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機數位設計製造
與智慧控制技術聯盟
先進製造技術：技術導向聯盟計畫

計畫主持人

江佩如 教授

執行單位

中正大學機械系

計畫目的

本計畫第一個主要目的為建立一套虛擬模擬系統，作為工具機在設計或是加工製
造的數位化模擬系統。第二個目的在於建立智能化加工與量測系統，希望能針對
主軸偏擺、刀具磨耗以及表面品質進行量測與估測。

成果簡介

主要的成果：(1) 建立多物理量模擬分析系統、(2) 建立智能化加工技術系統 (3)
建立控制與系統整合系統。在多物理量模擬分析系統上，本計畫整合包含了
CAD/CAM、溫升熱變位技術、結構分析技術、控制與插補技術，切削加工技術
以及量測技術等，來預估加工的輪廓誤差。在智能化加工技術方面，應用機器學
習技術來達到預測刀具磨耗與表面粗度的目標。在控制與系統整合方面，建立主
軸偏擺量測技術與單軸六自由度量測系統，以及線上刀具磨耗影像系統，以便於
量測每次加工後刀具磨耗的數據。

展品規格

智控卡

主軸熱變位暨迴
轉精度量測模組

單軸多自由度
誤差量測系統

熱變形快捷分析驗證

Fixed Part
Moving part
Linear guide

應用情境

1. 透過此多物理量模擬系統，能於加工前事先預估工件的加工精度、加工時間
以及輪廓誤差，並選擇較佳的 CNC 插補與伺服參數。
2. 透過主軸偏擺量測系統，能評估主軸的特性以及偏擺程度，並進行溫升熱變
位量測。
3. 智能化加工磨耗量測系統可以透過量測振動訊號來預知刀具的狀態以及工作
表面品質。
4. 線上刀具磨耗影像系統可供使用者即時確認刀具磨耗情況，並提供刀具壽命
預估及加工歷程。

聯絡窗口

Name：江佩如
Tel：05-2720411#33319
Email：pchiang@ccu.edu.tw
Name：蔡孟勳
Tel：02-33662699
Email：mstsai0126@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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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精密塑膠模具製造
與成型之知識化高值化系統
先進製造技術：技術導向聯盟計畫

計畫主持人

陳夏宗 講座教授

執行單位

中原大學、淡江大學、健行科技大學

計畫目的

在塑膠產品開發的生命週期中，從設計、製造到生產製程複雜，加上現今產品
幾何多變、模具加工製程複雜，每個階段的資訊環環相扣管理難度高，穩定地
製作出高精密與高品質的模具與產品，是目前模具業的一大挑戰，另外，在模
具產業中，大多還是靠老師傅的經驗在解決問題，如何透過學理化的整合，提
高模具業的附加價值，是另外一個重要的課題。為了提升模具產業的競爭力，
必須將週期中各領域的專業知識技術，以數位化、智能化與物聯網為依據，做
水平與垂直的點線面整合，透過整合跨單位資源，建立知識化高值化數位平台，
縮短技術發展與產品開發的時程，提升成型品的品質與企業的價值。

成果簡介

本計畫透過雲端大數據科技，建構

模具廠

加工廠

射出廠

支援模具同步式與整合式開發與製
造的環境，並且可以有效地成為各

PDM

PLM

APS

先進精密塑膠模具製造與成型之知識化高值化系統

生產管理軟體的中介，進而達到聯
盟同步的概念，如圖所示，讓資訊
與數據透明化，提升產品開發的品
質，縮短開發的時程。

聯盟同步

智能化功能

協同作業

雲端平台

資訊透明

虛實整合

大數據分析
知識累積

能源管理系統
溫溼度監控感測
空壓機設備

設備自動化

機台監控與預防保養
設備預警維護
設備作業異常警示

先進塑膠模具雲端整合平台
ERP 系統整合
現場資訊即時掌握
加工、成型異常警示
智能生產規劃排程

中原大學智慧製造示範產線

Name：鄧湘潔
Tel：03-2652557
Mobile：0921-099-750
Email：sara@cycu.edu.tw

分享

高精度模具

工廠環境監控

設備監控與優化
作業即時監控
設備稼動率管理
智能化生產
機台設備管理

視覺定位
自動光學檢測
自動化組裝

聯絡窗口

MES

介接溝通

企業 ERP、PDM、MES、APS…等

應用情境

E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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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多功能主軸模組技術
先進製造技術：技術導向聯盟計畫

