面粗糙度改善時間僅需約120秒，當馬

達轉速設定為80-110 rpm時，表面粗糙度改善時

間均約為120秒；而且馬達轉速愈高，三維列印

原型件於表面粗糙度改善期時，所產生之離心力

(centrifugal force)將越大[17,18]，進而影響到三維

列印原型件之穩定性，根據上述分析結果，本研

究將改善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之最佳馬達

轉速設定為70 rpm。

 

圖 7 三維列印原型件在不同馬達轉速條件下，進行 2 分鐘表面粗糙度改善後之結果 (a) 0 
rpm，(b) 10 rpm，(c) 20 rpm，(d)30 rpm，(e) 40 rpm，(f) 50 rpm，(g) 60 rpm，(h) 70 rpm，(i) 80 
rpm，(j) 90 rpm，(k) 100 rpm，(l) 110 rpm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8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Rotational speed of motor (rpm)

W
or

ki
ng

 ti
m

e 
(s

ec
)

 
圖 8 不同馬達轉速與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改善時間關係圖 

 
 

 

圖7.三維列印原型件在不同馬達轉速條件下，進行2分鐘表面粗糙度改善後之結果 (a) 0 rpm，(b) 

10 rpm，(c) 20 rpm，(d)30 rpm，(e) 40 rpm，(f) 50 rpm，(g) 60 rpm，(h) 70 rpm，(i) 

80 rpm，(j) 90 rpm，(k) 100 rpm，(l) 110 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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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評估改善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系

統之效益，本研究運用uPrint融熔擠製沉積成型

快速原型系統，列印一個長、寬與高均為1 cm之

研究載具，圖9為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改

善後之結果，結果明顯說明，結果明顯說明，三

維列印原型件表面從橢圓曲面(elliptic curve)或拋

物線曲面(parabolic curve)[19]變成平直的平面，

研究載具之表面精度(surface finish)明顯提昇，研

究載具表面之波峰與波谷(peak-to-valley)值從約91 

µm降低至約為2 µm。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精度改

善後，優點涵蓋：改善三維列印原型件外觀、改

善三維列印原型件組裝精度以及改善三維列印原

型件之疲勞壽命。

 於實驗過程中，發現不同表面積之三維列印

原型件，其表面粗糙度改善之拋光時間(polishing 

time)也不會相同，為了研究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

積(surface area)與表面粗糙度改善時間之關係，

本研究運用選用五種不同體積之三維列印原型

件進行研究，其表面積分別為5 cm2、20 cm2、

45 cm2、80 cm2以及125 cm2。圖10為不同三維列

印原型件表面積與表面粗糙度改善時間之拋光時

間關係圖，於圖中y = 0.0481x + 2.0863為預測不

同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積之表面粗糙度改善時間

趨勢方程式，x代表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積，y代

表預測之表面粗糙度改善之拋光時間，R2關聯係

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為0.99，關聯係數最大值

為1，越接近1代表預測射蠟時間之方程式越準確

[20]。為了研究預測不同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積

之拋光時間趨勢方程式之誤差率，本研究再運用

三種不同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積進行研究，表1

為趨勢方程式誤差率研究結果，結果明顯說明，

運用趨勢方程式所預測之拋光時間與拋光實驗量

測時間之結果非常相符，第一種三維列印原型件

表面積為35 cm2，帶入趨勢方程式，預測表面粗

糙度改善之拋光時間約為3.77分鐘，而實際達到

表面粗糙度改善效果之時間約為4.1分鐘，誤差百

分比約為8.05%；第二種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積

為70 cm2，帶入趨勢方程式，預測表面粗糙度改

善之拋光時間約為5.45分鐘，而實際達到表面粗

糙度改善效果之時間約為6.43分鐘，誤差百分比

 

圖 7 三維列印原型件在不同馬達轉速條件下，進行 2 分鐘表面粗糙度改善後之結果 (a) 0 
rpm，(b) 10 rpm，(c) 20 rpm，(d)30 rpm，(e) 40 rpm，(f) 50 rpm，(g) 60 rpm，(h) 70 rpm，(i) 80 
rpm，(j) 90 rpm，(k) 100 rpm，(l) 110 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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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不同馬達轉速與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改善時間關係圖 

 
 

 

圖8.不同馬達轉速與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改善時間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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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15.19%；第三種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積為105 

cm2，帶入趨勢方程式，預測表面粗糙度改善之

拋光時間約為7.14分鐘，而實際達到表面粗糙度

改善效果之時間約為7.63分鐘，誤差百分比約為

6.46%，三個測試件之平均誤差率約為9.9%。圖

11為表面積35 cm2 之三維列印原型件上、中與下

之表面粗糙度改善前與後之結果，圖12為表面積

70 cm2 之三維列印原型件上、中與下之表面粗糙

度改善前與後之結果，圖13為表面積105 cm2 之

三維列印原型件上、中與下之表面粗糙度改善前

與後之結果。以上結果，本研究發現兩個現象：

(a)表面粗糙度改善之拋光時間與三維列印原型件

之幾何形狀複雜度無關，僅與三維列印原型件之

表面積有關，因此未來只要知道三維列印原型件

之表面積，帶入拋光時間預測趨勢方程式，計算

出拋光時間後，在透過本研究所發展之系統，即

可以在很方便以及很有效率的方式，將熔融沉積

三維列印原型件之表面進行拋光，以提升其表面

精度；(b)實際拋光時間均大於預測拋光時間，由

於實際達到表面粗糙度改善效果之時間，本研究

之係以每10秒紀錄乙次，因此未來可以搭配線上

檢測技術，更精確的掌握拋光時間，以降低趨勢

方程式之平均誤差率。

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改善機制示意

圖，如圖14所示，表面粗糙度改善機制流程涵

蓋：(a)原始三維列印原型件，(b)丙酮蒸氣與三維

列印原型件之表面開始反應，(c)三維列印原型件

之表面開始融解，(d)三維列印原型件之表面開始

融解材料開始向下流動，(e)三維列印原型件之表

面開始融解材料開始填補間隙，(f)三維列印原型

件之表面開始融解材料持續填補間隙，(g)等待三

維列印原型件之表面固化，(h)三維列印原型件表

面粗糙度改善完成。

本研究所研製之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

改善系統，如與運用手工研磨方法來改善三維列

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本系統更實用。因為手工

 
 

 
圖 9 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改善(a)前與(b)後之結果 

 
圖9.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改善(a)前與(b)後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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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磨缺點涵蓋：(a)3D列印原型件表面精度改善品

質不一致：手工研磨受人為因素影響，因此研磨

品質無法確保一致；(b)對於幾何形狀複雜3D列印

原型件無法勝任：手工研磨有死角，因此對於3D

列印原型件具有微小特徵結構之表面精度改善無

法勝任；(c)原型件會損壞：手工研磨容易損壞3D

列印原型件之微小特徵結構；(d)表面精度改善效

率低：手工研磨無法進行長時間作業，因此改善

幾何形狀複雜3D列印原型件曠日費時。如與運用

熱切割機切削 [8]、電腦數值控值切削[9]以及磨

粒流動加工[10]來改善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

度，本系統之硬體設備便宜。如與運用化學溶液

浸泡處理方法[12]與滾筒拋光(barrel finishing) [19]

方法，本系統可以獲得較佳之尺寸精度與表面精

度。如與運用適應性切層演算法[11, 13,14] ，本

系統操作簡單。

綜觀上述成果，本研究成果具備工業實用價

值，本研究成果有助於累積融熔擠製沉積成型周

邊設備自製能力之能量[21-26]。此系統未來可應

用於機械相關產業、通訊相關產業、電子相關產

業以及運輸相關產業，研發階段所需原型件之表

面進行拋光作業。此外，此系統特色涵蓋：(a)符

合綠色製造技術(green manufacturing)[27-30]，因

為無化學廢液；(b)系統操作簡單；(c)高效率；(d)

高尺寸精度與高表面精度以及(e)低價位。由於此

系統目前僅適用於ABS材料。因此，未來研究將

y = 0.0481x + 2.0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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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表面積(cm2) 預測拋光時間(分) 實際拋光時間(分) 誤差(%) 
1 35 3.77 4.1 8.05 
2 70  5.45 6.43 15.19 
3 105 7.14 7.63 6.46 

圖10.不同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積與表面粗糙度改善之拋光時間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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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表面積(cm2) 預測拋光時間(分) 實際拋光時間(分) 誤差(%) 
1 35 3.77 4.1 8.05 
2 70  5.45 6.43 15.19 
3 105 7.14 7.63 6.46 

表1  趨勢方程式誤差率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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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本系統可以處理更多種類材料方向進行，使

得本系統從原始可以處理的ABS材料，延伸到聚

碳酸酯(polycarbonate, PC) [31]、聚碳酸酯和丙烯

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和混合物(polycarbonate /

acrylonitrile butadiene, PC-ABS) [32]、聚苯硫醚砜

(polyphenylsulfone, PPSF) [33]、尼龍(nylon) [34]以

及聚乳酸(polylactic acid, PLA) [35,36]。

4. 結論

本研究建構一台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

改善系統，並實際應用於熔融沉積三維列印原型

件改善其表面粗糙度，本研究成果具備工業實用

價值，此系統未來可應用於機械相關產業、通訊

相關產業、電子相關產業以及運輸相關產業，研

發階段所需原型件之表面進行拋光作業，研究結

論如下所示：

1.此系統特色涵蓋：(a)系統操作簡單；(b) 符

合綠色製造技術；(c)高效率；(d)高尺寸精度與高

表面精度以及(e)低價位。

2.本研究提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改善

機制，此機制有助於理解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

糙度改善前後之尺寸精度、表面粗糙度以及機械

性質變化。

3.增加對流風扇直接作用於丙酮蒸氣，有助

於提昇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改善效率。提

 

 

 

 

 
圖 11 表面積 35 cm2 之三維列印原型件上、中與下之表面粗糙度改善(a)前與(b)後之結果 

 

圖11.表面積35 cm2 之三維列印原型件上、中與下

之表面粗糙度改善(a)前與(b)後之結果

圖12.表面積70 cm2 之三維列印原型件上、中與下

之表面粗糙度改善(a)前與(b)後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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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加熱片之工作電壓，有助於縮短丙酮從室溫加

熱至沸點之所需時間。於玻璃罩增加加熱片，有

助於提昇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改善效率。

轉動三維列印原型件確實有助於表面粗糙度改善

效果。

4.表面粗糙度改善之拋光時間與三維列印原

型件之幾何形狀複雜度無關，僅與三維列印原型

件之表面積有關。

5.本研究成果有助於提昇3D列印周邊設備自

製率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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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表面積 70 cm2 之三維列印原型件上、中與下之表面粗糙度改善(a)前與(b)後之結果 

 

 
圖13.表面積105 cm2 之三維列印原型件上、中與

下之表面粗糙度改善(a)前與(b)後之結果

 

圖 14 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改善機制示意圖。(a)原始三維列印原型件，(b)丙酮蒸氣與

三維列印原型件之表面開始反應，(c)三維列印原型件之表面開始融解，(d)三維列印原型件之

表面開始融解材料開始向下流動，(e)三維列印原型件之表面開始融解材料開始填補間隙，(f)
三維列印原型件之表面開始融解材料持續填補間隙，(g)等待三維列印原型件之表面固化，(h)
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改善完成 

圖14.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改善機制示意圖。(a)原始三維列印原型件，(b)丙酮蒸氣與三維列印原型件之表

