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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祥民 / 精機中心  智慧化系統發展組  機器人開發部

機器人整機技術機器人整機技術

國內各企業廠商積極導入智慧機器人進行自動化，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以下簡稱PMC)針

對目前產線中較常使用的平行關節型機器人(SCARA robot)與新興的並聯型機器人(Delta robot)進行研究與

開發。在SCARA機器人部分，目前已開發出大負荷型、600mm與1000mm運動空間三種類型之機器人，

可因應產線輕、重型物品搬運，或是零組件快速整列作業。而在Delta機器人部分，已完成基本三軸型行

程500mm*200mm之產品，可進行輕型零組件快速取放料作業，同時針對了Delta型機器人的關節處部分

提出了兩種不同關節型式之機器人機構，以解決目前delta機器人現有問題，並且為了再提升機器人之空

間定位精度，PMC提出了一套精度提升方案，可有效提高Delta機器人之空間定位精度，可望使其應用於

更多層面之工作。以下將介紹PMC整機機器人開發技術。

圖一　PMC機器人開發部現有技術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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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CARA機器人

SCARA（Selective Compliance Assembly Robot 

Arm，中文譯名：選擇順應性裝配機器手臂）機器

人是在1978年時由日本山梨大學的牧野洋教授所

發明，是一種圓柱座標型工業機器人，具有四個

軸和四個運動自由度，(包括X,Y,Z方向的平動自由

度和繞Z軸的轉動自由度)，如圖二所示。 

SCARA機器人由於其構造簡單，在移動上能達

到最短行程，機構也容易小型化，容易達到高速

高精度的控制，適合行程在100mm到1000mm之間

的作業空間，SCARA機器人大量應用在IC產業的晶

圓、面板搬運、電路板運送與電子元件的插入組

裝，為電子產業使用最多的機器人類型。

PMC根據應用領域不同，開發了倒吊安裝型之

大負荷SCARA機器人以及桌面安裝型600mm與

1000mm臂長之SCARA機器人。以下將各節介紹目

前開發之SCARA機器人規格及特性。

(一)大負荷SCARA機器人

目前市面上SCARA機器人行程多為1000mm以

下，負載在20公斤以下，少有大尺寸規格，而

目前SCARA機器人在傳統產業上的應用也多使用

在小型零件的組裝與搬運，PMC所開發之大負荷

SCARA機器人如圖三　大負荷SCARA機器人示意

圖與圖四所示，主要應用於自動化生產線上的重

型物體的搬運與堆棧作業。

PMC所開發之大負荷SCARA機器人基本規格如表

2所示

表1　大負荷SCARA機器人規格表

圖二　SCARA機器人基本結構

(資料來源：ISO 9787︰1999)

圖三　大負荷SCARA機器人示意

項目 規格

XY行程 半徑1200mm
Z行程 600mm
R行程 ±360。

重複精度 ±0.2mm
速度 6m/s
荷重 4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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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手臂工作半徑為1200mm，Z軸行程為

600mm，最大負載為40kg，本體主要安裝方式採

用倒吊式安裝，可依所需要求安裝，增加空間靈

活運用性，SCARA機構型態比起直角座標型可有

效節省機器手臂本體安裝空間，機器手臂最大可

搬運40kg重量之工件，適合工業用中型工件搬運

堆棧，靠著機械手臂運送與存放區域的配置，得

到較高的單位面積安排工作數量，以獲得較高效

能的空間運用，讓使用者能夠以最少的人力來運

送貨物。

(二)600mm & 1000mm SCARA機器人

市面上用於電子零組件裝備作業之SCARA型機

器人，其臂長從迷你型的175mm至1000mm皆有，

而PMC針對自動化產線中零組件插件或裝配作業

等較常用之規格，開發600mm臂長與1000mm臂長

SCARA機器人，如圖五至圖八所示，可應對產線

中大部分需求，如IC板電路元件插件、零件整列作

業、上下料及取放作業等。

PMC研發之SCARA機器人，具備高速取放及高重

現精度等優點，內藏式線路設計可不必擔心機器

人的線路與周邊環境產生干涉問題，中空型之滾

珠花鍵設計可提供空間使管線連結至末端夾爪，

擴充性不受機構限制。SCARA機器人其相關規格

如表2所示。

圖四　大負荷SCARA機器人

圖五 600mm SCARA機器人示意圖

圖六 1000mm SCARA機器人示意圖

圖七 600mm SCARA機器人實體圖

圖八 1000mm SCARA機器人實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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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Delta機器人專利圖  (資料來源：U.S patent 4,976,582)

         型式

   規格
600mm型SCARA 機器人 1000mm型SCARA 機器人

XY行程 半徑600mm 半徑1000mm
Z行程 400mm、200mm 400mm
R行程 ±360。 ±360。

重複精度 ±0.025mm ±0.025mm
負重 10Kg 10Kg
速度 5.8 m/s 6.8 m/s

表1 大負荷SCARA機器人規格表

二、Delta機器人

Delta機器人為一種並聯型機構設計，由1990年

瑞士Reymond Clavel教授所提出，其結構如圖九所

示，為上平台之三組動力結構帶動主動臂與被動

臂至末端平台進行位移，並且可在末端搭載第四

軸或是自上平台聯結第四軸作為旋轉軸。Delta 機

器人為一封閉式並聯結構鏈設計，因與串聯型機

器人完全相反的特性，受到許多廠家青睞，加上

近年來因Delta機器人專利過期緣故，故已有許多

廠家投入研發並進行量產。Delta機器人因其並聯

行機構的特性，具有高速與高重現精度之優點，

其機器人特性如下：

精度高：因Delta機器人為機械結構為並聯封閉

鏈之設計，機器整體剛性較強，故精度可大幅提

升。

速度快：並聯型架構之Delta機器人因動力裝置

皆安裝於固定平台上，末端平台受到之乘載量較

少，故可進行高加減速作動。

安裝快速：Delta機器人多採取倒吊式安裝，且

由於是並聯型機構，在控制上較無需擔心碰撞問

題。

PMC開發兩款Delta型三軸機器人，主要應用於

自動化產線中輕型零組件快速上下料動作及高速

整列作業。依照關節結構不同分為球關節型與軸

承關節型機器人，以下將分別介紹此兩款的差異

性。

(一)球關節型 &軸承關節型Delta機器人

Delta機器人在長時間高速反覆運動時，較易損

壞的部分除減速機外，關節部分則為最易損壞的

地方。目前市面上的Delta機器人主要多採用球關

節型機構，其特點為安裝與維修容易，且較無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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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球關節型Delta機器人示意圖

圖十一  球關節型Delta機器人實體圖

圖十二  軸承關節型delta機器人示意圖

圖十三 軸承關節型Delta機器人實體圖



102年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No.5

專
題
報
導

7

隙，而缺點為磨耗率高，Delta機器人精度易隨機

器人長時間作動而快速下降。考慮到此問題，除

研發球關節型Delta機器人外，還開始著手開發新

式關節，以取代舊有球關節設計。目前已研發一

軸承關節型設計，可大幅提升Delta機器人壽命與

精度。

球關節型Delta機器人如圖十與圖十一所示，由

彈簧拉緊平行臂桿使球窩與球頭藕合，此種構造

在安裝上相當簡易，無需特別的工具即可進行臂

桿安裝及替換動作，對於機器人量產組裝或是零

件更換有相當大的助益。

軸承關節型機器人如圖十二與圖十三所示，關

節處由萬向接頭與斜角滾珠軸承所組成，並在軸

承處作預壓以消除軸承本身間隙，此種機器人結

構剛性較強，可大幅降低磨耗率，延長Delta機器

人的壽命與精度。

其詳細規格如表3所示。

(二)Delta機器人定位精度提升方案

Delta機器人為一種高速與高重現精度的機器

人，且因它並聯型架構的特性，使結構剛性與重

現性比起串聯型機器人更為優異，但就像其他機

器人一樣，手臂末端的定位精度表現皆不佳，因

此目前Delta機器人多使用於重視重現性之工作，

如物品取放、輕型零組件插件、物品排列…等單

調而重複的動作，但若要作如同工具機般之加工

作業，定位精度是首要解決之問題。

機器人與工具機在作動上最大的不同，在於工

具機可進行單線性軸校正，而不會與其他軸向耦

合，而機器人卻無法進行如此校正，因機器人受

到正向與逆向運動學影響，為非線性特性，故無

法單純以單軸校正而提升定位精度。

　　有鑑於機器人定位精度之重要性，PMC提出

         型式

   規格
球關節型Delta機器人 軸承關節型Delta機器人

φ行程 500mm 500mm
d行程 200mm 200mm

重複精度 ±0.03mm ±-0.02mm
負重 2Kg 2Kg
速度 5 m/s 5 m/s

修正前X軸定位精度

表3  Delta機器人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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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Y軸定位精度

修正後Y軸定位精度

修正後X軸定位精度

圖十四　Delta機器人初始定位精度

圖十五　Delta機器人修正後定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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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解決方案，藉由修正機器人運動學中的各項

參數，以簡單且迅速的步驟便可快速提升Delta機

器人之定位精度，使廠商在機器人出廠時能以最

快速且準確的校準確保機器人的精度。

下圖為PMC使用雷射干涉儀對自身研發之Delta

機器人進行量測，確認機器人原始定位精度，如

圖十四所示。初始定位精度量測完成後，使用提

升方案對機器人進行精度提升，並再次進行量

測，如圖十五與表4所示，可發現其定位精度以確

有顯著的提升，可證明此方案之有效性。

結論

PMC已成功開發出SCARA機器人與Delta機器

人，在規格與應用上皆能符合目前自動化產線上

之需求，此兩種機器人擁有高速且高精度之特

性，控制較容易，對於欲踏入機器人產業之業者

容易上手，可快速應用於產線中。PMC所開發之機

器人規格整理於表5中。

表4  Delta機器人精度提升前後比對表

表5  PMC研發機器人總規格表

未補償

X軸向位移(mm) Y軸向位移(mm)

絕對定位精度 1.046 1.477

雙向重現精度 0.026 0.031

單向重現精度 0.003 0.002

補償後

X軸向位移(mm) Y軸向位移(mm)

絕對定位精度 0.126 0.042

雙向重現精度 0.024 0.033

單向重現精度 0.002 0.002

機種 SCARA機器人 Delta機器人

型式 大負荷型 600mm型 1000mm型 球關節 軸承關節

行程

半徑=1200mm

Z=600mm

R=360。

半徑=600mm

Z=400mm

R=360。

半徑=1000mm

Z=400mm

R=360。

φ=500mm

d=200mm

速度 6 m/s 5.8 m/s 6.8 m/s 5m/s 5m/s

負重 40kg 10Kg 3kg 3kg

重現精度 ±0.2mm ±0.025mm ±0.025mm ±0.03mm ±-0.0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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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敏昌 / 大華科技大學機電工程系

水平關節機器人之
        H∞控制器設計
水平關節機器人之
        H∞控制器設計

一、前言

近代科學幾乎與數學的演進息息相關，控制領

域的發展亦是如此[1]。如1922年Minorsky研究能

自動操縱船隻航行的控制器，試圖從描述系統的

微分方程式來判定其穩定性。1932年Nyquist運用

開迴路系統對正弦波之穩態響應，判斷閉迴路系

統的穩定性。而頻率響應的方法中，尤以1940年

Bode所提出的波德圖，提供了準則設計出閉迴路

系統滿足需求的性能。1950年Evans的根軌跡也發

展成熟。隨機與非隨機系統的最佳化控制及複雜

系統的自適性控制於1960~1980年間亦蓬勃發展。

由於古典線性系統控制理論僅適用於單一輸

入及單一輸出系統（SISO），且控制器的調整需

視情況而訂，無法建立統一的標準程序來進行調

整。自1980年起以狀態空間為基礎的現代控制理

論皆醉心於 控制。此控制理論源自於日常生活

中對重量、長度、面積、體積、溫度、溼度、…

等等，普遍存在一種大小概念的延伸， 理論

把這種概念巧妙地運用到控制領域。使得我們不

僅能對SISO系統，也能對多輸入及多輸出系統

（MIMO）建立起統一的標準程序來設計控制器。

對系統降階（model reduction）、抗雜訊及參數韌

性（robustness）等問題，也提供了解決之道。

本文將探討 控制理論，從範數介紹到狀態空

間求解 控制問題。進而建立一套非線性動態系

統的控制技術，並運用到本校所研製的水平關節

機器人（圖1）。

二、範數

範數（norm）或賦數則是定義大小概念的專業

名詞，可被歸納出具備下列的特性:

1. 非負性（positivity）  

2. 正定性（positive definiteness）         則 x=0

3. 均勻性（homogeneity）對任意 皆有

4. 三角不等式（triangle inequality）

 

當此種衡量元素大小的概念廣義化後，則可運

用到更廣泛的範疇。但我們把討論的範疇界定在

線性空間（linear space），如果線性空間具備範

數則稱範數空間（normed space），如果此一範數

圖1 水平關節機器人

0x
0x

x x=

x y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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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具完備性則稱為巴納空間（Banach space），

如果巴納空間具有內積的結構則為希伯來空間

（Hilbert space）。

範數的制訂並非唯一的，如果將矩陣視為R2x2

線性空間的元素，仿效歐幾理德範數（Euclean 

norm），把相對映的行向量取內積值加成後開根

號。此範數稱為Frobenius norm。另一觀點是將矩

陣視為一運算子（operator），將向量x映射到另一

向量y，再取此兩向量範數比的最大值作為範數。

此種方式制訂的範數稱為誘導式範數（induced 

norm），是建立在其他範數的基礎上，有別於前

面是直接制訂在元素本身的範數。

                  （1）

如果以2-norm來誘導矩陣的範數，可得到下列結

果:

           （2）

2-norm誘導出來的範數具有下列幾何意義：

運算子A把位於X平面的單位圓映射到Y平面成

為橢圓形，橢圓形的長軸記為 ，橢圓形的短

軸記為 。觀察圖2則可理解矩陣的奇異值裂解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其意義是在輸出入

空間，選擇適當的單位正交座標系統，使矩陣在

此座標系統下A的表達式成為主對角線的形式，這

些值稱為奇異值(singular values)。換句話說，奇

異值的幾何意義就是橢圓形對原點的軸距。此種

裂解程序永遠存在，而且奇異值也必定是大於或

等於零的實數。因為 同等於求 或 的特徵

值，而 或 既然是對稱(半)正定的實矩陣，其

特徵值必為(半)正定的實數。根據定義，2-norm誘

圖2 範數的幾何意義

導出來的範數同等於取奇異值的最大值，故

                  (3)

式(3)隱含最佳化的概念，其直接的詮釋則是求

取與橢圓長軸外切的圓。 

 。               (4)

三、H∞控制器

控制是將各類控制問題轉化成圖3的標準結

構，再從穩定性控制器K中尋求使得閉迴路轉移函

數之範數小於1( )的次佳化解或達極小值

的最佳化解。

求解此控制器，當從參數化的穩定性控制器

開始 (稱Youla參數化[2])，運用左右互質分解

求出Desoer的參數化格式[3]後，轉成模型匹配

(model matching)問題。再藉由內外分解(inner-outer 

factorization) 轉成Hankel範數問題進而求解之[4-

6]。此頻率領域的求解過程充份展現複變函數及運

算子理論之美，但繁雜瑣碎的程序卻令人望而生

畏。

所幸，狀態空間的發展取得長足的進步。先有

Nett[7]提出狀態空間表示式的左右互質分解。繼之

Glover[8]闡釋Hankel範數於時間領域的意涵及狀態

空間計算。最終DGKF[9][10]提出劃時代的巨著:以

狀態空間求解 控制問題，澈底簡化了求解的複

雜性及困難度，提升 控制的實用價值。而本文

將引述[11]中的結果如下:

，    (5)

其中  ( 為長

矩陣; 為寬矩陣)， 為可穩定(stabilizable)， 

（ ） 為 可 偵 測 ( d e t e c t a b l e ) 。 且 對 所 有

圖3 控制系統標準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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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為滿秩(full rank)

矩陣。 

如果有X、Y滿足下列 Riccati 方程式：

且使得：

1. ，

2.                                                穩定矩陣

3.                                                穩定矩陣

則控制器K為：

               (6)

where

四、非線性系統控制器設計

基於水平關節機器人的特殊構造，垂直軸可分開

處理。而兩關節軸必需同時考量，因其所形成的平

面運動是耦合的動態系統。

 

       (7)

其中：

m22 ＝J2＋J3＋m3 （L2
＋2LL3  cosθ3）

m23 ＝J3＋J3＋m3 LL3  cosθ3

m33 ＝J3

h2 ＝-m3 LL3  sinθ3 3（2 3  ＋ 3）

h3 ＝m3 LL3  sinθ3 2
2

本校所研製之水平關節機器人具備表1的特性。

L為單節臂長，m2、m3及I2、I3分別為懸臂的質量及

轉動慣量，而L2、L3則為質量中心。

圖5描述水平關節機器人之系統方塊圖，具兩力

矩輸入 T2 , T3 及四個狀態 X2 ＝θ2 ，X3 ＝θ3 ，X5 

＝ 2 ，X6 ＝ 3 。其中 X2 及 X3 被引為輸出，分別

標記為 Z2  及 Z3 。

圖6為一典型的非線性系統控制器設計架構，可

視需求而設計出不同的控制器。為克服水平關節機
圖4  SCARA座標系統

表1  SCARA參數

註：L＝0.4m

i
im (kg)

iI (kg-m2)
iL (m)

2 7.413 0.2416 0.1784

3 4.94 0.1349 0.2068

圖5 水平關節機器人系統方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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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衍生之擴增系統待解如下：

(11)

  

運用狀態空間求解式(11)則得 控制器K，而K

之狀態空間矩陣為 Ak, Bk, Ck, Dk,，將之與前述的狀

態回饋線性化結合，則得 合成控制器，其系統方

塊圖描述於圖8。

回饋線性化結合，則得 合成控制器，其系統

方塊圖描述於圖8。

五、模擬

運用Simulink建立模型(圖9)，其最上層為目標系

統(target system)，下一層為水平關節機器人動態

系統(SCARA dynamics)，再下一層為狀態回饋線性

化(state feedback linearization)，最底層則配有兩

組 控制器。

根據ed 及eu 選取兩種不同設定值解得 控制器，

器人的非線性動態系統，本控制器的設計是由狀

態回饋線性化(state feedback linearization)與 控

制器兩者結合而成，故稱 合成控制器。

權且列舉一例題用以闡述此設計方法，本文擬

設計一控制器使得受控系統能展現出如同式(8)的

二階動態系統：

                          (8)

其中 。

其方法是先定義一控制器完成狀態回饋線性

化：

                 (9)

其中△＝J2 J3＋m3 J3 L
3
  -m3

2L2L2
3cos2 θ3  。

式(9)將原非線性系統(7)轉化成為(10)之線性系

統：

                           (10)

緊接著將(8)視為目標系統(target system)，制訂

一 系統追蹤控制問題(圖7 )使得系統(10)之各軸

達成目標系統追蹤。

圖7  系統追蹤控制

     

圖6 非線性系統之 合成控制器

圖8  合成控制器系統方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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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系統的輸出皆趨向設定的300、600，而受控

系統的輸出則存在偏量誤差。如果降低權重參數ed 

及eu ，可調升系統靈敏度及放寬輸入能量的限制，

此時會有較佳的性能表現。Case2則在呈現此一效

應。

Case2：當ed = eu = 0.01，  控制器之狀態空間

矩陣為

                (13)

      

而步階響應顯示於圖12、13。

當ed 及eu調降，意味著調升系統靈敏度並允許

增加輸入能量，此時系統的性能表現是獲改善(圖

12、13)。但亦不能無限制的調降權重參數，因

為系統的輸入力矩原本就有限，且系統靈敏度調

升，將伴隨的負作用是抗干擾能力變小。

再分別輸入300、600的步階信號於θ2及θ3並觀察目

標系統與受控系統的時間響應藉以驗證此設計方

法的有效性。

Case1：當ed = eu = 0.01，  控制器之狀態空間

矩陣為

       