計畫主持人

陳政雄 教授

執行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計畫目的

本研究目的為主軸振動與熱伸長進行同步量測，並結合即時監控系統，使得主軸
在運轉期間能立即發現異常，主軸是工具機主要的熱誤差來源，對於工具機加工
精度影響甚巨，以加速規量測主軸運轉時之振動，透過 LabVIEW 程式以人機介
面方式即時呈現，同時監控軸承溫度、冷卻液進出水口溫度、環境溫度，並以位
移計測量主軸 Z 方向的誤差量，以最少之量測點作為建立熱誤差預估模型之輸
入，且不失預估之精度。

成果簡介

所建構的人機介面之即時異常監控系統能提供主軸運轉時的振動與溫度狀況，並
能利用熱誤差模型來估測與顯示主軸刀尖點的熱伸長量預測值最後並給予誤差補
償信號以降低主軸熱誤差。我們在一個國產高速內藏式主軸的實驗結果顯示，原
先主軸刀尖點熱伸長量最大達 20 μm，但經過熱誤差模型估測與補償後，將熱
誤差降低至 2μm 以下。本技術可提供長時間監測振動、溫升、熱伸長等相關數
據，以期許能達到加工精度之提昇，增加機台之附加價值。

應用情境

本技術可提供工程人員長時間監測主軸之振動、溫升、熱伸長等相關數據，且在
即時監控過程中，振動訊號出現異樣時也能立即做頻譜分析，對設備狀態做出評
估，事先預測機台即將可能發生故障的位置，避免造成機台更大的損傷，提高設
備使用率與降低維修費用，在熱補償方面，藉由實機加工驗證熱誤差預估模型之
可行性，協助產業界建立一
套熱誤差補償量測技術，以
提供高速主軸相關產業與後
續研究參考，除有助於提升
效能、設計新型機台，對於
高速主軸技術的開發亦具有
相當應用潛力。

聯絡窗口

Name：陳政雄
Tel：04-22840433#409
Email：MichaelChen@dragon.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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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軸複合加工機的機電
一體化優化與健康預診技術
先進製造技術：技術導向聯盟計畫

計畫主持人

李慶鴻 教授

執行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計畫目的

本計畫透過系統建模、鑑別與演算法技術，取得系統參數，提出進給軸的伺服
調機技術，以維持系統性能。此外，根據系統參數變動提供機台老化資訊，搭
配輪廓誤差量測進行機台健康診斷。計畫亦使用 AI 技術建置智慧加工專家系統，
根據工件不同加工指標的需求，依機器的動態特性自動調整最適當的加工參數，
進而維持加工品質。

成果簡介

Machine Dr.：藉由鑑別技術為系統建模，可以分析出適合的伺服參數或診斷機
台是否故障；再經由調機計算出最佳參數，讓工具機在不同環境與加工條件下
達到高速高精。
智慧加工專家系統：加工性能指標為速度、精度、表面光潔度等三項因素，透
過蒐集加工過程及結果所量測的數據，利用人工智慧的技術研發出一套智慧型
加工專家系統。

應用情境

Machine Dr.：使用者定期將機台掃
頻所需數據上傳雲端，掌握機台狀
況，再透過調機提供較適合當前機
台的控制器參數，確保機台保持最
佳的加工性能。並根據系統參數變
動提供機台老化資訊，進行機台健康診斷。
智慧加工專家系統：將加工的 G code 輸入系統中，使用者依據加工需求選擇三
項加工性能指標，系統則提供一組最適合加工參數之建議值。