面開始反應，(c)三維列印原型件之表面開始融解，(d)三維列印原型件之表面開始融解材料開始向下流動，

(e)三維列印原型件之表面開始融解材料開始填補間隙，(f)三維列印原型件之表面開始融解材料持續填補間

隙，(g)等待三維列印原型件之表面固化，(h)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改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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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壓機械之油壓管連接件

法蘭孔加工技術
巫維標1、黃仁清2

東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助理教授1、教授2

摘   要

本文是針對油壓機械之油壓管連接件法蘭（Flange）孔加工部份，在CNC立式加工

中心機（CNC vertical machining center）加工時，利用CNC控制器提供之判斷分歧

（Branch Command）、反覆迴路（Repetition Command）〔1〕等控制指令功能，及結合

固定鑽孔循環指令(Canned cycle)，將法蘭(法蘭本體或法蘭蓋板等統稱)上之各式內孔、

內螺紋、管連接孔等不同鑽削加工形式的程式指令全結合在一起，供現場技術人員依各

不同形式內孔加工的要求，於簡易程式指令給予參數指定，即可一次進行工作台上全部

法蘭孔之加工。以改善一般CNC控制器廠商提供之鑽孔模組循環指令（Drilling Pattern 

Cycle），或工具機製造廠開發的孔模組鑽削巨集套裝軟體等不完善之處。使用CNC控制器

或工具機製造廠提供之套裝軟體，如方形位置孔鑽削（Square Type）循環〔2〕，其每一

鑽削循環只限於程式指定方形位置上的孔，對於法蘭非方形位置的孔就不適用。若使用格

點位置孔鑽削（Grid Type）循環〔3〕，其鑽削循環孔位置雖可適用於矩形上X、Y軸距不

相等的位置，但與使用方形位置孔鑽削循環一樣，均只限制於法蘭方形上對稱的四點位置

螺絲孔加工，對於法蘭上中間位置的管連接孔加工，程式需分兩個單節（block）來執行

的不方便性，及程式編輯準備費時等缺點。本報告所提出「選擇性法蘭孔之加工鑽削路徑

規劃」（Selectivity Hole of Flange Drill Path Planning , SHFDPP）循環改良技術，

不僅可改善上述對法蘭孔加工部份不完善外，加工時可從任意指定加工座標系的工件開

始、更可依不同的工件數、加工孔數(孔位置)、孔的加工形態等參數設定即可加工，且大

幅降低每件法蘭在裝卸、定位、夾緊、切削、及程式準備等時間達10.81％，使程式設計

者及現場技術人員在簡易程式指令下迅速處理加工準備，改善法蘭在機台裝卸與加工操作

時間，有效控制加工時效提高生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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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技術報告是國內大型油壓機械製造廠—連

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與本校機械工程系產學合作

－技術服務項目成果之一，現將在工廠技術服務

貢獻「油壓機械之油壓管連接件法蘭（Flange）

孔加工技術」項目改良提出報告，而這改良技術

亦獲得工廠現場實際採用，並能有效改善現有

CNC立式加工中心機對油壓機械之油壓管連接件

法蘭孔的加工效率，對不同規格尺寸的加工程式

準備及加工時間降低，減少加工成本，提昇加工

效率與提高產品競爭力的優勢。

油壓機械為金屬成型用重要工具機之一，尤

其是重型油壓機械其工作負荷大，作動的工作壓

力亦大，油壓機械之作動是靠油壓缸的引動功

能，經液壓力由此轉變為機械力。液壓油從油箱

經由壓縮機作動到油壓管傳遞至油壓缸，而油壓

管與油箱或油壓管等透過法蘭介質的相互連接，

油壓機械的油壓管壓力大，法蘭結構強及各部尺

寸精度、幾何精度等重要性極高。一般油壓機械

之法蘭是由實體結構鋼加工成形，法蘭本體為六

面體的結構，其中的二個面上有4個螺絲固定孔

(內沉孔或內螺絲孔)及中央1個油壓管連接孔，

其中的一個面上除了螺絲固定孔及油壓管連接孔

外，另有防滲漏的油封槽（O ring）等所構成如

圖1。法蘭材質及大小之選用是根據工作流體之

種類、壓力、溫度等做決定。因此油壓機械的法

蘭規格很多，孔加工部份位置尺寸雖不同，但各

內螺絲孔及中央油管連接孔位置尺寸均成比例增

大或縮小。為提昇生產效率在程式準備時間快速

及鑽削一致性，不允許加工失敗…等。如何在高

效率下製造出油壓機械之法蘭，使成本降低品質

佳，為是工廠加工部門重要的課題之一。

本文是針對油壓機械之油壓管連接件法蘭孔

加工部份，即法蘭蓋基本面上X軸與Y軸各自對

稱的4個螺絲孔，及中央位置的1個油壓管連接孔

等鑽削加工如圖2，在CNC立式加工中心機，對

不同規格法蘭之各式螺絲孔、管連接孔等不同

鑽削加工形式的程式指令，全結合成一個單節

(block)指令，只要在簡易的指令輸入參數即可進

行孔加工，對於現場操作者均可以簡化程式，及

迅速處理刀具損壞情形時更換處理後繼續加工，

以縮短程式設計準備及加工操作時間，有效控制

加工精度提高生產效率。

        

        

圖1 法蘭實體圖 圖2法蘭螺絲孔及管連接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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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油壓機械之油壓管連接件法蘭孔加

工技術背景

一般對油壓機械之油壓管連接件法蘭的螺絲

孔(＃1～＃4)及油壓管連接孔(＃5) 加工如圖3，

依法蘭之尺寸大小及工具機床台空間，決定夾持

法蘭之工件數，在CNC工具機床台空間允許下，

配合加工座標系(Coordinate system)利用夾治具一

次夾持6個工件，以4個ψ20(＃1～＃4)鑽穿螺絲

孔為例，標準加工步驟為先使用中心鑽定位，再

鑽ψ20穿孔。另ψ45(＃5)鑽穿油壓管連接孔，加

工步驟為先使用中心鑽定位，再以ψ20預鑽後再

鑽ψ45孔，最後用倒角端銑刀倒角。

前述之4個ψ20(＃1～＃4)螺絲孔及ψ45(＃5)

油壓管連接孔，其共同鑽削步驟為使用中心鑽定

位，再以ψ20鑽穿加工，在CNC立式加工中心機

進行共同鑽削步驟時，通常工件程式原點設定使

用加工座標系的G54至G59等6個(如圖4)，在加工

程式編輯準備大致分為四種方式：

１.利用主程式M98呼叫副程式方式，在螺絲

孔(＃1～＃4)或油壓管連接孔(＃5)的X、Y軸座標

位置，使用副程式組合(＃1～＃5中心鑽定位及鑽

ψ20等共同鑽削步驟)、及個別(＃1～＃4、＃5不

同直徑鑽削步驟)編輯儲存，主程式用來指定在

法蘭孔鑽削參數部份，如加工形態(G73～G89)、

中間點位置(R)、加工鑽削量(Q)、進給率(F)、孔

終點(Z)、鑽孔後退刀形式(G98、99）、暫停時間

(P)…等等，於鑽削參數設定後加工次數設為零

（L0或K0），然後再呼叫副程式執行鑽削循環加

工。其缺點為主程式在鑽削法蘭不同孔徑時，孔

加工形態等鑽削參數亦變更，再個別呼叫副程式

執行鑽削，在主、副程式編輯準備上費時且易錯

誤。

2.使用CNC控制器廠商提供之孔模組鑽削

巨集，結合鑽孔模組循環指令（Drilling Pattern 

Cycle）對法蘭孔加工，即利用CNC控制器廠商

圖3法蘭之各孔＃1～＃5位置

圖4法蘭工件之夾持座標系統

        

        

48 49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5/9月號

提供之CAP對話式功能編輯產生程式，但對法蘭

之螺絲孔(＃1～＃4)及油壓管連接孔(＃5)程式需

分開個別產生程式，使用時仍需逐一的設定相關

鑽削加工形態、中間點位置、加工鑽削量、進給

率、孔終點、退刀形式、暫停時間及鑽孔模組循

環指令…等參數。其缺點為在CNC控制器之CAP

對話式功能操作步驟繁複，時間長且轉換產生之

程式指令非常多，核對模擬檢查診錯操作複雜費

時。

3.使用工具機製造廠開發之孔模組鑽削巨集

等套裝軟體，只限於固定鑽削模式如方形位置孔

鑽削循環、格點位置孔鑽削循環…等，對於法蘭

上的四點螺絲孔及中間的管連接孔一併加工時，

程式需分兩個單節來執行，在程式編輯準備上有

費時不方便的缺點。

4.利用CAD/CAM廠商提供之套裝軟體，於

每次加工數量及法蘭大小不同尺寸 時，均要在

CAD/CAM軟體設定相關參數，如加工形態(G73

～G89)、中間點位置、加工鑽削量、進給率、孔

終點、鑽孔後退刀形式(G98、99）、暫停時間…

等等，不同尺寸工件需再由CAD/CAM軟體設定

操作轉換產生加工程式，在加工準備程式編輯後

需DNC傳輸不方便且費時等缺點。

由於油壓機械之油壓管連接件法蘭孔加工部

份，對不同規格之螺絲孔、管連接孔等，有不同

鑽削加工形式程式指令，工件尺寸不一樣，裝在

CNC加工中心機工作台上的數量也不一樣，連同

使用加工座標系亦不同等，使用上述方法均各有

不方便性，尤其當刀具損壞需從中間的工件開始

加工時，在程式編輯準備上費時等缺點。

在孔模組鑽削軟體方面，各廠牌CNC控制

器及工具機廠商提供的鑽削循環等套裝軟體，

如日本TOSHIBA公司TOSNUC 888系列控制器提

供之方形G118（Drilling Pattern Cycle-Square）、

及格點G109（Drilling Pattern Cycle-Grid）等鑽

削循環指令〔4〕。國內大立機器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在FANUC之FS-0M、FS-15M、FS-18M及

MITSUBISHI的MELDAS-M520等系統亦提供線

    

 

50 51

圖5 夾持二排法蘭的加工示意圖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5/9月號

    

 

上點Line、網格點Grid、方格點Square…等鑽削

循環指令，日本三菱重工(MITSUBISHI HEAVY  

INDUTRIES)於五面加工中心機開發鑽削套裝軟

體，如排列（Drilling Pattern Cycle-Arguments）鑽

削循環副程式G65 P9502、及格點（Drilling Pattern 

Cycle-Grid）鑽削循環副程式G65 P9504〔5〕，日

本富士通公司FANUC系列控制器(CAP)提供之鑽

削循環指令G1210點群孔位置、G1211線性等距間

隔孔位置、G1212線性不等距間隔孔位置、G1213

格點孔位置、G1214四方形孔位置等〔6〕，上述

鑽削循環路徑規劃雷同，各有其鑽削循環程式不

方便性，及程式編輯準備費時的缺點。

本文提出「選擇性法蘭孔之加工鑽削路徑規

劃」（Selectivity Hole of Flange Drill Path Planning 

, SHFDPP）循環改良技術，可參考為改善上述鑽

削循環路徑規劃，對不同規格法蘭之各式螺絲

孔、管連接孔等不同鑽削加工，可獲得更佳的生

產效率。

三、油壓機械之油壓管連接件法蘭孔加

工技術介紹

對於油壓機械之油壓管連接件法蘭孔加工

技術，由上述之CNC控制器或工具機製造廠提

供之套裝軟體，如常見方形位置孔鑽削（Square 

Type）循環，或格點位置孔鑽削（Grid Type）循

環，其鑽削循環均無法滿足法蘭孔加工程式簡

易需求及執行的方便性，且加工時有費時的缺

點。本報告提出選擇性法蘭孔之加工鑽削路徑規

劃（SHFDPP）循環改良技術，在加工時可指定

任意加工座標系的工件開始、不同工件數、加工

孔數(位置)、孔的加工形態等參數設定後加工，

在機台之工作台空間允許下，可一次夾持12件加

工，大幅降低每件法蘭在程式準備、裝卸、定

位、夾緊、切削等時間的優點。

本報告提出選擇性法蘭孔之加工鑽削路徑規

劃（SHFDPP）循環改良技術，對於油壓機械之

圖6任意設定加工的加工座標系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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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壓管連接件法蘭孔加工改良技術主要方式如