 (12)

而步階響應顯示於圖10、11。

圖9  Simulink系統模擬

圖10  Case1之θ2步階響應

圖12 Case2之θ2步階響應

圖11  Case1之θ3步階響應

圖13  Case2之θ3步階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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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觀察圖10、11、12、13的步階響應，顯示 合

成控制器在發揮功效，以致機器人動態系統輸出

確實追循目標系統而走。其中ed 及eu為權重參數，

具調節靈敏度及限制輸入能量的功能。當ed 及eu 

調降，意味著調升系統靈敏度並允許增加輸入能

量。反之，當ed 及eu調升則降低系統靈敏度並抑制

輸入能量。

 控制提供了統一的標準程序來設計控制器。

藉由系統方塊圖整理，再搭配權重函數的調整，

則可處理系統降階、抗雜訊及參數韌性等問題。

但要留意系統靈敏度增加，就會降低系統穩定

性，故設計上常需選取一最佳的折衷方案。

本文探討 控制理論，進而建立一套非線性動

態系統的控制技術，並運用到本校所研製的水平

關節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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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器人產業常有名詞 ★

「垂直多關節機器人」

articulted robot

多關節機器人，肘節式機器人，

六軸機器人

英文原文

其它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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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侑倫 / 工業技術研究院

搬運機器人市場應用趨勢搬運機器人市場應用趨勢

前言

自動化機器人在工廠端應用場合相當繁多，舉

凡焊接、噴塗、搬運、組裝、包/拆裝、上下料、

切割等，其中自動搬運機器人(或稱無人搬運車，

Automated Guided Vehicle，簡稱AGV)在過去30年

來於汽車產業已應用相當成熟，隨著中國大陸汽

車產銷總量自2009年躍居全球之冠後，帶動自動

搬運機器人產品需求大增，再加上大陸製造業面

臨工資成本遽增與勞動力短缺等問題，使物料搬

運自動化需求更擴及至其他產業，市場需求備受

期待。

市場現況與潛力

近年來，勞工權益意識逐漸抬頭，勞工成本

調漲加上缺工效應，兼具品質穩定且高生產效

率之自動化設備需求快速提升。依據GIA(Global 

Industry Analysts)研究報告指出：2015年全球物

料搬運系統市場規模將達980億美元，主要成長

動能來自於生產單位導入自動化以及發展中國家

的需求提升。另依據Global Automated Material 

Handling Industry 市場調查報告明確列出，2011

年全球AGV產值為8.69億美元 (2016年達到13.24

億，年複合成長率8.8%)，而同步於國際機器人協

會（IFR）2012年統計報告顯示：物流系統相關自

動搬運機器人2010年產值約1.07億美金，更預估

2011~2014年間產值將達6.35億美金；美國物料搬

運產業協會顯示2011年AGV銷售數量為930台，產

值約1.08億美元，較前一年成長約25%；而中國大

陸部份雖無具體針對AGV產品的市調數據，但許

多數據驗證著大陸的機器人產業正在蓬勃發展階

段，IFR預測到2015年，中國機器人市場需求將成

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市場。以上資訊顯示自動化相

關搬運需求上在成長階段，若未來無人搬運車成

本具競爭優勢，可取代人工搬運的功能，將具有

相當大的成長空間。

終端市場應用趨勢

由於產業勞動力結構的質變，使得自動化搬運

系統的需求日益漸增，且遍及各產業，其中雖以

勞力密集產業的需求量為最大宗，但也有技術密

集的產業與服務業為迎合未來趨勢，而創造出自

動化搬運需求，以下本段落將分析各個產業目前

的運作現況，以及未來對於搬運機器人系統需求

的期待。

◎汽車產業

隨著全球汽車消費市場板塊逐漸轉移，美國在

金融海嘯過後正處於緩慢復甦中，而歐洲正陷入

歐債危機處理過渡期，全球汽車市場消費力道正

轉向積極成長的亞洲地區。過去中國汽車業發展

十分迅速，自2000年以來已增長了10倍多，而

2013年中國將取代整個歐洲，成為世界最大汽車

生產地。汽車業乃是AGV應用的指標性產業之一，

由於早期豐田式生產管理之低成本、高效率、高

品質等生產目標在業界已蔚為潮流，其中及時供

料(Just in time)原則即是汽車生產流程中導入AGV

的主要關鍵，以國內某汽車製造廠為例，其年產

約17萬台汽車，共導入約近80~90台AGV數量。依

據ITIS產業評析報告指出：占有市場90%的前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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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製造商（含中國大陸當地製造商）都面臨產

能不足的問題，因此，全球汽車大廠近年來在中

國大陸的佈局均以擴充產能為首要目標。而以中

國大陸市場使用現況來看，汽車製造廠導入AGV

配合生產時間平均約在3年以下，且整體數量尚

在起步當中，主要原因為：生產線當導入新系統

時需經過不斷的測試與驗證並估算其效益後，才

會於新生產線或擴廠時大量導入使用，另一則是

工資上漲幅度的壓力使得業者不得不導入自動化

搬運，若以中國大陸年產量約1900萬台的規模，

AGV在中國大陸的需求量將備受期待。

◎電子代工服務產業

電子代工服務(EMS)廠是AGV新興市場中最為

競爭之地，過去的電子代工廠是高度勞力密集且

重視成本的產業，但由於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使

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和供給的下降，使得該產業

影響甚鉅。以全球代工龍頭的富士康為例，2011

年宣稱要把單調重覆的工作交給機器人、把人力

移轉到更大附加價值上，預估三年後將上看百萬

台，此信號雖僅屬宣示性意義，但確切顯示代工

龍頭以承受不了成本遽增的壓力鍋。由於EMS大廠

的單一廠商需求量大，以一個二線的EMS廠就有數

百台需求量的規模，因此EMS廠在評估初期會考

量自製策略，但由於AGV在其他產業應用屬成熟

產品，再加上近兩年的需求量更大增，因此供應

商（包含新進入者）在激烈競爭下，價格日漸下

滑，當然不時亦有搶市占的削價競爭態勢出現。

而此現象對於自製AGV使用者來說，將面臨策略上

的抉擇，以某國際EMS大廠為例：自製AGV之成本

與採購AGV之成本相較來看其比值為0.8，但如果

加上研發風險、時間成本、機會成本以及維護成

本來看，整體效益將不如直接採購。

◎印刷電路板產業

印刷電路板(PCB)是所有電子產品最不可或缺的

關鍵零組件，且與終端產品息息相關，台灣印刷

電路板產業發展已超過30年，包含軟板、硬板、

以及IC載板等產品，在全球產業供應鏈扮演重要

的地位。隨者終端可攜式消費電子產品趨向輕薄

化，功能多樣且複雜，從技術的層面來看，就是

單一元件的接點腳座數增加，因此即有所謂的高

密度連接板(HDI)技術需求。由於近幾年智慧型手

機（Smartphone）、超薄筆電（Ultrabook）以及平

板電腦(Tablet)成長趨勢明顯，國內台商有多家大

廠看好HDI技術應用未來市場需求，自2010年起開

圖1. 汽車產業泛用低床型AGV

（圖片摘自日本愛知機械官方網站）

圖2.為電子產業最常見之台車式AGV

（圖片摘自大陸昆山易控自動化官方網站）

圖3. PCB產業多為輕量型AGV且可搭載特定載具

（圖片摘自美國ADEPT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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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積極擴增產能，並同步於大陸佈局，掀起PCB廠

一波HDI擴廠熱。而HDI製程中，環境的灰塵污粒

會是影響元件良率的關鍵因子，除在無塵室生產

外，還需考量避免有人工作業的製程。以現在的

製程來看，元件製作因製程複雜，多數未規劃整

線全自動化，製程工站之間還需依賴人力搬運，

近兩年國內幾家大廠皆開始陸續導入AGV產品，且

趨勢走向在狹載製程空間規劃高智慧化的搬運機

器人，此趨勢將在該產業漸漸蔓延。

◎醫療業

醫療產業導入自動化目前全球尚屬新興應用市

場，背後推向此趨勢主要有兩個動力，根據中華

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指出，目前護理環境凸顯的

問題，包括文書庶務作業煩多，約2成非護理工作

是由護理人員執行，甚至有許多醫院未配置專職

人員，許多庶務性的無價作業(如檢

體/病歷/文件資料運送)，皆依賴護理

人員兼顧。另一個市場趨動力在於先

進國家的應用趨勢，特別在歐洲與美

國地區，許多醫院導入搬運機器人用

以運送病人的餐食、衣物、醫院垃

圾、病床和藥品和消毒物品等，甚至

能進行樓層間的傳送。而亞洲地區目

前僅有新加坡、日本、臺灣和大陸等

地區有少數零星案例。這樣的物流傳

輸系統可以提高醫院運作效率，優化

流程，且控制成本，並在特定應用還

可以降低人員感染之風險。

台灣面臨的挑戰與法人單位的角色

台灣在AGV產品雖有多年使用經驗，但當時的

時空背景造就市場規模太小，未能吸引台灣廠商

投入發展，因此未能在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

現今產業鏈已走向全球化趨勢，產品策略不再僅

是在地市場的思維，面臨未來中國大陸與新興應

用市場未來強大的需求動能，法人單位亦試圖藉

過去在智慧機器人累積的研發能量，解決國內廠

商面臨的困境。目前AGV部分關鍵模組仍被日、美

等先進開發國家所掌握，導致國內業者投入AGV產

品開發關鍵模組仍需依賴進口，競爭優勢盡失。

工研院過去兩年來已逐漸突破關鍵模組的技術瓶

頸，成功掌握全國產零組件之關鍵技術，並陸續

輔導國內業者進行AGV產品應用開發，以迎合終端

市場強大的需求，如下圖所示。

結語

由於全球製造業之勞動生產力出現了結構性的

轉變，這個趨勢造就了一個成熟產業再次興起了

市場動能，台灣過去未能在該產業中扮演關鍵角

色的機會，而現今工研院藉過去在智慧機器人累

積的研發能量，已能迅速將國內業者重新拉回戰

場，面臨中國大陸市場以及新興產業應用的需求

動能，台灣在產業供應鏈中將不再缺席。

圖4. 醫院使用AGV用於搬運衣物並進行跨樓層之

案例（圖片摘自瑞士Swisslog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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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2012年台灣工業用機器人
進出口產值分析

依據國際貿易局進出口貿易資料，統計2012年

台灣地區未在其他部份載明或包括之工業機器人

(847950)進出口產值，由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

協會(TAIROA)統計分析如下：

2012年受到歐債危機加深、中國大陸經濟成長

趨緩、美國經濟不如預期致使影響全球整體經濟

成長速度表現不佳，除部分幾項3C產品(如智慧型

手機、平板電腦)保持成長外，大多消費性產品都

呈現衰退，中下游產品市場衰退，上游的機械設

備製造自然無法倖免(資料來源：ITIS，2012機械

產業回顧與展望-葉錦清，2012-11-13)。

2012年台灣工業機器人出口總值為7千510萬美

元，較2011年衰退10%，由圖1顯示第一季出口

產值維持成長，第二、三季相較於去年同期呈現

衰退，至第四季逐漸回升，2012年12月的成長幅

度為整年度最佳，由此趨勢2013年的第一季出口

值將有望回溫，但須持續關注日圓貶值政策的影

響。

2012年台灣進口工業機器人的總金額為7千575

萬美金，較2011年減少約33%，除2012年4~5月

進口值成長外，其餘皆呈現大幅度的滑落，顯見

2012年歐債危機對於全球整體經濟影響甚鉅，台

灣設備採購需求也因此緊縮。

由圖2顯示 2012年台灣出口工業機器人數量約

為16萬6千台，相較於2011年的出口數量1萬8千

台，成長激升802%，差異性主要集中在第一季

1、2月，第四季的成長大幅增加，顯示出口市場

有逐漸回溫的現象。2012年台灣總進口量為3,374

台，相較於2011年3,910台降低13.7%，其中3月高

達598台，進口數量增加232台，之後進口數量大

多都呈現降幅趨勢，直到12月才有些微提高。

表一顯示2012年出口工業機器人最多區域為

亞洲地區，出口值為5千885萬美金，佔台灣出口

總值約78%，相較於2011年的6千47萬美元減少

2.68%。其中以對中國大陸出口值為2千873萬美

金，相較去年3千96萬美元減少7%，仍為台灣第

一出口地區。亞洲地區以泰國成長204%最多，出

口值達358萬美元排名為第五；越南、印尼因外

資投入工業開發使其經濟強勁成長，設備需求隨

之增加，台灣對其出口金額也大幅提升，未來的

發展性指日可待；香港、新加坡、日本、馬來西

亞等國也有顯著成長，由此可看出今年亞洲地區

發展較為穩定。除上述外，以色列、土耳其、荷

蘭、巴西、阿根廷受到政府推動工業發展政策實

施之故仍有穩定成長的走勢。

2012年台灣出口工業機器人數量仍以亞洲地區

居冠，透過表一與表三可知主要以印尼與中國大

陸占列第一、二名，最為特別的為印尼成長率暴

增至725,457%，中國大陸略為增加2.6%，越南、

俄羅斯在2012年購買工業機器人數量比率相較於

2011年也呈現大幅成長之勢，雖數量不多，但值

得密切關注其國家經濟發展方向。而歐洲地區對

於工業機器人的需求，在2012年與2011年都呈現

負成長，下降約65%，主要因為中國整體經濟成長

趨緩，歐債問題亦仍未完全解決，亦造成在工業

機器的需求量銳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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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011年與2012年台灣進出口金額月份統計圖

資料來源：國際貿易局

圖2：2011年與2012年台灣進出口數量月份統計圖

資料來源：國際貿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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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二2012年台灣進口工業機器人，第一大進

口地區依舊為亞洲，約占總進口金額84.5%，依序

排列下來是歐洲、北美洲、其他、中美洲及大洋

洲。日本則為台灣進口工業機器人最大國，進口

金額達4千621萬美元約佔總進口金額61%。向中

國大陸、馬來西亞、新加坡進口的工業機器人需

求也呈現正向成長，中國大陸已成為台灣工業機

器人設備進口第二大區域，此外，從瑞士進口工

業機器人金額達68萬美金，成長最為明顯約高達

19,254%。

2012年台灣進口機器人數量最多為亞洲區域，

數量達2,939台工業機器人，較去年增幅6.4%，其

中以日本進口量最多有2,228台佔進口量約76%，

幾乎所有進口設備皆來自日本。其次中國大陸及

越南，不難看出中國大陸與越南在工業機器人產

業上的發展有越來越蓬勃之勢，尤其是中國大陸

在2012年為了加快製造產業的轉型升級，推動不

依賴廉價勞動力的高附加值產品生產，對於進口

工業機器人給予零關稅的優惠，通過加緊引進海

外產品來推動產業升級，及從國外大量的技術引

洲別
2011年 

出口金額

2012年 

出口金額

增減比 

(%)

2011年 

出口數量

2012年 

出口數量
增減比(%)

總額 84,105,936 75,104,944 -10.70 18395 165987 802.35

亞洲 60,473,680 58,851,562 -2.68 7,689 160,959 1,993.37

歐洲 14,120,391 6,580,639 -53.40 9078 3209 -64.65

北美洲 5,161,089 4,587,245 -11.12 1,103 1,399 26.836

中東及近東 2,050,727 2,842,404 38.61 223 224 0.45

南美洲 913,015 1,312,090 43.71 186 120 -35.484

大洋洲 430,766 814,587 89.10 56 51 -8.93

中美洲 437,272 67,189 -84.64 22 8 -63.636

非洲 518,996 49,228 -90.52 38 17 -55.26

洲別
2011年 

進口金額

2012年 

進口金額

增減比 

(%)

2011年 

進口數量

201年 

進口數量

增減比 

(%)

總額 112,881,792 75,755,374 -32.89 3910 3374 -13.71

亞洲 89,251,051 63,977,185 -28.32 2762 2939 6.41

歐洲 19,732,675 9,554,803 -51.58 367 253 -31.06

北美洲 3,581,378 2,054,166 -42.64 725 136 -81.24

其他 305,011 131,305 -56.95 55 44 -20.00

中美洲 --- 33,084 --- --- 1 ---

大洋洲 --- 4,831 --- --- 1 ---

中美洲 437,272 67,189 -84.64 22 8 -63.636

非洲 518,996 49,228 -90.52 38 17 -55.26

表一：2011年及2012年台灣出口地區別進口金額/數量統計(單位：美金；台)

資料來源：國際貿易局

資料來源：國際貿易局

表二：2011年及2012年台灣進口地區別進口金額/數量統計 (單位：美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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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2012年台灣出口工業用機器人國家別平均單價比(單位：美金；台)

資料來源：國際貿易局

代碼 中文名稱 名次 金額(美元) 比重(%) 數量(MIX) 平均單價

總額 全球_國別 --- 75,104,944 100 165,987 452.475

CN 中國大陸 1 28,738,119 38.264 3,478 8,262.83

HK 香港 2 8,497,627 11.314 1,666 5,100.62

SG 新加坡 3 6,004,127 7.994 887 6,769.03

US 美國 4 4,433,270 5.903 1,390 3,189.40

TH 泰國 5 3,589,620 4.779 390 9,204.15

KR 韓國 6 3,521,705 4.689 196 17,967.88

JP 日本 7 3,393,728 4.519 762 4,453.71

DE 德國 8 3,167,509 4.217 2,239 1,414.70

MY 馬來西亞 9 1,699,387 2.263 688 2,470.04

IL 以色列 10 1,285,504 1.712 129 9,965.15

VN 越南 11 1,169,219 1.557 233 5,018.11

NL 荷蘭 12 1,094,916 1.458 49 22,345.22

PH 菲律賓 13 814,018 1.084 45 18,089.29

AU 澳大利亞 14 813,248 1.083 49 16,596.90

TR 土耳其 15 792,879 1.056 57 13,910.16

FR 法國 16 752,939 1.003 248 3,036.04

ID 印尼 17 674,105 0.898 152,367 4.424

BR 巴西 18 568,793 0.757 83 6,852.93

IN 印度 19 465,990 0.62 234 1,991.41

AR 阿根廷 20 337,764 0.45 17 19,868.47

進，使得工業機器人發展較快速，呈現出口與內

銷兩旺的局面。(資料來源：2012年中國大陸智慧

製造裝備發展分析，國際商情網、安川電機將在

華年產工業機器人1.2萬台，日經中文網)

由表三顯示，台灣出口工業機器人平均一台單

價為美金452.475元，與2011年整年度出口平均單

價美金4,572.22相比有顯著差異性，主要落差在

於1至2月份台灣出口至印尼的工業機器人數量為

152,367台，占2012年台灣所有出口量約92%，每

台工業機器人平均單價為4.424美元，只是從海關

資料卻無法直接反應出印尼購買的是何種類型產

品，對於分析上有相當的困難度，也較難確定差

異的實際狀況。若排除印尼來看，台灣在全球國

家別的平均單價為5,540.527美元，相較於2011年

平均單價來看是有提昇的，由此可見台灣在工業

機器人的製造品質是逐漸進步，且平均單價有逐

年增高之趨勢，唯有增加高單價比的市占率才能

提昇工業機器人產業發展的效益。從國家別平均

單價比來看，台灣出口平均價格最高的為荷蘭，

每台約為22,345.22美元，折合台幣約為65萬，其

次為阿根廷、菲律賓、韓國、澳大利亞、土耳其

等，平均單價都超過1萬美元，顯見台灣設備在這

些國家的性價比頗高。

由表四顯示台灣進口工業機器人平均單價為

22,452.69美金，是出口平均單價約50倍，主要是

印尼地區影響台灣整體的出口平均價位，造成進

出口平均單價比落差大，其次國內應用工業機器

人之產業對於高精度及多軸機器人需求較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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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中文名稱 名次 金額(美元) 比重(%) 數量(MIX) 平均單價

