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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動化到智慧自動化，再進展到工業4.0，

自動化的時代一直不停的在進步；工業4.0所描繪

的未來工廠，突破以往人們認為提升產能便是增

加廠房或增加產線，抑或者增加人手的概念，在

維持廠房空間及人力的同時卻能達到提高產能。

蔓延三大洲的工業4.0熱也持續延燒到了台灣，上

銀、研華及東台精機都已先後投入工業4.0轉型的

世代；雲端、物聯網、大數據等新時代的觀念，

誰先能掌握就能搶下未來製造業的主導權。

國際產業市場不停地隨著新潮流趨勢脈動，

繼美國及英國陸續推出「再工業化」政策後，德

國也推出「工業4.0」方針，日本則選定在今年一

月由安倍首相發布未來機器人發展策略，而中國

大陸也將於三月頒布最新的五年科技發展計畫－

「十三五」，用以做為未來機器人產業發展的重

要依據；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技術已逐漸成為世

代主流，跨領域的技術運用已是現在進行式，在

美國、德國、日本、韓國、中國等強敵環伺的情

形下，台灣該如何殺出一條生路，搶先了解智動

產業多元應用模式，將是未來各產業廠商最先需

要掌握的契機。

為協助廠商提早面向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的

多元應用發展做準備，今年度的智慧自動化產業

期刊將以「智慧自動化在多元化的應用」為主

題，針對現今運用在智慧自動化及工業4.0所發明

的技術，於年度四期期刊中進行一系列的報導，

協助台灣廠商提早為面向產業新世代做準備。

今年度系列報導將分別邀請到台灣在「智慧

家電」、「智慧醫療」、「智慧工廠」、「智慧

建築」、「智慧生產」等多面向上具有服務能量

的業界廠商及研發人員，以各自專精的領域技術

為出發點進行詳細的說明及市場剖析，相信透過

文章資訊分享，將能帶動產業發展，攜手邁向智

慧自動化世代。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編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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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能源是人類生活之中最重要的物質之一，隨

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對於能源的需求量越來

越大，我國自產能源十分缺乏，依據綠色生產力

基金會的統計，百分之九十七以上能源需要由國

外進口，如何藉由監控技術與系統管理以減少能

源的浪費，已經成為政府及全國人民重要的課題

我國住宅及商業用電所消耗電力佔全國總耗

能量的17%，其中建築空調耗電量更佔我國夏季

尖峰總用電量三分之一以上，是非工業生產最重

要的耗能，由於空調能源管理為建築耗能最直接

之管制，其節能效益對於國家能源政策更是立竿

見影，因此降低空調能耗已成為我國重要的節能

政策之一。由於節能議題已經成為全球新興商

機，我國政府在2009年提出i236計畫，以感知網

路技術架構無所不在的網路社會，並且結合資通

訊等技術，發展智慧化居住空間之空調節能應

用。由於半導體及無線技術的發展日趨成熟，

資通訊技術開始廣泛的被發展及應用，因此要

發展智慧化居住空間，場域之中的設備就要智慧

化及通訊化，以達到無所不在的運算(Ubiquitous 

Computing)，如圖1 所示。在能源逐漸缺乏的現

代，將資通訊技術應用在空調節能管理以減少能

源浪費，已經成為建築物能源管理發展之趨勢。

由於Wi-Fi等通訊技術已經非常成熟，Wi-Fi

模組成本也由USD20元降到7元以下，因此物聯

網家電的發展重點，會在整合通訊模組、雲端及

家電技術，開發出符合用戶所需的物聯家電。

SAA.Net通訊協定介紹

2002年，經濟部為了協助台灣家電廠商推廣

智慧家電之產品，委託工研院結合產業需求，建

立台灣智慧型家電之通訊標準。同年8月，工研

院聯合家電廠商大同、台灣松下、台灣日立、

宏柏、聲寶、歌林、東元電機及中華電信，成

立智慧家電產業聯盟（Smart Appliance Alliance, 

SAA），經過一年多的測試，在2004年制定台灣

智慧家電的通訊標準---SAA.Net3.0 

空調的發展
東元電機 洪文平經理 

物聯網
智動化多元應用系列報導



圖1 物聯網空調的架構圖

制定SAA.Net之目的並不是要定義出一套新

的通訊標準，而是在目前既有的標準之中，加

入智慧家電所需的定義檔（Profile），因此SAA.

Net並未定義OSI（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

所有功能，而是提出一個介於通訊中介層和使

用者應用軟體層之中的服務中介軟體（Service 

Middleware），因此可以應用在國際標準的有線

網路或無線網路之中，例如Bluetooth、LonTalk、

MODBUS、Wi-Fi、SCP及ZigBee，SAA.Net架構，

如圖2所示

在智慧家電應用SAA.Net之硬體架構圖，其

中智慧家電通訊模組內含的標準通訊晶片(WiFi、

PLC、RS-485等)處理OSI網路通訊之第一至第四

層協定，並直接和家庭控制網路介接，而有關第

五至第七層之通訊協定，則由SAA.Net家電控制

通訊協定處理之，智慧家電則需要在其控制基板

加入SAA.Net通訊協定及通用非同步收發傳輸的

硬體電路。

由於家電逐漸朝向環保、節能及人性化操控

之方向演進，家電的控制功能越來越複雜，SAA.

Net 3.0所定義的家電功能碼已經跟不上家電的進

化，為了改善這問題，工研院於2012年10月招

開SAA.Net 3.0的改版，並於2014年6月20日成立

「台灣智慧能源產業協會」（Taiwan Smart Energy 

Industry Association，簡稱TaiSEIA）。台灣智慧能

源產業協會在2015年1月30日，正式發佈TaiSEIA 

101標準，對於物聯家電開發有興趣者，可和協

會接洽，以了解標準細節。

物聯網空調業界現況

物聯網空調能比傳統空調更節省能源及更人

性化，主要是增加了「智慧感測」及「通訊聯

網」二大部份。傳統空調的感測元件通常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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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SAA,Bet協定的架構圖

「溫度感測器」，而「溫度感測器」安裝在空調

的回風系統中，用以感測室內的溫度，因此對環

境溫度的控制及反應能力會比室內人員的體感溫

度稍為緩慢，為了改善這現象，業者開發了新一

代的「智慧感測」元件，在空調上增加了各種感

測器以感測環境中的溫度、濕度、照度及用戶

的行為，使空調具備了「智慧能力」。「通訊聯

網」技術則採用了Wi-Fi、Bluetooth及NFC等通訊

技術，配合智慧型手機，開發出物聯網空調。 

日本是最早推出物聯網空調的廠商，日本經

過311地震後，決定暫停核電廠運轉，因此「節

能」成為日本全體國民的首要任務，為了改善空

調的用電，日本松下於2012年底量產了全球首台

物聯網空調。日本松下在空調中應用了大量的感

測器，包含濕度感測器、照度(光度)感測器、紅

外線矩陣式感測器等，並且配合「行為辨識」演

算法，使空調成為智慧的空調；同時，松下以

「Wi-Fi」技術使空調連接物聯網，用戶除了可以

藉由智慧手機控制空調的運作，並且由手機讀取

空調的運轉參數，例如空調電量或設定模式，以

主動管理空調的使用。

2013年後，其他的家電業者開始投入物聯網

空調的開發。日本日立在空調中使用了CMOS照

相技術，用以識別環境中的人或傢具的位置、人

數及人的活動情形，以決定調氣流的流向；奇異

則利用智慧手機上的GPS定位，當用戶回到距離

住處一定距離，空調可以接受智慧手機的控制，

開啟空調；韓國LG則是以NFC手機讀取物聯網空

調的故障/保養訊息，並利用3G網路，取得線上

說明與服務。表1列出各業者物聯空調的比較。

物聯網空調銷售需求

 「節能」是物聯網空調銷售的主要動力，

以台灣電價為例，台灣電力公司2008年平均電價

已經調漲26%，但為了平衡收支，台灣電力公司

從2009年到2012年累積調漲14.5% 。面對電價持

續不斷的漲價壓力，為了節省用電量，行政院

自2008年8月提出「政府機關及學校四省專案計

畫」，計畫目標為2015年電費、紙張費用、水費

及油費用支出要比2007年節省10%，期間政府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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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業界物聯網空調機能比較

表2 物聯網空調銷售現況

廠商 智慧感測 通訊聯網 

日本三菱 空調具有人體手腳溫度的感
測，並可偵測無人時自動停機 Wi-Fi 聯網，智慧型手機 

日本松下 
以矩陣式紅外線人體體溫感測
器，感測人體溫度及用戶行為
辨識。 

Wi-Fi 聯網，智慧型手機 

台灣松下 人體感測及日照感測器。 Wi-Fi 聯網，智慧型手機 

日本東芝 紅外線人體偵測，無人時自動
關閉空調。 

Bluetooth 網路，智慧型手
機 

日本日立 
結合溫度及影像辨識技術偵測
屋內人數，以決定空調的運轉
模式。 

Wi-Fi 聯網，智慧型手機 

韓國 LG ----- NFC，智慧型手機 

奇異 
利用智慧手機的 GPS，感測用戶
離家的距離，當用戶快到家
時，空調會自動開機。 

Wi-Fi 聯網，智慧型手機 

東元 電量感測，用電量主動提醒。 Wi-Fi 聯網，智慧型手機 
大同 ----- Wi-Fi 聯網，智慧型手機 
聲寶 ----- Bluetooth 網路 

項目 服務內容 應用場域 

01 
物聯住宅預售市場 
電信業者提供系統平台 物聯住宅、公設區域 

02 
物業管理之能源監控 
分區用電控管 美食街、休息站 

03 
結合刷卡系統，使用者付費 
用電需量管制 中小學教室、宿舍 

04 
溫度控制限制 
排程控管及忘關監控 大學教室、研究室 

05 
營運中心監控空調，確保機房運轉正常
設備運轉效率管控 電信機房、ETC 機房 

06 
結合 POS系統，推估用電成本 
設備運轉效率管控 連鎖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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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補助能源監控系統的建置費用，也定出考核目

標，其中電費的節省金額，佔整體節能績效的

70%。因此在傳統空調中加上ICT技術以管理空調

的能耗，成為銷售的重要項目。

物聯網空調的銷售場所，主要分佈在智慧住

宅、小型商辦、教室及無人機房等。在這些場所

空調因長時間運轉，佔有高比例的營運成本(電

費)，或是空調是確保場域環境的溫度，需要確

保其運作的可靠度。因此使空調連接上網路，成

為必要的選項。

電信機房是較早採用物聯空調的場所，由於

電信機房中的通訊設備運轉時會產生高熱，為了

使設備能正常運轉，通

常需要安裝2台以上的空

調，以降低機房溫度。

但由於電信機房分布全

國，且24小時運轉，因

此空調就需要連接上網

路，以便管理者可以24

小 時 監 控 / 設 定 空 調 運

作。

電費是小型商辦營

運的固定支出成本，為

了更準確的控制支出成

本 ， 雲 端 系 統 整 合 商

(例如iEN)整合「用電管

理 系 統 + P O S 系 統 」 ，

管理者由總管理處設定

及監控各店空調運作模

式，再由管理平台產出

各店空調的用電費用。

同時藉由平台運算，可

以推算出整個月的用電

預估，精確控制營運成

本。

近年來，學校也開始使用物聯網空調，使用

場所包含教室及研究室。以大學教室空調為例，

總務處會將課表輸入能源控管系統，只有在上課

時間才能開啟空調，下課空調自動關機，並且可

以按學校整體用電，進行「空調需量控管」。

結論

現階段的物聯空調都以智慧型手機和物聯空

調相聯，家電業者下一階段將投入家電和家電的

物聯，例如空調和電扇互動，以建立更智慧化的

居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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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工研院IEK的研究顯示，台灣醫療器材

產品的優勢產品已經隨需求與產業特性，產生相

當大的變化，從早期的醫用塑膠、手套產品，轉

換為中階居家醫材產品，包含血壓計、體溫計、

輪椅與代步車，乃至近年來由於需求市場大幅湧

現，已經具備產業能量的血糖計與隱形眼鏡，都

成為了台灣醫材品牌發展上的重要項目；而少子

化與高齡化在全球先進和新興工業國家都有日趨

嚴重的傾向，結合台灣醫療產業與資通訊產業優

勢，發展輔助行動不便、協助高齡獨居者的生活

科技，將會是醫材產品的重要方向；因此醫材產

品結合智慧機器人的發展，在未來應該會有相當

的全球市場需求。下肢障礙輔助機器人（或名為

外骨骼機器人）除了應用在脊髓損傷患者外，另

一個更大的應用族群就可能是日漸增加的老年人

口。全世界65歲以上的高齡人口數將在2020年後

邁入高峰，潛在使用族群廣泛。雖然目前國際市

場上已有相關的外骨骼機器人產品，但售價均不

斐。台灣廠商有很大的機會進入這個領域，這也

是產業轉型邁向高附加價值產品的契機；經過幾

年的研究開發，工研院已經走過產品初期投資成

本較高的階段，相關產品也已打入日本市場，可

協助廠商縮短產品商品化上市的時間。台灣傳統

機電業者轉型朝醫材產品發展，可說是已具備某

種程度的產業優勢，且還有提升產業產品附加價

值、擺脫代工獲利模式的遠景可期。

圖1、台灣醫療器材產業發展現況

工研院IEK / 黃仲宏 分析師

8 98 9

智動化多元應用系列報導

行動輔助

外骨骼機器人

的發展契機



產業櫥窗
Industrial Window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5/3月號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產業櫥窗

Industrial Window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5/3月號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圖2、台灣醫療器材產業發展歷程

圖3、全球各主要國家之老年人口均逐

年提升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建會，2013

2013年台灣醫療器材產業產值為814億元新

台幣，廠商761家，從業人口3萬5千多人。台灣

廠商目前平均毛利率約為32.6%，在海外有商機

布局的廠商佔了整體的80%以上，這說明了出口

動能強，但也要直接面臨全球廠商的競爭；醫療

器材具備少量多樣的特性，某些優勢產品已形成

聚落，在全球市場重要性逐漸昇高，血壓計與代

步車市占率已進入全球前三大，高附加價值之高

階醫材，需透過積極布局策略來擴大產業影響

力，優質平價產品概念會從新興國家普及至先進

國家，未來數年台灣廠商的年產值達到新台幣千

億元以上應是可以期待，這些產品之中，以結合

智慧機器人技術的肢體行動輔助器具最為受到注

目。

一、行動輔助外骨骼機器人在醫療照護

產業中的需求

1、高齡化與少子化產生的醫療照護需求

高齡照護產業主要可概分為健康照護及醫療

照護，圖3所示為全球各主要國家之65歲老年人

口的比率，可以看出幾乎都是逐年提升，「高齡

化與少子化」是先進國家家庭演變的明顯特色。

聯合國衛生組織(WHO)的定義，一個國家65歲

以上人口超過7%，代表該國家進入「高齡化社

會」；若比例超過14%，則進入「高齡社會」，

台灣到了2050年的老年人口比率將達到總人口的

35%以上，這已是達到了超高齡社會，所謂超高

齡社會是指65歲以上人口/總人口為20%；老化是

一種人體正常且不可逆的生命過程，在資訊科技

和智慧機器人時代，不管是知覺障礙、行動障

礙，或是日常生活的障礙，均可透過科技的進

展，提供適切的智慧輔助，克服高齡照護的問

題。

全球各主要國家老年人口均逐年提升，老齡

化社會對於健康照護的需求持續看漲，而這也將

會是服務型機器人技術發展的主要驅動力，歐、

美、日等先進國家均將輔助照護型機器人列入機

器人發展政策。

全球工業型機器人在2011年的市場規模為

86.9億美金，占整體機器人產業的70%；服務型

機器人的市場規模為35.6億美金，其中的照護型

機器人就達到12.3億美金，已占整體機器人市場

規模的10%。照護型機器人產品範疇主要含括：

醫院照顧用機器人，如翻身、洗澡、搬運等機

器人，以及輔助行動用的機器人。在全球高齡化

的趨勢驅動下，市場規模將迅速擴大，2013年至

2020年的年複合成長率(CAGR)將為14%。

8 9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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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照護型機器人的全球市場規模