下：

1.依法蘭的尺寸大小在機器工作台上，夾持

一排法蘭(6件)或二排(12件)進行加工，利用控制

器之判斷分歧（Branch Command）控制功能，及

參數V來判斷加工件排數，簡易的設定V1時為夾

持一排的加工，V2時為夾持二排的加工；若夾持

二排的法蘭加工時，第一排法蘭的工作原點與第

二排的法蘭工作原點距離為參數B（如圖5），其

優點為可依法蘭的大小在機器工作台，於程式簡

易指令設定下選擇一排或二排的加工，以降低單

件加工時間及成本。

2.可依法蘭在機器工作台的加工件數設定加

工座標系，及設定從第n個工件開始加工（如圖

6），當加工途中發生刀具損壞時，處理更換刀

具後，從第n工件(加工座標系)繼續加工，利用

參數U 設定加工的首座標，及A加工件的數量，

對於操作者在處理刀具損壞更換處理後，很容易

的修改程式參數後，可從要繼續加工的工件(加

工座標系)繼續鑽削，減少修改加工程式準備時

間。

3.依法蘭之各式螺絲孔、油壓連接孔等不

同鑽削孔數與位置（如圖7）加工，利用CNC控

制器之判斷分歧功能，由參數C來指定加工孔數

(位置)，如C1.表示只鑽削中心位置之油壓管連接

孔(＃5），C4.表示鑽削四個螺絲孔(＃1、＃2、

＃3、＃4），C5.表示鑽削全部的螺絲孔及油壓

圖7 不同鑽削加工孔數示意圖

圖8 法蘭之四個加工螺絲孔距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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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孔(＃1、＃2、＃3、＃4、＃5），優點是簡

易的編輯鑽削程式及準備時間短正確降低加工成

本。

4.可依法蘭之四個加工螺絲孔在蹤向、橫

向等不同孔距加工，利用控制器之算數與邏輯

(Arithmetic and logic Operation) 運算功能，以參數

D定設定螺絲孔在橫向(X軸)距離，即孔＃1(＃4)

與＃2(＃3)間距，以參數S指定螺絲孔在蹤向(Y

軸)距離，即孔＃1(＃2)與＃4(＃3)間距(如圖8)，

優點為可依法蘭的不同尺寸大小在進行加工程式

準備時間短。

5.在法蘭孔加工形態部份，利用指令參數設

定執行，E表示鑽削加工形態(G73～G89)，R表示

中間點位置( Z軸)，Q表示每次加工鑽削量、F進

給率，Z孔終點、H表示鑽孔後退刀形式(G98、

99）、T暫停時間，優點為可依法蘭的不同孔尺

寸簡易設定程式，不易錯誤及準備時間短。

本文導入Marco設計於CNC加工程式中，

將所提出之「選擇性法蘭孔之加工鑽削路徑規

劃」（Selectivity Hole of Flange Drill Path Planning 

, SHFDPP）循環改良技術，轉換成容易使用的

CNC Marco程式〔7〕，其程式如程式1所示。而

鑽削加工指令參數如下：

選 擇 性 法 蘭 孔 之 加 工 鑽 削 路 徑 規 劃

（SHFDPP）循環改良技術，其主程式格式及設

定相關參數及意義。

鑽孔程式指令格式：
G65 P9015 A   B   C   D   S   E   H   Z   R   Q   T   

F   U   V  ；

參數說明：
P ： 選 擇 性 法 蘭 孔 之 加 工 鑽 削 路 徑 規 劃

（SHFDPP）循環副程式號碼。

A：座標數（整數值）。

B ： 二 排 工 件 程 式 原 點 前 後 距 （ 取 正 值

mm）。

C：孔加工數量與位置（整數值）。C1.表示

只加工中心油壓管連接孔(＃5）、C4.表示加工四

個加工螺絲孔(＃1、＃2、＃3、＃4）、C5.表示

加工全部的螺絲孔及油壓管連接孔等(＃1、＃2、

＃3、＃4、＃5）。

D：橫孔距（取正值mm）。螺絲孔在橫向(X

軸)距離，即孔＃1(＃4)與＃2(＃3)間距。

S：縱孔距（取正值mm）。螺絲孔在蹤向( Y

軸)距離，即孔＃2(＃1)與＃4(＃3)間距。

E：鑽孔模組循環指令(G73～G89)。

H：退刀方式G98（退起始點）或G99（退R

點）。

Z：孔終點（取正值mm）。  

R：提刀中間點Z軸之位置（取正值mm）。 

Q：鑽削量（取正值mm）。

T：G82暫停時間(ms)。 

F：進給率 （mm/min）。

U：首座標系統。

V：工件排數V1.為夾持一排法蘭加工、或

V2.為夾持二排法蘭加工。

四、油壓機械之油壓管連接件法蘭孔加

工技術實例

本報告以一常用油壓機械之油壓管連接件法

蘭孔加工為例，鑽削工件排數2排(工件數12)，

其主要尺寸D橫孔距(X軸)72mm、S縱孔距(Y

軸)72mm、螺絲孔4個ψ20(＃1～＃4)深40mm、

油壓管連接孔ψ45(＃5) 深40mm及ψ55深5mm

沉孔，座標數6、工件前後距160mm、首座標

G54。現僅以螺絲孔(＃1～＃4)及管連接孔(＃5) 

其中的ψ20深40mm共同鑽削步驟部份來討論，

分別利用選擇性法蘭孔之加工鑽削路徑規劃

（SHFDPP）循環技術、CNC控制器廠商提供之

CAP功能軟體、工具機廠商提供之孔模組鑽削巨

集結合鑽孔模組循環指令、與CAD/CAM廠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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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之套裝軟體等四種技術實驗。在相同切削條

件，加工驗證其程式編輯難易與時間、加工時間

等比較。

本報告提出選擇性法蘭孔之加工鑽削路徑規

劃（SHFDPP）循環使用指令參數、機器設備、

切削條件分別如下：

鑽削加工程式參數指令
G65 P9015 A6. B160. C5. D72. S72. E73. H99. Z

－51. R3. Q2.5  T0  F117  U54. V2.；

使用機器：日本Makino Seiki  MSA40-20 CNC

立式加工中心機

控制器：日本FANUC Series 0ι

切削條件：

鑽削方式：深孔啄鑽循環G73。

鑽頭規格：NACHI HSS ψ20 mm。

被鑽削材料：SS400結構鋼 。

鑽孔總深度：51 mm（含工件深、鑽頂角深

及貫穿量）。

鑽削速度：32  M/min（510 rpm）。

鑽削進給率：117 mm/min （0.23 mm/rev）。

每次啄鑽量：2.5 mm。

切削油劑：水溶性乳化劑。

經上述在相同切削條件及不同程式編輯或轉

換產生程式鑽削過程，分別在每件加工時間(含

裝卸時間)、程式製作時間、程式編輯難易度之

比較如表1。使用選擇性法蘭孔之加工鑽削路徑

規劃（SHFDPP）循環鑽削情形如圖9。

五、結果與探討

1 . 選 擇 性 法 蘭 孔 之 加 工 鑽 削 路 徑 規 劃

（SHFDPP）循環鑽削，利用控制器之判斷及分

歧控制指令…等功能，對法蘭孔鑽削加工數在簡

易指令設定下，每次加工數提高一倍(夾持二排12

件)，大幅降低花費在定位夾緊時間，平均每件

裝卸、定位、夾緊、鑽削等總加工時間比其他套

裝軟體節省達10.81％以上。

比較項目 
            
鑽削循環

每件加工時

間(含裝卸

時間)

程式編輯

製作時間

程式編輯製

作難易度
備註欄

選擇性法蘭孔之加工鑽削

路徑規劃（SHFDPP）循環
3 分 42 秒 極短 簡單

夾持 12 件

加工

CNC工具機控制器 CAP 對

話式功能軟體
4 分 09 秒 稍長 中等

每次夾持 6
件加工

工具機製造廠開發之孔模

組鑽削巨集套裝軟體
4 分 06 秒 中等 中等偏易

每次夾持 6
件加工

CAD/CAM 廠商提供之套裝

軟體
4 分 11 秒 中等 中等偏難

每次夾持 6
件加工

 

比較資料

圖9 選擇性法蘭孔之加工鑽削路徑規劃（SHFDPP）循環加工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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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表1可知使用選擇性法蘭孔之加工鑽削路

徑規劃（SHFDPP）循環鑽削，在加工程式編輯

難易度上，比其他CNC控制器、工具機廠商提供

之鑽削循環或CAD/CAM套裝軟體等，編輯操作

簡易且正確性高。

3.在程式編輯所需時間上，使用選擇性法蘭

孔之加工鑽削路徑規劃（SHFDPP）循環，比其

他CNC控制器、工具機廠商提供的鑽削循環或

CAD/CAM套裝軟體，編輯所需時間短且操作方

便可節省成本。

4.使用選擇性法蘭孔之加工鑽削路徑規劃

（SHFDPP）循環鑽削，當刀具損壞時可任意從

指定加工座標系的工件開始加工，且可依不同的

工件數、加工孔數(位置)、孔的加工形態等參數

設定即可加工，現場操作者可以很容易、迅速、

精確處理未完成之鑽削加工，降低加工成本提高

生產效率。

六、對工廠之貢獻

本項改良技術是獲得工廠現場操作技術人

員最受好評技術之一，在相同尺寸精度公差條

件要求下，僅以螺絲孔(＃1～＃4)及油壓管連接

孔(＃5) 其中的ψ20深40mm共同鑽削步驟部份來

說，以往每次在床台上僅以6件加工，平均每件

加工時間約4分06秒，現提高至每次夾持12件加

工，每件加工時間降約為3分42秒，大幅降法蘭

之螺絲孔及油壓管連接孔的共同鑽削步驟ψ20深

40mm時間達10.81％。並於加工時可從任意指定

加工座標系的工件開始、且對依不同的工件數、

加工孔數(位置)、孔的加工形態等參數設定即可

加工，大幅降低每件法蘭在裝卸、定位、夾緊、

切削、及程式準備等時間，使程式設計者及現場

技術人員可於簡易程式及迅速處理加工準備，

改善在上機台裝卸與加工操作時間，有效控制

加工時效提高生產效率。在工廠以現有一部日

本Makino Seiki  MSA40-20 CNC立式加工中心機

來計算，平均每天約有450分鐘是對油壓機械之

油壓管連接件法蘭的螺絲孔及油壓管連接孔鑽削

加工，使用選擇性法蘭孔之加工鑽削路徑規劃

（SHFDPP）循環鑽削，比起以往使用CNC控制

器及工具機廠商提供的鑽削循環等套裝軟體加

工，每天可節省約48.65分鐘（10.81%），以一個

月計算約節省19小時27分鐘（48.65分鐘/天×24天/

月），另除了加工時間縮短降低生產成本外，在

程式編輯準備上快速正確提昇工廠生產效率。

表1各種鑽削循環在加工時間、程式編輯製作之難易度與時間之比較

比較項目 
            
鑽削循環

每件加工時

間(含裝卸

時間)