總額 全球_國別 --- 75,755,374 100 3,374 22,452.69

JP 日本 1 46,208,593 60.997 2,228 20,739.94

CN 中國大陸 2 8,005,767 10.568 507 15,790.47

DE 德國 3 4,780,771 6.311 111 43,070.01

KR 韓國 4 3,859,192 5.094 20 192,959.60

VN 越南 5 3,240,772 4.278 137 23,655.27

MY 馬來西亞 6 2,456,155 3.242 10 245,615.50

SE 瑞典 7 2,081,335 2.747 62 33,569.92

US 美國 8 2,054,166 2.712 136 15,104.16

FR 法國 9 1,632,915 2.156 46 35,498.15

CH 瑞士 10 685,517 0.905 10 68,551.70

GB 英國 11 159,322 0.21 7 22,760.29

SG 新加坡 12 136,703 0.18 5 27,340.60

ZZ 其他國家 13 131,305 0.173 44 2,984.21

DK 丹麥 14 83,613 0.11 5 16,722.60

IT 義大利 15 79,446 0.105 8 9,930.75

TH 泰國 16 67,488 0.089 31 2,177.03

VG 英屬維爾京群島 17 33,084 0.044 1 33,084.00

AT 奧地利 18 31,568 0.042 1 31,568.00

PL 波蘭 19 19,980 0.026 1 19,980.00

AU 澳大利亞 20 4,831 0.006 1 4,831.00

HK 香港 21 2,515 0.003 1 2,515.00

NO 挪威 22 336 0 2 168

資料來源：國際貿易局

表四：2012年台灣進口工業用機器人國家別平均單價比(單位：美金；台)

多屬高單價之產品。從進口平均單價來看，台灣

進口價格最高為馬來西亞高達24萬美金以上，次

高的是韓國，其平均單價也達19萬美金左右，有

待持續觀察。

與2011年進口平均單價28,870元美金相比，

2012年下降約22%，這對台灣來說是一件好事，

分析原因有2 點，其一因為經濟景氣關係，造成

廠商競爭激增，願意降低價錢以獲得訂單，其二

台灣開始發展機器人整機，使得台灣議價空間加

大，相信台灣推出自有品牌產品後，進口工業機

器人之價格將更具有議價空間。

當經濟不景氣失業率攀升同時許多工作找不到

適當的人力來執行，都將促使各國積極發展自動

化生產，此一現象在台灣及大陸都積極投入，中

國大陸於四月成立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可看出

大陸在機器人領域的積極度，機器人與自動化時

代來臨，台灣有其發展優勢但必定要加快腳步，

以在此一趨勢下佔有先機。

★ 機器人產業常有名詞 ★

「水平多關節機器人」

SCARA(Selective Compliance 

Assembly Robot Arm or Selective 

Compliance Articulated Robot 

Arm.)

特定軸順應型式多關節機器人，

SCARA機器人

英文原文

其它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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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由微觀到宏觀––從企業看產業發展

2013第一季全球機器人產業現象

IFR(國際機器人聯盟)會長Shinsuke Sakakibara回

顧2012年全球機器人市場，估計工業用機器人總

裝置量超過160,000台，即使2012年的全球景氣仍

屬疲軟，但機器人的銷售成績幾乎和2011年的最

高水準一樣，其中又以北美地區對自動化的需求

強烈，美國購買的機器人總數持續增加。

以下為幾家全球具代表性的機器人廠商或公協

會組織針對2012年的市場概況及對2013年市場的

展望提出看法：

◆ 美國自動化協會理事長Jeff Burnstein-- President 

of Robotic Industries Association, the North 

American trade group

　 2012對北美機器人產業是創紀錄的一年，尤其

是來自各個領域消費市場的生產推動需求，因

此我們更看好2013年，尤其是針對中小企業的

自動化與機器人需求。

◆ ABB總裁Per Vegard Nerseth-- Head of ABB 

Robotics, Switzerland

　 由於2012年歐洲經濟發展面臨不確定的狀況，

本區的機器人銷售較2011年衰退，但同時來自

亞洲的強勁需求補平了歐洲的衰退缺口。

◆ KUKA CEO Manfred Gundel-- CEO KUKA Roboter 

GmbH

　 KUKA機器人可以廣泛的運用在非常多的產業，

在2012年仍舊居於市場的龍頭地位，預期機器

人產業將會在未來的50年內持續成長。

　 未來會有越來越多可以操作簡單上手的機器人

設備，適合中小企業使用。KUKA目前正擴張

德國的產能，同時也預計在新興國家興建組裝

廠。

◆ FANUC歐洲區總裁Olaf C. Gehrels-- President 

FANUC Europe

　 FANUC整併了歐洲地區FANUC of Robot, CNC 

and Robomachine這三個單位，將大幅增強

FANUC在歐洲地區的競爭力。

◆ Kawasaki Yasuhiko Hashimoto--Associate 

Director, General Manager of Robot Division, 

Kawasaki Heavy Industries, Ltd., Japan

　 2010~11年亞洲地區的強勁需求延續到2012，

但歐洲地區的需求疲弱，此外，來自半導體生

產設備的需求大幅降低。

◆ Enrico Krog Iversen, CEO, Universal Robots, 

Denmark

　 在2012年UR在歐洲地區的銷售持續增加，也成

功的打進美國市場，今年(2013)我們預計釋出

最新版本的人機介面軟體，這將會讓我們的輕

型機器人在使用上更簡單好用。

資料來源：I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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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停車場入出口控制發展，早期以單晶片控制

為主，但因功能日漸繁雜，需多額外裝置不斷加

入，導致功能上無法滿足開發快速之需求，故目

前大部分以PC Based的控制器作為主要控制器，

因PC Based可以處理大量而且很複雜之運算，且

Coding 較於一般單晶片來說更為簡單。DSP晶片除

了數位訊號之處理外，近期也發展包含微處理器

之功能，使其應用範圍擴展，不管在生物醫學、

汽車、機器人與工業控制上，都可看到其應用[1，

2]。

目前停車場業的控制上，PC在入出口裝置的控

制發展已經非常常見，但是PC控制器有價位高以

及穩定性較低的缺點，當車道數量過多時會增加

停車場的建置成本，穩定性低則會增加安裝完成

後之維修人力成本，這些違停車設備業當前須解

決之課題。

李昭龍 / 金屬中心  能源與精敏系統設備處  
馮玉麟 / 金屬中心  能源與精敏系統設備處  
蔡明岳 / 金屬中心  能源與精敏系統設備處  

二、DSP控制器簡介

目前應用於停車場入出口設備的控制器種類有

兩種，第一是穩定度高的單晶片控制器;另一種是

處理複雜流程PC-Based 控制器。本文使用DSP控

制器，是介於單晶片控制器與PC-Based控制器間

的另一控制器，包含單晶片執行的穩定度，與PC-

Based的靈活運用。單晶片執行的穩定度非常高，

但對於設備動作流程的修改與運作容量有很大的

限制。PC-Based 的控制器卻有穩定度不如單晶片

之缺點。針對以上之幾點，開發出另一套以DSP晶

片為主之控制器，來解決PLC與PC-Based控制器之

缺點。

DSP嵌入式控制器(圖1)以DSP晶片作為控制器

主要核心，配合上周邊之晶片如SRAM、FLASH、

LAN、R232、RS485、ADC、DAC、RTC等，如圖

2。

SRAM功能為存放執行指令與資料，Flash功能

為儲存執行指令，用於斷電後保存程式。LAN、

DSP分散型控制器於停車

場入出口設備之應用

DSP分散型控制器於停車

場入出口設備之應用

汽車持續成長現象一直是各開發中國家必須面對的相同問題，自1977年到2009年，台灣地區人口成

長近40%，而自用小客車持有數近34倍，停車已成了目前國人每天必須面對的民生問題。本應用的目的

在於開發一個停車場通用之嵌入式的硬體控制裝置，主要以Dital Input/Output、Analog Input/Output 為系

統主要控核心，搭配Rs232、RS422/485與RJ45通訊與其他的硬體通訊組合而成。而在系統軟體程式設

計方面，透過一圖形化的邏輯設計語言(如Lab-View、Ladder  Diagram等)進行開發動作，降低學習嵌入式

系統開發學習難度，並可透過各種邏輯運算圖形有效建置公司的停車場系統的Domain Know-how。

關鍵字：分散式、DSP、控制器、停車場、Ticket Dispenser、Lag Time Reader 、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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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32、RS485用於通訊，ADC、DAC用於訊號轉

換。

DSP控制器運作以TimeChart (TC)為執行單位，

每個控制器中最多有1024個TC，執行方式由第

一個TC開始，執行到最後一個TC後再回到第一個

TC，如圖3。

每個TC中，包含8個「輸入條件」、4個「條件

成立輸出」、 4個「條件不成立輸出」、 2個「條

件成立網路主動輸出」、 2個「條件不成立網路主

動輸出」，如圖4。

圖1 DSP控制器與停車設備

圖2 DSP控制器架構

圖 3 TimeChart執行順序

圖4 TimeChart架構

TC1 TC2 TC3 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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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原理為檢查該TC中的輸入條件，做AND/OR

運算，運算出輸入條件的結果執行為True，執行

4個條件成立輸出，執行2個條件成立網路主動輸

出，反之如果為False，執行4個條件不成立輸出，

執行2個條件不成立網路主動輸出。可運算的變數

有下表1。

DSP控制器程式撰寫分為兩部分，第一是流程編

輯，第二是周邊裝置通訊程式撰寫。流程編輯是

藉由圖形化編輯介面(圖5)，將控制器動作流程以

流程圖方式編寫，由拖拉元件->設定屬性->拖拉連

接線->網路傳送圖6，完成後控制器就會依照流程

執行。

周邊裝置通訊程式撰寫需針對特殊的通訊，介

於流程控制與抽象層之間，可簡化於流程中撰寫

通訊不易的困擾，如圖7。

針對DSP控制器、PC-Based控制器、單晶片控制

器之功能做比較，如表2，以應用方向來說，如果

需要複雜的控制運算，選擇PC-Based控制器，如果

只做DI/O、AI/O控制，可選擇DSP控制器或單晶片

控制器，如果控制器連接裝置須作客制化，可選

擇DSP控制器或是PC-Based控制器。DSP除了複雜

運算無法勝任之外，其他應用皆無問題。

在控制器的選擇上，除了功能是否能達成，

另一個考量的方向就是成本問題。以規格DI16/

DO16/AI8來說，DSP控制器價格為最便宜，PC價

格比DSP控制器高約30%，單晶片價格比DSP控制

器約低20%，但針對停車場普遍客製化之情況，考

圖5 圖形化流程編輯軟體

代號 大小 數量 說明

DI 1 bit 16 數位輸入

DO 1 bit 16 數位輸出

M 1 bit 512 內變數

AI 12 bit 16 類比輸入

AO 12 bit 4 類比輸出

Word 16 bit 32 內變數

DW 32 bit 32 內變數

Timer 16 bit 8 計時器(100ms)

HTimer 16 bit 8 計時器(10ms)

Counter 16 bit 8 計數器

N 1 bit 16 網路變數

DT 32 bit 32 日期變數

表1 DSP控制器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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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後續動作流程修改、維護的方便性，反而以DSP

控制器更為便宜。對於錙銖必較的停車場設備而

言，成本花費可大幅減少。

DSP控制器採用的通訊界面為標準TCP/IP通訊，

並採取事件驅動方式，當設定之條件達成時，控

制器自行發出資料。擷取的資料可透過現有之網

際網路傳到中控主機，以進行車輛進出場時間至

紀錄、作為計費之標準與車輛進出之統計數據。

三、案例介紹

1.公司導入前現況

導入系統之廠商為製造國內知名停車場設備

業者，導入之設備為PC Based 的入出口設備，

入出口設備控制的裝置包含感應線圈、柵欄

機、定期卡讀卡機、臨時卡發卡機、語音卡等

裝置。導入前所有控制皆由PC Based做控制，

圖7 驅動程式裝置層位置

不但產品成本高，且容易因系統過熱等環境影

響而造成當機，後續須人員進行維護。另外對

於客製化的部分，開發人員須針對改場地的需

求進行程式改寫，嚴重影響新產品之開發。

2.導入架構與邏輯

系統導入設計有幾個主要方向：

功能 DSP PC 單晶片 說明

穩定性 佳 尚可 佳
DSP、單晶片無OS、

病毒、其他軟體干擾

執行可

預測性
佳 低 佳

D S P 單 一 T I M E 

CHART 30μs

PC無法正確預測

邏輯

運算
尚可 佳 差

PC適合複雜繁重之

運算

開發

時程
短 長 長

DSP以拖拉方式完成

邏輯控制設計，可立

刻透過網路傳送到

DSP控制器

耐用

程度
高 中 高

PC因包含較多的元

件如硬碟、風扇，易

產生高熱而導致耐用

度低

周邊

連接性
高 高 中

DSP與PC可針對不同

之通訊開發DRIVER

圖6 流程編輯方式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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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P控制器導入:取代PC Based 控制器，降低

成本提高穩定度。

•開發周邊裝置驅動:開發中介韌體層驅動韌

體，可讓流程控制裝置動作。

•狀態回傳:包車輛進出狀態、周邊動作狀態，

以及錯誤自我診斷。

系統架構規劃如圖8，以DSP控制器為主要控

制核心，分別執行下列項目：

•與周邊裝置之訊息傳遞與控制。

•執行本身車輛入出廠之管理邏輯。

•與中控電腦通訊，回報目前之進出車輛、周

邊狀況、錯誤訊息等。

3.導入成效

將原本PC based 控制器更換成DSP Based 控

制器後，經實測之後，有下列成效：

•系統穩定性增加：系統穩定度因減少PC based 

的POWER、硬碟等裝置，減少受環境如溫度

濕度的影響，系統穩定度提升約20~30%。

•設備成本降低:由PC控制器換成DSP控制器，

成本約減少30%，大幅提升設備的競爭力。

•維護成本降低:系統設備由龐大的PC Based改

為精簡的電路板裝置，減少因為零件故障而

產生的維修問題，並可透過遠端監視，減少

人員出勤維修之時間。

•新停車場導入客製化需求時程縮短:客製化需

求可由導入人員依照客戶需求立刻修改執行

流程，而不須再經由研發人員修改，減少導

入時間以及研發人員之負荷。

四、結語

降低成本是在停車場設備業的一項重要課題，

DSP控制器提供一個價格更低、整合性更強、耐候

性佳、執行穩定度高之控制器。DSP控制器應用於

停車場入出口設備可提供完整的車輛進出與設備

控制雙向的資訊傳遞，可提供中控電腦最新最即

時的車輛進出狀態。

未來停車場勢必會往1.快速停車資訊流通、2.先

進停車導引系統、3.結合小額付費系統發展。本應

用利用網路通訊傳遞停車資訊、更可結合各種付

費裝置作為停車場進出管理之控管，未來之應用

勢必無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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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國為因應發展中國家廉價勞力供應導致傳

統產業的搬遷，發展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勢在必

行，除了產製具高附加價值的產品之外，以我國

產業的基礎發展產品生產所需的相關設備則是另

一個重要的策略。而隨著生產系統的演進，生產

機械的自動化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其中牽涉的技

術也由機械、電機等硬體技術延伸到工業管理和

資訊等軟體技術。以自動化生產系統而言是由生

產系統、物流系統及管理資訊系統所構成，其中

直接具有生產功能的是生產系統，也就是包括自

動化的單機和結合各單機所構成的自動化系統，

而金屬加工的CNC工具機即為自動化單機系統

的代表。生產系統隨著近期機電技術的演變，配

合網路技術、知識工程、人工智慧的技術發展，

自動化生產機械朝監控智慧化、機器智能化、處

理分散化、管理網路化和資訊知識化等幾個方向

發展，未來自動化生產系統將由聰慧機器(smart 

machine)和網路為基礎的智慧型管理系統所組

成，具有穩健診斷和以知識為基礎的適應控制能

力、分散式資料處理與管理的功能。配合此發

展，加上因應高級技術人員短缺與品質的提升， 

CNC工具機因此朝具備高度人工智慧與監視學習

功能且可以優化製程與降低生產成本，增加生產

效率與加工品質的智能化工具機發展。進一步由

產業的附加價值來看，智能化工具機可提供加工

應用較佳之選擇與服務，智能化工具機雖然價格

較高，但機器之精度、壽命、可靠度與加工效率

及加工精度皆較一般工具機為優，故高品級智能

化多軸工具機之技術發展日益重要。

工具機為產業最基本的加工機械，隨著生產自動化的需求與發展趨勢，工具機逐漸朝聰慧機器的趨勢

發展，亦即需具備自我感測與判斷的智能，本文重點在於研發切削工具機應用智能化之技術，並實際應

用於五軸工具機，研發內容包含切削加工參數最適化控制、加工狀態即時監測技術以及適應性切削進給

控制。研究與實際加工成果顯示，加工銅合金、6061 鋁合金及SKD11 模具鋼之ISO 標準試件，其加工

效率分別增加180%、181% 與41%，而刀具壽命與加工精度較應用該技術前提升；研究所建立之加工狀

況偵測系統經實驗驗證，可有效分離加工後不同表面粗糙度對應之特徵訊號。研發成果除應用於實際機

器上，提昇其附加價值外，透過研發交流強化產學合作及人員訓練，提昇產業之競爭力。

關鍵詞：智能化系統、切削工具機、加工參數最適化控制、加工狀態即時監測、適應性切削進給控制



102年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No.5

技
術
專
欄

35

目前智能化工具機之研究開發主要集中在美國

部分研究機構與日本、歐洲工具機廠，其相關研

究整理略述如下：

1. 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學院（NIST）所發展的

智慧型工具機主要功能包含工具機動態特性模型

如三軸熱誤差與切削顫振模型、無線通訊與CNC

控制器介面等研究。

2. 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支持，辛辛

那提大學李傑教授和密西根大學倪軍教授主導的

IMS(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研究中心，

參與此計畫的會員包括日本東京大學、台灣的精

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PMC)、韓國的科學技術學院

（KAIST）、中國的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西

安交通大學和香港的城市大學等，其重點在於透

過網路聯通與智慧診斷之製造、維修及服務電子

化。

3 .由日本京都大學垣野義昭教授主導之智

慧數控聯盟INC(Intelligent NC Machine Tool 

C o n s o r t i u m )，參與成員日本三所大學與德

國OTT、Heidenheim與日本的Sumi tomo、

Mitsubishi、Mori Seiki、Yasuda及Mazak等世

界級公司，其重點在於整合線上監控、CNC控

制器、感測器技術於智慧型的鑽孔攻牙與銑削監

控。

以切削顫振及振動監測為例，瑞士的Mikron

公司以嵌入式加速規來建立切削振動監控系統

(APS)，系統依主軸振動G 值設定極限值，但以

切削振動量化偵測切削品質還在學術研究階段，

未能在產業界應用。再以線上刀具狀態監控技術

為例，日本Brother 與 Fanuc 鑽孔攻牙機均以主

軸電流變化來偵測刀具斷裂之狀態；而歐美專業

廠商如Montronix、Artis、Prometec與Nordmann 

等公司則擁有針對特定切削製程與參數發展刀具

斷裂系統，服務如汽車製造廠商等特定應用端客

戶。國內目前包括法人與工具機廠商目前尚缺乏

此類刀具狀態與切削振動有效的監控技術，而國

外隨著自動化與可靠度的需求快速提昇，在過去

十年已漸漸發展商業用的系統且持續提昇其應用

範圍。

有鑑於上述發展，本研究發展五軸工具機智

能化技術以拉進台灣產業與國際技術的距離，同

時也提昇台灣工具機產業智慧化之技術。研發之

主要技術包括切削加工參數最適化控制、加工狀

態即時監測技術以及適應性切削進給控制三大項

目，研究架構如圖1所示，並以亞崴機電公司之五

軸工具機為載具，進行測試分析與驗證，研究內

容與方法將於下節詳述。

二、研究內容與方法

1.切削加工參數最適化技術

由使用者對工具機要求之觀點，一方面要求

工具機具有高速加工的功能以減少加工時間，提

高加工效率，但一方面又要求加工後工件滿足精

度要求。但對於工具機的特性而言，前者為達到

高速的運動，需要進給機構輕量化以及運動摩擦

極小化，但後者則需要高運動精度與高切削剛性

的進給系統，對一部加工機而言，二者所需要的

進給系統特性難以兼顧。現階段雖然可透過機械

單元與伺服單元的相互匹配，產生精確控制切削

點的軌跡，滿足精度的要求，然而在實際切削加

圖1  本研究開發五軸工具機智能化系統之架構

加工參數最適化

（中興大學、亞崴機電）

加工狀態及時監測

（中興大學）

切
削
工
具
機
智
能
化
技
術
研
發

適應性切削進給控制

（亞崴機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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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應用時，許多外在的因素如工件重量、刀具形