聯絡窗口

Name：李慶鴻
Tel：04-22840433#417
Email：chleenchu@dragon.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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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軸複合加工機與加工件的
機上量測與誤差補償技術
先進製造技術：技術導向聯盟計畫

計畫主持人

劉建宏 教授

執行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計畫目的

本計畫主要進行接觸式探頭之研製，其內部結構係採用遠紅外光發光體主要發射
信號光源，可快速、獲得量測訊號變化，提高探頭量測精度與靈敏度。未來將實
現加工量測一體化等…生產效率提升方案，進一步加速國內產業升級與提升工業
技術水平。

成果簡介

目前完成無線藍芽傳輸版的探頭裝配與測試，結合自行開發之量測軟體，可即時
進行機上量測與訊號輸出，無須將一次加工後之零組件拆卸，轉移至不同部門進
行量測，於機台上即時量測出不符合尺寸規範之零組件後，即可立即修改，減少
傳統加工與檢測程序的時間成本浪費。

展品規格

重複精度：2σ ≤ 1.0 μm

電力：4 × CR2 Lithium Batteries

工作溫度：+10 ℃ ∼ +40 ℃

待機時間：~100 hrs

觸發力：X, Y: < 5.0 N; Z：< 2.5 N

重量：800 g

傳輸速度：2.4 GHz

應用情境

可實現於工具機內線上快速量

3. 透過各序列傳輸至個人電腦

測，並且可與刀具相同規格，
善於將量測設備在完成量測後
，快速收納至刀具庫，並在尚
未卸除進行二次加工來補償未

量測數據

達成的精度，相較於傳統加工
與量測流程，更能符合時間成
本達到預期出貨時間。

聯絡窗口

Name：劉建宏

4. 免卸載
工件再次
進行切削
補償實際
誤差。

刀庫釋
出測頭

1. 初次加工完成後
將刀具切換成探頭

2. 量測初次加工後
工件實際的誤差

Tel：04-22840433#310
Email：carus@dragon.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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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切削材的超音波輔助
切削研磨拋光技術
先進製造技術：技術導向聯盟計畫

計畫主持人

蔡明義 教授

執行單位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計畫目的

目前拋光製程多半採用人工拋光、磨料噴射拋光和機械手臂搭配羊毛輪沾膏，
尚無在工具機上可直接達到拋光製程技術出現。傳統人工拋光仰賴經驗、人力
與時間；磨料噴射拋光所需磨料昂貴且拋光面積受加工機大小限制；機械手臂
搭配羊毛輪沾拋光膏需先購買機械手臂和拋光膏，本子計畫的目的是開發針對
硬脆材料和業界常用模具鋼能在 CNC 上專用的加工拋光模組。

成果簡介

透過本計畫執行，成功開發裝置在傳統 CNC 機台之拋光專用定壓刀把，具備定
壓 (5N ∼ 60N) 調控功能，且配合不同工具機開發不同刀桿型式 (BT、HSK)。應
用定壓刀把搭配本團隊自製開發之拋光用鑽石磨棒可去除難削材精加工後殘留
刀痕並且達到拋光效果，並針對不同材料進行測試 (碳化矽、藍寶石、模具鋼等)，
工件表面粗糙度從 Ra：0.748 μm，去刀痕製程可完全去除刀痕且表面粗糙度
降至 Ra：0.137μm，拋光製程後降至 Ra：0.018 μm 以下。

展品規格

1. 定壓刀把 φ45 mm × 250 mm
2. 自製鑽石拋光磨棒 φ15 mm × 70 mm
3. 工件展示：藍寶石和其他拋光後工件 80 mm ×150 mm ×4 mm