程式編輯

製作時間

程式編輯製

作難易度
備註欄

選擇性法蘭孔之加工鑽削

路徑規劃（SHFDPP）循環
3 分 42 秒 極短 簡單

夾持 12 件

加工

CNC工具機控制器 CAP 對

話式功能軟體
4 分 09 秒 稍長 中等

每次夾持 6
件加工

工具機製造廠開發之孔模

組鑽削巨集套裝軟體
4 分 06 秒 中等 中等偏易

每次夾持 6
件加工

CAD/CAM廠商提供之套裝

軟體
4 分 11 秒 中等 中等偏難

每次夾持 6
件加工

 

比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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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1

副程式：

O9015（SUB-FLANGE）

＃27＝＃21；

＃5＝＃7/2；

＃6＝＃19/2；

＃33＝＃5043；

G90 G54 G00  X0. Y0.；

WHILE【＃1 NE 0】DO 1；

G90  G＃27  G＃8  G＃11  Z＃26  R＃18  Q

＃17  F＃9  P＃20  K0；

IF【＃3 EQ 4.】GO TO 41；

IF【＃3 EQ 5.】GO TO 51；

N11  X0 Y0；

IF【＃22 EQ 1.】GO TO 99； 

N12  X0  Y＃2；

GO TO 99；

N41  X－＃5  Y＃6； 

N42 Y－＃6；

N43 X＃5；

N44 Y＃6；

IF【＃22 EQ 1.】GO TO 99；

…

…

…

N58 X＃5 Y【＃2＋＃6】；

N59 X－＃5 ；

N60 Y【＃2－＃6】；

N99  ＃1＝＃1－1.；

＃27＝＃27＋1.；

END 1；

G90 G00 Z＃33；

G90 G54 G00 X0 Y0 M09：

M05；

M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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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隨機疊放工件之

自動三維偵測辨識與

檢測高智能化系統的研發

壹 摘要

以大量生產為基礎之現今製造業，至少面臨著勞動人力缺乏及人力成本提高、產品類型快

速變化、多樣少量的四項關鍵性轉變問題，均為目前製造業所面臨的迫切性議題。在次世代智

慧彈性製造系統與技術當中，最具核心關鍵之技術之一即是線上精密檢測與自動化高智能化系

統的技術，為一種結合光學雷射、影像處理、紅外線電荷耦合元件等高科技智能化且高價值方

案。目前大多採用機械視覺系統與機械手臂相互搭配應用，遭遇製程上物件堆疊以致物件資訊

誤判的狀況，本專題提出嶄新的光學探頭並整合高強健性的演算法則，期望解決目前自動化生

產製造中遇到的瓶頸，減少仰賴人工的組裝工作，具備精密關鍵尺寸之檢測能力與執行彈性任

意堆疊物件之自動取放能力，以提升我國智慧工具機與自動化產業未來的核心競爭優勢。

楊宇華

Nguyen Thanh Hung

梁景文

曾桓鈺

Hoang Dinh Cuong

指導老師：陳亮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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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目的

為了人力資源成本不斷上升的問題並增加產

能，藉由整合光學探頭及機械手臂的智能化系

統，可解決線上所面臨的3項技術難題如下：

1. 針對散亂堆疊的工件進行姿態偵測與辨識

及夾取，挑戰在於散亂堆疊物件彼此遮蔽與特徵

相似，不易獲取高精度3D點雲資訊。

2. 於狹小空間內檢測關鍵尺寸，因為資訊精

度不足以應付公分等級小型工件，一般均利用特

製之夾治具來固定具複雜曲面之工件，因費時且

昂貴無法適合現今數值製造時代所需多樣少量之

競爭需求。

3. 同時完成上述兩項困難工作的整合系統。

故現階段需突破並解決的問題，包含光學量

測探頭設計以達高精度、深度視覺的感測技術與

即時檢測、高速且有效的散亂堆疊物件姿態估測

技術。

參 背景介紹

目前可應用於3D視覺機械手臂上的有M. 

Takeda and K. Mutoh [1]等人的條紋結構光系統，

利用投射結構光在物件上計算相位差來換算高

度；Hanqi Zhuang[2]之Stereo系統，利用兩個或

以上的相機透過建立系統參數還原物體形貌之

技術；Mikael Sjödahl[3]等人的Speckle correlation 

method，利用隨機的光班投影於物件上並藉由建

立資料庫計算深度資訊。

物件姿態辨識上則必須考慮物體之間的互

相堆疊以及產生任意姿態、工件抓取的問題，

現行技術為點雲前處理，減少點的數目和量測

雜訊濾除；Aleksey Golovinskiy[5]等人的Min-Cut 

Method，計算相鄰點的最小距離以分辨物件；以

及Robert Sitnik[6]等人的Spilt and Merge Method，

將背景移除後計算點之距離，當距離小於閥值

時視為同物件進行分離;以及Bjom Krebs[7]等人的

ICP Method，來進行物件與模型的比對，當物件

有著高相關分數時則會被認定為最適合的模型。

3D物件分割的難題，在於分離隨機堆疊或相似物

件緊密堆疊變成單一物件點雲，這個問題在2D物

件分割已經運用類似的分水嶺分割方法[8，9，

10，11]來解決，再由計算目標件與模型特徵點的

對應距離來進行比對。以下為目前國際技術之規

格競爭比較表:

國際技術之規格競爭比較表

技術團隊
感測器種類

與解析度

三維數據演算法技術特

徵
姿態估測誤差 處理速度

Sturm et 
al.  (2012)  

Stereo vision with 
projected texture, 
2~5 mm 

 Plane model 
 RANSAC-based plane 

fitting 

 位置: 10 mm 
 角度: 3.5 deg. 

15 Hz 
(only vision) 

May et 
al.  (2010) 

SR3K time-of-flight 
camera, 20~50 mm 

 2-D KLT-based feature 
 ICP 

 位置: 120 mm 
 角度: 7 deg. 

n/a 

Böhnke et 
al. (2013) 

SICK LMS400, 
1mm 

 Progressive mesh 
 ICP 

 位置: 2~3 mm 
 角度: 1~2 deg. 

~1 Hz 
(vision & 
detection) 

Skotheim et 
al. (2013) 

Camera (1280x960), 
1mm 

 Plane model 
 DARCES 

 位置: 2~8 mm 
~4 Hz 

本技術之發

展目標 

創新式高精度暨大

深度範圍三維光學

量測探頭系統 

創新式高智能之散亂

堆疊物件自動姿態偵

測、辨識與夾取之演算

法則 

 位置: < 50 µm
 深 度 偵 測 範

圍: >=100mm  

>=4fps 

(機器視覺、 

方位偵測及物

件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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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系統設計

本作品分為兩個光學非接觸式探頭與點雲輪

廓姿態判斷演算法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創新式

探頭系統之設計與製作，光學非接觸式探頭系統

主要以光學非接觸式量測物體輪廓變化，光學探

頭(圖1)主要利用雷射投影結構光斑來進行量測，

光束由光源模組發射，並進入繞射光學元件產

生光斑，最後藉由擴束使光斑均勻分布於待測物

上，再經由取像系統擷取因待測物形貌(圖2)造成

的光斑變化，最後藉由發展之演算法計算深度資

訊，深度資 訊則是由預先製作的資料庫進行深度

判斷，最後藉由深度重建演算法進行三維形貌重

建。

光斑量測法的原理為首先建立一連串於不同

高度的標準面光斑影像資料庫，當進行量測時，

將欲量測的物件光斑影像擷取之後，把此物件

光斑影像切割成N*N的模板，此模板之像素可表

示為T(x,y,p,q,H)，其中x,y為此模板在光斑影像的

位置，p,q為此像素在模板的像素位置，H為物件

之高度；而標準面的像素可表示為R(x,y,p,q,t)，

其中x,y為此模板在光斑影像的位置，p,q為此像

素在模板的像素位置，t為此一系列標準面的編

號，此系列之標準面之高度差為定值△h；考慮

將T(x,y,p,q)與R(x,y,p,q,t)進行比對，由數位影像辨

識理論比較一系列同一位置標準面的模板我們可

以得到相關係數C(x,y)：

當C(x,y)有最大值時，即是物件之高度與標

準面t之高度為最接近值；固可得到物件之高度

值:

光學探頭工作流程如圖3所示，其中光學模

組採用雷射光配合光學元件產生隨機光斑，取像

模組採用1024*768 pixel 之CCD，藉由取得包含光

斑資訊的影像來計算深度資訊。光斑的產生是藉

由一組特殊繞射元件進行主動式的光斑投射，藉

由光學擴束後產生均勻的光斑在基準面上，同時

利用三角取像的方式架設取像元件，藉由三角法

量測的方式建構資料庫，進行比對後計算出深度

資訊。

第二部分則是發展散亂堆疊物件之點雲輪廓

姿態偵測、辨識與夾取演算法，本演算法主要著

重於三維物件辨認與物件定位，執行前須輸入物

件三維的CAD或量測資訊，以利建立其三維物件

模型， 通常比對的模板則是來自於物件的CAD

模型，並藉由開放的程式碼MeshLab ，將CAD模

型轉換為STL格式的點雲。演算法之比對步驟如

下:數據前處理、點雲分群、物件偵測、物件比對 

(如圖4)，藉由第一部份的深度資訊進行點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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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x,y） = t（x,y）xΔh                             (3.10)

                     

圖1.第一光學探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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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換，並同時發展利用正交投影圖像、分水嶺

算法以及標記的演算法切割點雲資訊，進行即時

的三維點雲之物件分割，接著以高效率的視場角

直方圖執行特徵匹配之物件偵測，最後以遞迴最

近點法(ICP)來遞迴最近點執行物件辨識。

系統整合的是三維資訊可以使姿態的辨認更

齊全，有別於二維資訊對於辨認姿態的不足，可

以更有效辨識與夾取隨機堆疊物件;結合兩種光學

量測方法優點的高精度三維資訊，可達成線上工

件檢測的需求。

系統架構將光學探頭安裝置上銀機械手臂上

(如圖5所示)，執行三維形貌重建供機械手臂夾

取。

系統整合:本專題藉由整合第一非接觸光學

量測探頭與點雲輪廓姿態判斷演算法進行機械手

臂夾取物件，並以第二非接觸光學量測探頭做檢

測，系統之探頭與世界座標之校正乃是使用蔡氏

校正原理，系統整合流程步驟如圖6所示

4 

 

 

擷取影像 分割圖片 相關係數法

資料庫

內插實際深度 輸出深度資訊去除雜訊

Maxima 

4 

 

 

擷取影像 分割圖片 相關係數法

資料庫

內插實際深度 輸出深度資訊去除雜訊

Maxima 

圖3.非接觸光學量測探頭工作流程

圖4. 物件辨認與定位演算法流程圖

圖5、機械手臂與第一非接觸式光學探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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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作品成果展現