式、切削路徑、加工模式等，造成加工品質劣化

與刀具與主軸壽命降低，因此在粗加工所需要的

目標為加工效率，精加工所需要的目標為加工表

面精度與幾何精度。

在實際使用上，粗加工為最耗時且刀具消耗

最厲害，加工成本最高的製程，故本研究針對粗

加工開發快速移除材料的方法，配合加工參數的

配置，開發粗加工與精加工『切削參數最佳化』

功能，以提升加工效率同時降低切削成本。由於

零件粗加工時多半不要求表面粗糙度及嚴謹尺寸

精度，最注重的為材料移除量(MRR)，故以高效

率加工為主，採用進給大、轉速高以及每刃切

削量低的切削策略。但MRR通常受限於切削顫振

（chatter），顫振現象的產生造成表面粗糙度不良

並易造成刀具之崩損磨耗和主軸毀損，使加工成

本提高，為切削帶來不良的影響，因此必須先找

出切削極限深度即可得最大之MRR。

本研究應用Tlusty之切削動力學理論，將切削系

統視為一動態系統，切削力f(t)所造成之振動x(t)

經拉普拉斯轉換後其轉移函數如式(1)所示，進一

步可推導得出最低的穩定切削深度blim如式(2)所

示，其對應之切削穩定區域如圖2所示。

  (1)

  

(2)

切削時當刀具的切削頻率與機器的共振頻率

同步時，切削深度可達最高，測試開始時將切削

寬度固定，切削進給調整至機器之最大轉速，沿

切削方向逐漸增加切削深度，直到發生顫振，再

擷取當時的頻率作分析，再調整主軸轉速，一直

到顫振頻率和切削頻率相同即可，如果顫振頻率

與切削顫振比較，藉以判定是否已達切削極限深

度，如未達極限深度則根據顫振頻率調整切削頻

率，再重複測試步驟至達切削極限深度為止。

本研究針對鋁合金、銅合金以及模具鋼進行高

MRR之切削測試規劃，並於本研究之測試機台進

行實驗，目標在於滿足精度條件下提升加工效率

20%。研究先設計變深度之切削測試，該測試為改

變材料之切削深度，用以量測切削之穩定極限，

量測系統為切削顫振量測系統，測試設備架構如

圖3所示，研究使用麥克風量測振動之頻率與聲

壓。測試用之刀具及測試獲得之切削參數最後用

於加工如圖4所示之ISO標準測試工件，切削後並

量測工件21處幾何精度與表面精度，並與原使用

negms jGK
b

))(Re(2
1

lim =

圖2  切削穩定區域圖與加工策略

圖3  切削加工參數最適化測試設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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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CAM系統估算所使用之切削結果比較，比較

之指標包括切削時間、21處精度、表面粗糙度以

及刀具壽命。

2.加工狀態即時監測技術

在高度自動化與加工速度提升的要求下，刀具

之錯置、斷裂與磨耗將造成產品之不良率提升以

及停機問題排除的時間浪費，如能正確判定刀具

狀態，決定換刀時間，減少系統停機時間，不僅

可避免刀具損壞對加工品質的影響，進而增加系

統之穩定性，也可大大的提升系統之運轉效率。

本研究針對五軸加工機，利用適當的感應器與量

測技術搭配訊號處理技術，發展所需之智慧型刀

具狀態監測與切削振動監測技術，可有效的提升

工具機之附加價值。所研發之加工

狀態即時監測系統其軟體架構如圖5

所示。

刀具狀態偵測系統包含刀具系

統、感應器、機電整合與訊號處理

等單元，不同之感應器有不同之

偵測特性，一般感應器可區分為直

接量測與間接量測兩大類，在不同

之製程要求下，每一種感應器之特

性、安裝方式與成本是決定系統成

功與否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訊號處理方面，訊號

之轉換除了傅立葉轉換(Fourier transformation)

外，小波理論也是一種被應用的模型。分類器

設計則包括線性辨識函式(l inear discriminant 

function)與類神經網路 (neural network)。本研究

以外掛式整合加速規與聲射(acoustic emission; 

AE)感應器於主軸上，研究三軸振動訊號及AE訊

號對偵測特徵之敏感性，並分析感應器安裝位置

對雜訊之抵抗能力，進而建立應用於五軸加工之

智慧化刀具斷裂與磨耗狀態監控系統。系統之訊

號處理模組中，特徵的選取對系統之穩定性將有

決定性的影響，本研究分別使用快速傅立葉轉換

(FFT)與小波轉換(wavelet transform)，研發各特

圖4  研究使用之刀具與ISO測試工件之上視圖

圖5  加工狀態即時監測系統軟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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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訊號對系統刀具斷裂偵測性能之影響，以及線

性辨識函式在系統的效能，以改善刀具狀態偵測

系統效能。

在切削振動與切削品質監控方面，則以主軸

振動訊號處理模組建立主軸運轉振動與切削品質

之關聯模型，如前述刀具狀態監測系統之發展，

訊號特徵整合三軸振動訊號頻域響應特徵藉著分

析選擇最適化特徵，以線性辨識函式為辨識器設

計基礎，探討系統參數對切削品質偵測性能之影

響。

本項研究首先整合亞崴LH1608V五軸加工機建

立監試平台，如圖6所示，提供測試與訊號分析研

究所需之硬體架構，此系統包含振動感應器、AE

感應器、感應器主軸安裝環、資料擷取與訊號處

理系統。加速規與AE感應器安裝於主軸之夾持座

上，提供主軸之振動狀態訊號與AE訊號。

•刀具狀態監測

刀具狀態辨識系統架構包含感應器系統、訊

號轉換、特徵選擇、辯識器的設計、與判別法

則等模組如圖7所示。訊號經訊號轉換與特徵值

的選擇後，此研究之辯識器的設計主要將以線

性辨識函數與類神經網路為設計準則，而刀具

狀態監測包含了刀具斷裂與刀具磨耗針測兩大

類，本研究分別採用小波轉換與快速傅立葉轉

換配合線性辨識函數與倒傳遞類神經網路進行

狀態辨識。

•切削振動與品質監測技術

切削振動影響切削加工之品質，同時也影響

主軸的性能與壽命，本研究藉由量測主軸振動

訊號，研發切削振動之偵測以及最終切削品質

之自動判定。主軸振動監測乃是依主軸之振動

訊號，開發主軸振動線上監控系統，監測並提

供使用者系統振動對主軸壽命的影響。系統提

供系統自動與使用者定義之振動水準設定之功

能，系統自動判定振動水準正常、警示與自動

停機三個水準判別。至於切削振動與品質監測

主要包含線性辨識函式的建立、實驗建立與執

行、訊號與表面粗糙度分析、表面粗糙度監測

模組建立以及模組驗證。

切削振動與切削品質監控以主軸振動訊號處

理模組建立主軸運轉振動與切削品質之關聯模

型，如前述刀具狀態監測系統之技術，訊號特

徵整合三軸振動訊號頻域響應特徵藉著分析選

擇最適化特徵，以線性辨識函式為辨識器設計

基礎，分析系統參數對切削品質偵測性能之影

響。

PC base 控制器

z

Z 主軸 Z 軸進給

。

加速規
音射(AE)感應器

功率感應器

圖6 加工狀態即時監測帄台架構示意圖

圖7  刀具狀態偵測基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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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過程於測試平台建立感測系統並實際加

工測試，應用本研究開發之智能模組進行訊號

擷取、處理、轉換、特徵分析與異常判斷，圖8

與圖9為研發過程感測器之架設、加工測試刀具

與工件架設以及實際加工應用之剪影。

3.適應性切削進給控制技術

一般切削過程中切削力的變化容易造成切削振

動與刀具壽命的降低，高效率切削控制理論是線

上即時偵測主軸負載來控制軸向進給倍率，當主

軸負載低於目標主軸負載設定值時，此時軸向移

動的進給倍率會增加，進而提高進給速度，直到

主軸負載值達到設定目標值為止。 但當主軸負載

值過大時，則會迅速降低進給倍率值來降低軸向

移動速度，直到主軸負載值和設定目標值相同為

止，如圖10左圖所示為粗切削控制的示意圖。

圖中三條虛線分別代表主軸負載上限(藍色線)、

主軸負載目標(紅色線)和起始控制線(綠色線)，

另外還有一條黑色線則是主軸負載受控制時的示

意曲線。高效率切削控制的控制模式總共可區分

成三大區塊，第一個區塊是指在控制起始線下的

區塊，在此區塊中進給倍率是不受程式控制的，

可由控制面板上的倍率旋鈕來操作其進給倍率；

第二個區塊是指加速區塊，此區塊和反應設定有

關，當反應設定愈快，其加速的速度也就愈快達

到設定的主軸負載目標；第三個區塊為當主軸負

載超過主軸負載上限時，此時進給倍率值會自動

地迅速減低，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夠維持主軸負載

和進給之間的穩定關係。

一般切削過程中切削力的變化容易造成切削振

動與刀具壽命的降低，高效率切削控制理論是線

上即時偵測主軸負載來控制軸向進給倍率，當主

軸負載低於目標主軸負載設定值時，此時軸向移

動的進給倍率會增加，進而提高進給速度，直到

主軸負載值達到設定目標值為止。 但當主軸負載

值過大時，則會迅速降低進給倍率值來降低軸向

移動速度，直到主軸負載值和設定目標值相同為

止，如圖10左圖所示為粗切削控制的示意圖。

圖中三條虛線分別代表主軸負載上限(藍色線)、

主軸負載目標(紅色線)和起始控制線(綠色線)，

另外還有一條黑色線則是主軸負載受控制時的示

圖8  加速規與聲射感測器架設位置、加工刀具以及測試工件安裝

圖9  刀具狀態監測示意圖與實際加工應用情形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102年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No.540

意曲線。高效率切削控制的控制模式總共可區分

成三大區塊，第一個區塊是指在控制起始線下的

區塊，在此區塊中進給倍率是不受程式控制的，

可由控制面板上的倍率旋鈕來操作其進給倍率；

第二個區塊是指加速區塊，此區塊和反應設定有

關，當反應設定愈快，其加速的速度也就愈快達

到設定的主軸負載目標；第三個區塊為當主軸負

載超過主軸負載上限時，此時進給倍率值會自動

地迅速減低，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夠維持主軸負載

和進給之間的穩定關係。

三、研發成果

1.切削加工參數最適化技術

本研究切削測試之三種材料僅有根據CAM系

統所規劃之切削參數而無具體之估算基準，故先

進行切削穩定極限測試，再根據此切削參數針對

ISO測試工件進行實際切削，為比較研究前後之

之切削效果，除切削條件根據切削穩定極限測試

調整之外，其它加工條件並未更改。測試時刀片

採用切削非鐵金屬之刀片，並以廠商所建議之最

大每刃進給為起使值，切削過程中轉速與每刃進

給不變，逐漸增加切削深度。切削過程量測聲音

圖10  高效率切削控制示意圖與適應性切削進給控制系統流程

圖11  切削極限測試粗切削後的銅合金、鋁合金與SKD11模具鋼以及鋁合金發生切削顫振之表面顫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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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號，藉由聲音強度判斷是否產生顫振及分析其

頻譜。圖11所示為切削極限測試粗切削後的銅合

金、鋁合金與SKD11模具鋼以及鋁合金發生切削顫

振之表面顫紋；圖12所示則為穩定切削與不穩定

切削之聲音訊號與頻譜。

經由本研究之方法實際加工圖4所示之ISO測試

工件，測試結果如表1所示，其中量測數據甚多故

不列示，表中顯示加工銅、鋁及SKD11模具鋼其加

工效率分別提昇180%、181%與41%，刀具壽命較

使用本技術前提升，且加工精度高於原始加工結

果，顯示在不降低加工品質條件下應用最佳化加

工參數可大幅提高加工效率與刀具壽命。

2.加工狀態即時監測技術

•刀具狀態監測

刀具狀態監測系統包含了訊號之轉換、特徵的

選取與辨識器的開發，本研究擷取AE與X、Y、Z三

軸振動訊號，經由小波轉換轉換後選取適當的係

數為辨識特徵，選取後之特徵將由線性辨識函式

為基礎之辨識器分辨刀具斷裂之狀態。時域訊號

顯示與刀具狀態相關性高，但如以振動量為偵測

刀具斷裂之準則，在其變動量與穩定加工時之訊

號差異較小時或是大振動雜訊進入系統後造成偵

測的誤判。

為擷取與刀具斷裂相關之特徵並移除與其他雜

訊之訊號，時域訊號以離散小波轉換後之分析其

與刀具斷裂相關之特徵係數，並進一步選取相關

之係數作為辨識器之輸入特徵。圖13所示為AE訊

號與刀具狀態之相關性，圖1為時域訊號，紅線

圖12  穩定切削與不穩定切削

表1  本研究所研發之最佳切削參數技術用於ISO標準試件之加工效果

加工效果指標 銅合金 6061鋁合金 SKD11模具合金

總加工時間(min)
研發前 170.43 144.67 285.58

研發後 60.72 51.49 202.75

加工時間縮短比例

(加工效率提昇)

64.37%

(180%)

64.41%

(181%)

29.0%

(41%)

工件後加工之精度 較研究前為佳 較研究前為佳 較研究前為佳

本研究切削測試之刀具壽命(失效長度) 無磨耗 無磨耗
約16,000m較研究前

不足10,000m為佳

圖13  AE訊號與刀具狀況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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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起之時段包含刀具斷裂時之訊號，該訊號雖顯

示刀具斷裂時量測到一衝擊訊號，但分析不同次

實驗的訊號，發現部份時域訊號在刀具斷裂並無

法觀察到如該圖顯示之明顯衝擊訊號。圖14(b)為

經小波轉換後之訊號，該訊號明顯顯示出當刀具

斷裂發生時，不同係數之斷裂訊號/未斷裂訊號比

並不相同，且在時域訊號無法觀察到的訊號，在

部分小波係數可明顯地被觀察到。該圖亦顯示，

d5與d6與其他係數比較，擁有最高之比值，可作

為偵測刀具斷裂較穩定之特徵，d7係數則為最低

的比值。分析上述不同次實驗的訊號，經小波轉

換後，d3至d7係數則可以觀察到刀具斷裂時之訊

號。進一步比較不同切削測試之訊號，不同係數

斷裂訊號/未斷裂訊號比值有些微地變化，呈現不

同之變化模式。

利用d4以下較低頻的刀具斷裂瞬間訊號作為特

徵，以加速規量測X軸及Z軸振動訊號為特徵訊號

之刀具斷裂偵測系統驗證結果顯示，線性辨識線

可以有效地區別刀具斷裂與未斷裂刀具對應之特

徵振動訊號，成功率與選取之特徵係數對應成功

率達100%，如圖15與表2所示。

圖14：(a)加速規所量測之X軸振動訊號與(b)經小波轉換後之訊號

圖15  加速度訊號分析特徵訊號與辨識函數分布(a) X軸(b) Z軸

表2  刀具斷裂辨識成功率

(a)

(a)

(b)

(b)

量測訊號 X軸加速訊號 Z軸加速訊號

特徵值 d3 d4 MAX d5 d6 MAX

辨識成功率 10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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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加工振動監測技術

本研究同樣以圖8之設備以及圖9之測試架構

進行主軸加工振動監測，其評估指標為加工件之

表面粗糙度，透過測試建立兩者之相關模型，進

一步進行驗證雛形偵測系統之可行性。研究選擇

直徑14mm之長刃銑刀，於主軸轉速30,000rpm選

擇進給0.2mm/min以及切深0.8mm之切削條件。

加工後量測工件之表面粗糙度，每一筆資料量測

三次後取其之平均值，由兩把刀具加工後之工件

量取21個表面粗糙度樣本，其值介於1.80μm與

0.74μm之間。

對應不同刀具與加工粗糙度之時域訊號如圖

16(a)所示，觀察該訊號之變化，聲射訊號並無明

顯的變化，但振動訊號則有較明顯的變化。進一

步觀察經轉換至圖16(b)所對應的頻域訊號特徵，

不同之粗糙度對應不同的能量分佈。以加工後表

面粗糙度1.0 mm 為分界，將所得之對應訊號區分

為大於一與低於一兩個族群，以群組分離準則計

算每一個頻率特徵對應兩個族群之分離度，各頻

率特徵之分離度指標明顯不同，分離度指標越大

表示以對應之特徵作為辨識特徵，可提升系統之

辨識率。

根據所計算之分離度指標，選取60Hz 與 540 Hz 

特徵訊號最為辨識器之輸入值，所建立之費雪線

性辨識函式與特徵如圖17 所示，顯示採用X軸加

速度訊號為特徵訊號，費雪線性辨識函式可以90%

分辨不同之粗糙度族群，若採用Z軸加速度訊號則

具有86%之辨識能力。

圖16：切削時AE訊號、X軸與Z軸振動訊號：(a) 時域訊號與(b)對應之頻域訊號，本次量測之加工件表

面粗糙度Ra 為0.74mm。

(a) (b)

AE

振動

X軸

振動

Z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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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性切削進給控制技術

本分項研發成果包括下列項目：

發展以切削功率為限制條件之最適化切削參數

分析方法。

人機介面之系統設計分析，並根據所發展之方

法撰寫人機介面。

巨集指令之系統設計分析，且根據巨集指令據

以控制驅動系統。

建置適應性切削進給控制之流程，並根據此流

程撰寫人機介面，提供使用者設定工件材料與切

削條件（轉速與進給），控制系統根據主軸功率

限制以及刀具與材料特性計算所需之加工功率，

於加工工件時，系統根據擷取之主軸負荷與上述

計算結果自動調整進給，俾能在搭配主軸之限制

下，以最適之切削條件進行加工，節省加工時間

提高加工效率。

圖18為上述研發項目之部份畫面，圖左為適應

性切削進給控制之機器狀態顯示畫面，畫面中顯

示該機之位置、NC程式碼、使用狀態、開機時

間、運轉時間、使用刀具以及馬達負荷等狀態，

而右圖則為應用如圖10所開發之技術，使粗切削

效率提升之控制畫面。

結論

本研究以亞崴機電公司之五軸工具機為載具，

開發工具機智能化的技術與功能，主要內容包括

切削加工參數最適化技術、加工狀態即時監測技

術以及適應性切削進給技術。切削加工參數最適

化技術目標在於發展一套測試與選用最佳切削加

工參數的方法，並針對常用的輕金屬鋁合金、銅

合金以及堅硬且高韌性的模具合金SKD11分別驗

證其效果，作為切削加工參數最適化控制之用。

圖17  振動訊號表面粗糙度偵測訊號分離狀況(a)X軸(b)Z軸

圖18  適應性切削進給控制之機器狀態與粗切削效率提升控制畫面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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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加工狀態即時監測技術主要針對監控加工時的