2、SCI( Spinal Cord Injury)脊髓損傷所衍生

的照護需求

造成脊椎損傷的原因主要可分為外傷性和非

外傷性，外傷性發生原因最多的為車禍，其次為

意外跌落、運動傷害；非外傷性為脊椎先天性異

常或是脊椎疾病；根據中華民國脊椎損傷者聯合

會先前的統計，台灣地區SCI發生的原因，以車

禍42%為最高，其次為高處落下22%，神經病變

13%，跌倒7%，職業傷害5%，運動傷害5%....等

等。

根據美國脊髓損傷統計中心(NSCISC)資料

顯示，脊髓損傷患者佔全球人口的千分之一，

約700萬人，每年增加人數為35萬人，美國地區

下肢脊髓患者餘生平均耗用社會資源約180萬美

元；台灣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統計，台灣地

區患者約2萬3千人，造成脊髓損傷的主要原因以

「車禍」為主，其次則為跌落，平均受傷年齡為

27.3歲，餘生耗用資源約2,500萬元。脊髓損傷者

在受傷之後，要再踏入就業市場，比其他障別困

難許多。因為受傷前的工作多已無法繼續做下

去，必須另覓他途；培養另一專業又緩不濟急；

再者，大部分的傷友需依賴輪椅代步，他們所能

從事的工作，限制非常多。因此近年歐美日國家

相繼有行動輔助人體外骨骼的機器人產品，而其

中又以輔助下肢行走之機器人為最多，用以協助

脊損患者站立、獨立生活，重新面對社會及投入

生產工作。

圖5所示為行動輔具的全球市場規模，2014

年全球行動輔具市場的規模為36.2億美元。預估

2009年到2014年的年複合成長率為4.4%，市場將

處於一個穩定成長狀態。行動輔具產品範疇廣

泛，包括電動輪椅、手動輪椅、手杖、拐杖、助

行器等，其中電動輪椅占整體輔具市場約1/4。

圖5、行動輔具的全球市場規模

所謂的外骨骼( Exoskeletal System)定義為:人

體外的骨骼系統，具支撐、保護肢體等功能，國

內工研院機械所開發的外骨骼行動輔具機器人設

備，就是屬於下肢矯具系統；調整下肢之身體結

構和身體功能所設計的裝置。此裝置可為訂製設

計，以符合個人使用者的功能需求。有別於無具

備動力裝置之輔具，例如手杖、枴杖等之非外骨

骼系統，非外骨骼系統是指具有加強人體骨骼肌

肉功能之器械設備，以分擔骨骼肌肉的受力。

圖6、2014年行動輔具外骨骼機器人市場規模

目 前 全 球 唯 一 具 有 F D A ( F o o d  a n d  D r u g 

Administration)醫材居家使用許可的外骨骼機器

人產品為ReWalk，累計至2014年，它在美國共銷

售了81套，不過其單價高，購買使用的人數仍偏

低，依據數量估算市場滲透率約為0.03%，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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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瑞士Hocoma公司的Lokomat復健機器人

     (資料來源:Hocoma公司)

推估2014年行動輔具外骨骼機器人的市場規模如

圖6所示。

歐美日等國投入開發以機器人技術輔助之智

慧行動輔具，用於協助患者恢復正常生活，目前

以色列Argo Medical Technology公司產品ReWalk在

歐洲上市，售價高達5萬歐元，重達18 kg以上，

其售價過高、重量過重、環境適應性不足等為目

前仍需克服之重要議題。據台灣脊髓損傷潛能發

展中心的分析，每協助一位脊損傷友自主行動並

從事生產，就可減少之社會醫療成本及增加之產

值達新台幣3,000萬元。從產業面而言，以10%使

用率及售價2萬美元(成本1萬美元)估算，全球潛

在的產業規模高達140億美元。

美國為目前單一市場規模最大之國家，估計

現市場規模約為567萬美元；亞洲則以日本市場

規模較大，估計有273萬美元。推估台灣市場規

模約為42萬美元市場，目前台灣市面上尚未推出

產品，推論因產品價格因素，具購買能力者仍為

少數。未來以歐洲、美國、亞洲開發、開發中國

家的需求為最大，不過這其中很大的銷售因素涉

及到國家醫療保險的給付額高低。

二、行動輔助外骨骼機器人的發展現況

從2011年以來，美國IEEE（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電氣與電子工

程師學會）多次以機器人應用於醫療照護為題舉

辦學術研討會，並提到醫療機器人和下肢輔助機

器人是國內外機器人領域發展之主要方向；國

外已有許多頂尖大學或研究機構投入穿戴式感

測模組的研發，並嘗試將研發成果應用於下肢

輔助機器人領域；日本有很多大學在這個領域

投入研發。下肢輔助機器人（外骨骼機器人，

exoskeleton robot）結合了穿戴式感測元件、驅動

元件與複雜的外骨骼機械結構，以達到輔助與強

化人體運動能力的目的。

外骨骼（exoskeleton）機器人具有人類與機

器人共生且相輔的結構與特性，必須要具備感測

器（sensor）與驅動器（actuator）才能達到適當

的控制（control）。穿戴式外骨骼機器人可依其

活動範圍的受限狀況分成固定式與活動式兩類：

１、固定式外骨骼機器人

固定式外骨骼機器人相當具代表的商品為瑞

士Hocoma公司所生產，專門提供下肢復健用之

Lokomat，目前其在全球的銷售已經超過500套，

主要應用在醫療院所。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復

健科也有一套Hocoma的Lokomat機器人。根據該

公司的介紹，其為一套具有生理回饋功能的全自

動步態復健訓練與評估系統，它能根據患者的

身體情況，引導患者進行適當的活動訓練，譬如

說，訓練手臂去抓到特定物件，訓練手指玩遊戲

或者訓練下肢行走，防止肌肉萎縮，刺激身體失

去運動能力的部分。藉由虛擬實境之介面設計，

提高病患使用意願並增加復健趣味性，適用對象

包括中風、脊椎受損、腦外傷、多發性硬化症與

腦性小兒麻痺等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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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活動式外骨骼機器人

活動式外骨骼的結構主要提供使用者穿戴

並隨使用者走動時輔助其肢體運動功能強化

（empower）、運動功能提升（enhance）與運動

功能補償（enable）的機制。目前全球有此產品

的公司主要有日本本田(HONDA)、日本Cyberdyne

公司、日本安川(YASKAWA)、紐西蘭REX、美

國EKSO Bionics、以色列

Argo Medical Technologies

公司……等等；投入相關

產品的研發及上市，綜整

這些產品的功能，主要可

分為三個部份，(1)肢體運

動功能強化;(2)肢體運動

功能提升；(3)肢體運動功

能補償。目前全球的開發

廠商以肢體運動功能補償

為最主要的產品標的。

圖8、全球主要投入行走輔助外骨骼機器人產品開發的廠商

表1、外骨骼機器人的機構型態和主要用途

圖 8 是 現 今 市 場 上 針 對 脊 椎 受 損 者 的 外

骨骼機器人產品，像是以色列Argo  Med i ca l 

Technologies公司的ReWalk、美國EKSO Bionics、

紐西蘭REX Bionics的REX等，ReWalk、EKSO 

Bionics已經獲得FDA的認證，可透過醫院銷售；

其定價平均高達10-15萬美元，ReWalk可在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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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ReWalk外骨骼機器人產品

圖10、日本CYBERDYNE公司的HAL-5產品

直接對個人銷售，但售價大約要5萬歐元。如圖9

所示為其外觀，輔助設備重量為21公斤，含電力

的總重量為23.3公斤。

ReWalk在2011年取得美國FDA醫院用之醫療

器材認證，是全球第一個FDA認證外骨骼機器人

醫材產品，2012年取得CE認證，2014年6月取得

美國FDA居家用之醫療輔具器材認證，不過目前

仍尚未進入美國健保給付品項，2014年1~6月營

收為95萬美元，因其投入製造研發成本高，較

2013年虧損53%，2014年7月宣布於美國那斯達克

上市，市值估計達2億美元，累計至2014年8月，

已銷售了81套外骨骼機器人系統；由於目前產品

沒有統一保險政策，產品出售以個人購買為主。

亞洲知名的日本Cyberdyne公司，2014年3月

它的外骨骼機器人產品在日本上市，圖10為其

HAL-5產品的外觀，含電池的總重量為14公斤，

整組設備有4個馬達，並可提供租賃服務，約

2200美元/月。2013年4月~2014年3月的營業額約

4.6億日幣，和ReWalk一樣，研發及設備亦占較

高研發費用比重，HAL-5已是為認證可在醫院使

用的下肢行動輔具，具CE及ISO13485認證，累計

至2013年為止，共計已提供400套產品於日本150

家醫院使用；且也已有50套設備銷售至歐洲，例

如歐洲的德國有13家醫院採購使用，並列入工商

保險支付項目。此外，Cyberdyne公司在2014年12

月攜手日本感測元件大廠Omron(歐姆龍)共同合

作，開發工業上使用的外骨骼機器人，運用HAL

產品進行工廠裡頭的搬運，讓工人穿載HAL外骨

骼機器人，讓其感覺所搬運的重量比實際所負荷

的重量減少25%~40%，預計5年內讓產品上市普

及。2015年1月日本建築公司Obayashi也開始採用

HAL設備在建築製造上，Cyberdyne也計劃在工業

應用的領域上推出產品租賃業務，設備租金每月

1090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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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Argo Medical Technology公司之ReWalk

產品及美國EKSO Bionics公司的EKSO產品可說

是國際上目前最主要兩款輔助脊損傷友之行動

輔助機器人產品，前者已經在歐美地區共設置18

個臨床研究/試驗場域，在歐洲上市的售價為5萬

歐元，預計通過FDA後就要在美國上市，預計它

的售價約為6萬5千美元。後者亦在歐美非設置超

過30個臨床研究/試驗場域，進行臨床研究及申

請FDA，預計上市價格約為10萬美元。ReWalk產

品的裝置重量為21 kg，以腕錶式操作介面搭配

身體姿態觸發驅動，提供坐到站、行走、站到

坐、斜坡行走、階梯行走等輔助功能，可以最高

速度0.83 m/sec之固定步態輔助行走，續航力達2

小時；EKSO裝置重量為23 kg，藉由拐杖上之按

鈕控制輔助模式，提供坐到站、行走、站到坐等

輔助功能，並具藉由重心轉移控制步態之進階模

式，可以最高速度0.88 m/sec之固定步態輔助行

走，續航力達6小時。兩者皆超過10年研發及經

歷數百位臨床患者的實際體驗，已具有不少機構

設計、控制方法專利。

根據ReWalk的臨床研究資料顯示，因個案受

傷程度不同及生理條件不同，在固定步態輔助行

走下，行走速度差異甚大(0.02 m/sec~0.45 m/sec)，

主要是手部支撐及重心轉移的不穩定，造成行走

速度不穩定，需透過大量臨床練習(通常需練習

一年以上)才能達到一定效果，這也說明顯示步

態控制的技術及運用方法仍有大幅進步空間。在

日常生活應用上，它的產品裝置重量仍顯過重，

且缺乏與交通工具搭配的設計，無法有效擴展脊

損傷友活動範圍。最重要的仍是目前產品價格過

高，多數中低收入傷友根本無法負擔。

此外美國EKSO Bionics公司已和3D列印大廠

3D Systems攜手推出運用 3D 列印技術製造的行動

外置骨架機器人套裝，3D Systems公司的工程師

以3D掃描技術取得人的大腿、脛骨和脊椎的數位

輪廓，創造出個人化的3D立體設計圖，將3D列

印出來的流動元件與EKSO Bionics 製造的精密機

械結合，完成行走輔助機器人套裝，這將是其未

來客製化支援與服務發展的第一步，是否能以客

製化的製程來降低售價，仍需持續觀察。如同日

本Cyberdyne公司，Ekso Bionics也開始發展工業用

的外骨骼機器人，將要用於建築業和造船業(預

估全球一年有9百萬個工人的市場規模)。

圖11、Cyberdyne與歐姆龍合作外骨骼機器人技術

另 外 在 去 年 的 2 0 1 4 日 本 國 際 福 祉 機 器 展

(HCR)展覽上，可以發現外骨骼機器人的發展，

有幾個重要的趨勢，1、著重產品外觀設計，外

觀顏色使用不複雜。2~3種色彩搭配為主，以灰

白黑顏色居多，目的在強調產品可靠性，提升使

用者信賴度。且產品結構外觀設計趨向精簡，是

要提供使用者操作方便，減少機械冰冷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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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能與人體融合一起。2、輕量化發展。目的

是減輕產品重量，材料選擇除較輕的鈦金屬外，

亦有搭配紡織纖維技術，展示出高強度且不易變

形或具記憶特性布料。輔以馬達輕量化、電池微

小化，肢體關節部分以必要支撐為主的外型結

構。3、擴增產品應用範圍。使用族群除醫療使

用外，也包括了非醫療使用，例如銀髮族的日常

行動、協助醫療照護者使力出力、工廠裏高荷重

負擔搬運的工人..等。

工研院打造的行動輔助機器人(又名台灣鋼

鐵人)已在2014年3月進軍日本市場，與天目時科

(TMSUK)公司簽約合作，雙方互在對方醫療機構

進行臨床研究，協助傷患復健，未來日本的脊損

傷者可以買到MIT的「行動輔助機器人」，這可

以說是台灣智慧機器人發展上的重要里程碑。

三、台灣產業的相對應供應鏈

中國大陸和印度、印尼與越南等新興國家，

受政府推動醫療與保險相關政策的影響，醫療器

材產業發展的潛力相當大，醫療行動輔具亦會是

必爭的商機；對於台灣廠商來說，從自主投入開

發技術、通過臨床驗證、到符合標準法令規範的

過程中，未必能忍受長期鉅資的燃燒，而無回收

獲利的挹注。由目前台灣醫療行動輔具產業相關

供應鏈來看，上游的零組件到下游市場，尚不能

稱之健全，這些輔具廠商的目前能量很多都是在

器械的裝配和焊接上，要他們轉型到開發行動輔

助機器人，短期內不容易。

工研院在經濟部技術處於2012年、2013年連

續兩年的經費投入協助研製之下，針對行動醫療

輔助機器人已有重要的研發成果，足以幫助降低

廠商前期的投資成本。醫療器材產品在台灣上市

的過程中，從前期原型設計階段，就得符合ISO 

13485/14971之規範，再施以個案試用，經過一連

串臨床研究、驗證功能，確認零組件來源可靠、

產品符合相關電氣安全規範後才能設廠，申請產

品生產流程通過GMP認證，並試產一定的數量；

待進入醫院臨床試驗，透過產品製程掌控品質、

使用者安全無虞，才能申請TFDA上市許可；紐

西蘭REX、美國Ekso Bionics Argo的ReWalk也都

經過此類似階段。未來輔具應用於輔助、復健等

需求殷切，以目前台灣身心障礙人口約38萬人，

使用較高級的電動輪椅也要10萬餘元新台幣的花

費，工研院開發的外骨骼機器人，其售價目標若

能落在1-2萬美金，應該就可以受到市場的青睞；

下肢障礙輔助機器人的終極目標是希望脊椎損傷

者能日常行走，有取代輪椅的機會。每年台灣

SCI患者新增約1200人，再加上全球的市場，還

圖12、台灣醫療行動輔具產業相關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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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齡者的需求，將有極大的商機。目前全球主

要的廠商(Maker)還不算多，台灣的廠商有很大的

機會進入這個領域，而且工研院已經走過初期開

發投資成本較高的階段，能協助廠商縮短產品商

品化上市的時間。

台灣在輔具代步器械的產品已有一定的發展

基礎，目前照護輔具產業以電動輪椅及電動代步

車為最大宗，其相關製造廠商大部分集中在中部

地區，主要是由於中部是傳統機械加工業重鎮，

表2、行動輔助外骨骼機器人的機會

註:根據台灣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2013年的統計資料

而電動輪椅、電動代步車業者大多由自行車及運

動器材行業轉型，他們許多已有中國市場經營的

經驗，廠商在基盤面已具有一定的基礎能量，而

先進肢體障礙輔助醫療器材的關鍵技術牽涉到機

械機構設計、感測技術及人機介面的設計，這些

技術在台灣的學研機構或是電子廠商、精密機械

廠商皆已有不錯的能量，從這個觀點來看，台灣

廠商確實有發展的空間，亦是產業轉型邁向高附

加價值產品的契機，但現階段尚缺乏將這些優勢

與機會整合的機制；隨著中國大陸及新興國家的

興起，國內輔具行業必會面臨極大的挑戰，台灣

輔具行業發展已有多年的經驗，若能搭配智慧機

器人技術，加速培育照護輔具的市場，發展更高

值化的智能型輔具產品，將能使台灣照護輔具產

業在國際市場持續擁有優勢的地位。台灣醫療行

動輔具產業的相關供應鏈在輕量化的結構設計

上，仍有需創新突破之處，因為若是要讓輔具的

攜帶性更佳，有效延伸脊損傷友的活動範圍，開

發碳纖複合材料及金屬／碳纖異質接合技術是重

要的目標，而這項也是目前國內在發展上較大的

技術缺口。

圖13、台灣發展行動輔助外骨骼機器人之五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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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展契機