本專題成果目標為對隨機堆疊物件自動姿態

偵測與辨識以進行夾取，並具備檢測物件關鍵尺

寸的功能。

1、 開發之演算法可以快速處理第一光學探

頭產出的三維資訊，實驗得到之即時辨識平均時

間為2秒。姿態偵測與辨識結果如下：量測形貌

和辨識特定物件(如圖7所示)、隨機放置的物件

(如圖8所示)與散亂堆放的物件(如圖9所示)。

2、 藉由不同波長之光源投影之光學非接觸

式探頭設計並加入相移術提高精度，改善雷射光

斑量測有著深度解析不足的問題，針對不同物件

進行量測與驗證本專題的可行性，量測物體包

括鎯頭模型(如圖10所示)、水五金量測(如圖11所

示)。

陸 結論

研發技術之優勢: 本專題目的在於提供一可

應用於機械手臂上之智慧加值功能，透過自行開

發的光學非接觸式量測探頭與物件辨識及檢測技

術，並搭配機械手臂應用於工件之夾取及檢測。

有別於國內工業界應用傳統二維影像技術，對於

深度資訊的缺少使物件辨識度受限，或是易受物

件之擺放與環境影響辨識的問題，造成在雜亂堆

疊物件上的辨識之困難性，此專題提供一個包含

深度資訊之方法並使物件堆疊判斷之可能性提

高，可以幫助辨識物件的姿態，同時發展一套絕

對與相對複合式量測探頭，藉由三維資訊高度補

償法則，得到高深度解析、高精度的物件形貌及

特徵，並與機械手臂配合達到更有效之智慧化取

放及線上檢測的功能。

 
圖 5、機械手臂與第一非接觸式光學探頭 

 

 
 
 
 
 
 
 
 

 
 
 
 

投影光斑 

於待測物上 

由相機取像並進行 

深度計算 點雲資料 

物件分割 物件辨識 

判斷姿態 

投影結構光 

於欲檢測物上 

分類物件 

物件重疊時之分割法 

影像前處理 

機械手臂夾取 

將深度資訊轉換為 

圖 6.  系統整合流程圖 

 

5 

 

 

 
圖 7、辨識特定物件 

 

      
圖 8、隨機放置物件及物件辨識圖 

 

   
圖 9、散亂堆放物件及物件辨識圖 

6 

 

圖6.系統整合流程圖

圖7、辨識特定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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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題研究於國內工業界之具體發展: 本專

題之技術可協助有效解決現今數值製造時代所需

多樣少量之製程技術需求，協助降低台灣製造業

在勞動人力缺乏及人力成本提高、產品類型快速

變化、多樣少量的四項關鍵性轉變問題，大幅提

升競爭力。透過以上之專題研究所開發之應用技

術，目前已與彈性精密三維檢測系統與關鍵技術

之研發計畫進行，同時也將所發展之機器視覺技

術進行技術轉移工作，後續將透過專利佈局期望

能提升我國之技術實力，並將此技術大規模應用

於產業技術，以提升國內相關產業之競爭力。

 2-1、三維列印之鎯頭元件 

(a) (b) (c) 

圖 10、 三維列印鎯頭元件之三維形貌量測結果: (a)數位影像關聯量測法結果; (b)五步相

移法之量測結果; (c)本專題之演算法量測結果. 
 

 2-2 此量測物件為工業產品之水五金，藉由量測此物件可以檢視此法應用於工業量測之可

能性。 

 
(a) 

 
(b) 

 
(c) 

圖 11、 水五金三維形貌量測資訊: (a)數位影像關聯量測法結果; (b)五步相移法之量測結

果; (c)本研究之演算法量測結果. 

 

 
圖 7、辨識特定物件 

 

      
圖 8、隨機放置物件及物件辨識圖 

 

   
圖 9、散亂堆放物件及物件辨識圖 

6 

 

 

 
圖 7、辨識特定物件 

 

      
圖 8、隨機放置物件及物件辨識圖 

 

   
圖 9、散亂堆放物件及物件辨識圖 

6 

 

圖8、隨機放置物件及物件辨識圖

圖9、散亂堆放物件及物件辨識圖
 2-1、三維列印之鎯頭元件 

(a) (b) (c) 

圖 10、 三維列印鎯頭元件之三維形貌量測結果: (a)數位影像關聯量測法結果; (b)五步相

移法之量測結果; (c)本專題之演算法量測結果. 
 

 2-2 此量測物件為工業產品之水五金，藉由量測此物件可以檢視此法應用於工業量測之可

能性。 

 
(a) 

 
(b) 

 
(c) 

圖 11、 水五金三維形貌量測資訊: (a)數位影像關聯量測法結果; (b)五步相移法之量測結

果; (c)本研究之演算法量測結果. 

2-1、三維列印之鎯頭元件

2-2此量測物件為工業產品之水五金，藉由量測此物件可以檢視此法應用於工業量測之可能性。

圖10.三維列印鎯頭元件之三維形貌量測結果: (a)數位影像關聯量測法結果; (b)五步相移法之

量測結果; (c)本專題之演算法量測結果

圖11、水五金三維形貌量測資訊: (a)數位影像關聯量測法結果; (b)五步相移法之量測結果; 

(c)本研究之演算法量測結果

(a) (b) (c)

(a) (b) (c)

62 63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5/9月號

柒 未來展望

1.由於系統投影的方式，再進行三角量測時

必然會產生光遮蔽的區域，此部分會造成量測結

果的缺失以及物體重建的完整性，未來也許可以

利用多台相機以及多個投影光源進行取像，減少

光遮蔽所產生的資料缺乏區域。

2.本研究目前適合量測的物件由於三角法的

關係而有受限，對於鏡面或是高反射物件表面會

造成無法量測的問題存在，未來可以結合高反光

物件的量測方法，提升可量測物件的種類。

3.演算法部分乃是使用VC++配合OpenCV等

函式庫進行量測計算，未來可以考慮使用嵌入式

晶片等方式進行計算，以提高計算之效率。

4.量測誤差方面由於使用相移術之方式進行

量測，故存在有相位誤差之問題，未來也許可以

加入相位誤差之補償，增加量測精度。

5.由於相位與高度轉換的方程式受限於理論

無法達到更佳的結果，固可考慮使用其他理論進

行校正，提高量測系統的準度。

6.目前的系統架構仍然有加強的空間，未來

可以考慮進行微小化，並提升光源效率減少量測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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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缺水馬達自動補水系統之研究

摘要

基於現代化的社會中，各種感應(測)器的發明及自動控制的應用大幅度的改變了我們的生

活，一般工業單位所使用的抽水馬達皆是利用浮球開關來控制水位，且使用的自動控制部份，

會因馬達發生異常時，造成工業單位無法持續性的使用抽水馬達，因而無法有效的控制水位，

易造成生產上的耽擱及阻礙而造成損失，本研究主要是設計並運用類比式水位控制迴路系統，

且利用水位感測電極棒感測水位高低，並且將訊號傳送到控制器中，最後利用繼電器接收訊

號，並啟動電磁閥，以達成水位控制目的。

1.前言

[1]我國水資源政策長期以來反映了以大型

水利工程思維，從美濃水庫、曾文水庫越域引水

工程到高屏大湖開發計畫爭議，呈現由政府主導

並高度仰賴少數技術專家的決策模式。八八風災

後，越域引水工程停擺，南化、曾文水庫嚴重淤

積，水利署於2010年提出高屏大湖計畫試圖減緩

未來高屏地區缺水危機，引起諸多爭議。

[2] 採用以微電腦8051進行「單相交流220V

家用抽水馬達」自動診斷研究。文中所提出之馬

達故障自動診斷，共分為馬達外部之交流電源迴

路診斷及馬達內部之迴路診斷。主要藉由簡單的

自動控制電路搭配微電腦8051找出故障點，並用

LED燈顯示，達成快速檢修的目地。本研究的細

項包含有: 總電源無熔線開關(NFB)一次側電源指

示,總電源無熔線開關(NFB)故障跳脫指示,漏電斷

路器(ELB)故障跳脫指示,積熱電驛(TH-RY)跳脫指

示,上水塔液面控制器開路指示,下水塔液面控制

器開路指示,電磁接觸器(MC)激磁線圈斷線指示,

啟動馬達內部迴路之DC直流靜態檢測,馬達水溫

溫度開關開路指示,馬達線圈溫度開關開路指示,

馬達L1線圈L2線圈L3圈線斷線指示等.本研究經

實驗證實,本方法為正確有效的馬達故障自動診斷

法. 

[3]本文是以DSP（Digital Singal Processor）之

核心架構為主體的數位式溫度控制器，而其主要

分為硬體電路與軟體程式兩部分來完成。而就硬

體電路來看分為量測電路模組、DSP周邊電路及

RS232通訊模組、輸出模組三個部分，其中在輸

出上可分為電流輸出、電壓輸出以及由RS232傳

送出binary command給加熱驅動裝置。在文中分

析現有工業用加熱驅動裝置和溫度曲線的關係，

並瞭解其控制情況。軟體方面即是溫控器之中央

處理器程式，亦即DSP控制程式，其中包括控制

王士榮1 王睿揚2

1桃園創新技術學院機械工程系副教授

2國立彰化師大資訊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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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感測器線性轉換程式、I/O介面及通訊協定

相關程式。

本研究不缺水馬達自動補水系統之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1).系統設計與製作

(2)自動補水系統馬達交替控制

不缺水馬達自動補水系統的細項包含有:

(1)總電源無熔線開關(NFB)(2) 61F-G1型液面

控制器(3) 棘輪電驛(4) 計時器(5) 繼電器Relay(6) 

蜂鳴器(7) 計數器(8) 電磁接觸器(9)等，本研究之

不缺水馬達自動補水系統經實驗證實，本方法為

正確有效的馬達故障自動診斷功能，且無須額外

的電力運用類比式水位控制迴路系統，且利用水

位感測電極棒感測水位高低，並且將訊號傳送到

控制器中，最後利用繼電器接收訊號，並啟動電

磁閥，以達成水位控制目的。。

2.研究動機與方法

本研究係探討當馬達發生異常時，造成工業

單位無法持續性的使用抽水馬達，因而無法有效

的控制水位，設計並運用類比式水位控制迴路系

統，且利用水位感測電極棒感測水位高低，並且

將訊號傳送到控制器中，最後利用繼電器接收訊

號，並啟動電磁閥，以達成水位控制目的。。

3.不缺水馬達自動補水系統設計製作

3.1零件功能說明

1.保險絲

保險絲的工作原理是 : 有過載電流流過-->保

險絲燒斷-->切斷電源. 它只能用來保證安全, 不

會燃燒發生火災。當然也能防止特定及有限的錯

誤，因為它會在過電流後很快的就切掉電源，但

無法保證保護到你的實驗電路本身。再來PC的電

源供器本身有電子式的過電壓過電流保護，也就

是電壓不正常，POWER_GOOD (=RESET)信號會

掉下來，過電流輸出電壓會掉下來。

2.無熔絲開關

無熔絲開關是用於電源與負載的開與關，它

的附加功能有保護負載系統，當負載系統某部份

(短路)、(過載)或(漏電)時，無熔絲開關能在此時

跳脫，也就是切斷電源與負載的連結，防止災害

發生。

3. 61F-G1型液面控制器

以電極式液位開關採用電極棒感測水位，當

缺水感應電極棒極點後，將訊號傳送至G61-F液

面控制器，透過控制器裡的繼電器反應到補水或

停補水的相關器材上面此電極棒形式控制取代了

浮球控制系統上的不穩定及損壞率。

4. 棘輪電驛

獨立棘輪機構交互切換動作，每次脈衝在二

極接點上作交切換動作，適合馬達等之交互運轉

及切換運轉。每當線圈通電一次則動作一次使凸

凹部分交換一次，以達到控制效果。

5.計時器

具有A/B MODE切換開關，可以自由選擇A 

MODE(2C，即兩組限時接點)或B MODE(1A1C，

即一組瞬時接點和一組限時接點)的操作模式。

其輸入信號可由接點（1+4）短路或開路輸入，

動作方式可指定上數（加數）或下數（減數），

其復歸方式可採斷電復歸或由接點（1+3）瞬間

短路復歸。

6.繼電器Relay

繼電器是一種電子控制器件，它具有控制系

統（又稱輸入回路）和被控制系統（又稱輸出回

路），通常應用於自動控制電路中，它實際上是

用較小的電流去控制較大電流的一種“自動開

關”。故在電路中起著自動調節、安全保護、轉

換電路等作用。

7.蜂鳴器

電磁式的蜂鳴器，則是用電磁的原理，通電

時將金屬振動膜吸下，不通電時依振動膜的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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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回，故壓電式蜂鳴器是以方波來驅動，電磁式