狀態之功能、自動規劃加工程序參數與條件之功

能、線上量測且進行補償之功能。研究主要成果

歸納如下：

本研究結合中興大學以及亞崴機電股份有限公

司研發能量，共同研發切削工具機智能化系統，

並實際應用於亞崴機電股份有限公司之五軸工具

機。

經由本研究之方法與實際切削量測結果顯示，

加工銅合金、6061鋁合金及SKD11模具鋼之ISO

標準試件，其加工效率分別增加180%、181%與

41%，刀具壽命且加工精度較使用該技術前提升，

且經實驗驗證，所建立之偵測系統可有效之分離

加工後不同表面粗糙度對應之特徵訊號。

本研究完成刀具斷裂偵測模組雛型系統以及

表面粗糙度與振動訊號之對應模型，且經實驗驗

證，所建立之偵測系統可有效分離加工後不同表

面粗糙度對應之特徵訊號，提供合作廠商進一步

發展相關商品化功能模組之基礎。

本研究之研發成果包括申請專利 4 件，技轉授

權 2 項，國內外各式論文15篇，技術報告 3份，

訓練博士生與碩士生各為2 人與8人，研究完成當

年畢業5人，除一位服役之外其餘皆至產業界任

職，各項研發成果皆達成或超越原預定目標。

雖然本研究研發之技術主要目的在於提高機

台之性能與效能，研究除完成研發項目應用於實

際機器上，提昇機器之附加價值外，但在研發人

員開發新技術過程中同時培育國內之工具機產業

人才，透過研究之交流進一步強化產學合作及人

員訓練，有助於國內產業升級，強化產業之競爭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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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器人產業常有名詞 ★

「平行結構機器人」

parallel robot

Delta robot，蜘蛛型機器人，拳

頭型機器人

英文原文

其它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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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新一代數控工具機之發展正朝向智能化、多軸

加工、高速高精度、數位串列控制等目標邁進，

能夠銑削高精度複雜曲面之多軸複合式工具機即

將成為下一代主流。與傳統三軸工具機相較，由

於五軸工具機多了兩個旋轉軸的自由度，刀具能

以不同之姿態進行加工。因此，五軸加工可以增

加工件體積移除率、提升表面加工精度、縮短加

工以及架設置具的時間。但隨著同步運動軸數以

及運動控制複雜度的增加，五軸工具機的加工誤

差更容易受到幾何誤差、系統結構共振以及動態

誤差之影響[1]。如何在高速加工要求下產生平滑

的刀具中心點位置以及刀具姿態，並應用高階運

動控制技術於多軸循跡控制將決定工件加工品質

之優劣。

為了提升多軸路徑的循跡精度，許多方法包含

刀具路徑插補[2],[3]、降低追蹤及輪廓誤差[4]-[7]

等相繼被提出。其中即時預視插補器(Real-time 

look-ahead interpolator)被用來規劃平滑之速度曲

線以及產生多軸插補命令，亦同時考慮刀具中心

點之切線方向以及單軸急衝度之限制、刀具姿態

的最佳化等，如此則可降低系統結構共振進而提

升五軸工具機的加工精度。Koren等人[5]首先提出

一交叉耦合控制(Cross-coupled control, CCC)利用

各軸的追蹤誤差估算輪廓誤差，並透過補償該誤

差來提升多軸同動路徑之輪廓循跡精度，隨後有

許多研究[6],[7]延續並進一步改良CCC的性能。由

於CCC的耦合增益被使用來估算輪廓誤差並補償

校正刀具中心點的移動方向，這些增益值是由事

先給定的軌跡路徑所決定，因此無法在加工過程

命令式疊代學習控制技術

應用於五軸輪廓循跡

命令式疊代學習控制技術

應用於五軸輪廓循跡

本研究提出一新穎的五軸命令式疊代學習控制技術(Five-axis command-based iterative learning control, 

FCILC)並應用於五軸工具機之精密加工上，藉以進一步提升五軸路徑循跡之追蹤性能並降低輪廓誤差。

此技術的最大優點在於不改變CNC運動控制器架構下，可以透過疊代學習及更新命令來進一步提升系

統性能。首先，使用NX軟體產生五軸切削路徑，並透過海德漢控制器所提供之刀具中心點(Tool center 

point, TCP)控制函式產生具急衝度限制的五軸插補命令。接著，透過五軸動態模型以及逆向運動方程式

推導輪廓誤差估測公式，此公式可有效地提升估算輪廓誤差的運算性能。應用五軸命令式疊代學習控制

技術至重複性的輪廓加工可降低由伺服落後及摩擦力所造成之追蹤誤差，並同時降低外部雜訊所造成

之干擾。最後，本文提出一具P形式的五軸命令式疊代學習控制器結合零相位濾波器，並實現於配備PC-

based控制器的桌上型五軸雕刻機上，接著透過兩種NC切削路徑實驗，來驗證本研究所提出之方法可有

效提升刀具中心點的循跡輪廓精度達到70%以上。

關鍵字：疊代學習控制、五軸循跡、輪廓誤差、刀具中心點、路徑規劃

林明宗 /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蔡秉寰 /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李建毅 / 工業技術研究院  智慧技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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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任意改變，同時也限制了CCC無法直接應用

於五軸輪廓循跡上。為了克服此問題，作者[8]提

出一基於五軸量測路徑的輪廓誤差模型用來評估

五軸工具機進行多軸同步運動時的TCP輪廓精度。

Altintas等人[9]則提出一包含五軸刀具中心點以

及刀具姿態的輪廓誤差模型，上述兩種輪廓誤差

模型皆考量了線性軸以及旋轉軸的非線性耦合效

應。

為了進一步提升固定製程中重複性工作的性

能，疊代學習控制已經成功地被應用在許多領域

[10]-[15]。國外高階控制器(如: FANUC[11])則多

已內建智能化的學習功能，並將學習控制技術應

用於CNC 工具機的多軸循跡加工以及高速剛性攻

牙[12]上。疊代學習控制可藉由前幾次資訊的疊

代學習並更新控制輸入訊號，直到滿足理想的加

工精度為止。有關於疊代學習控制的穩定性、效

能、強健性以及暫態學習特性等議題也已被許多

文獻所提及並加以深入探討[12]-[17]。上述文獻

中，Barton等人[14]針對輪廓循跡提出一新的疊代

學習控制方法，該方法整合了單軸以及交叉耦合

疊代學習控制於單一控制輸入命令上，同時利用

實驗驗證單調收斂的追蹤以及輪廓循跡性能在此

架構下可以被同時達到。Tsai等人[15]則首先提出

一命令式疊代學習控制(Command-based iterative 

learning control, CILC)架構，可以在不改變原始控

制架構下直接更新輸入命令，而非控制命令，而

混合式疊代學習控制[16]則是改良上述CILC，用

以進一步提升多軸輪廓循跡的性能。但是目前研

究或商用控制器文獻中的疊代學習控制大部分僅

考慮線性軸循跡，少有提及混合線性及旋轉軸循

跡的功能，甚至應用於五軸輪廓循跡上的相關議

題。

因此，本研究將提出一五軸命令式疊代學習控

制並結合TCP控制函數的插補功能，進一步提升五

軸輪廓循跡精度。此技術將結合五軸命令式疊代

學習控制、TCP控制函數以及輪廓誤差估測公式於

一個學習程序中，並於桌上型五軸雕刻機上利用

五軸切削實驗驗證此方法的可行性以及提昇五軸

輪廓循跡性能。

二、五軸工具機之運動學模型以及路徑規劃

本研究將針對一擺頭-旋轉台型的桌上型五軸雕

刻機包含3個線性軸(X、Y、Z軸)以及2個旋轉軸

(B、C軸)，推導該機台之運動學模型，如圖1所

示。根據ISO-10791草擬協定中的定義，此機台的

結構構型為[t (C) B Z b Y X C w]，因此是一台C-type

的五軸工具機。

圖1 桌上型五軸雕刻機的運動鏈及其座標系統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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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運動模型

該機台的運動鏈及其相對應之座標系統如圖1所

示，其中機械座標(Xm-Ym-Zm)定義在機床上，而

刀具座標(Xt-Yt-Zt)以及參考座標(Xr-Yr-Zr)則分別

定義在刀具TCP以及工作檯面的參考點上。因此，

由TCP到參考點之間的齊次座標轉換rTt可以推導如

下：  

           

    (1)

其中，iTj表示為第 j個座標系相對於第i個座標

系間的齊次座標轉換。Xij、Yij 和Zij為第j個座標

系相對於第i個座標系間X、Y、Z軸方向上的偏移

值。符號 r, w, c, x, y, z, b, h 和 t 則分別代表參考座

標、工作台座標、C軸、X軸、Y軸、Z軸、B軸、刀

架和刀具。三角函數的縮寫定義分別為cb:=cosθb, 

sb:=sinθb, cc:=cosθc 及sc:=sinθc。五軸運動命令

Pm:[xm ym zm θb θc]T則定義在機械座標上。因

此，理想的刀具中心點位置以及刀具姿態則可分

別表示為rQt:[qx qy qz]T以及rKt:[kx ky kz]T。將rTt

代入以下關係式[kx ky kz 1]T= rTt[0 0 0 1]T和[qx qy 

qz 0]T= rTt[0 0 1 0]T即可求得順向運動學方程式

(Forward kinematic equations)如下所示：    

       

  

  (2)

逆向運動學方程式(Inverse kinematic equations)

亦可同時求得：      

       

 (3)

進一步推導可得到五軸速度方程式如式(4)所

示：  

       

 (4)

其中式(2)及式(3)於第3節中將分別用於產生五

軸運動軌跡以及推導刀具中心點(TCP)的真實位

置，式(4)於第2.3節中將用於五軸速度曲線規劃。

2.刀具路徑規劃

為了測試本文所提出五軸命令式疊代學習控制

技術的可行性，我們選擇加工測試範例為Goodway

立體浮雕字，相對應刀具路徑規劃流程，如圖

2所示。首先，此Goodway浮雕字的3D模型經由

Solidworks軟體繪製而成並載入CAM軟體NX(UG)

中。當給定加工條件後(如:刀具資訊、切削進給

率、切削方式及深度等)，即可經由選用混合式Z等

級、自動傾斜刀具軸心及輪廓銑削等加工法產生

粗切削及精切削路徑。在設定完五軸工具機的運

動鏈偏移參數後，即可使用NX後處理器產生相對

應之NC加工程式碼，如圖2.(a)所示。此外，也可

在NX或VERICUT軟體中進行刀具路徑模擬並啟動

防碰撞警示，確認在實機切削前刀具與工件並無

干涉情形發生，如圖2.(b)所示，切削成品則如圖

2.(c)所示。

3 TCP插補

為了產生平滑之五軸速度曲線以及運動路徑，

此研究將採用海德漢iTNC530控制器內建的TCP控

制函式來進行五軸插補。首先，透過iTNC530控

制器人機介面設定五軸工具機的運動鏈參數及各

軸運動學參數限制，載入NC加工程式碼，再啟動

TCP五軸插補功能分析刀具路徑的幾合特性，考

量所有的運動學參數限制後(如:TCP切線方向及各

軸急衝度、加速度、速度等)進行五軸速度規劃及

插補，最後可將五軸插補命令或是刀具中心點及

刀具姿態插補命令輸出至特定檔案內。為了測試

iTNC530控制器內建的TCP控制函式的確可以產生

平滑的五軸插補命令，我們將Goodway字體中的”

三角形”以及”橢圓形”路徑軌跡，如圖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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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Goodway測試範例(a)刀具路徑規劃程序; (b)刀具路徑; (c)切削成品

圖3  NC路徑(a)三角形; (b)橢圓形

圖4  五軸插補位置命令(a)三角形; (b)橢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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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刀具路徑中擷取出來進行分析與驗證。由圖4中

得知兩種圖形的運動軌跡皆具有平滑之五軸插補

位置及速度命令，同時滿足五軸急衝度之限制，

如表1所示。

三、五軸命令式疊代學習控制

本研究將針對一擺頭-旋轉台型的桌上型五軸雕

刻機包含3個線性軸(X、Y、Z軸)以及2個旋轉軸

(B、C軸)，推導該機台之運動學模型，如圖1所

示。根據ISO/10791草擬協定中的定義，此機台的

結構構型為[t (C) B Z b Y X C w]，因此是一台C-type

的五軸工具機。

1.運動控制器設計

本章節主要設計一個包含了位置迴路、速度迴

路和速度前饋控制迴路的伺服控制系統，此伺服

控制系統的方塊圖，如圖5所示。速度控制器的比

例增益Kvp及積分增益Kvi可由給定的阻尼值以及速

度迴路頻寬所決定。位置控制器的比例增益Kpp可

由給定的位置迴路頻寬所決定。速度前饋增益Kvff

則可以定義位置轉移函數於頻寬內所有大小值總

和，並使用最佳化方法求得。上述控制器參數詳

細推導與計算過程可參考文獻[17]。五軸工具機伺

服控制系統及控制器的所有參數則詳列於表2。依

據圖5的方塊圖，第k軸的位置閉迴路轉移函數可求

得如式(5)所示：

                (5)

其中k=x, y, z, b, c，Rk(s)與Yk(s)分別為第k軸的位

置輸入以及輸出。σk與Kkg分別為第k軸電流閉迴

路轉移函數的極點以及增益值。

2.輪廓誤差估測

商用CNC控制器會針對五軸NC碼進行解譯以及

插補，將直線或曲線細插成小線段，使用者只能

得到NC程式、插補點以及各軸回授位置等相關資

訊，並不提供計算輪廓誤差的功能。對於使用者

而言，必須自行撰寫輪廓誤差估測演算法。由於

五軸位置插補命令Pm:[xm ym zm θb θc]T已由第2.3

節的TCP控制函式產生，接著可利用拉普拉斯轉換

求得五軸位置輸入Rk(s)，再帶入式(5)即可求得五

軸位置輸出Yk(s)，最後利用反拉普拉斯轉換求得

五軸位置輸出Po:[xo yo zo θbo θco]T。因此，TCP

的真實位置則可由式(6)求得:

                                               

  (6)

其中qxo, qyo 和qzo分別為真實TCP位置於X、

參數 X軸 Y軸 Z軸 B軸 C軸

最大速度Vmax, ωmax 

(mm/min, deg/s) 7,200 7,200 7,200 360 360

最大加速度Amax, αmax 

(mm/s2, deg/s2) 2,450 2,450 2,450 720 720

最大急衝度 Jmax

(mm/s3, deg/s3) 50,000 50,000 50,000 2,880 2,88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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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五軸運動學參數限制

圖5 命令式疊代學習控制器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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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Z軸方向上的大小值。三角函數的縮寫定義

分別為cbo:=cosθbo, sbo:=sinθbo, cco:=cosθco及

sco:=sinθco。

由於五軸TCP軌跡路徑較傳統三軸複雜，無法

直接使用直線或圓弧的輪廓誤差近似公式求得，

因此作者提出一五軸刀具中心點輪廓誤差估測方

法，用以準確且有效率地計算輪廓誤差，整體概

念示意圖，如圖6所示。其中小線段Qi-1Qi由CAM

軟體NX的精切削輪廓精度所決定。Qi和Qo,j分別

為理想的TCP位置與真實的TCP位置。N, n, dj分別

為真實TCP位置的點數、種子索引及由點Qo,j至小

線段Qi-1Qi或點Qi的最短距離。因此，五軸TCP輪

廓誤差估測公式可定義如下:

                                                   (7)

                                                                  

(8)

其中i=1,2,...,N 且 j=1,2,...,N。TCP輪廓誤差可依

照下列步驟以及式(7)和式(8)求得。

(1)選定種子索引i-n, i-n+1,..., i,…,i+n-1, i+n，利用

點Qo,j及種子點Qi-n, Qi-n+1, …, Qi, …,Qi+n-1, 

Qi+n計算最短距離dj。

(2)當點Qo,j落在由種子Qi-1和Qi所決定的立方體Ci

內，利用式(7)計算最短距離dj；若不成立則跳

至步驟3。

(3)利用式(7)計算點Qo,j與小線段Qi-nQi-n+1, Qi-

n+1Qi-n+2, …, Qi+n-1Qi+n之間的最短距離dj；

使用式(8)計算點Qo,j與點Qi-n, Qi-1, …, Qi+n之

間最短距離dj。

(4)最後找出所有dj中的最小值則可求得TCP的輪廓

誤差。

由於使用者必須使用雙層迴圈運算才可求得真

實的TCP輪廓誤差，總共需要O(N2)次運算。但對

於設計良好的CNC控制系統而言，真實TCP位置

(Qo,j)與理想TCP位置(Qi)位置將相當接近，故只

要選取真實TCP位置前後共n點即可精確求得該點

輪廓誤差，當N遠大於n時，此時演算法運算量大

幅降為O(N)次運算。以圖6為例，若取N=100、

n=3，真實TCP位置(Qo,j)僅須與其前後共7個插補

點(Qi-3, Qi-2, Qi-1, Qi, Qi+1, Qi+2, Qi+3)計算並

求取輪廓誤差即可，運算量將由原來10000次降為

700次，同時隨著插補點數量增加，輪廓誤差運算

效能將大幅提升。一般而言，種子選取範圍n可以

利用伺服動態系統的穩態時間做為基準，合理範

圍大約在[20 250]間，亦即20ms至250ms間。

3命令式疊代學習控制演算法

於本章節中，作者提出一新穎的五軸命令式疊

代學習控制技術(FCILC)藉以進一步提升五軸路徑

循跡之追蹤及輪廓性能。命令式疊代學習控制架

構如圖5所示，相對應之命令式疊代學習控制演算

法條列如式(9)-式(12)所示：

  (9)

                                     (10)

     (11)

                                                         (12)

其中j與k分別為疊代次數及運動軸的索引，rjk(z)

和rj+1k(z)分別代表第j次和(j+1)次的疊代輸入命

令，yd,k(z)、yjk(z)、ejk(z)、djk(z)和njk(z)分別代表

理想的運動軌跡位置命令、第j次的位置輸出、追

蹤誤差、外部干擾和量測雜訊。Gr,k(z)、Gn,k(z)、

Gd,k(z)分別為位置閉迴路控制系統中輸入命令、

雜訊、外部干擾相對於位置輸出的閉迴路轉移函

數。每一次學習循環的初始條件皆相同，亦即初

始位置為定值，速度、加速度皆為零，Φk(z)為一

學習控制器，Qk(z)為一非因果關係的零相位濾波

器(Zero-phase filter)。為了降低雜訊以及外部干擾

圖6 五軸TCP輪廓誤差估測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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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整體系統收斂性以及學習性能的影響，必須

先使用零相位濾波器Φk(z)針對第j次的追蹤誤差進

行濾波並保持原誤差訊號的相位，接著再利用濾

波後的追蹤誤差更新下一次的輸入命令rj+1k(z)。

Qk(z)詳細的設計方法可參閱[15]。假設雜訊njk(z)

為具零準位的白噪音(zero-mean white noise)，並忽

略外部干擾djk(z)，則追蹤誤差動態方程式可表示

為

                                               (13)

由方程式(13)得知單軸的追蹤誤差性能及雜訊累

積深受轉移函數QkΦkGr,k的影響，而系統滿足單

調收斂的必要條件[13],[16]為              

       (14)

其中N為位置輸入點數，i為位置輸入點的索引

值，範圍為[0 N]。||．||i 為每一位置輸入點的H∞ 

norm。滿足式(14)即保證系統的穩定性以及單調收

斂性能。因此，五軸運動命令 Pmj:(xmj, ymj, zmj, 

θbj, θcj) 將收斂至Pf:(xf, yf, zf, θb,f, θc,f)，五

軸位置輸出Poj:(xoj, yoj, zoj, θb,oj, θc,oj)將收斂至

Pm0:(xm0, ym0, zm0, θb0, θc0)。最後可推導得到

式(15)