1、外骨骼機器人用於醫療器材市場需求及

商機

由大趨勢面分析整體市場潛力，工研院IEK

剖析出影響肢體障礙輔助醫療器材市場需求的重

要因素為如前所述的「人口高齡化議題」；而另

一個重要的因素則是因慢性疾病所引起的，例如

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所造成的肢體障礙。全球人

口年高齡化將使因神經骨骼肌肉退化而造成肢體

障礙的人數隨之上升，也將持續帶進市場對肢體

障礙輔助醫療器材的需求，而目前高齡化最為嚴

重的歐日地區，皆為經濟已開發的大國，其社會

福利成熟度及公民對生活品質的要求普遍較高，

醫療保險及政策補助對於較高單價的肢體障礙輔

助醫療器材也普遍較能接受，因此各經濟大國的

高齡族群將會是未來此類先進產品的重要目標市

場，亦是台灣廠商切入的重要戰區。另外，慢性

疾病未來仍持續是威脅人類健康的關鍵因素，其

中又以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為最主要的類別，目

前糖尿病已是全球各先進國家患者截肢的主因，

根據WHO 的糖尿病盛行率估計，15年後的糖尿

病人口將幾乎呈倍數成長，雖然醫學的進步及衛

教的普及能減少因糖尿病截肢的比例，但整體而

言，糖尿病的人口成長是驅動肢體障礙輔助醫療

器材需求動力的重要因素；心血管疾病則是因為

現代人過度飲食、生活壓力大，以及老化或糖尿

病等多重誘因所形成的重大慢性疾病，心血管疾

病的患者也常衍生出肢體行動不便的問題，若是

經歷過腦中風等較大的中樞神經受損，其肢體障

礙程度也相對愈高。總體而言，在全球人口結構

無可避免地往高齡化社會邁進的同時，可預見的

是，外骨骼機器人用於人類肢體障礙輔助的醫材

也將呈現強勁市場需求及龐大商機。

2、整合產學研的技術能量是發展的基礎

台灣在義肢輔具業已有良好的發展基礎，亦

有中國市場經營的經驗，在基本的肢體輔助市場

已具有一定的基礎能量，而外骨骼機器人產品的

關鍵技術牽涉到機械機構設計、晶片運算技術、

感測器及人機介面的設計，此類技術在我國的學

術研發機構或是異業電子廠商、精密機械廠商皆

為顯學，且已有良好的發展經驗，故從不同的面

向來說，台灣確實有發展的空間，但現階段尚缺

乏將這些優勢與機會整合的機制，適合的做法應

該是整合廠商、學術單位、研發機構的能量，以

互補性的整合模式，用以成立聯盟的運作機制，

始能完整建構發展環境的基盤。

3、投入重點產品開發

肢體障礙輔助醫療器材的範圍廣大，技術領

域含括層面多且各個項目的差異性也大，再加上

其高度個人化的少量多樣產品特性，所以終端產

品的項目為數不少，因此在現有的許多潛力產品

內挑選出適合發展的項目就顯得格外重要，尤其

台灣過去在相關領域的資源投入並不多，所擁有

的研發生產銷售經驗略顯不足，國內廠商或研發

單位在初期投入時更應審慎評估標的研發技術是

否能與自有優勢結合，在發展環境上也要有所配

套方案，若能結合台灣優勢的產業技術，挑選出

適合該廠商或單位體質的重點產品，才能增加成

功產品上市的機會。

除了技術層面的議題外，必須瞭解到外骨骼

機器人產品的發展策略與社會福利政策、復健醫

療服務等息息相關；肢體障礙輔助醫療器材產品

多與醫院或復健中心服務系統有緊密的連動關

係，如義肢或輔具的裝置幾乎都有專業的服務配

套。技術的研發固然占據產品能否成功的重要因

素，然而實際投入此領域的商業活動後，要深切

考量後端的服務配套策略，才能成功將產品導入

市場。外骨骼機器人的技術發展是成敗的關鍵因

素，然而並非是唯一因素。圖14是台灣醫材輔具

進入社會福利給付項目流程。行動輔具外骨骼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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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目前市售產品少，在台灣無相同給付品項產

品可比對申請流程，相對的在申請時須提出更多

證明產品安全及功效證據。台灣輔具在進入保險

給付品項前，首重產品是否具醫材許可證，及提

出相關人體試驗結果，證明其產品使用效果，才

能爭取較高的補助金額。進入補助項目前，就必

須考量輔具產品的成本預算，搭配補助策略，才

能提升產品市占率，圖15是分析外骨骼機器人未

來進入社會福利給付的策略方向。以目前台灣廠

商的發展情況來說，結合工研院等法人單位的研

發成果應該是攻進市場的最有效方式。

結論

全球肢體復健輔助的機器人市場需求，將從

2013年的4300萬美元成長至2020年的18億美元。

發展下肢障礙輔助機器人有機會驅使目前的輔具

製造業從Pay-by-Device發展至Pay-for-Performance

的創新服務提供者，並進一步協助行動不便人

士（高齡者、SCI者）擁有自主行動能力。衍生

的效益將會有：(1)醫療產業效益，依內政部的

統計，需長期被看護之人口，每年平均增加30萬

人，這已衍生醫療照護人力嚴重不足的問題；

透過醫療輔具的協助，降低醫療與服務人力在重

複、繁瑣、勞力密集的工作負擔。(2)機電產業效

益，ICT技術、機器人技術應用於醫療輔具，創

造跨領域技術串連的綜效，有助國內醫療輔具產

業升級及輔導傳統機電產業轉型的效益。

雖然台灣在傳統行動輔具市場擁有全球的高

市佔率，但由於傳統行動輔具產品發展已相當成

熟，中國大陸廠商早已跨過技術門檻並逐漸以低

成本優勢影響台灣出口貿易，國內業者得面臨低

價競爭的挑戰。面對這樣的劣勢，需國內產官學

研共同思考因應對策；政府有責投入健保資源及

購置資源補助，讓外骨骼機器人產品的使用更普

及。工研院亦需積極將目前已投入的技術成果拓

展至產業界，協助他們建立高階產品的研發能

量，除了擺脫中國業者於傳統行動輔具的競爭

外，將有望再度築起產品技術高牆，確保國內相

關產業的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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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輔具進入社會福利給付項目流程

圖15、外骨骼機器人未來進入社會福利給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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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4 年 11 月 4-8 日，第十六屆中國國際工

業博覽會之工業機器人展於上海新國際博覽中

心 N1 館隆重舉行，展示規模 12500 ㎡ 約 110家

參展企業密集展示工業機器人相關技術及全系列

產品，其中包括工業機器人本體、核心零部件、

系統集成方案、機器視覺以及機器人配套產品

等[1]。本次參觀後看到大陸國家高技術研究發

展計畫（863計畫）已輔導出多家大陸機器人大

廠，如TRIOWIN沃迪、Rechnologies鉑電科技、

QGMTT秦川工模廠、ESTUN埃斯頓、EFORT

安徽埃夫特等公司。其次國際大廠如ABB、

NACHi、OTC、TOSHIBA、YASKAWA等已於大

陸設廠生產機器人。IFR預估2015年中國工業機

器人市場需求將達3.5萬台，佔全球總量16.9%，

因此吸引國內外全球知名機器人企業積極參與和

高度重視[2]。

丁純乾、陳俊皓、王騰懋、關淮中 / 工研院 工具機中心 智慧機械技術組

【ABB】

ABB於1994年開始在中國市場開展工業機器

人業務，於2005年在上海設立全球7大研發中心

之一。2006年為彰顯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和長期發

展的決心，ABB將機器人業務全球總部遷至上

海；2007年ABB擴建其在上海外高橋保稅區的工

業機器人生產線；2009年由上海外高橋保稅區遷

至上海浦東康橋工業園區；2010年ABB將全球噴

塗機器人生產全部從挪威轉移至上海，同時建立

中國首座汽車整車噴塗實驗中心，截至目前，

ABB機器人在中國已聘有1300名員工，80%機器

人型號和90%機器人產品實現本地化生產。

ABB於2014年上海工博展N館展示三大主

題；主題一：IRB 1200-ABB全新小型機器人如圖

b，小、快、靈等多用途的小型工業機器人；生

產設備縮小15%、速度加快10%，應用於圖a電子

產業上下料與圖c拋光研磨。主題二：汽車產業

自動化，如整車噴塗應用展示如圖d與汽車零件

焊接與光學檢測應用如圖g、h。

中國國際工業博會之工業機器人展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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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三：ABB面向未來的人機協作產品

YuMi®雙臂機器人，將小件裝配等自動化應用帶

入一個全新時代。工人和機器人可以和諧共處，

共同完成一個任務。YuMi在英文中是”你與我”

協同工作的簡稱。

ABB最初開發YuMi是為了滿足電子消費品行

業對柔性和靈活製造的需求，YuMi是一個協作的

雙臂組裝解決方案，具有視覺和觸覺並以軟性材

料包裏，同時配備創新的力傳感技術，保障人類

同事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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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pt】

美國adept Technology公司是一家專業從事工

業自動化的高科技生產企業，公司位於美國加利

佛尼亞州Livermore市，是全球智能視覺機器人系

統的領導者和服務商。

2012年正式進入中國並在上海市成立第一家

子公司──愛德普機器人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為中國的渠道合作伙伴、系統集成商和用戶提供

單軌、四軸、平行、六軸等一系列機器人產品，

進一步提升服務水平。 圖a為adept機器人系列產

品DM，圖b為展場照片，圖c為SCARA機器人應

用於電子產業PCB板插件，圖d為Adept Quattro並

聯機器人，針對高速包裝和物料輸送的需求而特

別設計的，獨特的專利四臂設計加上靈活可旋轉

的平台，確保最短時間內實現最快的速度、最大

的加速度和在操作空間內的高性能。Quattro仍保

持業界最快速的包裝工業機器人的記錄，也是唯

一獲得美國USDA認証可用於肉類及家禽類處理

的並聯機器人。

【ADTECH】

深圳众为兴（眾為興）專注於運動控制產品

的研發、製造與服務，以運動控制系統（多軸運

動控制卡、多軸運動控制器、步進系統、行業

應用控制系統）如圖a、工業機器人兩大產品體

系。2002年成立歷經十年的發展員工近500人。

展會上展出了應用于機器人領域的QX高性能伺

服系統、EM（eMobotic）匯流排型伺服系統、

QC驅控一體機等最新工業機器人部件類產品如

圖b，另外還展出了SCARA四軸工業機器人應用

於分板機上下料、產線自動化的解決方案、新時

達六軸工業機器人應用於焊接領域的解決方案。

【DENSO】

DENSO汽車零部件的綜合供應商珠式會社是

在1949年，以豐田汽車株式會社的電裝產品事業

部獨立出來的公司，在DENSO公司內部為推進汽

車零部件製造的自動化，首先自行開始進行工業

用機器人的研發，現在是電裝集團分公司DENSO 

WAVE在負責機器人的製造。DENSO自身不但是

機械手臂的生產工廠，同時也是機械手臂的用

戶，目前在各個DENSO工廠中，已使用DENSO機

械手臂超過17000台！電裝機器人作為小型機器

人專家，從負重到臂長給客戶提供多種選擇，其

中垂直多關節的機器人負重以2kg到13kg；臂長

以430mm到1300mm，水平多關節機器人的負重以

5kg到20kg，臂長350mm到1000mm。

圖a為會展攤位，圖b為VS系列六軸機器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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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自動換爪系統，圖c展示為VP系列小型機器人

應用於手機組裝，圖d為VS系列應用於娛樂用抓

糖果機器，圖e為2014人日本機器人最佳設計大

獎，VS系列製藥、醫療專用機器人，圖F為VS系

列機器人應用於視覺檢測用。

【EFORT】

安徽埃夫特智能裝備有限公司位於蕪湖市鳩

江經濟開發區，公司成立於2007年8月，注冊資

本9790萬人民幣，擁有各類技術和管理人才300

多人，承包科技部863計劃項目、工業信息部高

檔數控裝備事項、發改委智能製造裝備發展項

目、安徽省科技攻關項目在內的多項國家和省部

級科技項目。2009年公司研製的QH-165工業點焊

機器人被載入”中國企業新紀錄”，公司機器

人項目獲得了國家863計劃資金支持以及省、市

專項配套資金的扶持。2012年安徽埃夫特智能裝

備有限公司實現銷售收入2億人民幣。圖a機器人

去除工件毛邊展示，圖b機器人實物夾持與治具

設計，圖c ER180-C204 Payload180kg，軸數4軸，

重復定位精度+0.4mm，應用於搬運、碼垛。圖

d ER3-C60協同捶背機器人展示，通過視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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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對人體的識別與定位。圖e縫紉機機床上下

料。圖f ER20-C10 Payload 20kg，軸數6軸，重復

定位精度+0.08mm，應用於噴漆應用。

 2014 年 5 月 22 日，埃夫特公司自主研發與

製造的 ER20-C10 機器人出口韓國。這是繼埃夫

特機器人出口南美之後，首次出口發達國家。該

機器人是國家“ 863”計畫科研成果之一。

【EPSON】

愛普生機器人（機械手）源於1982年精工手

錶的組裝線；2009年10月，愛普生機器人（機械

手）正式在中國成立服務中心和行銷總部，該部

門隸屬於愛普生（中國）有限公司，全面負責中

國大陸地區愛普生工業機器人（機械手）產品的

市場推廣、銷售、技術支援和售後服務。新地區

總部成立後，首先對中國大陸愛普生機械手的市

場價格進行了重新定位，使得愛普生機器人（機

械手）產品更加符合中國大陸地區先進製造企業

的實際需求。目前，在中國地區推廣的產品主要

以4軸工業機器人、6軸工業機器人為主，同時提

供業內通用的工業機器人。圖a以電子業上下料

應用展示，圖b以零件去除毛邊應用，圖c為相框

生產線應用。新的Epson ProSix C4-A900的工作範

圍達到900mm，機械手設計得非常細長，因而僅

需要極少的空間，在空間的充分利用這個方面，

其他同類產品所無法比擬的！Epson ProSix C4-

A600還能提供更高的效率，負荷能力能夠提升至

4kg。新型愛普生控制器 RC700外形緊湊，基於

PC的單元控制器RC700可與所有常見的現場匯流

排系統通信並且能夠被連接到更多的控制裝置、

感測器、制動器和輸送帶上。

【ESTUN】

1993年埃斯頓自動化於中國南京註冊設立，

埃斯頓自動化長期專注於高端機械裝備自動控制

核心零部件的技術開發，生產和銷售，現下設

有3個全資子公司（南京埃爾法電液技術有限公

司、南京埃斯頓自動控制技術有限公司和埃斯頓

（HK）國際公司和一個控股子公司、南京埃斯

頓機器人工程有限公司）。目前埃斯頓自動化已

經形成包括金屬成型機床數控系統、金屬成型機

床電液伺服系統、交流伺服系統和工業機器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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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類產品，先後承擔多項國家級科研專案：江

蘇省科技成果轉化專項資金專案 “高速高精度全

數位交流伺服系統關鍵共性技術及產品開發”、

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畫（863計畫）“工業機

器人伺服驅動器和電機開發”、工信部高檔數控

機床與基礎製造裝備科技重大專項“高端鍛壓設

備專用數控系統專案”、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

畫（863計畫）“面向機械加工、鍛壓、焊接等

作業需求的經濟型機械加工機器人及集成應用”

等多個省級或國家級重大科研專案。圖a為展場

攤位，圖b機器人去除毛邊應用，圖b為物料搬運

應用，圖c為焊接結合二軸旋轉平台應用，圖e為

車床工具機上下料應用。

【FANUC】

FANUC是全球最多樣化的FA（工廠自動

化）、機器人和智能機械的製造商，自1956年成

立以來，公司始終是全球計算機數控設備發展的

先驅，占據全球70%的市場份額，2008年FANUC

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機器人生產廠商，在全球第

一個突破20萬台機器人。為了拓展中國大陸，於

1997年與上海電氣集團合資成立上海發那科機器

人有限公司。本次會展中上海發那科機器人有限

公司將以”發那科”，致力於中國智造”主題，

隆重展示十餘套智能機器人系統以及智能機器，

分別演示弧焊、點焊、整列、分揀、上下料、材

料加工等一系列競爭應用。圖d會場攤位，圖a,f

為智能鑽孔攻牙機，圖b,c為高速高精線割機，圖

e,h為機器人人臉雕刻，現場以銑削的方式雕刻出

前來體驗的觀眾臉型的石膏模型。通過三維掃描

儀對人臉進行三維掃描，再以專用軟件對曲面進

行修補後，運用離線編程軟件就能快速生成機器

人可執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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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a~f為汽車零部件自動化加工線，由圖d桶

箱中堆疊的工件，利用圖c 3D視覺通知第一台機

器人拿取料物，將物料置於第一台鑽孔攻牙機上

加工，再以第二台機器人拿取加工後的工件，以

第七軸線性平台移動至第二台與第三台鑽孔攻牙

機上加工，完成汽車零部件自動化加工。

 圖a~f 為機器人智能軟體展示區，如圖b為機

器人系統優化，通過分析機器人節拍、耗電量、

減速機壽命等機器人訊息，對機器人程序進行優

化。圖c iRConnect遠程監控軟件，通過移動智能

設備，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監控機器人的運行狀

態以及故障報警信息。圖d機器人管線仿真，在

仿真軟件的機器人上設定管線，運行機器人程

序，檢測管線與機器人的干涉情況以及被機器人

撞斷的情況，根據結果來優化管線的設計及機器

人程序。圖f機器人干涉自動規避功能，機器人

通過CAD圖形生成TP程序，運行程序得到干涉

點，自動校正TP程序並生成新的無碰撞TP程序。

 圖 a , b 機 器 人 全 自 動 焊 接 系 統 ， 機 器 人

M-20iA配合FANUC獨有iRVision視覺功能，實

現工件的自動抓取和自動釋放，和新型機器人

R-0iB共同構成全自動的焊接系統，R-0iB機器人

和林肯R350/STT焊機組合，採用STT工藝實現低

成本、低飛測的焊接。圖c,d,e學習型高速點焊機

器人系統，本系統配置的學習減振功能(LVC)是

一項軟件功能，提高了系統中機器人的運動程

度。圖f為機器人智能去毛刺系統，此套系統為

M-10iA機器人配置力傳感器和3DL Vision Sensor

組成，通過ROBOGUIDE離線仿真軟件指定需要

加工工件的去毛刺部位、生成離線去毛刺軌跡，

藉由iRVision視覺系統獲取實際工件的加工位

置，根據工件位置的偏移和個體形狀的差別進行

補償校正，自動生成去毛刺軌跡，通過使用力傳

感器，控制施加恆定的壓力，實現均衡的去毛刺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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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ROBOT】