是1/2方波驅動。

 8.計數器

2位數LCD可復歸型累積計數器，實用壽命

長、計數速度快LED 顯示器適合各種亮度環境，

面板 2 組按鍵，設定容易。

 9.電磁接觸器

電磁接觸器與一般斷路器一樣，也是用於電

源與負載的開與關,但本身沒有(短路)，(過載)，

或(漏電)保護的功能，通常必需搭配無熔絲開

關(短路、過載或漏電保護)或積熱電驛(短路、

過載、保護)，電磁接觸器本體內有一個固定鐵

芯，鐵芯上繞有線圈,當線圈通電時鐵芯會變成

一個電磁鐵，電磁鐵會將本體內的可動鐵芯往下

吸，電源與負載便連通了。可以用小小的電流，

來啟動大電流，電磁接觸器啟動與跳脫的速度

快，相較於用人去啟動大電流，安全性高出很

多。

4. 結果與討論

4-2本研究流程設計說明

1.自動補水系統配線設計:

如圖1所示為本研究不缺水馬達自動補水系

統之研究配線設計

 2. 自動補水系統抽水馬達自動交替水位控制

迴路系統:

如圖2所示為本研究不缺水馬達自動補水系

統抽水馬達自動交替水位控制迴路系統，包含有

1號水槽電擊棒E2’可感測缺水訊號傳至液面控

制器及2號水槽(電擊棒)E1可感測滿水將訊號傳至

液面控制器。

3. 本研究之不缺水馬達自動補水系統流程

本研究目的主要在探討設計並運用類比式水

位控制迴路系統，且利用水位感測電極棒感測水

位高低，並且將訊號傳送到控制器中，最後利用

繼電器接收訊號，並啟動電磁閥，以達成水位控

制目的。為了讓我們更容易觀察出各控制因子的

效應，可以由圖3所示做說明由流程圖中當1號水

槽電擊棒E2’感測缺水訊號傳至液面控制器與當

2號水槽(電擊棒)E1感測滿水，訊號傳至液面控制

器時，此時液面控制器傳訊至棘輪電驛，由電驛

控制開啟電磁接觸器，啟動抽水馬達補水。而當

2號水槽(電擊棒)E2感測缺水訊號傳至液面控制器

圖1本研究不缺水馬達自動補水系統之研究配線設計

圖2所示為本研究不缺水馬達自動補水系統抽水馬達自

動交替水位控制迴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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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絕傳訊至棘輪電驛，停止馬達啟動。

另當當1號水槽電擊棒E1，感測滿水位，訊

號再傳至液面控制器時，液面控制器傳訊關閉電

驛到電磁接觸器，使閉關抽水馬達停止補水。

當訊號分傳至計數器及計時器，當計時器

Time設定到位，將強制關閉電磁接觸器(停止馬

達運轉)，

最後當復歸鍵按下復歸計時器後，此時系統

便重新運行。由此可以很直接的比較出各因子的

重要性排序。由圖3為本研究之不缺水馬達自動

補水系統流程圖最佳設計流程。

5. 結論

1.本研究以自動抽水馬達交替運轉，利用了

電位極棒來取代傳統的浮球感測水位，避免了浮

球的高損壞性，而棘輪電驛確實了抽水馬達部分

的正確交替兩顆馬達的互相運行，減少了器材的

損耗，更能提          高PUMP的效能，同時在加裝

了計時器與計數器部份能及時的反應出當補水動

作中，如發生異常，能快速的了解是否為水管破

損或馬達損壞，即刻的做出正確的判斷，相對的

達到節能的效果，

2.不管是運用 在家庭上或工業上，都兼具不

斷水、不缺水且能100％的由系統完全控制，亦

可以手動來控制系統功能，且皆由一般低壓配線

配盤就可達到有如PLC系統的功能，經費的花費

也只是使用PLC系統的2/3。

3.以傳統電路配接來製作的系統不僅僅能更

了解電路的系統，並能常常開發出不一樣的思維

電路圖來結合運用，亦可以達到PLC系統也無法

達成的自動控制部份。

 

 

圖3本研究之不缺水馬達自動補水系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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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機器人自動化帶動製造業升級趨勢及產

學無縫接軌，新漢提供大專、專科等教育研究院

所開放式EtherCAT機電整合機器人教具，以期為

機器人教育早期紮根。該教具包含六軸關節機器

人、EtherCAT機電整合控制器、以及開放軟體平

台。此教具可為研究機關教育院所提供自由的運

算程式編寫環境、精準的控制執行、快速的參數

反饋，以體現六軸手臂的動作串聯及路徑演算優

化。

此教具包包含六軸關節機器人。相較於Delta

及SCARA機器人，六軸關節機器人具備更複雜的

機電整合、動作連貫串聯執行，也進而需要較高

階的演算指令及機電整合技術。據此，新漢特別

以六軸關節機器人為教具元素之一，以期協助產

學研教學、研發及成果示範。

該教育包同時搭配開放式EtherCAT機電整合

控制器(NET 3600)，該控制器打破傳統機器人封

閉控制，不但支援開放式的即時乙太網路通訊

EtherCAT通訊協定，同時可供產學研實行自行開

發的程式命令執行。該協定並提供快速的響應時

間與精準的實時性(real-time)，達到對於伺服馬

機電整合機器人教具

達、六軸機器人更精準的動作控制及參數反饋

(包含: 位置、速度、電流等)。研究教育單位可據

此命令及反饋作分析比對，進而精進路徑執行演

算。

除硬體高度開放性外，新漢提供的軟體開發

平台亦不遑多讓。此軟體開發平台不僅原始碼

(source code)公開，同時賦予研究教育單位高度

的命令演算研究執行自由度。學生可透過參數

輸入(位置、角度、加速度)，該控制器便可精準

執行，並於軟體工具介面上顯示目前路徑參數資

料。如此一來師生可進一步做分析，實踐優化最

佳演算成果。此外，為避免人為因素造成的機器

人機構損壞，該軟體已內建伺服馬達迴轉極限，

倘若參數輸入異常，該軟體會發出畫面警示之。

目前此開放式EtherCAT機電整合機器人教具

已經廣泛在幾所大學使用，包含中興大學，中正

大學，虎尾科技大學及中原大學等。未來新漢也

會針對此教育平台提供完整課程及服務，今年也

會舉辦開放式EtherCAT機電整合機器人教具研討

會邀集各大學來參與及討論未來如何快速開及整

合自主研發控制器。

開放式Ether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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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全球正在興起新一輪工業革命：生產方

式上，製造呈現出數位化、網路化、智慧化、個

性化、當地語系化、綠色化等特徵；分工方式

上，呈現出製造業服務化、專業化、產品鏈一

體化、產業鏈分工細分化等特徵；產業組織方式

上，將出現網路化、平臺化、扁平化的特點；商

業模式上，將從以廠商為中心轉向以消費者為中

心，體驗和個性成為製造業競爭力的重要體現和

利潤的重要來源。

EtherCAT助威　打造自動化機器人產線

過去機器人應用以大型物件加工、搬運為大

宗，靈巧度不及人類的雙手。機器人若擬拓展應

用觸角，加工精度、速度皆是關鍵。因此機器人

產線上線投產，不僅機器人動作需要縝密規劃設

計，還有賴EtherCAT主站分散控制、協調產線周

邊設備配合，方能滿足實際作業需求。

工業乙太網路中，EtherCAT發展前景備受看

好。究其因，不外乎EtherCAT通訊協定可擷取諸

多控制參數，同步誤差小至以微秒(μs)計算，每

個動作的循環週期短，且產線作業時還可不斷修

正控制參數，即時、動態調整各控制從站，進而

達到作業速度與精度的要求。此外EtherCAT控制

節點拓點便利，也特別適用於控制從站多的大型

控制應用。

例如濕紙巾產線，有業者單線一班配置26名

作業員，其中後端貼蓋作業因程序繁瑣，便需8

名人力。自動化作業採用了Delta機器人，另搭配

了EtherCAT主站，居中協同PLC控制系統、傳送

帶系統、感測裝置、噴膠機、貼標機等等生產設

備，共同完成作業。

預計導入機器人產線後，可望減少約3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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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的人力需求左右，生產速度亦可高出原先的人

工作業，每秒產出超過1包，甚至上看1.5包濕紙

巾，協助業者推升產能。

強調資訊整合　產線資訊無所遁形

環顧製造業，不僅民生用品紙業者亟欲降低

人力斷層對生產作業造成的滋擾，3C製造業為

加強工廠管理，同樣對自動化產線需求殷切。然

不同的是，3C製造商經年累月添購的PLC控制系

統，集合市場各大廠牌，使用的通訊協定不盡相

同，導致系統間資訊難以互通。是故業者雖能針

對個別產線做控制調整，但若擬從宏觀的角度調

配整座工廠生產線，資訊整合仍多仰賴人工抄

寫、輸入，曠日廢時。

是故可轉譯各式現場匯流排(Fieldbus)通訊協

定、串聯各系統的閘道器，自然擔綱自動化產

線的重要樞紐。閘道器打破了PLC系統的通訊壁

壘，讓資訊得以匯流。業者無論是在現場操作主

控台，抑或從遠端登入人機介面(HMI)平台，便

能綜覽製程參數、生產資訊，據以奠立大數據分

 

析、決策制定的基礎。

為 打 造 自 動 化 產 線 ， 新 漢 自 行 開 發 的

EtherCAT主端介面(Ethernet Master)，具備高相

容性，可控制眾多廠牌逾60款PLC、EtherCAT驅

動器、I/O等控制單位，另結盟台廠上銀、德廠

Hilscher、3S、義大利廠EXOR等業者，整合機器

人、現場匯流排通訊、控制軟體與HMI平台等技

術。

新漢從供應EtherCAT控制器，轉型提供自動

化產線整合服務，協助客戶規劃、設計、開發的

自動化產線，已獲傳統製造業與電子製造業青

睞。近期新漢還針對教育市場，推出「自主開發

機器人套件」，提供六軸機器人的控制器、模

擬程式、控制運算、API範本，以及EtherCAT主

站，透過這組基礎開發套件，可望協助各校機器

人實驗研究中心加速研發自動控制技術，相較過

往受限各廠牌封閉系統、難做進一步開發的處

境，無疑是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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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讀者： 
智動協會承工業局委託出版產業期刊已屆滿三年，三年間我們一直努力進步，