                                           (15)

由式(15)得知，當學習次數j趨近於無限多次，

則真實的TCP位置(qxo qyo qzo)將趨近於理想的

TCP位置(qx qy qz)。

四、實驗驗證

為了驗證本研究所提出的五軸命令式疊代學習

控制(FCILC)以及輪廓誤差估算法的可行性，本章

節將於一桌上型五軸雕刻機上搭配PC-Based控制

器進行五軸輪廓循跡實驗，如圖7所示。為了在

Windows作業系統下達到即時控制，該作業系統

必須安裝RTX即時多工子系統來達成即時多工之目

的。SCNC軟體則用來實現五軸命令式疊代學習控

制(FCILC)以及輪廓誤差估算法之運算，並進行線

上即時量測。速度控制器的阻尼值以及頻寬則分

別設為1.0與80Hz。位置控制器的頻寬設為20Hz。

速度前饋增益Kvff則可使用最佳化方法求得[17]。

此五軸伺服控制系統及其所有運動控制器參數詳

列於表2。此外，為了達到學習效能並同時消除外

部雜訊，疊代學習控制器中的Qk(z)採用六階巴特

沃斯的零相位濾波器設計，而三個線性軸X、Y和Z

軸之學習頻寬設為30 Hz，旋轉軸B、C軸則設為20 

Hz，降低旋轉軸的濾波器頻寬是為了消除蝸桿蝸

輪傳動裝置的結構振動以降低外部干擾。為了獲

得單調收斂學習性能，五軸學習控制器增益值皆

設為0.3，輪廓誤差估測的種子n值設為25。

圖7 桌上型五軸雕刻機軟硬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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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進行兩種NC路徑(分別為三角形與橢圓形)

之輪廓循跡實驗，如圖3所示，進給率設為1500 

mm/min，相對應之五軸位置插補命令，如圖4所

示。在上述學習頻寬與學習增益條件下進行10次

學習後，觀察三角形軌跡路徑，疊代學習10次之

五軸追蹤誤差可較未學習前降低80%左右，如圖

8所示；再觀察橢圓形軌跡路徑，同樣地其五軸追

蹤性能也可提升80%左右，如圖9所示。經上述結

果可以得知，FCILC針對不同的運動軌跡路徑，都

可透過疊代學習來進一步提升原本伺服控制系統

的追蹤性能。接著列出兩種路徑的最大單軸追蹤

誤差與疊代次數關係，如圖10所示，可以明顯看

出除了X軸外，其他各軸皆具有單調收斂的特性，

如此可確保疊代學習的穩定性。

FCILC除了可提升單軸伺服追蹤精度外，亦可同

時降低TCP的輪廓誤差。TCP的位置輪廓軌跡可

經過輪廓誤差估測公式運算求得並繪製於圖11，

由圖中可看出TCP輪廓誤差可從原本63μm下降

至18μm左右。將未學習前的三角形路徑輪廓誤差

擷取放大來看，整體加工時間約為36秒，三角形

的輪廓循跡約在12秒至23秒左右，其餘為進刀及

退刀時間，如圖12(a)所示，較大的輪廓誤差值出

現在A1、A2及A3等三個位置點上，同時顯示在三

角形路徑的3D圖上，如圖12(b)所示。由於A1為進

刀點且與三角形路徑相接處形成尖銳轉角，故造

成最大的輪廓誤差；此外，A2及A3為三角形路徑

中曲率變化較大之處，也因此產生較大之輪廓誤

差。

此外，橢圓形路徑整體加工時間為42秒，橢圓

形輪廓循跡約在12至29秒左右，如圖13(a)所示，

較大的輪廓誤差值出現在B1、B2及B3等三個位

置上，同時顯示在橢圓形路徑的3D圖上，如圖

13(b)所示。經過疊代學習10次過後，TCP輪廓

誤差可由75μm下降至14μm左右。同樣地，進

刀點B1處產生最大的輪廓誤差。兩種路徑疊代學

習10次之輪廓誤差變化，如圖11及圖14所示，輪

廓誤差皆可隨學習次數增加而降低，但不保證單

調收斂。最後，將實驗數據統整於表3及表4，由

上述實驗結果可以驗證五軸命令式疊代學習控制

(FCILC)之穩定性與可行性，並能有效的降低單軸

追蹤誤差與提升TCP輪廓循跡精度。

五、結論

本研究提出一新穎的五軸命令式疊代學習控制

技術(Five-axis command-based iterative learning 

control, FCILC)並應用於五軸工具機之精密加工

上，藉以進一步提升五軸路徑循跡之追蹤性能並

降低輪廓誤差。對於重複性的輪廓加工，五軸命

令式疊代學習控制技術可降低由伺服落後及摩擦

力所造成之追蹤誤差，並同時降低外部雜訊所造

參數 X軸 Y軸 Z軸 B軸 C軸

伺服動態模型

(mm/s·V, rad/s·V)

速度比例增益

 Kvp (V·s/mm)
0.06076 0.07639 0.07902 6.000 5.767

速度積分增益

Kvi (V/mm)
7.330 9.161 9.458 848.622 697.395

位置增益 Kvp (1/s) 92.358 92.227 92.185 95.375 92.409

速度前饋增益

 Kvff (1/s)
0.9 0.9 0.9 0.9 0.9

046.38
80.224
+s31.483

5351.167
+s 31.445

5232.693
+s 581.36

88.097
+s30.356

6746.635
+s

表2 伺服控制系統與運動控制器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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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三角形路徑之追蹤誤差變化圖(a)學習前; (b)疊代學習10次

圖9 橢圓形路徑之追蹤誤差變化圖(a)學習前; (b)疊代學習10次

圖10 最大追蹤誤差變化(a)三角形; (b)橢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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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輪廓誤差變化(a)三角形; (b)橢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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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三角形TCP輪廓誤差(a)學習效果; (b)3D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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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疊代學習10次後之TCP輪廓誤差(a)三角形; (b)橢圓形

表3 三角形路徑實驗結果

表4 橢圓形路徑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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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給率

(mm/
min)

疊代次數

追蹤誤差(μm, mdeg)
X/Y/Z/B/C

TCP誤差(μm)
X/Y/Z

輪廓誤差(μm)

MAX RMS MAX RMS MAX RMS
1500 0th 56.0/149.1/386.8/349.4/565.7 6.6/43.9/135.1/100.6/169.0 852.3/901.7/800.2 360.1/189.1/291.1 75.17 6.11

10th 9.3/22.9/41.9/48.2/58.6 2.0/6.6/17.5/15.4/18.6 66.9/78.5/61.2 12.2/6.9/10.3 14.12 2.45
精度提升

(%)
83.5/84.6/89.2/86.1/89.6 70.2/84.8/87.0/84.7/89.0 92.2/91.3/92.3 96.6/96.4/96.5 81.21 59.83

進給率
(mm/
min)

疊代次數

追蹤誤差(μm, mdeg)
X/Y/Z/B/C

TCP誤差(μm)
X/Y/Z

輪廓誤差(μm)

MAX RMS MAX RMS MAX RMS
1500 0th 9.6/56.3/457.4/129.4/797.7 3.1/16.2/129.8/36.5/230.5 852.0/953.6/854.0 405.9/218.4/338.0 62.74 7.79

10th 8.7/10.8/44.9/31.5/65.7 1.8/2.9/17.0/7.6/21.2 66.9/64.1/85.7 13.6/7.7/11.8 18.28 3.67
精度提升

(%) 9.1/80.8/90.2/75.6/91.8 42.2/82.0/86.9/79.1/90.8 92.1/93.3/90.0 96.6/96.5/96.5 70.90 52.90

成之干擾。最後透過兩種NC加工路徑實驗，來驗

證本研究所提出之方法可提升刀具中心點的循跡輪

廓精度達到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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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 製造執行系統、自動化設備整合、崁入式電腦應用、製造現場輔導顧問、資訊硬

體銷售

登錄類別：

AU2 自動化物料儲運技術服務項目

AU3 自動化生產製造技術服務項目

AU4 自動化系統整合規劃技術服務項目

AU5 商業服務自動化 

AU6 智慧生活自動化

AU7 健康照護自動化技術

•物料輸送系統

•自動化倉儲系統

•自動化上下料作業

•自動監控系統建立

•線上自動檢測

•生產技術資料庫之建立

•電腦網路系統與硬體設備之連線及整合

•MIS 規劃及設計

•自動化工程製造技術整合

 

•物流自動化系統(含自動化搬運取放作業)

•後場作業支援自動化系統

•自動識別系統

•客製化商業服務自動化需求解決方案

•商業自動化系統整合

•安全監控自動化系統

•資通訊與感測技術整合建置

•健康照護自動化系統規劃

•生理訊號自動化量測與分析系統

•遠距與居家照護監測及資料傳輸

•健康照護設備技術及服務(含輔具、智慧型機器人…等)

•健康照護自動化系統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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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術與服務能量

羽冠電腦創立於西元1989年，為臺灣CIM(電腦整合製造)領域中的領導者，提供製造業“製造執行系

統”(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簡稱MES) 的開發及導入，及各種設備、倉儲、運搬設備的監控系

統及自動化整合服務。 

羽冠電腦公司MES提供人性化的手動及設備資料收集介面，能即時將產品、數量、品質、人員及設備

等資料收入系統，同時彙整成生產進度、良率統計、WIP水準及設備稼動率等管理資訊，使各階層人員

皆能隨時掌握生產線動態，快速做成最佳生產決策，因而可以不斷提升效率與良率。當車間發生異常狀

況時，系統亦能主動發出警訊給負責人員，俾能快速解決，減少損失。針對不同產業特色，目前已開發

出十餘種產業別MES解決方案，包含：

✽平面顯示器產業 ( LCD, PDP, OLED)

✽太陽能電池產業 

✽Touch Panel 產業

✽半導體封裝測試產業 

✽被動元件產業 

✽電子組裝產業

✽印刷電路板產業

✽鋼鐵加工產業

✽汽車零件產業

✽塑膠加工產業

✽食品相關產業

✽模具加工產業

在設備監控整合方面，提供各種設備的監控及自動化整合解決方案，小從單一機台、儀器的資料擷

取，大至整廠的機台、運搬、倉儲的全自動化控制整合，皆能提供相對應的解決方案，為客戶提高工廠

的自動化程度。提供的解決方案包含：

✽機台與應用系統(如MES / EDC / SPC)整合介面

✽單一機台監控系統 

✽機台線監控系統 ( Block Control System)

✽單一倉儲監控系統 (Stocker Control System)

✽整廠倉儲運搬監控系統(Material Control System)

二十年來，在各個產業領域裡，已經為百餘家的客戶數百個廠區建置MES及設備監控系統。近年來尤

其致力於光電光伏領域解決方案之開發，廣為奇美電子、友達光電、群創光電、中華映管、統寶光電、

瀚宇彩晶等TFT LCD廠，及杜邦太陽能、奇美能源、旭能等光伏廠所採用。

二、營運方向

1.產品與服務定位

運用先進ICT資通訊技術，建構完整的CIM解決方案：從底層的現場資料收集與設備監控系統，到上層

的MES製造執行系統，真正做到無縫結合，同時在專案導入期，輔以紮實的產業知識與專案管理，順暢

專案各階段的建置，有效提升客戶整體的生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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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營運策略

3.產品策略

✽以客戶需求為核心，從MES與自動化整合能力出發，開發周邊市場，例如：APS, BI與CRM

✽與國際資訊大廠合作：代理IBM Maximo與ILog; 代理SAP MES與BI等產品

大型專案服務
針對需要人力資源較多，客製化程度高的客戶提供專案式服務，如光電與半

導體產業的自動化整合與大型MES系統。

產業模組化
解決方案

以產業知識(Domain Knowledge)為核心，結合跨產業的通用模組為基礎與產

業(特有)模組，整合成產業模組化的解決方案，助益開發與導入速度

套裝產品
淬取大型專案累積的產業知識，研發簡易的套裝軟體，能獨立銷售，加速產

品銷售速度，如SPC統計品管軟體及ALM警報管理系統

聯合行銷
與優質軟硬體廠商結盟，例：APS、ERP、BI、與CRM等系統服務供應商，

整合彼此的行銷資訊與產品互補性做聯合銷售。

代理銷售
國際軟體大廠

尋求國際知名軟體的代理銷售，自2005年開始代理IBM Maximo  Asset 

Management產品，是台灣首家Maximo 點正式代理商，擁有多位通過IBM認證

的產品導入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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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與發展策略

二、營運方向

1.關鍵技術發展策略

羽冠電腦科技為一提供專業整合性的CIM(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解決方案的提供者，隨著

全球經濟瞬息萬變的競爭發展趨勢，製造業面臨多樣化的彈性生產需求，客戶對於產品成本、品質與時

間等要求更勝以往，藉由目前日趨成熟的資訊技術，將各個自動化機器設備整合到電腦系統中，除可避

免人為作業的疏失，亦能提升作業效率及數據的精準度，進而提升客戶競爭力，其關鍵技術發展策略及

範疇如下所示：

2. 關鍵技術競爭力

年度 事           件

2013

產品技術研發：利用研發核心再加上行業知識，建立行業別套裝軟體

提升核心技術可靠度與效能，擬定未來新技術的走向與新市場

軟體版本，壓力測試，人機介面，資料庫進行改進

2014 掌握未來新技術的走向與新市場，擴大大陸與台灣市場，進行國際化的企圖心

2015
以國際系統整合商為訴求，將核心技術與行業知識建立在台灣，開發與專業執行

建立在中國, 在各地區建立與行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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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軟體開發技術：投入15%以上的人力於研發，並與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工業策進會、

Microsoft、學校研究系所等研發機構緊密合作，以不斷提升應用軟體開發的技術能量，為客戶提供

穩定高效能的系統軟體。

◆ 自動化整合技術：在設備的監控、連線及自動化整合方面，小自單一設備、儀器的資料擷取自

動化，大至整廠所有生產、運搬、倉儲設備的管控及與MES(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EDA(Engineering Data Analysis)系統的連線整合，皆能提供相對應的解決方案，讓上層的

MES(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能統合及指揮製造現場的生產儲運，進行高效率的自動化生

產。

◆ 嵌入式控制器之開發技術：洞悉嵌入式控制器有無限寬廣的應用範圍，長期紮根「單晶片微控制

器」技術。陸續開發出多種「專業設備控制器」、「資料收集器」及「遠程終端單元」…等，並持

續改良及拓展其應用領域。

◆ 專案管理能力：引進軟體專案管理方法，制度

化控管專案的範疇、資源、時程、品質、溝

通、及風險等面向，並且使用專業的專案管理

資訊系統，確保每一個工程專案能夠「如期、

如質、如預算」，以提升客戶導入羽冠系統的

效益。

◆ 製造管理顧問能力：已為數十種不同產業的

數百個廠區建置MES(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擁有豐富的顧問及系統導入經驗，累

積了紮實的製造管理與產業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可提供客戶業界的最佳管理實

務。

3.物件導向的SOA系統架構

◆ 依實際工廠的模式產生模組Business Unit(Class)

◆ SOA架構以服務為導向，MES Client 對應AP Server 可不斷新增(append)需求

◆ 提供data assess component，不同的SOA仍可一次commit

(1)系統架構兼顧彈性與穩定，並提供系統整合介面，擴充方便，能進行快速穩定的建置與實施

◆ 提供多種開發範本、多層次的Library架構，可加速客製化的開發

◆ 多層次的設計架構，當第一層無法滿足需求時，可進入第二層開發，不需重頭開發所需要的功能項

目、模組。

(2)功能模組化，亦可依照產業特性與獨特管理需求進行客製化功能設定

◆ 應用層的Transaction Components和Kernel Components，針對不同產業的需求，只需更換產業套件即

可。

◆ 提供User-defined Components可自訂屬性，自訂欄位，若有獨特需求，可依實際需求設計出符合自己

需要的管理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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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援多種資料收集介面

◆ 除電腦輸入資料外，亦可使用資料收集器、盤點機、PDA或Touch Panel觸控螢幕做為使用者介面

(User Interface)

◆ 亦可以感知器(Sensor)或與機台連線，自動取得回報設備的狀態、產量與品質等資訊，資訊傳遞更即

時、正確，且節省手工抄寫的人力投入。

(4)完整又簡易的維護管理功能，操作簡單方便

◆ 採用實體關係模型 (Entity Relationship Model)，圖形化詳實建立實體的屬性與關連性，故可快速開

發單一的設定。

◆ 方便設定的操作，可自行定義、設定/業流程，並自定快速關連

(5)人性化系統設計與畫面操作，符合兩岸三地的使用習慣 。

◆ 繁、簡、英三種語系切換，畫面項目可依需求自行更換習慣用語，例如：Factory對應工廠或車間。

◆ 所有子系統都可透過設定連到常用的功能或開啟網頁。

(6)異質系統無縫整合，可發揮CIM整體效益

羽冠能為製造業提供全方位工廠管理解決方案，而且模組間、系統間(如：ERP、SCM系統)均可無縫整

合，發揮整體效益。

4.關鍵技術成效

羽冠電腦科技之專業顧問及技術團隊，累積多年的實務經驗，服務領域由傳統產業到半導體、光電、

綠能等高科技產業，橫跨數十種不同類型產業，產品遍及台灣、大陸、印尼、韓國、美國和捷克，為

CIM(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軟體業界之領導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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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近年台灣重點發展項目-光電產業為例，MES(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導入實績約40座FAB，

Inline設備自動化整合實績超過1200條自動化線，使得電腦科技成為在台灣業界CIM(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軟體服務領域中實績最多、專案經驗最足、服務質量最佳之代表。

5.發展潛力

◎軟體技術應用：整個軟體的發展從過去的單機運算到後來的伺服器運算，演變至今日的雲端運算；

終端裝置從過去的桌上型電腦到後來的筆記型電腦，演變至今日的行動裝置，如：手機、平板電

腦....等。雖然製造業對於軟體技術的應用，不見得走在最前端，但對於一些應用上的演變，或多或

少都會帶給管理及決策階層在管理上的不同思維。羽冠電腦科技致力於軟體應用的研發，不斷針對

軟體推陳出新，提供穩定高效能的系統軟體。

◎ 產業領域知識：羽冠電腦科技致力發展各製造產業生產相關的軟體應用系統，重視公司內部專案人

員之培育，更持續延攬各產業中的專業顧問人士加入掌握產業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發展出

符合各個產業生產相關的軟體應用系統，使軟體應用在工廠裡發揮的效益極大化。

◎ 未來發展趨勢：以”深耕台灣，放眼世界”之格局，羽冠電腦科技之研發與顧問團隊以台灣為中

心，持續培植本地優秀人才，並以專案方式外派各地支援，以期將台灣優秀人才與國際產業接軌，

將研發創新與產業領域知識之能量及優秀人才結合，以達到羽冠電腦科技永續經營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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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托科技成立於1992年，公司位於中台灣的彰化市，由於地理位置之優勢，可以快速提供