綿陽福德機器人有限責任公司於2012年7月

在綿陽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註冊，註冊資本

500萬元人民幣，簡稱”福德機器人”，是綿陽

市唯一一家以自主研製的機器人作為主營業務

的高科技企業。會場展示圖a並聯型機器人，圖b 

SCARA機器人，圖c六軸垂直關節型機器人，圖d

為中型六軸垂直關節型機器人。與中國工程物理

研究院、長虹、西南科技大學等多家機構在非標

自動化領域開展合作。

【GO-WELL】

上海高威科電氣技術有限公司成立於2000

年，集工業電氣分銷、工業機器人系統集成研

發和製造、控制系統開發、軟體發展、OEM配

套、自動化控制工程承包於一體的綜合性自動化

高新技術企業。圖

a並聯機器人在高

速分揀中的應用、

機器人本體為德國

TreiBoost品牌，由

碳纖維複合材料以

及先進的驅動技組

成。機器人控制器採用奧地利KEBA公司。

圖d為二軸式並聯機器人，應泛應用於高速

抓取放置、拿取和碼垛包裝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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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K】

1991年成立廣州數控設備廠，2000年廣州數

控在市政府的關懷指導下正式轉制為民營股份

制有限公司，廣州數控為中國大陸內最大的機

床數控系統研發、生產基地、科研開發人員800

多人。20年來專注於機床數控系統、伺服驅動裝

置與伺服電機的研發及產業化，同時公司還積

極拓展工業機器人與精密電動注塑機兩大業務領

域。工業機器人系列有RB、RH、RMD、RP/PT、

C、RJ、RSP七種類型，圖a為RB系列可應用於打

磨、拋光、機床上下料、沖壓自動化生產線的自

動搬運。圖b,d為RSP SCARA機器人，圖c為RB系

列應用於塗膠，圖e為RB系列應用於汽車引擎拋

光，圖f為RB系列應用於焊接。

【HIMAN ROBOT】

海曼機器人以浙江大學海曼機器人研發中心

為技術依託，致力於工業機器人、智慧小車物流

系統和集成自動生產線事業，並提供優質服務。

工業機器人覆蓋了裝配機械手、搬運機械手、

車床機械手、磨床機械手、沖床機械手等系列產

品；智慧小車物流系統覆蓋了牽引系列AGV小

車、滾筒系列AGV小車、裝配系列AGV小車、小

型立體倉庫、中央物流調度系統等系列產品；集

成自動生產線覆蓋了自動加工線、自動裝配線和

自動化測試線等系列產品。圖a為SCARA機器人

應用於自動化鎖螺絲，圖b為小型零組件自動裝

配，圖d,f為六軸垂直多關節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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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UNDAI】

韓國現在重工1985年正進入工業機器人領

域，已向全球客戶提供了40,000台六軸工業機器

人，目前公司機器人系統產品涵蓋弧焊、搬運、

裝配、碼垛等機器人系統，共擁有20種不同型號

的汽車裝配機器人和10種不同型號的LCD搬運機

器人。今年對其最重要兩款產品HS165和HS200做

了技術升級，推出HS180與HS220全新升級換代產

品，負載增加10%同時，實現了減輕重量24%，

速度提高15%並顯著降低了能源消耗。圖a展示焊

接機器人HA006A優化手腕軸的尺寸縮小20%、工

作速度提高23%，搭配附加旋轉軸。圖b展示大型

手臂由輸送帶上取料並堆疊物料。

【KEBA】

KEBA工業自動化公司（Automa t i on  by 

innovation）成立於 1968年，總部位於奧地利林

茨 (Linz)市，是一家為實現工業自動化服務的一

流高科技公司，其商業領域包括塑膠行業、機器

人、機械和過程自動化、移動和操作等。KEBA

公司於2003年開始展開中國業務，分別在寧波和

廣州建立了以技術為主的工程師團隊，如今已在

上海建立KEBA(中國)工業自動化公司，並建立了

廣州分公司和寧波分公司。為注塑機和機器人控

制系統提供完美的解決方案在工業自動化業務領

域，KEBA優化了機械自動化，機器人以及移動

終端。圖a展示攤位，圖b KeMotion機器人控制系

統，圖c keDrive D3是一款為機器人控制而生的，

集伺服與控制為一體的驅動器，具有高性能的

CPU，處理主頻以600MHz到1.3GHz可選；基於實

時控制的Linux操作系統，支持雙核；通訊方式支

持Ether CAT, Sercos III, ProfiNET, Ethernet/IP等四

種主流通訊，其驅動模塊為共直流母線架構。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5/3月號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5/3月號

30 3130 31

【KUKA】

庫卡機器人(上海)有限公司建立於2000年，

庫卡公司工業機器人年產量超過一萬五千台，至

今已在全球安裝了超過15萬台工業機器人，公司

生產有效負荷能力3公斤到1300公斤的五軸和六

軸機器人，其工作範圍從635到3900毫米不等。

本次工博會機器人展，庫卡公司依然採用庫卡專

屬的橙色，通過突出的設計感把展位構造為一個

絢麗的機器人世界，展區周圍將擺設庫卡近年來

最新產品，如移動機器人omniMove如圖d，是一

台能夠在無局限的二維空間裡，具有高靈活度，

高智能和高精準性的強大優勢，毫不費力的把最

大負載為90噸，長度為30米的重物，通過平移或

者旋轉，安全的放置到指定位置的移動機器人，

其貨物放置定位的精準度可達到+1毫米。小型

機器人KR AGILUS系列如圖e，移動機器人平台

youBot如圖b，以及本次展會中的明星產品LBR 

iiwa等如圖a，是一款具有7軸的輕型機器人系

列。

 【MITSUBISHI】

1993年設立菱電國際(上海)有限公司，2010

公司名稱變更為三菱電機自動化(中國)有限公

司，本次會展中如圖a展示六軸垂直關節型機器

人如圖b、圖c展示SCARA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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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ORCON】

洋威數控是以工業技術研究院自動化團隊為

核心所組成，多年來深耕於CNC控制系統研發，

具有Motion control、Power、Controller、Machine 

design、Mechatronics、Machine vision之專業技

術，並成功發展出如Robot、WEDM…等CNC控

制器產品，洋威數控總經理於工研院期間，帶

領自動化技術團隊，長期參與電控系統之研發與

整合，累計產出12篇相關專業期刊著作與6項17

件各國專利申請。並曾獲得中國電機工程學會之

優秀青年電機工程師獎。會展中展出圖a 7A6垂

直關節型機器人，Payload 7kg，Reach 700mm，

應用於自動鎖絲，小提琴演奏等。圖d機器人腕

部四、五、六軸不交於一點六軸垂直關節型機器

人，與並聯型機器人。

【NACHi】

那智不二越(以下簡稱NACHI)的機器人事業

始於1969年，1980年開始生產線引入電動點焊機

器人，在1991年開始引入電動伺服焊槍，2013年

2月開始於江蘇省的張家港市投產機器人生產工

廠。圖a物流搬運與碼垛應用，圖b七軸機器人應

用於車床上下料，圖c輸送帶同步追蹤功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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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SRA系列的中空機械臂應用於汽車零件焊接，

針對狹小空間進入困難以及難以事先確認線纜干

擾範圍的問題，中空機械臂在構造上將上部機械

臂及手腕設計成中空構造，將手腕前端連接焊槍

等工具的裝配線纜內置。實現了線纜、軟管無

干擾、提高了離線編程的還原性。圖f推薦產品

一：世界上最快、最輕量緊湊的MZ07機器人，

Payload 7kg，動作速度比同類型機種提升37%，

輕量緊湊動作範圍大，安裝面積僅為一張A4紙大

小。手腕的中空化設計，可使爪手配線、配管更

加容易。

【OTC】

1997年在中國黑龍江省社丹江市立了第1家

全資子公司-牡丹江歐地希焊接機有限公司，專

業生產焊接機產品，真正開始OTC產品在中國

的本土化。2002年在中國上海成立了第2家全資

子公司-歐地希機電(上海)有限公司，負責OTC全

球產品在中國的銷售，2003年在中國青島成立了

第3家全資子公司-歐地希機電(青島)有限公司，

生產代表OTC最先進焊接技術和最新銳的焊接設

備。圖a,d FD-B4雙機器人焊接系統，這次的雙

機器人焊接系統採用2台FD-B4機器人+雙軸變位

器進行14軸協調動作，在這個系統中可以方便地

將此2台雙機器人分割後變成2台標準單機器人使

用，也可以方便地將2台單機器人改裝成雙機器

人。圖b,c,f 高品質TIG填絲機器人焊接系統；實

現美觀的魚鱗紋焊接、脉沖電流與焊槍位置協調

同步得到最佳熔深、六軸中心安裝支架具電機自

動更換焊槍、尋位傳感器、激光尋位傳感器AII-

QD、TIG電弧跟踪傳感器。

 圖a,e FD-B4S & FD-B4姿勢自由自在的7軸

機器人，7軸機器人-最佳焊接姿態的保持，焊接

中焊槍可以保持最佳姿態，使用這款機器人可以

在保持焊槍位置、姿態不變的情況下讓機器人扭

轉動作，避免與周邊設備的干涉，即使不使用外

部軸也可以得到最佳的焊槍姿態，從而得高焊接

質量。焊接電纜內藏於第七軸機構中，不需要

擔心示教作業時電纜與周邊設備干涉。圖b,f 高

精度機器人激光切割系統，FD-V20A機器人剛性

提高穩定性超群，採用高輸出馬達、大容量減速

機，使得軌跡精度誤差與原先的機器人相比縮小

到了1/3以下，圓弧軌跡：+0.20mm@2m/min(直徑

5mm)，直線軌跡：+0.15mm@10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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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c,g FD-B4S & FD-B4無線示教盒WiTP體驗

區，WiTP的特點；5小時電池持久力，無線-整理

方便，電量不足時使用電纜可邊充電邊使用。

【Panasonic】

松下電器機電是松下電器(中國)於1996年在

華投資的全資企業總部位於上海，集結了松下

的電子部品、電子材料、半導體、存儲部品等

業界，以開發、製造、銷售為

一體的松下集團中國地區分公

司。松下電器機電旗下的工業

控制營業總括部主要負責工業

自動化產品，松下電焊機機器

人(中國)焊接學校，是松下電

器 在 唐 山 松 下 設 立 的 教 學 機

構，旨在為使用松下焊機和機

器人的用戶提供培訓服務。唐

山松下目前建有華北(唐山)、

華東(上海)和準南(廣州)3個焊

接技術應用中心(簡稱FATC)，

配備有專門的試驗和檢測設備

和焊接專家，旨在方便地為用

戶提供焊接技術和工藝的解決方案。圖a TM系列

焊槍電纜分離型，圖b激光加工機器人整體系統

解決方案，圖c MIG/MAG脉沖焊接的新境界，圖

d焊機聯網方式：有線(以太網)、無線(WIFI)、U

盤傳輸(USB)，圖e實現高品質焊接的精品機型，

圖f RTEX 6軸多關節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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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川工模廠（秦川機床附件研究所）是陝西

秦川機械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的直屬子公司，是秦

川發展技術研究院（國家級企業技術中心）下設

的十五個專業研究所之一。企業專注於特種塑膠

模具、精密CNC機床功能部件、專機、輔機、工

裝夾具及機床外設產品的定制研發、生產、銷售

與服務。秦川機床總裁秦弘表示10年前就做出了

機器人關節的關鍵部位——機器人減速器。“其

實我們在十年前就接了國家的863計劃，已經把

機器人減速器這個產品做出來了，但那時候沒有

市場，所以沒有做起來。現在我們是小批次生

產，每個月月產額達到500套，到明年這會我們

希望月產到5000套。圖a為GSK廣州數控機器人採

用秦川BX減速器，圖b為BX減速機系列產品，圖

c為BX減速機測試機。

【QB-RBT】

上海擎寶機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屬於上銳奇

股份有限公司，股標代碼：300126)專注於工業機

器人運動控制系統開發及全系列工業機器人產品

研發、生產、銷售，包括六軸通用機器人、四軸

碼垛機器人、SCARA機器人、DELTA機器人、

伺服機械手、智慧成套設備系列，其中標準工業

機器人規格從5kg到 300kg，應用領域包括焊接、

五金衝壓、機械加工、搬運、裝配、分揀、噴塗

等領域的智慧化生產。圖a QBF20C18型六軸機器

人應用於焊接，圖c QBF05C13型六軸機器人，圖

d QBF20C18型六軸機器人應用於去毛邊與拋光，

圖e、f為控制器外觀。

【QGM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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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事業部從事了10年機器人事業的核心工程

師獨立出來成立了Robostar.，並於1999年收購了

所有知識產權與經營權。2003年在中國上海成立

了獨立法人，計劃在中國產機器人，主營產品：

直角坐標機器人，水平多關節機器人，潔淨室

機器人，LCD搬運機器人，台式機器人，直線電

機，精密設備，陶瓷整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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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hnologies】

鉑電科技集團是一群中國科研人員為核心團

隊自新加坡創辦的一家高科技企業集團，鉑電科

技在金融電子支付系統技術、電子標籤系統、汽

車電子電器、工業機器人自動化、太陽能光電技

術應用、節能照明技術、智慧家電產品、衛星定

位系統、納米技術和產品等領域擁有獨具特色的

一些技術和產品。鉑電科技在新加坡、中國蘇州

和美國矽谷分別有研發中心普林頓科技有限公

司、StarG3 Technologies Pte Ltd.、新加坡鉑卡系

統有限公司、蘇州工業園區鉑電科技有限公司、

蘇州鉑電自動化科技有限公司、蘇州鉑電汽車科

技有限公司等數家關聯企業。核心團隊上海交通

大學機器人研究所趙教授，完成“精密I號裝配

機器人”、“機器人柔性裝配系統實驗室網點建

設”、“上海I號弧焊機器人”、“上海III號噴塗

機器人”等八六三高技術項目、上海市及國家重

點科技攻關項目等12項。獲上海市科技進步一等

獎一項；93年獲國家八六三計畫優秀工作者二等

獎。講授“機器人動力學”、“機器人學導論”

等課程，發表論文60餘篇。出版“機器人動力

學”專著一本。趙教授是全國高校機電自動化及

機器人研究會副理事長，上海市機器人學會副理

事長，中國機械工程學會高級會員。

【Robostar】

Robostar.Co.,Ltd是韓國生產工業機器人的領

先企業，致力於工業用機器人、機械手的研發、

生產和銷售向韓國國內工業市場如汽車、手機、

FPD提供系統的高附加值客戶服務。由在LG產電

【SHUNCK】

2005年德國雄克集團在中國投資成立雄克獨

資子公司。2010年德國雄克杭州子公司與雄克公

司上海代表處合併，成立德國雄克在中國的全

資子公司“雄克精密機械貿易（上海）有限公

司”。圖d雄克此款6軸球形模組化機器人從第一

個關節至最末端的抓取機構都採用緊湊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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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小的空間範圍內可自由伸縮，動作自如。其

核心部件是由三個高度集成的球形模組Powerball 

ERB組成，每個模組具有兩個旋轉軸，模組內集

成了電氣控制板、編碼器、驅動、刹車等，而且

每個模組的加速度，位移，速度和扭矩等都可獨

立調節控制。

此機器人自重相當輕，但負載卻很大，重量

/負載比為2：1，這也是目前世界上最高效的輕型

機器人。這種6軸球形模組化機器人使用的電壓

為直流24V，平均功率在80W以內。重複定位精

度為±0.06mm，可有效滿足一些高穩定，高要求

的檢測和測試應用的需求。智慧化的設計、高安

全性、防碰撞系統，可在人群中自由穿梭，通過

開放式的匯流排通訊，可快速地和現有的控制系

統集成。操作簡單，使用一台PC機或遠端控制手

柄即可。

【STAUBLI】

史陶比爾集團是紡織機械、工業連接器和工

業機器人這三大領域機電一體化解決方案的專業

供應商。這家擁有4000多名員工的企業創造了超

過10億瑞士法郎的年營業額。從最初1892年在蘇

黎世-賀根市(Zürich)創辦的一家小作坊，史陶比

爾而今發展成為一個跨國集團，總部設在瑞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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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菲孔 (Pfäffikon)，為全世界所有工業行業提供

創新的解決方案。圖a人臉雕刻應用，圖b TX HT

機器人，適用於潮濕工作環境，多重防水防腐設

計可保証其耐用性，用於水切割、清洗、食品

處理等，封閉結構手臂IP65等級，水腕防護等級

IP67TX系列防水機器人應用於發動機曲軸清洗，

圖d激光切割：”簡單、柔性、高效”的三維激

光切割解決方案，RX160L三維激光切割系統，

其專利齒輪減速系統JCS和JCM，搭合驅動技術

確保軌跡控制精度、速度與穩定性。圖e TP40四

軸機器人包裝應用拾取可達200次/分鐘。圖f展示

主動式順應性控制。

【STEP】

上海新時達電氣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1995

年，注冊商標STEP新時達實施全球化戰略，在

中國和德國設立有研發中心與製造中心。以電氣

股份為母體，旗下擁有電氣事業本部、上海辛格

林納新時達電機有限公司、上海新時達電線電纜

有限公司、上海新時達電梯部件有限公司、上海

新時達軟體技術有限公司、深圳众为兴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誼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等7家國內子