致力於提供最新、最好的產業技術資訊給您，感謝您訂閱《智慧自動化產業期

刊》，您的支持是我們前進的最大動力。有您的反應回饋，我們將努力朝向更

完善的方向邁進。 
為了能讓我們做得更好，我們需要您寶貴的意見！ 

 
一、 您收看到這本雜誌的管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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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期期刊的單元中，您最喜歡的是？請依照喜歡的順序排名（1.2.3….以此類推） 
＿＿產業櫥窗 ＿＿市場焦點 ＿＿技術專欄 ＿＿智動新知 ＿＿活動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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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由是？ ＿＿＿＿＿＿＿＿＿＿＿＿＿＿＿＿＿＿＿＿＿＿＿＿＿＿＿＿＿＿

我想對作者說：＿＿＿＿＿＿＿＿＿＿＿＿＿＿＿＿＿＿＿＿＿＿＿＿＿＿＿＿ 
 

四、 請問您對於本期美編設計，您覺得？ 
□非常好 □不錯 □有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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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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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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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推薦閱讀的朋友，請填寫以下資訊，並寄回至智動協會台中辦公室； 
 
我將推薦＿＿＿＿＿＿閱讀這本雜誌 
電話：(____)＿＿＿＿＿＿＿，收件地址：＿＿＿＿＿＿＿＿＿＿＿＿＿＿＿＿ 
＿＿＿＿＿＿＿＿＿＿＿＿ 
 
 
 
若有任何問題，都歡迎來電或來信與我聯繫！我將盡速為您解答。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編輯部 
地址：40850 台中市工業區 27 路 17 號後棟 3 樓 
TEL：(04)2358-1866  FAX：(04)2358-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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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全球各大經濟體對於能源消耗的

議題相當重視，美國更趕在12月聯合國氣候高峰

會展開前，率先號召GOOGLE、微軟、蘋果等科

技業巨擘在內的13家民間大企業，共同聲名將投

資1400億美元來推動企業節能減碳計畫；根據財

團法人臺灣電氣檢測中心(TETC)專題分析報導顯

示，我國能源使用有高達百分之九十八需仰賴國

外進口，如此高的比例，使節約能源為政府當前

正努力推行的政策。

國內電力工程業者在從事電力工程之設計、

裝置或維護改善時，亦應同時考慮到節約電力之

重要，才能與時代潮流接軌，使供應之電力不僅

是安全、可靠，而且是經濟、有效的使用。

二、碳足跡

全球氣候變遷因素，矛頭直指二氧化碳的過

能源電力

檢測系統

度排放，當前已經成為各個國家、政府、企業與

人民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評估碳足跡是企業採

取自覺行動應對全球暖化的第一步，為了有效地

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並減輕其對氣候和環境

的不利影響，從材料的運輸過程到工廠的能源消

耗皆要計算其碳足跡，企業計算產品碳足跡的結

果，對於要推動供應鏈溫室氣體管理而言，是協

助企業檢視製程減量與降低成本的最佳機會。

根據經濟部工業局製造業產品環境足跡與資

源永續推動計畫顯示，在國際大型企業紛紛透過

全球產業供應鏈體系要求製造商進行溫室氣體盤

查、產品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 of Products, CFP)

盤查、或公開揭露產品碳資訊的壓力下，以台灣

製造業而言，於組織型溫室氣體盤查(ISO 14064-

1)之後，產品碳足跡、碳揭露已成為不得不面對

的重要課題之一。

施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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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產品碳足跡示意圖(圖片來源:台灣產品炭足跡資訊網)

三、何謂產品碳足跡

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定義，為從事一項

活動或產品的生產過程，直接與間接產生的CO2

排放量，簡單來說當消費者購買商品，貨運業者

運送至指定地點，這之間的過程即為從是一項活

動，而產品的生產過程須囊括原物料的開採、製

程、組裝、成品運輸、消費者使用、廢棄回收等

過程。

因此，掌握產品碳足跡，即可有效降低製造

成本並創造產業低碳競爭優勢，從而塑造產品差

異化、綠色企業及產業新價值！

四、能源電力檢測系統

企業從事生產過程中，除了對原物料的把關

外，往往較疏忽於整個製程中各環節用電量的把

關，當企業主只能從每個月電力公司的帳單得知

總消耗電量，卻無法得知於哪個製程環節較為耗

電的情況下，想要改善製程也將無所依據。

節能減碳已成為世界趨勢，加上政府當前努

力推廣減碳商標下，對於製程耗電控管也將是降

低成本與提升企業形象的重要環節之一；當每

日、每周或每月用電情況被數據化，包含功率

量測、有效電能量測、流動電費趨勢圖、總電費

計算、CO2排放量計算、紀錄機台運轉與停機時

間、EXCEL檔案儲存等，企業主將對於使用電量

概況有數據化的佐證，藉以分析需要改善的製程

環節，將可進一步朝節能減碳的目標更邁進。下

列將針對數據化的體現方式做進一步說明：

圖2.能源電力檢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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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量測紀錄： 

如圖四所示，每日、每周或每月的周期性用

電，數據將每間隔一段時間以條列式的方式紀

錄，藉此可將電費帳單上所無法看出的用電數據

做細分。

2.流動電費趨勢圖：

如圖五所示，用電量紀錄除了紀錄數據外，

利用趨勢圖的型式可更清楚看出用電高峰與低峰

時段差異。

3.EXCEL檔案儲存：

如圖六所示，數據紀錄的用意除了做為當下

分析用之外，也可存檔已利備查，將所紀錄數據

已EXCEL的檔案型式存檔，方便進行檔案管理。

                           

參考資料

1.行政院環保署台灣炭足跡資訊網http://cfp.

epa.gov.tw/carbon/defaultPage.aspx

2.財團法人台灣電氣檢測中心http://www.tetc.

org.tw/index.html

 圖3.系統畫面 圖4.量測記錄

 

 

 

 

 

 

 

 

 

 

 

 

 

 

 

 

 

                                                         

 

 

 

 

圖5.即時流動電費趨勢

圖6.EXCEL 檔案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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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in-1的新智動化控制系統
KingStar Motion -- 即時視覺與運動控制整合系統

“自動化”不再是複雜、高成本，更將不再是遙不可及的技術！

7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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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百”充分使用電腦CPU效能

長期以來，由於客戶需求越來越高以及市場

競爭激烈的情形下，往往一條生產線或一台自動

化設備包含越來越多功能，整合難度相對也越來

越高。另一方面，自動化的人才供應一直都是非

常缺乏的，以至於大量使用現成的硬體來組合；

雖然使用電腦，但是卻沒有充分發揮電腦該有的

效能及成果。

由於科技不斷演進，不但大幅提升電腦運算

速度與性能，軟、硬體的整合度也越來越高，漸

漸使得整體系統的價格更加親民。若一個即時

性、純軟體的工具，例如軟體PLC、軟體的運動

控制、甚至視覺系統(Vision)，能夠全部整合在

同一台多核心、x64的Windows的電腦中運行，藉

由切割並指定每個核心來運行不同的功能，不但

得以取代IO卡、數據採集卡(DAQ)、運動控制軸

卡、影像擷取卡、或其他FPGA功能的卡片，它

的效能與彈性是呈倍數的遞增，但是總成本是相

對的遞減許多。我相信這是許多業界先進一直在

尋找的一種省成本、高效能的一種新智動化控制

系統。

“只”需要一個真64位元即時系統

現 今 一 般 自 動 化 設 備 都 是 習 慣 使 用 運 動

控制軸卡及視覺卡(或稱影像擷取卡，Frame 

Grabber)。當我們仔細研究這些板卡的設計時，

就會發現其實這些運動控制或者影像處理的邏輯

都是運行在這些板卡中的即時系統，而原來他們

所使用的電腦只是一般Windows系統，而非是自

動化所需要的即時系統。

KingStar Motion，是以RTX64即時作業系統 

(註一) 為主軸，並整合工業標準通訊EtherCAT 

(乙太網現場總綫)、軟體PLC (Software PLC)及軟

體運動控制 (Software Motion)的全整合產品。優

點是，藉由強大的Windows作為使用介面，將軟

體運動控制的邏輯運行在RTX64中；利用指定

CPU中的一個核心來達成一般運動控制軸卡所可

以完成的功能；同時，不需要學會C或C++的程

式語言，結合已整合完成的RTX64與EtherCAT，

可以讓您的機器手臂、自動化機台、AOI檢測機

台、…，等，能夠快速達到研發、測試 、量產的

Time-to-Market的目標，而最終的目的除了希望在

前期研發及日後維護上能達到簡單、方便，最重

要的還要能達成降低成本的目的。

RTX64有一個硬體抽象層（HAL），不同

於Windows的HAL，它們是個別獨立運作，而

且沒有修改Windows的必要。這兩個系統是共

存共榮。該RTX64 HAL最快能夠達到1微秒的

即時性能（取決於硬體支持）。在RTX64即時

子系統（RTSS）裡有獨立於Windows的排程器

(scheduler)，可以分配執行緒(threads)到指定內核

(CPU core)來實現對稱的多處理（SMP）。極大的

儲存空間可用於所有內核，沒有記憶分區，從此

共同創造了一個純軟體的機器視覺系統。對於機

器視覺應用及先進的工業控制系統來說，這是一

個絕對的優勢。不僅能夠呈現視覺數據顯示給用

戶，而且結合運動控制，也能一同處理它的生產

線上的檢驗結果。重點是，所有的工作都可以在

一台電腦中完成！

KingStar Motion的另一大優勢是-- 極度的彈

性與普遍性。只要是在市面上x86或x64架構的

Windows PC通通都可以運作，沒有特定品牌的問

題；在EtherCAT的伺服驅動器/馬達及IO的搭配

上，客戶完全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在眾多支援

EtherCAT標準的廠商中來選擇自己適合的硬體。

因為KingStar的完美設計，使得複雜的伺服驅動

器與馬達在KingStar Motion上面的操作，猶如

Windows上的 「Plug & Play」一樣方便、好用。

使用者不會因為綁硬體與軟體而造成採購上的困

難 (無選擇性)及成本過高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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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精準的機器視覺(Vision)不需要

影像擷取卡(Frame Grabber)?