北、中、南的客戶最快速的服務。早期以工業技術起家，後來轉往專業軟體及設備之代理，現

在則朝顧問服務業轉型，藉由後端的技術加值，提供給客戶最好的服務品質。皮托科技不斷站

在產業發展潮流的浪頭上，並以戰戰兢兢的態度去滿足業界最前端的需求。

皮托科技引進國內外尖端之專業軟體，包含類

神經網路及Fuzzy人工智慧，機器人離線規劃模

擬軟體，全廠設施規劃模擬分析軟體Flexsim及

AnyLogic等軟體，並提供後續之軟體導入、教育訓

練。另外還提供專案建模及分析服務及模擬顧問

諮詢。

在智慧型自動化方面，皮托提供類神經網路模

擬及模糊人工智慧等軟體，其主要功能應用於影

像辨識、視覺分類、定位及產品品質偵測之用。

類神經網路及模糊理論等人工智慧系統在業界應

用非常廣，如電冰箱、洗衣機。而現今有許多機

台加入感應裝置，用於偵測機台震動、碰撞、及

刀具或工具壽期偵測，均可以用類神經網路及

模糊邏輯等人工智慧來協助智慧自動化之目標實

現。

機器人模擬軟體主要功能是用來設計機器人工

作站之規劃，可以透過甘特圖(時間軸圖)來顯示機

器人及工具機等工作站之作業模擬分析，系統支

援各家機器人控制器，最終可以將機器人的程式

碼輸出給實際機器人使用。

而Flexsim主要是3D系統模擬軟體，可以在設計

階段應用Flexsim來設計 “理想之設計產能”，

小兵立大功   
    輔導技術冠綸

皮托科技

公司名稱 皮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　　立 西元 1992 年

董 事 長 陳貞卿

員 工 數 總人數 25人 

研發人力 11人

營業項目

CAE軟體銷售與模擬專案分析、人工智慧軟體銷售與專案導入、系統模擬軟體銷售與

專案分析、機器人生產線規劃、生產自動化系統模擬專案分析、物流配送與專案規劃

模擬評估、設施佈置與規劃分析評估

登錄類別：

AU2 自動化物料儲運技術服務項目

•工廠佈置與規劃

•物料輸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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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類神經網路晶片之應用

圖2  應用類神經網路晶片於魚體分類辨識

圖4  機器人弧焊路徑離線規劃

圖3  NeuroSolutions類神經網路模型

圖5  應用機器人點焊作業單元離線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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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建立全廠規劃分析模擬來了解未來產能之狀

況。另外亦可以應用Flexsim來針對現行產線之優

化進行模擬。

皮托科技專注於系統模擬領域之發展已經20

幾年，從民國81年開始導入系統模擬軟體，並

專注於生產線規劃及全廠佈置規劃之專案分析。

先後協助宏遠紡織進行，大眾電腦，中華汽車楊

梅廠、湖口廠分析、聯華電子，華邦電子，宏

碁、緯創資通匈牙利廠、中山廠，精英電腦、

QualComm、捷普綠點及友達及奇美電子及中科院

飛彈倉儲及裝載廠之規劃與模擬。另外協助中華

汽車導入機器人離線規畫模擬等經驗。應用系統

模擬工具來進行產能分析，生產線瓶頸分析，生

產派工及途程規則之搜尋，生產線平衡，3D生產

線物流配送之分析，另外亦可以做為生產作業程

序之控管檢驗之分析。

系統模擬是工業工程部門之重要利器，根據過

往經驗，許多企業在面臨廠房規劃時，大都由工

程師透過工業工程的規劃手法來進行分析，然而

規劃後卻無法有效進行驗證。在現今極端激烈的

競爭環境中，要在短時間所規劃出一個高品質且

價值數億或數十億元的廠房佈置規劃方案，僅透

過工程師的紙筆推算是難以達成的，因此需藉由

導入系統模擬專案來協助生產流程之規劃，才能

在短時間達到高品質的規劃水準。

案例分享

案例一 

某公司的生產線規劃之物料供應採用3D供料的

方式，平面的輸送帶為上下兩層，一個為物料配

送，另一個為組裝件之輸送，另外一條懸吊系統

亦是物料配送，參考下圖(圖六)。

模擬初期即考慮組裝時間之Cycle time設定為28

秒，並計算出前端SMT速度及Dip線之供應，並考

慮撿貨區之撿貨速度及三條物料供給線之速度，

並計算出總產能。因考慮熟練度問題，開始針對

系統之變異進行實驗設計，如當Cycle Time時間

降為27.2秒時，前端SMT線及DIP線的速度要如何

配置，撿貨時間及人數及三條輸送帶之速度搭配

應如何進行配合。因此，透過實驗設計來針對產

線速度之調整，如組裝時間之Cycle Time變更為

圖6  電子組裝廠3D物料配送系統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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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s，26.5，或26秒時，用來找出取貨之完全正確

之各項速度配合模式。如此計劃案，非一般紙筆

計算可以在短時間即可以計算出來，需搭配系統

模擬軟體來進行規劃分析，方可以在各種不同的

目標條件之下，進行各類參數之計算與修正。

案例二

業主主要與國外進行洽談接單事宜，依據A公司

所訂定之目標及提供之修訂資料進行系統建模，

借由模擬實驗，以評估在其工廠尚未建立之前進

行流程及產能目標及瓶頸站評估計算。希望可以

藉由模擬模型的建立快速的協助其產能及瓶頸站

分析，並且獲得在每台機台調整之後，其所改變

的產能狀況，使其系統獲得最大效益。

業主本身工程單位運用工程方法規畫出其新產

品A生產流程，以下簡稱為A產品，並初步計算出

生產產能。然而客戶原本預計提出產量需求須達

到每周50個。然而，後續又提出若是希望每周產

量為100個，並希望最佳狀況可以提升到每天100

個以上。因此，設定模擬目標為： 

◎主要目標為檢測單周產能可否達到50，或100

個。 

◎進階目標則是希望可以找出單日可以達到產能

100個。 

評估之KPI指標為： 

◎產能觀察，找出最好的產能輸出模式 

◎乾燥區之儲放數量觀察，找出最少須設置數量 

◎瓶頸站搜尋，並提出改善方案。 

系統假設： 

◎系統分成兩班制，工作12小時，休息12小時 

◎模擬時間為10天，包含暖機時間。 

◎Fuel Cell及料件進入系統採用每10秒供應一次，

採無限制供應，不考慮缺料斷線問題。 

◎不考慮不良品問題

◎工作單元間之運送時間假設每秒位移0.5公尺來

進行運送時間之估算。 

廠商一開始即告知他們在計算時發現Drying站是

最大的Bottleneck，因此他想知道應該擴充到多少

個儲位才足夠使用，且可以達到他們所需產能。

因此，此初步方案演化條件為擴充儲位至150個是

為廠商一開始預估為提升產能之解決方式。

在收集其生產流程資訊後，針對其工程單位事

前規畫之生產線進行模擬建模，

依照流程設定各工作站之作業時間後，開始進

行模擬，並發掘其中潛在之問題，其結果可以看

出每個不同參數所獲得的狀況及結果的產生均會

有所不同。

■原始方案

模擬結果：

產能10天197個，參考圖七。

發現問題：

◎SP站儲位數明顯不足，尚未工作達12小時，就

已經產生阻塞，導致閒置比率增加。

◎SP站儲位設定50個空間，50個空間全部用完，

且在未達二班制的工作時間就已經塞滿。塞滿

之後，SP站所有前面機台及工人將會出現閒

置。

圖7  產能及SP站儲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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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

建模依照廠商想法進行建置，將SP站之儲位區

擴充為150個儲位，並進行模擬。

模擬結果：

◎Drying站設定150個儲位可以應付第一天12小時

的作業不會因不足而造成阻塞。

◎產能10天198個。

發現問題：

◎第二天之後就會造成阻塞，觀察原因在於瓶頸

站轉移。

◎觀察其結果，瓶頸站將會轉移至塗膠站及組裝

站，導致產能仍舊無法提升。請參考圖八。

■方案二：

針對方案一所發現之問題，進行生產線平衡作

業，將塗膠及組裝工作站擴充成3站，在進行模擬

一次，並比較計算其結果。

模擬結果：

◎產能10天590個，參考圖九。

■結論

從Flexsim的模擬作業得知，原始方案中SP站之

儲位明顯不足，工作未達12小時就已發生阻塞，

導致前段機台閒置比率增加，方案一即使SP站擴

充至150個儲位，於第二天作業也會造成阻塞，其

原因在於瓶頸站轉移至塗膠站及組裝站。方案二

在擴充這兩站工作站後，產能隨及提升近三倍。

從模擬中SP站會維持在137數量之間變動，因此判

斷SP站設為150個是足夠的，而該廠之塗膠站和

組裝站必須擴編為3個站，如此才能滿足一周產能

100個以上。後續並發掘，若未來要提升單日產能

達到100個以上，則需要從刨線站後方的生產線在

分別在進行工作站擴充即可。因此在模擬後，跟

廠商提出建議後獲得以下三點改善： 

◎改善現狀的瓶頸站，讓產線達平衡

◎降低烘烤區儲位，減少成本及空間的浪費

◎達客戶要求之單日產量以上

皮托科技客戶群涵蓋了奇美、聯電、友達、

Qualcomm、捷普綠點及宏遠紡織等，這些上市上

櫃的大廠客戶面臨擴廠、整廠及生產線改造時，

都選擇皮托科技為其規劃的顧問，不僅僅是因為

滿意皮托提供的服務，更是皮托科技有一群專業

的規劃顧問，未來將繼續秉持專業與服務熱誠，

為更多企業廠商服務。過去會找皮托進行系統模

擬規劃廠商幾乎都是國際級的大廠，國際化程度

相當高，也相當熟悉國外廠商進行系統模擬的獲

益模式。然而台灣的中小企業過去對「系統模

擬」一無所知，常因蒙受動線設計錯誤，造成很

多的損失，但若是能適時利用系統模擬的技術，

不但可以節省可貴的人力、物力，無形中也增加

自身的競爭力。「系統模擬」是一種事前規劃，

借重高科技的力量，進行事前的管理與整合提高

產能。以提升台灣企業在國際的競爭力。

圖8   瓶頸站分析

圖9   Model間產能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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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捷科技成立於1998年，為高科技TFT-LCD光電設備領導廠商，研發產品為TFT光電設備

及其他自動化設備，主要聚焦於機構設計、電氣設計、電腦視覺系統、人機介面軟體、系統自

動化控制等高階技術開發及整合，並於2003年11月14日進駐台南科學工業園區，東捷科技全

心投注於自動化設備及液晶顯示器面板測試設備之製造與銷售，成立以來持續不斷成長，提供

客戶更迅速、更有效率的服務並造就東捷未來持續擴大成長之契機。

持續創新 客戶至上 東捷科技
公司名稱 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　　立 西元 1998 年

董 事 長 嚴瑞雄

員 工 數 總人數 320人 

研發人力 138人

營業項目 自動化傳輸設備、機台檢測設備、雷射修補設備維修與治具

登錄類別：

AU2 自動化物料儲運技術服務項目

AU3 自動化生產製造技術服務項目

•物料輸送系統

•自動化包裝系統

•自動化上下料作業

•自動化機械設計開發

•機器人之應用

東捷科技公司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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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營理念及策略

1.持續加強品質與服務之改善，以鞏固現有顧客。

2.以高效能及合理價位產品迎合市場需求，積極擴展新客戶。

3.積極朝向新世代產品研發，以符合市場未來需求。

4.擴大與國內外學術機構、技術單位合作，以增加產品線種類。

5.進入製程設備開發，藉以擴大產品線，以增加市場佔有率。 

6.以高品質、高作業效率及合理價位之產品，加強客戶信心。

7.加強製程組裝技術之教育訓練，以符合新世代產品日趨精密之需求。 

8.以完善售後服務團隊，提昇對客戶售後服務之品質。

9.加強與其他製程設備商之合作，掌握與美、日、韓設備組件代工合作之商機。

10.加強產學合作，引進各類先進技術。

11.配合客戶國外大陸建廠及擴廠需求，參與投資計畫

二、營運方向

在業務方面，隨著景氣逐漸復甦，市場需求再

度活絡，全球科技產業產能擴張動作漸趨積極，

各大企業投入之資本支出亦持續成長。而因手

持裝置之應用增加，使中小尺寸面板需求與日俱

增。近期新興市場如中國大陸之崛起，加上政府

亦鬆綁面板廠登陸「N-1 世代」之政策，使面板需

求量大增，LCD 產業景氣確定復甦之情況下，各

大面板廠均有擴產計畫，設備業接單也逐步恢復

榮景。預估在面板廠建廠與擴產趨勢下，東捷將

可持續提供服務擴大營運。

為公司長期之發展，在研發方面，東捷也將

力求擴展產品廣度，將強化既有核心技術能力，

全力發展新產品之研發，發展不同產業所需之設

備，並持續加強產學合作，引進各類先進技術，

加強製程組裝技術之教育訓練，以符合新世代產

品日趨精密之需求。

紀律

公正

勤勉

自信

誠信

創新

責任

永續經營
Cont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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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術與服務能量

1.目前生產產品(服務)項目

2.計畫開發之新產品(服務) 項目

產品種類 產品名稱

TFT-LCD檢測整修設備
(雷射應用)

雷射修補機(Laser Repair)

雷射亮點修補機(BPRS)

雷射環切機(Laser Short Ring Cut)

光罩修補機(Mask Repair)

自動拍照及修補機(ALRP)

TFT-LCD檢測整修設備
(光學/檢測應用)

微觀檢察機(Micro)

複合檢察機(Marco/Micro)

自動拍照機(AICM)

自動光學檢測機(AOI)

基板邊緣檢察機(Burr Check)

目視檢查機台(Marco)

呼氣相檢察機(Rubbing Inspection)

點燈測試機(Light-on Tester)

自動化設備

自動上下料系統(Loader/Unloader)

搬運設備(Conveyer)

自動化材料取放系統(AMHS)

機械手臂(ROBOT)

分類機(SORTER)

包裝/解包機(Dense Pack/Un-Pack)

移載機(Changer)

翻韓機(Flip Stage)

維修服務 維修服務類：固態laser overhaul

零配料、耗材
零配料、耗材：LCD Light On 點燈治具(ful l  contact , short 
bar,quick)。

計畫目標 產品名稱 主要用途

擴增設備產品

線

CF瑕疵修復機 以雷射方式，依瑕疵種類做修復

TP電性測試機 Touch Panel以測試座接觸接點，做電性測

試之自動化設備

Touch Panel AOI 運用高倍數光學鏡頭檢查panel的針孔及瑕

疵

模組自動點燈檢察機 LCD面板模組以自動化對位方式自動點

燈，並以CCD模組(API)，自動檢查點燈缺

陷

運 用 新 式 技

術，改善現有

設備效能

自動LASER修補技術 ARRAY或CF製程中自動LASER修補

零配件、耗材 Bump type COF PU.11 
ARRAY IZO 製程用鈹銅探針及full contact PU re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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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展規劃

1.短期發展規劃

(1)行銷策略

A.以高效能及合理價位產品迎合市場需求，積

極擴展新客戶。

B.積極拓展其他產業之設備市場。

(2)生產策略

A.提升製造效率，確實掌握交期能完全符合客

戶要求。

B.確實掌握客戶需求，降低成本，增加產品競

爭力。

(3)經營管理

A.強化ERP系統，從接單、生產、出貨、會計、

財務等作業流程電腦化，以提高營運績效。

B.加強各項分析管理報表功能，提供管理階層

及時性、正確性的數據分析，協助其經營管

理。

2.長期發展計劃

(1)行銷策略

A.整合顧客需求，提供TFT-LCD業者於設備方面

各項解決方案。

B.增加產品及服務項目，擴展營運規模。

(2)產品策略

A.產品市場定位，將低毛利產品委外製造，資

源全力挹注未來主力產品

B.與上下游廠商合作或聯盟發展產業與市場。

(3)生產策略

A.投入生產技術研究，進而提高產品及服務品

質。

B.集中採購，與供應商建立夥伴關係，提高零

組件之品質。

(4)經營管理

A.培養優秀人才並建立企業優良文化。

B.充分利用資本市場特點，以因應公司長期發

展。

1.研發目標： 

(1)新設備、新技術之開發： 

配合公司各大產業，建立獨力研發能力，開

發專用於製程之設備。除提供國內客戶國產設

備，降低業者生產成本、並減少國內對進口設

備之依賴。 

(2)舊設備之改善技術提升： 

協助客戶解決製程上的問題，包括提升產

能、提高良率之舊設備改善需求。 

(3)近程目標：縮短與國外先進技術差距。

(4)遠程目標：超越國外技術，成為關鍵技術之領

導廠商。 

2.研發策略： 

(1)研究市場需求機台種類、規格、測試功能及其

他搭配需求。 

(2)安排研發人員接受相關課程訓練，並延攬國內

外專家學者指導研發。 

(3)與User建立密切合作關係並了解製程設備需

求。 

(4)配合User製程突破現有研發技術。 

(5)積極與國內研發單位(中科院、工研院、精機中

心)與各大學合作研發關鍵技術。 

(6)參與經濟部科專計畫，提升研發能力。 

(7)結合同業開發整線製程設備。

五、研發目標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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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浩昇公司位於桃園縣楊梅市

專業技術能量  
    提供全面整合應用服務

浩昇開發
公司名稱 浩昇開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　　立 西元 2004 年

董 事 長 黃練盛

員 工 數 總人數 40人 

研發人力 20人

營業項目 自動化設計製作、自動化代工生產、模治具設計製作、電子零組件製作

登錄類別：

AU3 自動化生產製造技術服務項目

•自動監控系統建立（含工程網路）

•線上自動檢測

•機械人之應用

•自動化裝配工程

•自動化生產系統規劃

•品管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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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營理念及策略

浩昇公司於西元2004年創立，致力於自動化

設備設計開發及電子零組件生產製作等服務，秉

持符合及滿足客戶需求為基礎，開發各種自動化

的技術及設備協助解決客戶之問題以符合客戶需

求。隨著自動化設備朝向高精密度、高穩定度的

方向前進，本公司也積極創新研發，把自動化產

業提升至智慧型自動化產業。

浩昇公司近年除在一般電子設備技術服務外，

更成熟發展在雷射量測技術、光學膠膜檢測技

術、超音波精密塗佈技術、機械手臂結合視覺控

制與量測技術，提供各種光電產品及半導體產品

最佳化的生產與檢測封裝設備平台。

公司團隊結合研發、機械、光學、電控、資

訊、行銷等經驗豐富兼具軟硬實力的人員，提供

全面應用整合服務，並且對於人才培育與創新技

術開發不斷的努力，旗下所有自動化產品之設計

理念，皆以降低耗料、提高生產效能為原則，提

供客戶整體性的技術服務，創造高品質、高效

率、高信賴的利益貢獻。

二、營運方向

隨著LCD顯示面板產業結構與3C產品及精密機械

生產等市場已朝向自動化檢測，以求降低成本，

各先進國家均專注於高精密度機械手臂技術之發

展，其中結合影像視覺則被視為未來智慧型自動

化工業主要關鍵技術之一。浩昇公司在自動光學

檢測(AOI)領域已經開發出多種高性能之產品，

且為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觸控技術產業所採

用，也成功切入國際大廠之生產線，在高解析度

對比影像辦識技術上，具有相當技術優勢。

另外，浩昇公司也結合現有之技術能量，搭

配視覺辨識技術及智慧型機械手臂進行創新技

術整合開發，提供高解析度之圖像驗證(Image 

verification)的功能，可辨識不同形狀、尺寸之產

品，搭配電性檢查之功能，且因技術上的創新，

已可不受限於資料量過大而影響的生產週期時

(Cycle time)，大幅提升生產效率及品質。

圖2  浩昇公司自動化技術服務能量

圖3  浩昇公司研發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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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自動化光學檢測 圖5  晶片高速檢驗篩選機

圖6  自動成型檢測設備 圖7  超音波塗佈技術

三、發展規劃

近期3C產業在國內篷勃發展，新的技術也不斷

被開發，需要有更新的自動化技術方可滿足客戶

之需求，浩昇公司為自動化生產設備開發設計公

司，屬於高度技術密集的產業，任何關鍵技術的

建立對公司都相當的重要，目前相當看好光電產

業未來市場的商機，積極投入研發具前瞻性自動

化生產線製程技術，以求可以建立國內材料與設

備商自主，降低材料端及設備端生產成本。

浩昇公司以「技術導向」為主，秉持著專業知

識及技術，提供更完善及整體性服務予客戶。面

對未來，除了著重於創新研發的投入，建立各種

新技術外，將更有系統的提供技術教學導論、導

入實務等相關課程，培植輔育更多專業人才，提

供客戶整體性之服務。目前政府極力改善台灣之

投資環境，提供許多有效協助企業成長方案，浩

昇公司也願意積極貢獻研發能量，為科技王國貢

獻一份力量。

★ 機器人產業常有名詞 ★

「直角坐標機器人」

Cartesian coordinate robots

Gantry robot(門型機械手)，橫走

式機械手

英文原文

其它別名

光學膠膜檢測設備

DIP SWITCH 自動成型檢測設備

超音波噴塗設備

晶片高速檢驗篩選機

• Lab-view程式介面控制，易於生產管控。

• 使用高階影像技術迅速檢出產品異物及瑕疵。

• 可使用多種尺寸光學膠膜檢測工程。

• 自動供收料功能。

• 可配合提供各種管制分析功能。

• Cycle Time約 2.0 sec./ea.