公司；在海外擁有德國新時達電氣有限公司、

香港國際新時達集團有限公司。新時達2013年9

月17日晚間公告，公司擬投資超募資金5000萬元

設立機器人業務子公司，名稱擬為上海新時達

機器人有限公司，機器人產業化的首期（1000台

套）產能生產基地將選址於公司美裕路廠區內，

相關建設將於2014年6月底前完成並正式投運。

機器人產業化的首期產能釋放保底計畫為，2014

年度不少於100台（套），2015年度不少於300台

（套），2016年度不少於1000台（套）。圖a桌面

型機器人SD500額定負載1kg，最大負載4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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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TECH】

泰志達(蘇州)自動科技有限公司，由株式會

社Tietech獨立出資，作為日本著名的工廠自動化

方案解決供應商，泰志達公司展出了母公司的創

新產品：圖a,b伺服驅動一體機及圖c工業用照相

機與SCARA快速取放應用。

【TOSHIBA】

東芝機械成立於1938年，總部位於日本，資

本額美金1億5仟萬元，員工人數1,858人（至2011

年3月底）。東芝機械是一高度整合之國際知名

機械集團，具備完整的能力生產塑膠機械、壓鑄

機械、工具機、工業機器人、精密機械、液壓設

備及電子控制組件等等。1998年東芝機械上海公

司成立，2002東芝機械上海製造公司成立。機器

人事業方面，東芝機械在組裝與一般搬運用工業

機器人產品，包括水平多關節機器人（SCARA 

Robot）與單軸機器人（One-Way Robot）的市場

佔有率位居全球前茅，加以該公司對控制系統模

組之技術優勢，開發對應中國等新興地區市場的

廉價機種（例如：已開發出不同機械手臂長的三

款SCARA機器人-THL500、THL600、THL700），

其價格約為現有機種的50%，十分具有價格競

爭力。圖a為TV800mm六軸機器人應用於馬達組

裝，圖b可小批量定做客戶所需求的定制產品，

圖c,f TVL500實現最尖端的性能與高性價比的結

合，為目前同類最便宜機種，圖d為SCARA與輸

送帶追蹤功能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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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OWIN】

上海沃迪自動化裝備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99年，現注冊資本3600萬元人民幣，員工336

人，年銷售產值近2億元，金山新工廠占地80.5

畝，建築面積33000平方米，總共投資超過1.8億

元人民幣。沃迪裝備先後承擔了國家科技部863

計劃、國家發改委智能製造裝備發展專項、上

海市科委重點、重大攻關項目等。新工廠產能

設計年產量1000台套搬運機器人產品，5年時間

內產值超過10億元人民幣。圖b TDR3103-1100拾

撿機器人，並聯型四軸機器人，圖c,d TRP-120

機器人四連桿機構，高強度鋁合金手臂，運用

ROBOPACK-SIMU 3D仿真/編程軟件，可在辦公

室內輕鬆完成機器人編程、佈局、干涉檢測、現

場動作仿真等系列，工作變得更簡單有效。

【VaLi】

瓦力2005年創立於東莞，瓦力在浙江、廣

東、上海建立分公司，員工人數約100~200人。

2014年得到多家風投及上市公司注資，於浙江

麗水成立浙江瓦力智慧設備有限公司，總投資3

億，生產規模每年1000台，年銷售額預期達5000

萬。圖a,b MD-410四軸機器人，應用於沖壓上下

料，圖c為VP-620六軸機器人應用板金上下料，

圖d CY-505五軸機器人，應用於沖壓上下料，圖

e,f VP-605六軸機器人應用於工具機上下料。

【VIBOT】

2003年，微柏工業機器人（泉州）有限公司

成立，作為專業研發、生產機器人產品的高新企

業，微柏專注研發四關節自由度水平式、搖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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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串聯式、並聯式機械手，六關節自由度串聯

式、並聯式機械手等，經過十年的長足發展，目

前已經成為研發、生產、銷售、自動化系統設

備集成供應的專業化公司，客戶涉及汽車配件行

業、電子玩具，電子裝配，食品、包裝等多個領

域。圖a,c MP-RH6-6機器人應用於焊接應用，圖b

沖壓用四軸機器人 ，圖e MP-BL400並聯式機器人

應用於輸送帶拾取。

【YASKAWA】

據中國網2013年6月24日報導援引日本NHK

網站報導，6月22日，日本大型產業用機器人公

司安川電機在中國江蘇省常州市建設的大型機器

人生產工廠開業，工廠將用最新的設備生產用於

汽車相關製造的溶解用機器人。該工廠也是安川

電機在海外的首個海外機器人生產基地。安川電

機常州工廠於2012年7月25日動工。起初，常州

工廠的生產能力設定為每年6000台，但是隨著市

場對產業機器人的需求猛增，安川電機決定把在

華產業機器人生產規模倍增至1.2萬台，投資額也

從17億日元增加至40億日元。安川電機機器人專

案兩期總規劃用地面積10萬平方米，其中一期占

地5萬平方米，建築面積2萬多平方米，註冊資本

3250萬美元。設計產能12000台套機器人/年（含

控制系統），年銷售將實現6億元人民幣。自

1977年安川電機運用獨自的運動控制技術開發生

產出了日本第一台全電氣化的工業用機器人-莫

托曼1號，截止2011年底，安川電機的產業用機

器人累計出廠台數已經位居全球第一位。圖a安

川酒吧，圖b MH50II對應新型控制箱DX200，應

用於拋光，圖c MH24新型中空手臂機器人，應用

於焊接，圖d應用於工具機上下料。

結語

本文參訪報導以ABB、adept、ADTECH、

DENSO、EFOER、EPSON、ESTUN、FANUC、

F D R O B O T 、 G O - W E L L 、 G S K 、 H I M A N 、

HYUNDAI、KEBA、KUKA、MITSUBISHI、

MOTORCON、NACHi、OTC、Panasonic、QB-

RBT、Rechnologies、Robostar、SHUNCK、

STAUBLI、STEP、TIETECH、TOSHIBA、

TRIOWIN、VaLi、VIBOT、YASKAWA等參展廠

約34家，其中大陸機器人廠商15家，發現大陸國

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畫（863計畫）已輔導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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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大陸機器人大廠，如工業機器人本體與系統集

成：安徽埃夫特(EFORT)、南京埃斯頓(ESTUN)、

鉑電科技(Rechnologies)、上海沃迪(TRIOWIN)，

如減速機：秦川工模廠(QGMTT)等。

其次發現已有國際大廠於大陸設廠生產機器

人，如2010年ABB將全球噴塗機器人生產全部從

挪威轉移至上海，同時建立中國首座汽車整車噴

塗實驗中心，截至目前，ABB機器人在中國已聘

有1300名員工，80%機器人型號和90%機器人產

品實現本地化生產。安川電機常州工廠於2012年

7月25日動工。起初，常州工廠的生產能力設定

為每年6000台，但是隨著市場對產業機器人的需

求猛增，安川電機決定把在華產業機器人生產規

模倍增至1.2萬台，投資額也從17億日元增加至40

億日元。安川電機機器人專案兩期總規劃用地面

積10萬平方米，其中一期占地5萬平方米，建築

面積2萬多平方米，註冊資本3250萬美元。設計

產能12000台套機器人/年（含控制系統），年銷

售將實現6億元人民幣。

目前中國工業機器人的大量需求，已出現單

獨提供機器人控制系統的公司：深圳众为兴(眾

為興, ADTECH)，國外機器人控制系統：奧地利

KEBA、日本TIETECH等。反觀台灣機器人產業

發展力道薄弱，受限於台灣市場太小與政府輔

導經費短缺，目前僅有上銀、台達電子、研華

寶元、新代、洋威數控等，初步各自研發出部

份商品。建議機器人開發廠商共組產業聯盟，

如NACHI MZ07採用FANUC LR Mate200iD本體，

VS05G採用DENSO VS655G本體，共用本體、減

速機與馬達降低成本提升對外競爭力方式。台灣

需齊力開發機器人相關產品，才有機會與大陸抗

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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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杜賽道夫醫療器材展為世界知名的綜合

性醫療設備展，已舉行四十餘年，被公認為世界

上最大的醫院及醫療設備展覽會，以其不可替代

的規模和影響力位居世界醫院及醫療設備展覽貿

易展的首位。

該展每年在德國的杜賽道夫召開，MEDICA

展從門診治療到住院治療整個領域內的各種產品

和服務，參展產品包括了醫療設備、用品的所有

常規大類以及醫療通訊資訊科技、醫用傢俱設

備、醫用場地建築技術、醫療設備管理等。展

期還舉行了200多場研討會、講座、討論和演示

會，此展覽在全世界醫療行業內豎立了牢固的

主導地位。展會同期舉辦的COMPAMED (國際

醫療零組件原料展)，更為醫療儀器製造商提供

相關生產解決方案及零組件廠商的媒合效益。

MEDICA的參展商是醫療行業世界領先的製造

商，而COMPAMED的參展商則是世界頂尖的醫

療供應商。COMPAMED參展商為醫療展開闢了

一個特別專業的領域，除了醫療包裝機材、醫

療相關原料之外，許多廠商專精於奈米醫療產

品、精密醫療儀器系統以及高科技醫療零件器

材。COMPAMED為採購目標非常明確的專業買

家量身打造的專業展覽，展會內容與MEDICA相

區別，但又資源分享避免展品重複，成為一大特

色。[1]

第46屆德國杜塞道夫醫療展(MEDICA)於2014

年11月12日至15日在德國杜塞道夫展覽中心舉

行，吸引來自69個國家4,825家廠商參展，參展廠

商數較去年成長3.05%，共計使用19個展館，展

出項目相當豐富多元，包含實驗室設備及診斷器

材、物理治療及骨科儀器、耗材及醫用織料、醫

用電子及手術技術儀器、醫院儀器及通訊系統、

醫用通訊及資料處理等。前十大參展國，分別為

中國大陸(622家)、美國(396家)、義大利(322家)、

英國(269家)、法國(235家)、韓國(186家)、臺灣

(178家)、土耳其(115家)、印度(111家)及荷蘭(104

家)。[2]

2014年展出主題是以高科技解決方案提升

醫療技術，即為醫療及資通產品的結合(medical 

IT)，即利用手機及平板電腦開發的各項應用程

式，可適用於電子病歷或追蹤病患健康情形，而

遠距醫療將是未來醫療照顧的發展趨勢。

預估台灣在2050年時總人口數約36%為高齡

化人口，這代表高齡化社會的來臨而造成醫療體

看醫療趨勢
2014           MEDICA

智動協會

德 國

42 4342 43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5/3月號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5/3月號

制改革、慢性病患增加等因素，也隨之驅動居家

醫療的導入、預防醫學、疾病治療策略的改變。

故近年智慧自動化的技術日趨成熟，在醫療面應

用廣泛如包含手術機器人、智慧診斷、遠端照

護、智慧醫療等由此而生的產品皆包含智慧自動

化的技術元素在其中。

醫療產業未來趨勢將著重於跨領域技術整

合，本協會因計畫需求參觀2014 MEDICA展，期

以透過展覽習得他人之優，並觀察目前全球在醫

療產業中那些產品發展與智動化有關，希望能將

此次的參觀心得及收集到的資訊能分享給大眾，

以下將以四個面向作為觀察重點，進行分享：

1.展覽面：

展場依產品類型區分為產品主題館，並於

15-17設置國家館。

部分主題館中會有國家館展示區。

手冊中各展館間連結標示清楚，動線規劃流

暢。

入場方式是利用參觀證QR Code，憑證掃描

入場，方便統計參觀人數。每個出入口皆有設置

多台QR Code讀取設備，尖峰時間現場安排許多

工作人員進行導引，進出場有秩序。

2014           MEDICA

展場平面圖

42 434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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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討會&論壇：

此展共有約兩百多場研討會、論壇活動及醫

療教育訓練課程等活動，所有活動議程會標示講

者使用語言。

主持人確實掌握每個議題的時間，並針對每

個議題有一定了的程度，引導聽眾提出問題，讓

獎者與聽眾之間的互動熱絡。

研討會場地大、設備齊全、佈置簡單、主題

明確，議程皆有標示講者使用語言；每個位置提

供紙、筆，讓聽眾方便記錄；入場時會提供紙本

資料，載明議程時間與講者之簡介，與主題介

紹。

研討會場地周邊設置完善的附加設備，如讓

研討會主題相關的廠商可設攤展示其產品、設置

資料架擺放各家廠商產品DM、聽眾休息區、餐

飲區、充電區等。

每個展館皆有設置論壇場地，大小不一，場

地佈置皆有些不同，設計簡約，場地皆有規劃影

音控制室，主要為開放空間，供民眾免費入場。

論壇主題大致可分以公司/產品介紹、新產品

發表及專家座談會為主。

展場一隅

展場一隅

MEDICINE + SPORTS Conference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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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實況

研討會實況

周邊充電區

廠商DM資料架

周邊休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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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廠商展示區

MEDICA 論壇場地

COMPAMED論壇場地

MEDICA 論壇場地

MEDICA 論壇場地

MEDICA 論壇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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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醫療面：

扶持器械：

手術扶持器械主要是作為內視鏡的扶持器

具，大致可分為Passive(被動式)、Active(主動式)

兩類，展覽廠商展示之產品以仍固定式居多，

大多都是應用於內視鏡扶持、各科手術器械扶

持、患者支撐器等。而Active類的產品相較於

Passive類參展廠商較少，除達文西手術機器人及

Einstein Vision 2.0由代理商展示外，其他廠商如

AKTORmed、Endocontrol ViKY、德國研究機構

Fraunhofer IPA等直接展示其商品，另荷蘭館也針

對微創手術面展示許多相關產品。產品特性以鏡

頭穩定度與操作方式為主，大多為利用控制器進

行操控，如透過聲控、踏板、遙控器、附加於器

械上肢操控氣等形式。

COMPAMED論壇場地COMPAMED論壇場地

ASSISTO固定式手術器械

達文西手術機器人 HONER固定式手術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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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stein Vision 2.0 內視鏡扶持機械手臂

Endocontrol ViKY內視鏡扶持機械手臂

德國研究機構Fraunhofer IPA 內視鏡扶持機械手臂AKTORmed 內視鏡扶持機械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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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視鏡：

2014年內視鏡設備主要是以解析度、顯影

設備、3D立體感等為主軸，如KLRL STORZ、

OLYMPUS、WOLF等內視鏡大廠也紛紛推廣內視

鏡3D影像之技術，由此可看出未來趨勢將3D立

體影像轉換技術應用於內視鏡微創手術上，提升

手術的準確度、縮短手術時間及提升醫療品質。

健康照護類：

不論於洗澡機/水療機、監測設備或遠端照護

產品，在此次展場內展示廠商也不少。洗澡機是

以協助護理人員幫病患洗澡時減輕其負擔為主，

水療機設備是針對患者的患部進行治療行程為

主，洗澡機/水療機著重於使用便利性、周邊功能

及負重程度。監測設備以智慧醫療及行動裝置為

主要趨勢，以血糖、血壓、體脂肪、運動生理監

測等為主，並會搭配遠端資料傳送，將量測資訊

上傳至雲端，以便做後續分析，在監測設備台灣

也有許多廠商展示此領域之商品。STORZ 3D內視鏡

WOLF 3D內視鏡

OLYMPUS 3D內視鏡 TR Equipment洗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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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設備

智慧型動裝置

智慧型動裝置

REVAL 洗澡機

監測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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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設備：

輔助患者進行復健療程，大致區分上肢與下

肢，此次復健設備皆強調具人體工學設計概念，

並且會搭配互動式介面或是遊戲關卡讓患者在進

行復健過程中添增樂趣，但大多設備體積較大較

佔空間。

上肢復健設備

下肢復健設備

下肢復健設備

下肢復健設備

上肢復健設備

50 5150 51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5/3月號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5/3月號

手術模擬設備：

微創手術是外科手術的目前趨勢，醫師需利

用內視鏡，在螢幕上顯示病患的病灶位置，透過

幾個小切口進行手術將病灶切除。相較於傳統的

外科手術需要開腸剖肚，微創手術讓傷口變小、

術後恢復時間短等之優勢。然而這類手術往往需

要高度的技巧，故模擬設備也相繼而出，目前市

面上達文西手術機器人本身就可外掛有模擬設備

進行醫師進行手術技術的培訓，確認外科醫師對

微創手術的熟悉度與技巧，增加手術的安全性，

此次展覽所展示的微創手術模擬設備大多以腹腔

與ENT(耳鼻喉)微創手術模擬為主，設備具有力

回饋裝置及手術類型模擬軟體，讓訓練過程更具

真實性。

下肢復健設備

VOXEL-MAN ENT微創手術模擬設備

EIDOS 腹腔微創手術模擬設備

ForceSense 腹腔微創手術模擬設備

52 5352 53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5/3月號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5/3月號

輔助設備：

此次以智慧輪椅及外骨骼機器人為主。智慧

輪椅屏除一般電動輪椅的移動限制外，也額外添

加更多的輔助功能，讓使用者在操作上能更加便

利進行移動，並且有些可搭配家電控制、生理監

測、障礙物偵測及導航等之功能。外骨骼機器人

協助下肢癱瘓的個人站起來或是做為行動輔助與

復健設備，取代傳統由復健人員所進行的復健流

程，並藉由有重量支撐及四點相互補償的步伐在

地面行走。此次展覽相關的外骨骼機器人產品以

日、美為主，大陸已進行開發尚未取得認證。

智慧輪椅

智慧輪椅

日本外骨骼機器人

美國外骨骼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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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醫療自動化應用