近年來，機器視覺的應用越來越廣，從生產

線的檢驗、機器手臂的裝配線到生物特徵如指

紋、DNA以及臉部分析，到醫療設備、汽車系統

和機器人倉儲系統。目前就機器視覺系統的性能

要求上是越來越高，從速度、辨識率、圖像處理

的速度、深度到控制系統上的效能、精準度和複

雜度。

IntervalZero推薦使用全球標準介面的GigE 

Vision，因為與EtherCAT一樣，它們皆使用一般

且低成本的乙太網路線及接頭，也不依賴任何

特定品牌的相機。此外，它可支持多個相機，使

註一：公司總部位於美國新英格蘭地區的麻薩諸塞州，IntervalZero的RTX64即時作業系統 (Real-Time 

Operating System, RTOS)，成功地將Windows轉換成為一個完美在x64多核心硬體下運行的即時作業系

統。它帶來“即時性”的效能、多核心的SMP與記憶體共享環境下，並且以Windows作為人機介面的64位

元即時作業系統，藉由與EtherCAT、Software Motion、Software PLC 及GigE Vision的高度整合，正

逐漸將PC-Base的系統效能，發揮到極大化。

用相同的網路與每個相機自身的IP位址。而透過

RTX64的多核分工特性(SMP)與GigE Vision技術

的結合，這整個影像擷取與處理，得以在RTX64

所指定的CPU核心內運作，有如使用影像擷取卡

傳送其影像數據處理在板卡中的即時系統一般，

不會受到互相干擾而影響整體效能，大大減少

了額外對高成本的智能相機及影像擷取卡 (Frame 

Grabber)的需求。除了能夠呈現視覺數據顯示給

用戶，結合軟體運動控制，也能一同處理它的

生產線上的檢驗結果，達到「視覺結合運動控

制」。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工作都可以在一台電

腦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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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動化與機器人產業人才培訓 

因應各領域別產業對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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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出優秀的自動化系統整合應用人才，提供業者進行產線單機自動化、系統單
元及整線與整廠自動化、機器人技術開發及應用的專業人力。 

【培訓內容】 
 自動化工程師學科、術科人才培訓。 
 自動化及機器人領域關鍵技術、產品開發、系統整合、專案管理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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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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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104 年度課程資訊 

開課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10 月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1人才培訓班   16 台北/台中/高雄 

10 月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2人才培訓班  24 台北 

11 月 自動化工程師術科實作班    16 台北/台中/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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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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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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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規劃：行程規劃聯繫中，尚未確認，將隨時更新與保留變動之權利〪

日期 行程規劃 參訪內容 

11/29(日) 桃園國際機場→名古屋機場 

歐姆龍オムロン草津事業所 控制元件、先進感測技術 11/30(一) 
【參訪】

多摩川精機 伺服馬達、先進感測技術 

Fanuc 發那科 機器人、控制器 12/1 (二) 
【參訪】

Softbank  機器人 

安川電機人間事業所 自動化設備、伺服馬達 12/2 (三) 

【參訪】 安川關東機器人中心 應用在搬運、汽車零件熔接、生

物化學實驗等領域之機器人 

【參訪】 本田技研工業株式会社 人型機器人、行走輔助器 

【展覽】 2015 iREX 日本國際機器人展 自由參觀 

12/3 (四) 

【交流】 台、法、韓企業交流 輕鬆晚宴形式 

12/4 (五) 【展覽】 2015 iREX 日本國際機器人展 自由參觀 

12/5 (六) 東京成田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80 81

參訪團邀請說明

考察時間：2015年11月29日〜12月5日( 7天)

考察地點：日本-關西、關東地區

行程規劃方向說明：預計安排參訪日系大廠、當地企業、團體組織

1.代表性單位或大廠參訪：

積極連繫日系大廠安川、歐姆龍、多摩川、發那科、HD減速機、本田技研工業株式会

社、日本軟銀等企業，以協助企業掌握日系大廠最新智動化與機器人市場情報為目標。

2.企業交流：

擬與法國機器人協會、法國參展商(約10家，主要為軟體、系統廠商) 、韓國參展商，

利用晚宴時間進行輕鬆交流。

3. iREX展會參觀：

展期為12/2〜12/5，集結各地最新的機器人相關產品及技術，包含製造業、服務業等多

元應用，相信能帶給大家豐富收穫。

iREX東京國際機器人展暨技術交流參訪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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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報名表

iREX東京國際機器人展暨技術交流參訪團

公司名稱 
（中文）  
（英文） 

聯絡地址 
（中文）  
（英文） 

聯絡電話 

聯絡傳真 

姓名 電話 

職稱 傳真 
活動 

聯絡人 
E-mail 分機 

姓名 電話 

職稱 傳真 參加人 1 

E-mail 分機 

姓名 電話 

職稱(中) 傳真 參加人 2 

E-mail 分機 

備註：

一、本表格僅供參加意願調查用，非正式報名表，敬請放心填寫。

二、連絡電話若一致，則不用重複填寫，僅補充分機號碼即可。

三、待行程及費用確認後，會再提供一份參加報名表供您填寫及提供個人資訊以利機票及住宿作

業辦理，感謝您的合作。

活動聯絡：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林怡伶 專員

電話：(04)2358 1866    傳真：(04)2358 1566

Email：lilian@tairoa.org.tw

地址：40850台中市西屯區工業27路17號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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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目的：

行政院長毛治國於新春記者會提出工作人口減少的嚴重性，強調政府要調整公共、教育、長期照護、企業發展
等政策思維，並推出「生產力4.0」政策以因應目前產業環境。在他的施政報告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在人口結構的改
變，未來15至65歲的的人口走勢下降，預估頂點在今年1,700多萬人，之後10年可能減少180萬人，「這人力缺口比整
體人口下降的嚴重性還要高」，相對也將造成各產業之就業人力的不足。另外，天下雜誌報導在美國企業用人，已
不再是從大學、研究所開始找尋，而是從青少年階段開始培養，因此企業所需人才將需從學生階段開始著手，為協

助業者及早因應及切入，特辦理本次活動。

智動化產業技術人才媒合專區(第三場)暨

智動化產業人才培育推廣說明會20152015

七、活動報名方式： 

請於2015/09/11(五)前填
寫產學合作人才需求廠商報名
表，email提供給：

劉小姐(mandy@tairoa.org.
tw) 或林小姐(lilian@tairoa.org.
tw)，謝謝!  

活動洽詢電話：
(04)2358-1866

 

 

場次一：智動化產業人才培育推廣說明會 

時間 主題 主持人/講者 

09:30-10:00 報 到

10:00-10:10 引言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陳文貞 秘書長

10:10-10:40
智動化人才養成作法及自動化工

程師證照說明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陳文貞 秘書長

10:40-11:00 
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暨充電起

飛計畫說明

朝陽科技大學

張哲魁 經理

11:00-11:20 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說明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陳鎮忠 專案經理

11:20-11:40 區域產學合作資源及辦法說明
雲科大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

蔡佩珍 經理

11:40-12:00 討論時間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陳文貞 秘書長

12:00-13:00 休      息 

場次二：智動化產業技術人才媒合專區(第三場)
時間 主題 主持人/講者 

13:00-13:20 報      到 

13:20-15:20 智動化產業技術人才媒合時間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15:20-15:30 結論綜整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15:30- 散      會 

備註：
(1)本會保有更變活動議程之權力。

(2)活動費用：免費，如廠商參與全天

活動，中午將提供便當。

二、活動時間/地點：

日期時間：2015年9月24日 10:00-15:30
地點：經濟部中區聯合服務中心-704會議室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503號7樓)

三、活動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委辦單位：經濟部智動化產業推動辦公室、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執行單位：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協辦單位：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

四、活動說明：

(1)「智動化產業人才培育推說明會」：
由協會分享智動化產業人才養成作法(包含職能、培訓、證照等)，及說明2015年度在產業技術人才預計辦理之

各項活動內容，藉以協助業者改善人才荒問題。會中並邀請中區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朝陽科技大學、生產力
中心等單位，說明政府在人才養成所提供補助及應對作法，藉此協助業者獲得政府相關單位之資源。

(2)「智動化產業技術人才媒合」：
邀約中部各大專院校及廠商，調查廠商人才需求內容及人數，及學校人才可提供之合作模式及人數，進行實習

人才之媒合，透過活動提供廠商與校方面對面洽談，促成產學合作的契機，有效從在學學生中培養適合之人才，加
速產業發展。

五、參與對象：

有人才實習需求、想要獲
得政府人才資源者、可提供實
習人才學校、瞭解人才培育作
法者、有興趣業者及單位等。

六、活動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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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ROBOT WORLD 參展團 

【時間】：2015 / 10 / 28~10/ 31 

【地點】：南韓．首爾 韓國國際展覽中心 

【展覽簡介】 

韓國國際機器人產業大展(Interna onal Robot Industry Show, iRIS   2015)

為世界三大機器人展覽會，為第 10 屆舉辦，主辦單位為韓國產業通商資

源部，由韓國機器人產業協會(Korea Associa on of Robot Industry/KAR)、韓

國機器人產業振興會、韓國機器人學會等單位共同承辦。伴隨此展覽活動

韓國機器人產業大產、韓國機械展、金屬展、工具展等。該展為韓國最具

國際化的專業機器人展，亦為目前全球具規模的機器人展之一。本協會將

於 2015 年辦理參展團。該展於 2014 年的參展商達 109 家公司、共計 9 個

國家參與；今年韓國產業大產展出總面積 100,000 平方米、30 個國家、參

觀人數達 140,000 人次。鑒於機器人是我國目前產業發展計畫重要之一

環，為協助台灣廠商 提高競爭力，因此本會將組團前往拓銷，提高市場

占有率。 

【招展窗口】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聯絡人：陳專員（fion@tairoa.org.tw） 

TEL：04-23581866 FAX：04-23581566 

2015 日本機器人展 (IREX) 參展團 

【時間】：2015 / 12  /  2~5 

【地點】：日本．東京國際會展中心 

【展覽簡介】 

 由《日本機器人協會/Japan Robot Associa on》和《日刊工業新聞社/The 

Nikkan Kogyo Shinbun, Ltd.》共同主辦的日本國際機器人展為兩年一次之國

際性展覽，今年為第 21 屆。本展規模為世界機器人展之最，每年吸引大

量來賓到場參觀，歷屆平均入場人數多達 10 萬人。以 iREX 歷屆的優良記

錄，每每帶給參展商與參觀者滿意的成績。 

 機器人科技顯然成為推動製造業進步的關鍵，不只在製造業，未來機器人

將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目前服務型機器人及工業用機器人已趨近成熟

且已實際運用於各個領域，各國對於機器人產業的發展抱持著非常大的期

望，今年 IREX 的主題為機器人工藝，機器人在未來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

色並橫跨各個產業。IREX 將展出日本及世界各地的機器人科技，也將成為

該領域重要的交流平台。 

 2013 年第 20 屆展覽共 334 家廠商參展(18 國 53 家海外企業)，展出面積

11,000m2，專業參觀者達到 100,000 人，為全球前 3 大機器人展。 

【招展窗口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聯絡人：李專員（dennis@tairoa.org.tw）

TEL：04-23581866　FAX：04-235815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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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考試訊息請至 www.tairoa.org.tw 網站查詢
洽詢專線(02)2393-1413或Email至exam@tairoa.org.tw
主辦單位：

2015 年
考試日程

2015 年
考試日程

3/2 4/24 9/1 10/30

術科
5/30

術科
12/5

受理

報名

受理

報名

3/2 4/24 9/1 10/30

結合大學院校400多位教授與100多家企業專業經理人共同命題，

取得此證照者不但可突顯實力、增加職場競爭優勢，

更是就業市場上不可或缺的第2張文憑!!

11/28 
第13屆

考試日期

5/23
第12屆
考試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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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出版品編碼GPN 2010101108，每期除印行紙本之外，同步製成電子書刊
載於智動協會官方網站與OPEN政府出版品資訊網。

交稿時請將檔案寄至智動協會編輯部dennis@tairoa.org.tw，謝謝您。
(刊物內文之原檔圖片及文稿內容，分屬作者、原公司或發明人所有，協
會這邊不具備文章的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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