• 憑藉高電壓衝擊，檢測接點間金屬殘留。

• 模組化檢測電路，可彈性擴充。

• 模具技術應用串聯生產。

• 自動控制資料傳輸，檢測技術整合。

• 可搭配各式形狀噴嘴，均勻霧化漿料。

• 可連接自動入出料模組設計。

• 可選配加熱系統。

• 高解析視覺系統量測定位功能。

• 蜘蛛手式機械手臂高速取放。

• 搭配晶片電性檢查功能。

• 晶圓自動式膠膜剝離功能。

• PC控制檢測及機械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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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金屬機械產業的
電腦中心 鼎基資訊

公司名稱 鼎基資訊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成　　立 西元 1988 年

董 事 長 吳宇泰

員 工 數 總人數 52人 

研發人力 8人

營業項目

ERP 企業資源規劃、CAD／CAM和ERP整合、製程設備與ERP整合(MES.PLC. CNC)、

ERP行動商務、擇材算料、財務會計、人事薪資、網頁設計、辦公室ｅ化、工廠自動

化解決方案，並提供生產管理、財務會計、企業顧問輔導

登錄類別：

AU1 自動化產品設計技術

AU4 自動化產品設計技術

IT1 企業電子化技術服務技術 

•電腦輔助製程規劃

•MIS規劃及設計

•ERP企業資源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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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基資訊電腦自 1988 年成立以來，一向秉持著

以 「 鋼鐵金屬機械產業的電腦中心 」 為經營理

念，輔以「 服務、專業、精益求精」 的精神，提

供業界上下游廠商、電腦化、自動化、行動化的

整體解決方案，藉以提升業者的經營效益。

我們不只是銷售電腦及軟體，更重要的是提

供鋼鐵金屬機械產業電腦化、自動化的專業知識

及輔導經驗，使業者能在短時間內成功的導入系

統，更能夠陪同客戶成長，提供電腦化自動化不

斷升級的知識與輔導。 

主要提供的產品及服務為 ERP 企業資源規劃、

CAD/CAM、MES、PLC及CNC與ERP整合、工廠自

動化、行動化及針對業界提昇營運效益之整體解

決方案。

因應經濟部工業局為推動知識服務業發展，扶

持國內技術服務機構，建構公平競爭環境，鼎基

於99年參與並取得IT類資訊服務業之電子化工程

服務機構－IT電子化技術服務技術類ERP企業資源

規劃能量，並於同年年底提出前端進銷存系統整

合生產流程及自動化算料選料之CAD／CAM電腦軟

體，搭配後端機台生產，取得AU類自動化服務機

構－AU1自動化產品設計技術電腦輔助製程規劃及

AU4 自動化產品設計技術 MIS規劃及設計能量認

證。

鼎基在鋼鐵金屬機械產業之客戶群超過 1000 

家，為提供此產業實務輔導經驗最豐富的軟體廠

商，主要客戶群為鋼鐵金屬機械產業上下游廠

商，其包括之行業別為金屬材料業、加工裁剪

業、鈑金加工業、建材業、金屬製品業、機械設

備製造業及各相關工具機生產廠商。

 在鋼鐵業客戶方面，鼎基提供產業ERP進銷存

管理系統，可提供不同重量、尺、才換算公式，

及各式壓工、切工、浪板、扁線、盤型圖庫，符

合產業生產特性；在金屬加工客戶，定義多產品

結構用料，並依CAD/CAM圖檔、製程及PDM整

合，計算工序價格及站台進度，並查詢各機台及

人員工作績效；機械產業客戶則可利用PC Base結

合資料庫，把辦公室製令直接送到機台，將收集

器生產資料回存資料庫，做動態分析，並將產值

圖像化，使用儀表板功能，讓管理人員更快速掌

握相關資訊。透過感知元件、PLC將機台狀況及時

回報負責人及機器製造廠，讓機器需保養維修的

資料做成告警系統，讓機台維持最佳狀態，也達

到機器製造廠真正智動化生產。

鼎基將產業特性結合生產程製，提供雙模運作

(手動／自動)及自動算料控制／電控系統，配合

PLC/CNC使工具機與前端ERP整合，提高工作效

率，透過雲端服務，使相關人員於行動裝置上，

取得生產進度及警示訊息。（如圖）鼎基積極尋

求產業工具機生產廠商，協助產業機台系統整

合，提昇工具機外銷競爭力。

鼎基一直努力於自行研發及不斷從國內外尋找

業界相關的應用系統及自動化設備，整合於鼎基

的產品及服務中，以提供業者電腦化、自動化及

行動化整體解決方案，希望能為提升整體鋼鐵金

屬機械上下游產業競爭力克盡棉薄之力。

★ 機器人產業常有名詞 ★

「無塵室機器人」

「夾爪」

「機器視覺」

Cleanroom robot

Gripper

robot vision

晶圓機器人，面板搬運機器人

End Effector(末端效應器)

視覺模組

英文原文

英文原文

英文原文

其它別名

其它別名

其它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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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日期 
(102年度)

課程名稱
課程
時數

開課地點

06/18-19 公差分析應用 12 新竹

06/18-19 現代切削加工應用 12 台北

06/19-20 滾動軸承應用技術 12 新竹

06/26-27 具備MySQL DB & Web的嵌入式自動化實務設計 12 新竹

06/26-27 工具機結構震動分析技術 12 台中

07/02-04 系統控制(機電整合連線)應用技術 18 台北

07/03-04 CNC工具機精密組裝技術 12 台中

07/09-11 工具機自動化上下料技術應用 18 台中

07/10-11 夾治具應用實務 12 新竹

07/10-11 網路型人機介面與圖形監控應用技術 12 新竹

07/16-17 泛用型DSP-Based控制器設計技術 12 台北

07/17-18 齒輪傳動系統的設計與應用 12 台中

07/17-18 三軸工具機幾何誤差建模量測及補償高階技術 12 新竹

07/24-25 機件幾何公差之解析與實務 12 彰化

07/24-25 齒輪刀具設計與製造技術 12 台中

07/24-25 風力發電產業大零件及複材之切削加工 12 台北

07/31-08/01 製造業的法寶_自動化與效率化 12 新竹

08/02-03 機械元件加工技術與製程規劃 12 台中

【經濟部工業局】

機械產業藍領及白領人才培訓計畫
本計畫配合政府之產業人才培訓政策，因應精密機械產業發展趨勢並符合企業人才培訓

需求，由經濟部工業局主辦，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與系統研究所承辦之「機械產業藍領及

白領人才培訓計畫」，結合具有精密機械實際研發及培訓實務經驗之單位共同執行，辦理

工具機及機械零組件、模具、FPD及IC設備、雷射、智慧機器人及一般機械等產業中高階

技術人才培訓課程。

工研院機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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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6-07 五軸工具機及五軸加工高階技術 12 台北

08/06-07 故障診斷技術與CAE耦合分析 12 新竹

08/07-08 液壓伺服技術與節能液壓實務 12 新竹

08/13-14 感測器應用設計技術 12 新竹

08/14-15 機件幾何公差標註操作練習_進階班 12 台中

08/14-15 能量捕捉永磁發電機設計驗證實務 12 新竹

08/20-21 齒輪的加工製造技術 12 台北

08/21-22 CNC控制器開發設計技術 12 台中

08/21-22 生產自動化設計應用技術 12 新竹

08/28-29 馬達驅動器之分析與設計 12 台中

08/28-29 高速切削應用技術 12 台南

08/28-29 多維度創新設計工作坊 12 新竹

註：本所執行工業局機械產業藍白領人才培訓計畫，可為業者整合短期單項課程為系列課程班(36小

時)，並做企業包班之服務，若您對工研院人才培訓課程感興趣，歡迎來電詢問。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college.itri.org.tw/Default.aspx 

＊洽詢專線：03-5915894蔡小姐 E-Mail:hctsai@itri.org.tw 

＊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承辦單位

課程日期 

(102年度)
課程名稱

課程

時數
開課地點

06/20-21 機械夾爪設計實務 12 台中

07/11~07/26 視覺感測技術應用實務 36 台北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www.tairoa.org.tw/ 

＊洽詢專線：04-23581866 Sammy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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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承辦單位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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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產業學院

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課程日期 
(102年度)

課程名稱
課程
時數

開課地點

06/17-18 熱處理不良件原因、對策及品保技術 12 台北

06/26-27 鋼鐵材料製程與鋼材特性技術實務 12 台中

課程日期 

(102年度)
課程名稱

課程

時數
開課地點

06/15~07/13 工業產品設計工程師培訓班 36 台中

06/19-20 ISO/IEC 17025實驗室內部品質稽核課程 12 台中

06/23~07/21 結構分析技術培訓班 36 台中

08/02~8/17 CNC控制器開發設計人才培訓班 36 台中

08/09~08/30 CNC控制器機電系統整合及實習培訓班 42 台中

08/23~09/07 馬達驅動器開發與設計人才培訓班 36 台中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college.itri.org.tw/Default.aspx 

＊洽詢專線：04-25685000 陳小姐 

＊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承辦單位

金屬中心

課程日期 

(102年度)
課程名稱

課程

時數
開課地點

07/26-27 工具機進給系統系統設計實務 12 台中

8月 工具機產業製造服務化加值跨領域人才培訓班 36 台中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www.pmc.org.tw/training.aspx 

＊洽詢專線： 04-23599009#807 胡先生 

＊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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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0-21 不銹鋼銲接技術實務與應用 12 台北

06/20-21 滾動軸承的使用與故障對策 12 台北

06/21~7/20 鋁合金材料品質案例及分析實作課程 36 高雄

07/01-02 彈簧線材選用.加工.熱處理及問題探討 12 高雄

07/08-09 彈簧線材選用.加工.熱處理及問題探討 12 台中

07/08-09 管理階層熱處理必備知識 12 高雄

07/10-11 銲接工程技術與監工實務 12 高雄

07/22-23 管理階層熱處理必備知識 12 台中

07/25-26 鋼鐵材料製程與鋼材特性技術實務 12 高雄

07/18~8/02 FPD設備電控系統工程師人才培訓班 36 高雄

07/02-03 輕金屬材料之沖壓成形加工技術及實務應用 12 台中

07/05~8/09 車輛工業表面處理技術 36 台中

07/16-17 輕金屬材料之沖壓成形加工技術及實務應用 12 高雄

06/27~7/16 扣件熱處理與品保系列課程 36 高雄

08/05-06 銲接工程技術與監工實務 12 台中

08/05-06 不銹鋼材料特性及熱處理要點 12 高雄

08/19-20 不銹鋼材料特性及熱處理要點 12 台中

08/19-20 機械設備故障分析保養技術 12 台中

08/20-21 金屬材料試驗及破壞分析技術實務 12 台北

08/21-22 精密沖切模具設計與實務應用技術 12 高雄

08/22-23 金屬破損分析與非破壞檢測技術之應用 12 台北

08/23-24 機械設備故障分析保養技術 12 高雄

08/27-28 金屬材料試驗及破壞分析技術實務 12 台中

08/28-29 精密彎曲成形模具設計及實務應用技術 12 高雄

08/29-30 金屬破損分析與非破壞檢測技術之應用 12 台中

08/29-30 鋁合金材料選用、金相組織分析與熱處理技術應用 12 高雄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training.mirdc.org.tw/ 

＊洽詢專線：07-3513121 # 2471、2446 蘇小姐 

＊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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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雷射應用發展協會

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課程日期 

(102年度)
課程名稱

課程

時數
開課地點

07/17-18 精度檢測實務班 12 台中

07/19~8/3 機械美學設計研習班 36 台中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www.tmba.org.tw 

＊洽詢電話：04-23507586  鐘小姐 

＊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承辦單位

課程日期 

(102年度)
課程名稱

課程

時數
開課地點

06/25-26 塑膠模具試模技術與問題分析 12 台中

07/22-23 沖壓模具設計與估價分析實務 12 台北

07/23-24 壓鑄模具設計及成品改善實務 12 台北

08/13-14 模具精密加工及高速銑削加工技術實務 12 台北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www.tmdia.org.tw/school/ 

＊洽詢專線：02-29995108  張小姐、林小姐、黃小姐 

＊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承辦單位

課程日期 

(102年度)
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07/12~07/27 新世代板金製造技術實務班 36 台中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www.taiwanlaser.org.tw 

＊洽詢專線：04-25679545 司徒小姐 

＊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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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時 間 科 目 課 程 大 綱 講 師

6/20

(四)

09:00

｜

12:00

認識夾爪—

末端效應器原理、設計與

分析

1.末端效應器原理與發展

2.夾爪類型與基礎知識

3.自動化夾取技術

4.夾爪設計理論與技術

5.夾爪設計與規劃方法

兆和豐科技

張錦濱　　

12:00

13:00
午餐 & 休息

13:00

｜

16:00

奧秘探索—

機械夾爪開發應用實務

1.機械手臂週邊工具與應用

2.環境、材料與動力規劃

3.如何正確選用機械夾爪

4.夾爪開發流程與方法

5.夾置具與工件型態介紹

6.夾爪在各行業應用案例說明

兆和豐科技

張錦濱　　

6/21

(五)

09:00

｜

12:00

整裝上陣─

夾爪整合置具設計實務

1.機械手臂滑台整合應用與發展

2.設計架構與流程

3.特殊夾爪分享與應用

4.創新夾爪應用思維與挑戰

兆和豐科技

張錦濱　　

12:00

13:00
午餐 & 休息

13:00

｜

16:00

活動自如—

機械手臂與夾爪整合實務

1.夾爪整合架構與概論

2.傳統取放應用透析

3.創新多夾爪整合控制

4.伺服馬達定位應用

5.其他週邊整合實務

發那科機器人

陳孟弘經理　

課程資訊【工業局補助】

機械夾爪設計實務
近年來，機器人逐漸成為世界各國關鍵性策略產業，機器人技術也被視為新一波革命

性產業所關切的議題。透過不同的末端效應器（機械夾爪），機器人可以執行各種固定

或非固定之工作程序，取代人力在危險環境下工作。

作為直接接觸工件的部件，機械夾爪因應不同需求條件與環境，也必須衍生出不同的

類型與架構；本課程特別聘請自動化產業多位系統整合專家授課，深入解析機械夾爪設

計與架構、驅動控制技術、動力規劃與力學分析等內容，並以實機作為教具，探索夾爪

整合於機械手臂及自動化設備之應用實務，讓您在投入自動化領域時更加得心應手！

■開課日期：2013年6/20(四)、6/21(五) 早上9:00~下午16:00，共計12小時。

■開課地點：工研院產業學院台中學習中心（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號4樓）。

■課程表：

線上報名：http://www.tairoa.org.tw/training/tr_course.aspx?tr_course_id=24

詳情請電洽(04)2358-1866  Sammy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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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感測技術應用實務
因應國內業者「少量多樣」的生產需求，利用視覺感測技術搭配企業自行研發軟體，可順

應「客製化」的設計趨勢，亦能有效解決高風險與單一重複行為之工作環境人工短缺問題。

本課程結合產業及研發機構的專業團隊，深入透析視覺感測技術及系統整合實務，並詳細解

說影像處理的語法及邏輯設計，讓您的學習兼顧技術面與應用面，提昇研發及優化能量！

■開課日期：2013年7/11(四)、7/12(五)、7/18(四)、7/19(五)、7/25(四)、7/26(五)

■早上9:00~下午16:00，共計3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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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表：

日期 時間 科目 課程大綱 講師

7/11

(四)

09:30

｜

12:30

視覺感測應用基礎：視

覺感測技術概論

1.機器視覺技術發展與挑戰

2.組成單元與組件特性

3.光源與鏡頭選用

4.影像校正與分析方法

5.機器視覺應用實務案例

整創科技

業務經理

林志邦　

12:30

13:30
午餐&休息

13:30

｜

16:30

視覺感測應用基礎：視

覺感測與機械手臂整合

實務

1.自動化發展概念

2.機器視覺─智能相機

3.機器手臂─新時代機器人

4.導入自動化程序

5.導入自動化遇到的問題

6.整合應用案例

整創科技

技術副理

李雲南　

日期 時間 科目 課程大綱 講師

7/12

(五)

09:30

｜

12:30

視覺感測應用基礎：

3D視覺感測技術實務

1.3D視覺感測技術原理

2.組成單元與組件特性

3.All-in-one 3Ｄ雷射視覺感測

4.PC Base 3D視覺感測

5.3D軟體影像函式庫

6.3D視覺感測應用實例

整創科技

研發經理

鐘正宜　

12:30

13:30
午餐&休息

13:30

｜

16:30

視覺感測應用基礎：

紅外線攝影機應用之環

境與時機

1.紅外線相機核心感測器

2.紅外線相機選擇方式

3.短波紅外線之性能與應用

4.中波紅外線之性能與應用

5.長波紅外線之性能與應用

整創科技

產品經理

詹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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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報名：http://www.tairoa.org.tw/training/tr_course.aspx?tr_course_id=26。

詳情請電洽(04)2358-1866  Sammy 陳。

日期 時間 科目 課程大綱 講師

7/18

(四)

09:30

｜

12:30

自動化系統與AOI整合

應用實務(1) 1.AOI簡介與發展趨勢

2.AOI技術

3.AOI應用案例

4.自動化系統整合開發與挑戰

5.自動化系統應用案例

工研院

張俊隆經理

羅傳仙經理

12:30

13:30
午餐 & 休息

13:30 

｜

16:30

自動化系統與AOI整合

應用實務(2)

日期 時間 科目 課程大綱 講師

7/19

(五)

09:30

｜

12:30

視覺感測與運動控制

整合實務(1)

1.工業機械視覺與機械手臂整合

的發展與潛力

2.機械手眼系統架構、模型與空

間精度解析

3.單眼與立體視覺校正

4.機械手眼校正

5.機械手眼應用案例

交通大學　

胡竹生教授

工研院　　

張永融經理

12:30

13:30
午餐 & 休息

13:30

｜

16:30

視覺感測與運動控制

整合實務(2)

日期 時間 科目 課程大綱 講師

7/25

(四)

09:30

｜

12:30

視覺感測演算法實務

(1)

1.影像處理演算法分析

2.影像處理流程設計

3.世界座標、影像座標及機台座

4.標的關聯與轉換

5.情境模擬

6.小量偏移

7.鏡頭失真

視覺開發工

程師

楊筑鈞

12:30

13:30
午餐 & 休息

13:30

｜

16:30

視覺感測演算法實務

(2)

日期 時間 科目 課程大綱 講師

7/26

(五)

09:30

｜

12:30

視覺感測演算法演練

(1) 實例演練教學：

1.自動對焦

2.標記辨識

3.影像檢測

4.影像追蹤

視覺開發工

程師

楊筑鈞　

12:30

13:30
午餐 & 休息

13:30

｜

16:30

視覺感測演算法演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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