本次透過展覽參觀發現應用於醫療領域的相

關自動化零組件設備相當的多元，如馬達、線性

滑軌、氣壓設備、電控設備、感測器、自動化生

產設備及醫療自動化檢驗設備等，皆是與醫療

產業息息相關，而這次看到相關的自動化產線設

備，大多為醫療耗材包裝及醫材塑膠成型機為

主，此外智慧醫療系統、物品輸送系統、病床自

動清洗機、診療椅、病床搬運AGV等也是與智慧

自動化息息相關，參展廠商大多為歐美及大陸國

家為主。

自動化包裝系統 DENSO機械手臂協助藥檢作業

自動化包裝系統 自動化檢驗設備

自動化檢驗設備
自動化包裝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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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病床清洗設備

AGV病床搬運車

相關零組件廠商

相關零組件廠商

相關零組件廠商

相關零組件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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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展覽面：

展覽網頁資訊詳細，易找尋所需資訊、展場

提供詳細指引指示、手冊。展館分類較明確，但

唯有國家館中對於產品較無明顯分類，一般展館

有國家館，對於某些新產品較難尋找。

研討會及論壇場地寬闊，明確展現研討會主

題，在場地設計與布置上皆較台灣設計公司佳。

會後研討會也會提供活動當天的照片等資料，供

與會者參考。與聽眾保持密切的聯繫，讓相關人

士能持續及掌握了解整體趨勢方向。

展場大多會提供參觀民眾進行產品體驗或專

家分析，如超音波設備、復健設備、體適能設

備、體脂量測設備等。廠商願意針對學生進行詳

細說明，提升學生對於實務上之知識，能吸引學

子進入產業。

2.參觀感想：

醫療展上許多醫用產品是有使用自動化之技

術，其設備機構設計及功能也較為簡單，台灣擁

有與國外比擬的自動化技術能力，應用於醫療領

域上仍佔少數，但依台灣廠商在自動化的技術能

量，跨入醫療界應無障礙。

IT技術在醫療資料處理上如同雲端，將是未

來的趨勢，有效地進行資料處理分析，將利於醫

療診斷、行政作業上領域的提升。

產業轉型將是未來趨勢，台灣大廠紛紛投入

醫療產業，如明碁三豐、達爾生技、研華等。如

何有效掌握產業趨勢，進行跨領域的投入與整

合，將有助於企業另闢新契機。

參考資料：

[1] 2014年德國國際醫療製造業零配件、原

材料展(COMPAMED 2014) 展覽介紹http://www.

teema.org.tw/new-activity-detail.aspx?infoid=10187

[2] 「2014德國杜塞道夫醫療展(MEDICA)

盛大開幕 近200家臺商展現臺灣醫療產業素

質」，展覽業務處／林莛寧2014.11.12， http://

www.medicare ta iwan.com/zh_TW/news/ info .

html?id=2FFF3092B8AC1503

[3] 「Ekso-能幫助人們再次行走的外骨骼仿

生裝或可穿戴式機器人」，http://www.iceira.ntu.

edu.tw/industry-development-and-applications/312-

ekso-bionics

[4] MEDICA官網：http://www.medica-tradefair.

com/

[5] COMPAMED官網：http://www.compamed-

tradefair.com/

研華智慧資療系統 明碁三豐手術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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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由於大陸經濟的快速成長，導致全

球機械產業產值大幅成長，相關主力產品如工具

機、產業機械和自動化高科技的生產設備等需求

量大增; 此外隨著產業機械人價格下滑和勞工薪

資節節上升的因素，各產業對於機械人的接受

度愈來愈高，根據MarketsandMarkets統計報告指

出，2014年全球自動化市場達到1,847億美元，與

2013年的1,712億美元相較成長7.9%，預測2020年

將可成長至3,019億美元。因此各國紛紛投入大量

相關產品和關鍵零組件的開發，其中伺服驅動器

可說是這些機械產業設備的心臟，因此其相關的

功能和價格也受到大量的關注。

士林電機針對伺服馬達和伺服驅動器的相關

技術與產品投入大量研發，於2011年推出第一代

泛用型伺服驅動器SDA，此系列產品因其高性價

比逐漸獲得海內外產業的青睞，而研發團隊也藉

由這幾年與產業的接觸深深的了解其對伺服驅動

器的需求，以此需求為設計理念成功的開發出

新一代的SDH系列高階伺服驅動器，此伺服驅動

內藏運動路徑規劃之

智慧型伺服驅動器介紹
士林電機　謝鎮洲 課長

器具有下列四項特點: (1) 小型化 (Miniaturization); 

(2)高速高精 (High-Speed-High-Precision) (3) 調機

容易 (Easy-to-Use); (4) 高性價比 (High Capability/

Price);。本篇文章將介紹目前士林電機所設計、

開發、製作的「內藏運動路徑規劃之智慧型伺服

驅動器」-SDH系列伺服驅動器，說明其硬體、韌

體與控制理論等相關設計概念，提供有興趣廠商

進行伺服驅動器的研究與產品開發規劃的參考。

二、韌體設計及效能響應

SDH系列的伺服驅動器外觀如圖一所示，目

前馬達容量有分為低慣量(100W、200W、400W、

750W)和中慣量(500W、1KW、1.5KW、2KW、

3.5KW)，未來將推出5KW和7KW等高瓦數的容

量，可滿足各種產業機械設備的需求。 針對「小

型化」的設計理念，SDH的馬達機構設計較原先

SMA系列的馬達縮短了20% (如圖二所示)，且此

系列馬達配置了日系高階編碼器，解析度高達

4,194,304 pulse/rev(增量型/絕對型)，大大的提升

低速運轉的穩定度，使其能更適用於現今機械人

設備的機構與應用。

58 5958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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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SDH系列 伺服馬達和伺服驅動器外觀圖

圖二 馬達小型化的設計

針對「高速高精」的設計理念，除了使用

上述22 bit的高解析度編碼器外，SDH伺服驅動

器以高階微處理器作為運算處理核心，此核心

內含32位元CPU內核，有浮點運算單元(Floating-

point Unit, FPU)，最高工作頻率高達200MHz (480 

MIPS)。同時，尖端快閃記憶體技術的使用，也

內含大容量的高速快閃記憶體及RAM，此外內部

電源降壓電路(Step-down circuit)，用高速抑制電

圖三 SDH整定時間效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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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耗損以降低電流耗散，同時在200MHz的高工

作頻率下，實現3.3V單電源運作，還整合了PWM

計時器、12位AD 轉換器、LAN控制器、USB和

CAN作為基本周邊功能。因此藉由此功能強大的

核心運算單元來實現相關的控制法則和功能的程

式撰寫，使得其速度響應頻寬高達1.6K Hz較SDA

系列提高4倍; 故可大幅度的縮短整定時間至1 

ms(如圖三所示)，有效的提升產業設備的產能。

三、控制架構與主要功能說明

SDH提供位置模式、速度模式、轉矩模式和

混合模式等供使用者選擇，其控制系統方塊流程

圖如圖四所示，SDH強化三大功能來完成「調機

容易」的設計理念:

(1) 精準且快速的自動慣量估測[1-2]: SDH特

別針對皮帶機構負載慣量比估測作優化

調整，並擴大低剛性到高剛性的應用範

圍，使其能適應各種不同的產業應用，

圖五為自動慣量估測效能圖，最短可於

一個cycle內(正轉+反轉)正確估測出負載

慣量數值，並自動調諧達到最優異的控

制性能。

(2) 自動高低頻共振抑制[3-4]: 由於泛用型伺

服驅動器會應用在各種不同的產業機械

設備上，其機構本身所存在的共振點皆

不同，但是共振點的存在卻是影響控制

效能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圖六所示，SDH

具有三組自動抑制的高頻共振濾波器

(10~4000 Hz)和兩組自動抑制的低頻振動

濾波器(0.1~300 Hz)，可在運動模式下直

接開啟，即時抑制機構高低頻的共振，

進而縮短整定時間，提高設備產能。

(3) 強大、簡單直觀的PC操作軟體：SDH所

搭配的PC操作軟體(如圖七所示)，可透過

RS232、RS485和USB等通訊協定與SDH溝

通，來實現控制參數的解說與設定、資

料追蹤和多功能監控等。

圖四 SDH 控制系統方塊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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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SDH Auto-tuning效能圖

圖六 SDH 自動共振抑制效能圖

圖七 功能強大簡單直觀的SDH操作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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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附加功能說明

SDH最後一個設計理念為「高性價比」; 承

繼SDA的高性價比，研發團隊將一些成功的客製

化功能附加至SDH，讓SDH更能適用在各種不同

的專用機台上。下列將針對SDH所附加的功能做

詳細的說明:

1.全閉迴路控制[5]: 

一般的伺服馬達於位置定位控制時，只能以

馬達編碼器的位置回授為依據來驅動外部機構

(如滑軌平台)，但因機構和間隙的影響，導致無

法非常精準的定位至平台的某個位置，於是透過

架設於平台上的光學尺連接至SDH的全閉迴路接

頭如圖八所示，由光學尺直接回授目前於平台的

位置，讓伺服馬達控制可以依照光學尺的回授來

完成精準的定位，SDH可接收方波形式的訊號來

完成全閉迴路控制，提升機台的定位精準度。

圖九為全閉迴路的控制方塊流程圖，圖中顯

示在位置控制上回授訊號有分為馬達回授和光學

尺回授，此外為防止機構共振所產生的影響在光

學尺回授訊號額外加入一低通濾波器來過濾高頻

的振動訊號，降低因機構而產生的共振現象。

圖八 SDH全閉迴路接線圖

圖九 全閉迴路控制方塊流程圖

圖十 龍門同動平台機構圖

3. 運動路徑規劃功能(PR模式): 

研發團隊希望進一步提高SDH的性價比，

將一般客戶端常用的PLC運動路徑規劃功能加入

SDH伺服驅動，其功能如圖十二所示; 一般的伺

服驅動器常需搭配高階的PLC來完成所需的運動

路徑規劃，但SDH因其有內藏的路徑規劃功能，

故只需搭配低階的PLC便可完成所需的運動路徑

規劃，有助於機械設備商降低成本和簡化複雜的

配線。SDH驅動器具備35種不同的原點復歸模式

可供使用者設定，此外尚有63段程序控制支援下

列五種不同的控制功能供使用者靈活應用:

 速度控制;

 位置控制;

62 6362 63

2.龍門同動迴路控制[6]: 

龍門同動主要應用的機械設備有點膠機、

LCD搬運平台、精密半導體機構如圖十所示，都

是用於二軸同時移動且需保持等速度和同步移動

的控制機構。圖十一為龍門同動的控制架構，

利用二軸間的位置誤差透過同動控制器來調整二

軸，當其中一軸有落後或超前的情況發生，則另

一軸即時做相對應的補償，來減少兩軸的同動誤

差達成同動控制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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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龍門同動的控制機構圖

圖十二 SDH內藏運動路徑規劃功能解說圖

 程序跳躍;

 參數寫入;

 分度定位 (如換刀機制)。

此內藏路徑規劃功能雖然強大，但是使用上

一點也不複雜; 研發團隊特別針對此功能在SDH 

PC軟體上開發一個獨立的使用者設定介面如圖十

三所示，路徑規劃的所有功能都可於此圖形介面

做設定，可加快使用者對此功能的熟悉度，縮短

機械設備商的開發時程。

五、結論

目前市面上常見的泛用型驅動器歸納其所有

功能不外乎下列的幾個重點：

 高精度高響應;

 調機容易操作簡單;

 功能強大價格便宜;

 小型化;

 支援通訊協定

士林電機伺服研發團隊的四大理念也都與這

幾個重點相呼應，未來仍然會朝著此方向來開發

出新的機種。此外希望與更多產業界與學術界合

作開發出新的自動化控制技術、發展各種不同的

專用功能。士林電機專注投入伺服驅動優良產品

之開發；期許能與國內機械產業共同成長；超越

歐美日品牌並站上國際市場的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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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運動路徑規劃功能的專用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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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串聯式伺服控制迴路

HD Control演算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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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文字)
※Position command：位置指令※Position controller：位置控制器※Velocity command：速度指令
※velocity controller：速度控制器※Current command：電流指令※current controller：電流控制器
※Power stage：功率模組※load：負載※encoder：編碼器※Current feedback：電流回饋※position feedback：位置回饋

(圖片文字)
※Position command：位置指令※Smoothing filters：平滑濾波器※Position error：位置誤差※velocity error：速度誤差
※Variable gain control：可變增益控制※HDC parameters：HDC參數※Adaptive feed-forward：適應性前饋※integral：積分增益
※Current command：電流指令※torque filter：扭力濾波器※current controller：電流控制器※position feedback：位置回饋
※Power stage：功率模組※load：負載※encoder：編碼器

伺服控制器普遍使用傳統串聯式架構，即是

速度環內含位置環的控制理論。此種配置起源於

電流和速度控制利用硬體建置，位置控制則透過

軟體實現之時期。這種配置基於簡單方便起見，

至今仍廣獲採用。先調整速度控制器，接著調整

位置控制器，電流控制參數通常自動設定。位置

控制器一般由簡單比例係數構成，速度控制器則

具有比例係數和積分項(詳圖1)。

Servotronix Motion Control開發的適應性非線

性控制演算法，能克服這些限制，同時優化伺服

控制器的效能，以符合多數高精度的運動控制需

求。這種稱為HD Control(HDC)的專有演算法使用

並聯配置，所有分支(branch)位於相同層級，並在

每次取樣週期中執行。各分支將引進一項可變增

益參數，自動最佳化以取得高度增益和穩定性。

此演算法可有效降低位置誤差及縮短整定時間，

因此遠優於其他控制器的水平。

這種配置的缺點在於，當運動過程與速度成

比例時，將發生內因性追蹤誤差，而前饋法可降

低此種誤差，其代價是運動過程過衝或整定時間

拉長。

本文提出之演算法的主要構成項目包括：協

助達到極低追蹤誤差的可變增益模組，以及大幅

縮短整定時間的適應性前饋模組(詳圖2)。

運用適應性非線性演算法達成最佳化伺服控制
Servotronix Motion Control技術長 Yves Villaret博士



HD Control演算法特有參數分支Kiv，能減少追蹤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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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變增益(VG)控制

可變增益(VGd、VGp、VGiv、VGi)為內部計

算得出，而且在HDC演算法執行期間將動態修

正。各項增益是系統變數(例如速度和位置誤差)

的特殊函數。在運動期間，可變增益達到高於停

止時十倍的數值，如此一來，得以在運動期間產

生高度路徑追蹤準確度，同時抑制低速運轉與穩

態停止時的干擾。此外，系統剛性在運動期間提

高三倍以上，追蹤誤差優異。

四項可變增益透過本文提出之演算法予以平

衡，進而維持系統穩定性。Kd參數等同速度回

授，目的在降低速度誤差。Kp參數是比例位置回

授，用來減少位置誤差。Ki參數則是位置回授積

分，目的在降低穩態誤差。

Kiv參數是結合Kp與Ki分支效應，為HD 

Control演算法特有分支。該項參數產生之剛性較

Kp多出兩倍，卻不會形成振盪，能降低在加速

和穩態停止期間的追蹤誤差，而且同於積分回饋

(Ki)，能消彌穩態誤差，卻具備更加迅速的比例

回饋反應時間(Kp)(如圖3)。

適應性前饋

適應性前饋模組用於達成較短整定時間。由

於Kiv和Ki分支具有優異強度，大多數回饋反應

(電流指令)位於積分項。在運動期間，可同步監

測加速度和馬達扭矩之間對應情形，此關係則在

減速階段期間用來處理積分項。

運動結束時，適應性前饋演算法將依照預期

路徑加速度，修改積分項內容， 可使整定時間趨

近於零(詳圖4)。



CDHD驅動系統

適應性積分增益產生幾近於零的整定時間

自動參數檢測

HDC演算法整合至Servotronix開發製造的

CDHD伺服驅動系列(詳圖5)。

CDHD操作介面軟體ServoStudioTM可執行自

動參數檢測(auto-tuning)。儘管自動參數檢測通常

已經足夠，部分應用情況仍需手動微調，以取得

最佳性能。

自動與手動參數檢測皆依相同原則。進行自

動參數檢測時，驅動系統與軟體將量測且評估運

動品質。手動參數檢測期間，由使用者評估運動

品質。無論採用何種方法，伺服控制參數將逐步

修改，並選用能達到最佳效能的數值。

HDC參數檢測機能作業簡單且直覺化，執行

方式非常類似傳統PID調適作業。各項可變增益

將逐項漸調整，直到發生共振行為，接著反向調

整約10-20%至最佳。

HD Control應用

Servotronix的客戶使用龍門式機器手臂，達

成在最高速度下維持2-3毫米準確度。使用搭配

HDC演算法的CDHD伺服驅動系統，不僅能將最

高應用速度從每秒120釐米提高至每秒160釐米，

同時能維持必要準確度，進而讓機台產能增加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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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文字)
Position command：位置指令  HD Control loop：HD Control迴路
Current command：電流指令  current loop：電流迴路
load：負載   feedback：回饋



每秒160釐米驅動準確度(機台末端對準線)

競爭廠商驅動系統
Servotronix CDHD-8A 

120/240 VAC驅動系統

使用競爭廠商的伺服驅動系統(每秒160釐米)

進行比對試驗時，CDHD驅動機制顯然能達到更

高準確度和較低漣波(詳圖6)。

綜上所述，HD Control演算法證明特別有益

於要求準確追蹤路徑和較短整定時間的應用，例

如CNC與切割、傳送帶追蹤、取放作業、印刷電

路板打件(PCB)、焊接、及上漆、塗裝和點膠等

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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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C與切割機台

取放作業

輸送帶追蹤

印刷電路板打件

焊接

上漆、塗裝與點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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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國際大環境持續催生化育下，台灣智慧機

器人產業發展到了2014年，總算達到成熟結果的

階段。不僅首度舉辦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

展，便吸引國內外機器人及關鍵零組件廠商齊聚

一堂。包括台灣工業電腦大廠也看好該產業將驅

動龐大的物聯網商機，於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

人展期間，特別針對製造業舉辦「WebAccess+智

慧工廠應用聯盟論壇」，由專家分享工業4.0的4

大成功必要因素，強調可以用智慧自動化設備管

理提升機台生產效能、降低製造成本。

受惠於歐美積極推動工業4.0與製造業再造政

策，以及中國大陸缺工，從世界工廠轉型世界市

場等大環境因素催生化育下，使得工業機器人產

搶攻工業     物聯網商機
系統整合應用成顯學

業商機可期，台灣廠商除了已具備關鍵零組件供

應鏈，從上游的控制器、感測器、致動器、驅動

器、伺服馬達、傳動元件、機器視覺等，乃至於

Delta、SCARA、X-Y type、A型等多款機器人，

均已具備相當規模和優勢。

但機器人畢竟須用在不同產業之現場生產

線，才能實際發揮效益；加上國內外智慧自動化

產業市場逐步成熟，製造廠商必須從智慧製造跨

足智慧應用服務，以確保穩定獲利。此皆須經過

系統整合應用，才能對產線製造的產品蒐集相關

資訊，進而分析、控制，甚至即時調校生產流程

等多重功能，而台廠目前於系統整合、智慧自動

化應用服務上，仍有成長空間。

全球產業電腦(IPC)與工業自動化設備領

2014首度舉辦的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展吸引

工業電腦大廠積極投入，看好其將驅動龐大的物

聯網商機。(攝影：陳念舜)

文/陳念舜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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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廠商研華科技特別在首屆智慧機器人大展

(TAIROS)期間假台北南港展覽館，針對製造業

舉辦「WebAccess+智慧工廠應用聯盟論壇」。會

中不僅邀請工研院專家，主講工業4.0時代的智

慧工廠新趨勢；同時還有羽冠電腦、亞邦科技、

先知科技、柏眾系統4家研華WebAccess+聯盟的

合作夥伴，就食品與飲料、半導體代工、太陽能

面板、工廠廠務與節能這4大領域，分享其如何

透過WebAccess核心平台創建出可隨時取得關鍵

訊息，以協助生產製造與管理決策之工廠智能化

SRP解決方案(Solution Ready Package)。

工研院雲端服務中心　
   分享工業4.0智動趨勢

其中，隨著物聯網(IoT)技術不斷拓展，正加

速全球製造業透過資訊之蒐集、分析與傳統自動

化生產流程整合，升級為「智慧工廠」。此概

念也被德國用於推動第四次工業革命「工業4.0 

(Industry 4.0)計畫」，試圖導入CPS(Cyber-Physical 

System)網路化生產的智慧工廠，橫跨機械製造、

電子電機、資通訊3大領域合作，被視為物聯網

的指標性計畫。

工研院南分院雲端服務中心副主任程瑞曦表

示，該計畫主要希望透過ICT(資通訊)技術，來解

決未來全球製造業所面臨之挑戰，包括：產品

少樣多量化、生命週期縮短，以

及人力結構改變，開始追求

友善工作環境及環境永續

發展。由於目前製造業已

無法如傳統自動化生產

流程一樣，只要將所有

標準動作編程輸出，就

能按照初始設定執行。

而必須因應環境條件改

變、機台老舊、材料變

異等因素調整，才算是智慧自動化。

所採用的ICT解決方案，則必須涵蓋物聯網

蒐集、巨量資料(Big Data)分析、雲端服務儲存3

者相輔相成。「否則，就像大樓蓋好了，卻少了

通行的電梯。」程瑞曦進一步指出，工業4.0的策

略其實是透過虛實整合資料流與製程流，以預測

並全程監控實體生產情況，串連整體產品生命週

期。

也就是從研發階段取得產品規格後，便開始

模擬未來產品的生產時間、良率及性能；並在量

產階段，透過中控系統及各種裝置，得知目前生

產流程所處站別和機台狀況，讓決策更為彈性；

直到服務階段，則能不必等到客訴，就知道產品

是否正常運作？程瑞曦舉曾輔導過的輪胎業者為

例，當產品銷售到世界各地時，往往會因為消費

者使用習慣差異，造成不同損耗情況，此時就需

要蒐集各種資訊，以調整下一代產品規格。他強

調：「最高境界是要能整合資通訊技術也須與製

造現場技術(IT/OT)，才能真正落實

CPS。」當製造端一接單就能先

經過IT模擬、分析生產週期等資

訊，甚至進行彈性調整，以增加

獲利，而不必只靠少數人經驗判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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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工研院南分院雲端服務中心副主任程瑞曦(攝影：陳念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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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程瑞曦也坦言，於推動智慧工廠過程須先

解析產業特色差異，才能轉移成功因子。以半導

體晶片設計與晶圓代工產業為例，雖堪稱為台灣

最接近「工業4.0」的典範，卻未必通用所有產

業。除了半導體產業動輒耗費上百億設廠，於資

通訊、軟體投資只是九牛一毛，機台設備間通訊

鏈結早已標準化；且由於其產品都是12吋晶圓的

標準規格，僅在部份製程有別，使台積電的天車

可用來運行最彈性化生產線；加上採用的材料單

純而易於掌控、工作環境潔淨無塵等條件，都非

其他產業能望項背，須在前期進行完整規劃。他

分析現今工業4.0的4大趨勢包括：

1.機台通訊標準化，由於現今工具、裝置、

機台之通訊無法互通，使得產線運作仍須繁瑣轉

換；各處介面、資訊定義不同，更難以進行巨量

資料分析。因此，推動機台通訊標準化，是用來

建立互通性平台成功的第一步。

2.工廠通訊彈性化，隨插即用的工廠用無線

通訊技術雖能帶來新商機，免除傳統佈線之不便

及成本，卻面臨可靠度、即時性、資安、穩定性

等挑戰。

3.生產資料加值化，隨著越趨複雜製程的異

因已無法完全以專家現有工具即時且準確發現，

工廠不僅生產產品，還能分享多種資訊供客戶或

上下游廠商蒐集，進而透過巨量資料分析、雲端

運算儲存。如可同時分析多種現場資料預測能

耗，即時協助專家提升調度效率。

4.系統軟體智慧串接與強化，係以產品為主

軸，使用PLM串連生命週期各階段之現有系統軟

體，達成水平整合；並建立各層智慧模型與參數

化，提供系統軟體垂直整合。

程瑞曦最後強調：「業者邁向工業4.0時代

應循序漸進，非一蹴可幾！」可先從單機自動化

起步，再依產業需求調整導入順序。逐步建立產

品完整履歷或監控系統，加值生產資料；進而模

擬、掌握未來產品特色，透過售後服務追蹤其

表現。在此過程對於已導入較多ICT之產業發展

較快，對未有ICT基礎者，則需有不同過往之思

維。

然而，光憑技術也無法解決有關工業4.0的

所有議題。業者除了須確保資料安全性，讓使用

者願分享各自Domain knowhow及需求；還要落實

非技術面的挑戰，如法規面之配合、產品於市場

定位與行銷；以及公司人才培養、知識累積與傳

承，其管理、企業文化與財務，能否永續經營並

善盡社會責任；最重要的是使用者與投資者的企

圖心，須調整目前台灣製造業經營者仍不信任

資通訊技術、要求能立即獲利的心態。程瑞曦認

為：「工業4.0發展既為科技必然之趨勢，無法不

面對也不必抗拒；但要依循序演化改變，不可設

定太高期望，建議先挑選小題目試作。」

研華WebAccess＋物聯應用聯盟　聚集產

業系統整合

此外，研華也於會中廣邀系統整合商夥伴加

入「WebAccess＋物聯應用聯盟」，以「協同深

耕、共創多贏」為宗旨，期望在工廠自動化應用

圖3.現今工業4.0的4大趨勢包括：

機台通訊標準化、工廠通訊彈性化、生產資料加值化

、系統軟體智慧串接與強化。（資料來源：工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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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共同發展「智慧工廠解決方案SRP (Solution 

Ready Package)」，以成就客戶、共創商機，並成

為領導品牌。

研華工業自動化事業群資深經理呂文成表

示：「現今所謂的『智能化』，就是將過去的工

廠自動化進一步把設備與廠務資訊納入訊息化的

管理範圍，藉此將工廠內的所有設備與製程運作

進行更妥善的監控管理來達到提升效率、降低成

本的目標。」但他同時強調，過去工廠雖勤於導

入自動化之應用，其實相關的管理系統卻是各自

獨立發展，未能全面整合的結果也導致了無法有

效發揮整體功效。

因此，研華推出以WebAccess軟體為核心的

物聯網應用平台不但能協助WebAccess+聯盟的合

作夥伴建構出既整合所有訊息，又達到完整監控

的SRP(solution ready package)解決方案。對製造業

者而言，此種準備就緒之管理系統則能讓工廠管

理順利轉型為生產智能化與維護智能化的最佳管

理模式。

呂文成舉例說明，像研華為食品與飲料加工

業提供的智能化SRP解決方案，可在善用資訊與

通訊科技下，透過基於瀏覽器的WebAccess圖控

軟體與上層的製造執行系統(MES)，進行無縫整

合，可從領料、秤料、封口、調配、包裝、成品

檢驗等生產過程全部轉換成數位化的監控管理；

設備監診與預防保養解決方案，則可為工廠內之

真空泵浦與機械手臂應用，以簡單易用且直觀的

圖控介面即時監控與分析。不僅提高了設備生產

效能，智能化的動態保養策略更能有效延長機台

壽命並大幅減少維修成本。

再則針對汽車零組件製造會使用到的塑膠

射出機與沖壓機，研華WebAccess圖控軟體整合

MES系统解决方案，也能透過完整記錄、資料暫

存、機台連線等功能提升機器設備之生產效率；

以及為半導體廠商之機台設備與廠務運作所進行

的資料採集方案，更可在滿足半導體專有的標準

通訊介面下，輕鬆完成各種對PLC與感測器之大

量資料擷取作業。

透過WebAccess軟體平台的整合，不論是傳

統製造、精密加工，或者是高科技的晶圓代工、

封裝測試等製造業，均可透過研華的各種SRP解

決方案讓工廠在智能化的過程中把資料變得有意

義進而發揮其應有的價值。此外，也不能忽略於

前端蒐集資料的穩定度、精準度將扮演更關鍵角

色，研華智慧型數據採集產品協理阮北山也就研

華的現有模組、控制器、I/O資料擷取卡、工業電

腦、網路設備等硬體說明，如何以其嵌入式自動

化產品，落實智慧工

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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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研華工業自動化事業群資深經理呂文成 (攝影：陳念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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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十三五年計劃(2016-2021)將從明年度正式開始展開。自2011年十二五計畫實施以來，中國

的製造業蓬勃發展，帶動智動化及機器人等新興產業向上竄升，如今中國已成為全球機器人需求

量最大的國家之一，如何在競爭激烈的世界環境下運用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的技術保有中國的製

造強項，也將是未來十三五計畫將要確保的目標。

作為中國推動智慧製造的主力軍，工業機器人未來將不僅應用在汽車制造領域，也將延伸推

廣至機械、建築、物流、食品等領域。中國工信部副部長曾於去年底對外表示，十三五中將透過

政策制定及資金的擴大投注，加強扶植中國機器人產業發展，降低對進口工業型機器人的依賴

性，並提高本土機器人的佔有率。

十三五計畫將以「改革創新」為主要目標，目標是在2020年建置完善的產業供應鏈體系，並使

機器人在高端市場的市占率達到45％以上。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今年1月在官邸內召開了第六回機器人革命實現會議，並以「機器人新戰

略」為題展開各項討論。

安倍首相在會議中提到「一直以來，日本都被認為是走在產業先端的機器人大國，但近年來

以歐美為中心，融合大數據相關IT技術的機器人開發競爭日益激烈，從生活到產業為止都有了劇

烈的變動。面對嶄新的世代，日本若不大步向前做出改變，將無法在未來佔有一席之地。從今開

始，我們將消除政府與產業間的壁壘，官民一體致力為推動產業發展努力。此次機器人新戰略會

議的召開，正是為使日本未來能走向通往新世界的康莊大道而鋪路。」

機器人新戰略方針將在2015~2019年間執行，預計五年間將投入超過1000億日圓於政府及民間

進行機器人開發。為了開發最高端的機器人技術，未來也計畫在福島縣設立新的開發據點，持續

進行無人飛行機、工程檢測機器人的研發。基於此次制定的機器人新戰略政策，日本政府未來將

陸續推動世界最先端的機器人成果呈現，並推動產業技術於醫療介護、農業、中小企業等產業中

智動協會　綜合外電整理

國際產業市場新聞及資訊

中國智動化產業開枝散葉　十三五計劃蓄勢待發

因應全球趨勢變遷  日本官方發布機器人新戰略

R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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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商DMM.com株式會社於今年1月正式開始「DMM.make ROBOTS」的營運。「DMM.make 

ROBOTS」主要是針對Robot的製造及應用商，帶動科技公司合作，並以推動機器人普及化做為目

標，透過手機的普及化，計畫成為「機器人航空母艦」的銷售平台。

目前將主要以家庭用機器人的為主要販售項目，期望未來能帶動機器人產業全體競爭力向

上。目前DMM已與五家公司進行結盟，其中包含有FUJISOFT的「Palmi」、YUKAI Engineering的

「BOCCO」、PLEN Project「PLEN.D」、Robot幼兒園的「プリメイドAI」將在5月之後陸續於網站

上開始販售。由DeAGOSTINI所出產，以往需透過周刊定期購買組件組成的「Robi」，未來也將能

直接在DMM平台上購入。

現今機器人已不僅僅應用在製造業及工業上，在服務業中機器人的運用未來也將逐漸擴大市

場，但在日本國內仍未存有以機器人為主的賣場，銷售與製造商的合作薄弱。DMM便是希望透過

銷售平台的建置協助國內機器人產業與國際接軌，提升未來附加價值。

「Robi」的製造者高橋智隆先生也曾提過「在日本，機器人開發研究雖然行之有年，但若是就

此驕矜自滿被海外的製造商追過只是遲早的問題。我們必須跟上世界的潮流，結合自身的興趣及知

識技術，盡力推動機器人產業。」

普及應用，同時改革制度運用世界最高水準的人工智能技術，目標為創造世界第一的「機器人無障

礙社會」。

日商DMM株式會社、啟動「DMM.make ROBOTS」新事業R

圖片擷取自DMM.make ROBOTS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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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經濟部自2014年開始推動產業升級轉型行動

方案，引領產業朝向高附加價值發展，且將創造

高附加價值的工作機會。隨著產業升級轉型發

展，產業人才在「質」與「量」上也都需進行能

力的提升或更新，且培育更多符合產業所需的人

才，是以凸顯了人才培育的重要性。

產業人才主要的供應來源為學校培育的學

生，根據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書》指出，受到

少子化的影響，105年大學生源將驟減5.5萬人，

至 117 年後，大學的總生源只剩 102 年的一半！

屆時將引發一場人力、人才的競爭。

企業若能提早加入人才培育過程，與學校共

同合作，可讓公司獲得穩定及符合企業所需之專

業優秀人才。以下介紹企業活用實習生之成功經

驗並提供《企業活用實習生手冊》供企業評估及

規劃實習生制度參考。

引進實習生 充沛組織人力 

為提升企業參與產學合作人才培育經濟部產

業專業人才發展推動計畫，於103年協助頎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台和捷麗公司建立實習生制

度，促進其與學校共同建立人才穩定管道，以下

簡要介紹各企業之作法。

頎邦科技建立「職涯發展之實習制度」預應

急單缺人的困局

頎邦科技為半導體封測廠商，由於產業型態

時有訂單量激增，造成技術人才之缺乏的問題，

決定透過產學合作培育人才的方式，與健行科技

大學以及大漢大學合作，從培育現場技術人員及

專業助理級工程師兩方面著手，養成學生封裝測

試實務等能力。

頎邦科技特別建立”新人FUN心來”制度，

每月舉辦座談會了解實習生適應情形，且為讓實

習生成為頎邦的一份子提供專線服務溝通管道。

頎邦科技重視員工職涯的發展勾勒學生職涯發展

前景，於實習期間安排與工作崗位訓練，實習結

束後舉辦”實習成果發表會”，邀請各部門主管

公開徵選，讓技術員轉任工程師的管道得以通

產學合作人才培育首部曲 

運用實習生培育企業人才
李曉媛/工業技術研究院  產業學院研究院



企業活用實習生手冊內容介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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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提供實習生轉換至工程師職缺及其他多元職

涯發展的機會。最終，為提升實習生的留用，頎

邦科技設計實習生留用獎金且承認實習年資。

台和捷麗公司（日商QB）投入業師並結合

實習制度預約人才

台和捷麗有限公司所經營的QB HOUSE 屬快

速剪髮服務業，於 2012年在台灣開立1號店，至

2016年欲再展39家店，需要約100位設計師。企業

為解決快速展店遭遇人才不足問題，與經國管理

學院共同開設專班培育人才，其中也規劃了實習

制度。

台和捷麗將企業新人訓練課程內容，提前納

入與學校共同開設的專班課程當中，以縮短新設

計師上手時間，且與學校共同規劃3學分的剪髮

基礎課程，由日本技術長親自授課，並提供2位

現職設計師擔任助教，且總經理也將於服務經營

管理課程中，親自授課教授日本快剪業之經營理

念及日本服務業之精神等內容。企業除了投入課

程規劃、業界師資外，並設計學生於修畢課程

後，至店鋪進行為期至少一學期的實習，提升學

生實務能力並熟悉職場，銜接學生及早就業，達

到滿足廠商用人需求的目的。

實習生制度規劃小幫手

     -活用實習生指引手冊

上述2家企業案例皆是企業運用產學人才措

施，藉實習生的機制，建立企業人才管道的實

例，提供企業參考學習。企業若想透過產學合作

培育人才，第一步可以先從活用實習生做為開

端，首先要對產學合作人才培育有基本的概念，

若想要進一步建立公司的實習制度，經濟部《企

業活用實習生指引手冊》可作為企業的小幫手，

該手冊簡介政府產學合作人才培育的資源，說明

企業運用實習生的要點，提供企業引進實習生及

活用實習生參與企業業務的作法，將可有效協助

企業自主培育人才(如下圖X)，簡要說明成功要

素及步驟如下:



活用實習生關鍵的成功要素

企業要創造「認真的環境」、選擇適當的合

作學校、重視實習一開始的階段、將與實習生共

同面對「障礙」當作是彼此成長的機會。

企業引進實習生的五大步驟

1.事前準備:此階段要規劃託付給實習生的工

作、角色，並檢討、準備公司內的支援制

度。

2.招募與選拔:須事先設計實習工作的課題與

問題，在招募時同時讓學生理解被託付的

任務，並判斷學生的幹勁與潛能。

3.職前教育:為使實習生錄取後順利執行工

作，雙方要對於期待實習生扮演的角色與

託付實習生的工作有所共識，並規劃工作

相應之訓練內容。

4.進行實習:實習過程或多或少也有碰壁的時

候，這也是實習生大幅成長的機會，過程

中如何讓他們突破障礙，適切的指導與陪

同相當重要。

5.結業面談: 結束後的回顧，不只對

於實習生，對於公司而言也是重

大的學習機會。可以得到外部的

寶貴意見與觀點，並累積公司內

部人才培育的知識。

企業在不同的成長階段，活用實習

生都可帶來不同的助益，例如在組織轉

型的階段，實習生可提供突破組織慣

性之思考觀點與看法，企業可踏出產

學合作培育人才的第一步，至經濟部

工業局產學合作人才培育資訊網下載

「企業如何運用實習生」手冊，網址

http://140.96.173.105/coedu/Interns.aspx，

若想了解更多產學合作人才培育案

例與做法，可參考

•運用實習方案，創造人才活水 h t t p : / /

itriexpress.blogspot.tw/2014/12/blog-post_37.html

•參與產學合作培育人才實務篇 h t t p : / /

itriexpress.blogspot.tw/2014/12/blog-post_44.html

•產學合作人才培育政府資源說明會

http://140.96.173.105/coedu/ResourceDownload.

aspx

參考資料：

1.經濟部《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http://

www.moeaidb.gov.tw/external/ctlr?PRO=policy.

PolicyView&id=2628

2.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書》http://epaper.edu.

tw/news.aspx?news_sn=21968

3.經濟部工業局產學合作人才培育資訊網 

http://college.itri.org.tw/co_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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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人才培育資訊網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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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不同的終端效應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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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專家及機械手臂廠商授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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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7(四)、5/8(五) 早上9:30〜下午1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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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教室）。

經濟部工業局 機械產業專業人才培訓計畫【工業局補助計畫】

機械夾爪開發設計實務

※經濟部工業局廣告※

日 期 時 間 科 目 課 程 大 綱 講 師 

5/7 
(四) 

09:30~12:30 
奧秘探索—機械

夾爪原理、特性與

應用 

1. 末端效應器原理與發展 

2. 空壓零件+末端工具原理 

3. 機械手臂相關配件原理與應用 

4. 研磨工具與械械手臂力覺感測應用 

5. 如何實現自動研磨應用工具 

6. 輔助終端效應器的配件原理與應用 

兆銘弘科技 
張錦濱總經理 

 
兆銘弘科技 

業務部 
簡詩展經理 

12:30~13:30 午餐 & 休息 

13:30~16:30 
動手做—實機展

現與操作 

1. 夾爪設計理論、開發流程與方法 

2. 如何正確選用機械夾爪 

3. 自動化夾取技術 

4. 現場 3D 線上教學課程-機械手臂+機

械夾爪+週邊配件實務整合 

5. 運用 3D 列印技術實做夾爪 FINGER，

實體化展現客製夾爪效益；夾爪安裝

與操作互動教學演練 

兆銘弘科技 

張錦濱總經理 
 

兆銘弘科技 

設計部 

許孟紘經理 

5/8 
(五) 

09:30~12:30 
延伸強化—夾爪

設計與周邊應用 

1. 機械旋轉模組原理與應用 

2. 智能型真空吸盤模組原理與應用 

3. 陶瓷型真空吸盤模組原理與應用 

4. 電力磁鐵吸取模組原理與應用 

兆銘弘科技 
張錦濱總經理 

 
兆銘弘科技 

業務部 
簡詩展經理 

12:30~13:30 午餐 & 休息 

13:30~16:30 

整裝上陣―現場

實做課程 

+ 

機械手臂與夾爪

整合實務 

1. 機械手臂現場安裝實做課程 

(機械手臂夾爪+機械手臂快速換模系

統+研磨拋光系統+智能型真空吸盤+

陶瓷真空吸盤+機械手臂電磁鐵) 

2. 夾爪在各行業應用案例說明 

3. 設計案例學習 

4. 問題與討論 

兆銘弘科技 
張錦濱總經理 

 
兆銘弘科技 

業務部 
簡詩展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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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動化與機器人產業人才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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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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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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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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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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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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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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課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3/12~3/27 多軸機械手臂開發實務   36 台中 

4/25~4/26 自動化工程師Level 1 人才培訓班   16 台北/台中/高雄

4/25~5/2 自動化工程師Level 2 人才培訓班  24 台北 

5/7~5/8 機械夾爪開發設計實務   12 台中 

5/16~5/17 自動化工程師術科實作班    16 台北/台中/高雄

5/14~5/15 自動化機電整合應用實務培訓   12 台中 

5/28~6/12 視覺感測技術應用實務   36 台北 

8/20~8/21 智慧自動化系統規劃及模擬分析   12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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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11/22 自動化工程師術科實作班    16 台北/台中/高雄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104年度課程資訊 



自 動 化 工 程 師 培 訓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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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來台灣較低附加價值，或需要大量人工的傳統製造業與電子組裝工

業，如製鞋、雨傘、紡織、成衣，以至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電視…等等工

業，不是紛紛西進就是南進了。世界從沒有一個國家像台灣這樣，在十年內產業

外移的如此迅速、如此地廣、如此地徹底；在另一方面，世界也從沒有一個國家

像中國那般如此廣、如此快速地全盤接收外來工業，以至於『迅速複製』，形成

了大家所稱的『世界工廠』。

面對今日嚴苛的競爭環境，整個智慧自動化產業必須有更佳的資源整合能力

及更好的人力資源素質；鑒於各種產業普遍都需求『自動化工程師』，這個學門

的學生也構成各大學院校工學院很大的部份。但毋庸諱言的，當今大學機械相關

科系畢業生的素質，距離企業界的需求有很大的落差。 

為了企業界能找到合適的人才並縮短企業主從員工錄用到培訓能獨立作業的

養成等待期，所以舉辦『自動化工程師』人才培訓班並結合『自動化工程師』證

照考試，讓學員們能在理論及實務操作技巧上都能更紥實更符合企業所需，進而

提升台灣智慧自動化產業的整體競爭力。

講師簡介：

自動化工程師講師群

培訓對象：

自動化機械設備與產業機械研發設計人員。

機械、電機、自動化相關科系之教師或學生。

對本課程有興趣者均可報名參加。

注意事項：

本課程預計招收30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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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單位保有更改課程內容、上課地點與上課時間之權利。

因應性別主流化國際趨勢，打造友善職場之發展，歡迎女性學員踴躍報名。

※每地區最低開班人數15人；如未達開班標準，將調整至台北開課。開課地

點詳見下列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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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資訊及課程表：

類  別 上課日期 科  目 時  間 地 點 

必考科目 4/25(六) 自動化工程概論

4/26(日) 機械工程概論 選考科目 

(2 擇 1) 4/26(日) 電工概論 

9:00~12:00 

中午休息

12:00~13:00 

13:00~18:00 

台北：TAIROA 智動協會-台北辦事處 

台中：精密機械研發中心(PMC)第二辦公室

高雄：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類  別 上課日期 科  目 時  間 地 點 

必考科目 4/26(日) 機電整合概論 

4/25(六) 控制系統 選考 A  

(2 擇 1) 4/25(六) 機械設計 

5/2(六) 數值控制 

5/2(六) 量測原理與技術

台北：TAIROA 智動協會-台北辦事處 

選考 B 

(3 擇 1) 
5/2(六) 電機機械 

9:00~12:00 

中午休息

12:00~13:00 

13:00~18:00 

 

類  別 上課日期 科  目 時  間 地 點 

氣壓 

工業配線 

車床 
實作 

5/16(六) 

5/17(日) 

車床 

8:30~12:00 

中午休息 

13:00~17:30 

台北：華夏技術學院 

台中：台中職訓中心 

高雄：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凡報名此課程者，皆可與授課老師另外預約

4~8 小時實習，不另外收費！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1 培訓班：各考科授課8小時。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2 培訓班：各考科授課8小時。

自動化工程師 術科 培訓班：各考科授課16小時。

報名方式：可於協會網站線上報名：http://www.tairoa.org.tw/，或將報名表傳真至

(02)2393-1405或E-mail: exam@tairoa.org.tw ，詳情請電洽(02)2393-1413。



計畫目的

1. 針對廠商需求，提供「客製化」課程。

2. 提升企業員工在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領域的研發設計及技術應用能量。

3. 增加受訓學員對於產業關鍵技術的掌握。

執行方案

1.	包班運作模式：

針對單一企業、關係企業、上下游整合性廠商或有興趣廠商，依據所需設計課程辦

理員工培訓，協會提供講師、場地安排、行政事務等一切庶務，節省企業執行成本。

I. 時間：每次上課至少3〜6小時，總時數達12小時(含)以上即符合課程開立標準。

II. 地點：可在公司內部場地上課或是貴公司認為適合的公共設施場地。

III. 內容：依公司需求編排課程內容。

IV. 講師：企業指定講師，或由協會尋找適合的優秀講師。

2.	協會課程特色：

I.	 師資：協會長期與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領域的業界講師、教授群、及相關研發機

構講師保持良好合作關係，開設「感測系統」、「機器視覺」、「多軸機械手

臂」、「機械夾爪」、「自動化系統整合」、「專案管理應用與實作」等專業課

程，亦配合自動化工程師證照考試開辦教育訓練課程，提供受訓學員多元化知識

提昇。

II.	課程設計：依企業提出的需求，客製化專屬培訓課程，亦可指定課程內容及講

師，讓受訓學員掌握最新、最具價值的技術內涵。

III.	補助：協助公司爭取政府人才培育相關計畫，補助學員培訓學費節省企業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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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製化企業包班」

培訓課程規劃及辦理！

執行方案

I.   招生人數：每班15〜30人(含以上)。

II. 上課時數：總計12個小時(含以上)。

III.領取證書資格：出席率達總時數的80%，採「簽到簽退」制。

歡迎各家企業詢問，共同打造高品質人力資源！

智動協會網站：http://www.tairoa.org.tw/

企業包班聯絡人：Eunice、Amy

TEL：04-2358-1866  FAX：04-2358-1566 　MAIL：Eunice@tairoa.org.tw、Amy@tairoa.org.tw

地址：40850台中市南屯區工業27路17號3F（環保中心後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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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年度 包班企業 課程名稱 執行成果

97年度
上銀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產業用機器人機

構設計工程師培

訓班

總受訓人數 23 名，來自產品發展、系統開發及專案開發部門。

課程涵蓋「機構設計」、「機電整合」、「機器人控制」、「專利檢索」等

多元化內容。

受訓學員對於課程滿意度高達 90%。

98年度
上銀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智慧型工業用機

器人工程師培訓

班

總受訓人數 26 名，來自產品發展、系統開發及專案開發部門。

課程涵蓋「機構設計」、「機電整合」、「機器人控制」、「專利檢索」等

多元化內容。

受訓學員對於課程滿意度高達 90%。

99年度

華寶通訊

新光保全

慧智網科技

智慧型機器人機

構設計與智能系

統整合工程師培

訓班

總受訓人數 20 名，來自新技術開發、技研中心及測試部門。

課程涵蓋「機構設計」、「語音及影像辨識」、「智能系統」、「人文創意」

等多元化內容。

受訓學員對於課程滿意度高達 90%。

101年度
旭東機械股份

有限公司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2 人才培訓

班

總受訓人數 82 名，來自機構研發及電控研發部門。

課程涵蓋「機電整合概論」、「電機機械」、「控制系統」、「機械設計」、

「量測原理與技術」等多元化內容。

受訓學員對於課程滿意度近 80%。

102年度
旭東機械股份

有限公司
客製化企業包班

總受訓人數 214 名，來自研發、製程及生產部門。

課程涵蓋「光學系統設計基礎」、「運動控制與精密加工關聯」、「精密

機械設計思維」、「精密運動控制基本原理介紹」、「機構運動與振動分

析」等多元化內容。

受訓學員對於課程滿意度近 80%。

102年度
均豪精密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客製化企業包班

總受訓人數 305 名，來自研發、設計、電控及客服等部門。

課程涵蓋「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2 觀念教學」、「機器伺服控制實務」、

「視覺感測技術應用實務」等多元化內容。

受訓學員對於課程滿意度 83 %。

102年度
東培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自動化工程師人

才培訓班

總受訓人數 114 名，來自研發、設計、品管及生產等部門。

課程涵蓋「自動化工程概論」、「機械工程概論」、「機電整合概論」、「機

械設計」、「量測原理與技術」等多元化內容。

受訓學員對於課程滿意度 82.4%。

103年度
羅技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

3C 組裝自動化產

品設計培訓班

總受訓人數 131 名，來自研發、機構、設計、測試、包裝部門。

課程涵蓋「工業機器人與自動化實務」、「終端效應器應用」、「感測技

術應用」、「標竿企業參訪」等多元化內容。

受訓學員對於課程滿意度近 87%。

103年度
均豪精密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客製化企業包班

總受訓人數 27 名，來自研發、設計、視覺等部門。

課程涵蓋「高轉速加工崩角缺陷(Chipping)指標」、「自動化光學三維

形貌量測技術與實作培訓」等多元化內容。

受訓學員對於課程滿意度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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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包班歷年執行成果：



日 程  展 覽 名 稱 
3月  3日(二)    3月  8日(日) 台北國際工具機展(TIMTOS) 
3月  9日(一)  3月 11日(三) 廣州國際工業自動化技術及裝備展覽會(SIAF) 

3月 19日(四)  3月 22日(日) 土耳其國際工業自動化展(WIN EURASIA) 
3月 23日(一)  3月 26日(四) 芝加哥自動化展(AUTOMATE  SHOW) 
3月 30日(一)  4月  2日(四) 深圳國際機械製造工業展覽會(SIMM) 
4月 13日(一)  4月 17日(五) 德國漢諾威工業展(HANNOVER  MESSE) 
4月 17日(五)  4月 21日(二) 高雄自動化工業大展(KIAE) 

5月 13日(三)  5月 15日(五) 北京國際工業智慧及自動化展覽會(IA．BJ) 

6月 16日(二)  6月 18日(四) 廣州國際物流裝備與資訊化展覽會 

7月  1日(三)  7月  3日(五) 法國服務型機器人展  ( InnoRobo  ) 

7月  4日(六)  7月  6日(一) 亞洲國際工業自動化展覽會(AIAE) 

7月  8日(二)  7月 11日(六) 上海中國國際機器人展覽會( CIROS  ) 

7月 16日(三)  7月  19日(六) 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TAIROS) 

8月 26日(三)  8月 29日(六) 台北國際工業連繫大展 

10月  5日(一)  10月  8日(四) 歐洲國際工業自動化暨工具展覽會(Motek) 

10月   未定 韓國機器人展(Robot  World) 

11月  3日(二)  11月  7日(六) 上海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 CIIF ) 

11月 5日(四)  11月 9日(一) 台中工具機展(TMTE) 

11月 16日(一)  11月 21日(六) 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CHTF) 
12月 2日(三) 

至

12月 5日(五) 日本國際機器人展(iR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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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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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無法投遞，請退回至：台中市南屯區工業27路17號後棟3樓（工業區環保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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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動化多元應用系列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