應用情境

一般工件於傳統 CNC 工具機經加工製程後，表面粗糙度約 Ra：0.4－0.6 μm
左右，若需獲得更好的工件表面品質，業界多半採用人力手工拋光或使用機械
手臂夾持羊毛輪沾鑽石膏進行拋
光作業，然而人力手工拋光耗時
且機械手臂與鑽石膏單價昂貴，
本實驗室團隊開發可裝置在傳統
CNC 機台之專用拋光刀把，具備
定壓 (5N ∼ 60N) 調控功能，針對
不同加工需求開發高品質拋光用
鑽石磨棒，可在CNC機台上除去精
加工所殘留下來刀痕且可直接達
到拋光工件表面品質 (Ra < 0.02
μm）。

聯絡窗口

Name：林岳鋒
Tel：0911-995-738
Email：yuefenglin75070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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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射 3D 列印的複材列印
與即時上應力消除技術
先進製造技術：技術導向聯盟計畫

計畫主持人

吳威德 教授

執行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計畫目的

目前的金屬雷射列印技術已可做出大部分的金屬物件，都是以單一金屬製作，
若能夠以兩種或數種金屬來列印單一工件，這將會是一大突破，因此本計畫設
計可應用在供粉系統上的切換裝置。另外，金屬粉末熔融和凝固後會產生明顯
的殘留應力存在。截至目前的各種研究均顯示，當金屬凝固過程中施以外加振
動能夠有效減少凝固應力，本計畫將同步振動導入金屬積層製造系統。

成果簡介

同步振動雙金屬電漿積層系統
自行開發可即時切換粉源的複合供粉系統，結合至五軸電漿積層架構，搭配同
步振動馬達，可進行同步振動金屬積層製造，並可依設計切換不同來源之粉末，
以及有效減少積層成品的凝固應力。

應用情境

金屬組件依需求往往使
用不同金屬組成，例如
精密模具和醫療器材，
透過本技術可直接用兩
種金屬粉末直接成形，
並且施加同步振動的成
品降低凝固應力，增加
成品的穩定性。

聯絡窗口

Name：吳威德 教授
Tel：04-22840500#604
Email：weite@dragon.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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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射 3D 列印的多重物理耦合數位模擬
分析與智慧型製程參數優化技術
先進製造技術：技術導向聯盟計畫

計畫主持人

李明蒼 教授

執行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計畫目的

本計畫經由實驗及模擬深入分析雷射 3D 列印製程中加工點區域的氣-固-液多相
熱流耦合傳遞現象，進而優化雷射製程參數，以及智慧型雷射列印製程專家系
統軟、硬體的設計研發。製程參數優化經由調節雷射功率、列印速度以及隨列
印頭移動的加工點溫控裝置，使熔池溫度在加工過程中保持穩定的適溫，進而
達到工件品質的穩定性。

成果簡介

1. 建立雷射及電漿噴粉式 3D 列印製程模擬技術，分析粉末自噴出後到達基板前
經雷射或電漿加熱並融化，接著於基板表面堆積冷卻凝固的過程，並且考量
熔池表面張力對於成形結構形貌的影響。
2. 獲得關鍵專利「可即時監控溫度之 3D 列印裝置及其溫度監控方法」，預先監
控加工點前方的溫度，即時調整製程參數，維持加工點溫度的一致性。

應用情境

使用者給定基本列印金屬材料性質
參數、列印線寬以及列印加工路徑
，模擬技術可分析預測列印加工點
溫度、材料生成量以及成形結構形
貌，同時可經由模擬優化製程參數
(雷射功率、準穩態列印速度與送
粉量) 的規劃。在實際列印製程中，
搭配本計畫開發的智慧型即時溫度
監控調節雷射列印頭，具備前置式
紅外線溫度感測器，可於加工過程
中即時適當微調製程參數，使熔池
的溫度場在加工過程中始終保持穩
定的適溫。

聯絡窗口

Name：李明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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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CPS 於工具機加工精度分析、
壽命與監控技術之研發－以 DED 為例
先進製造技術：技術導向聯盟計畫

計畫主持人

黃聖杰 教授

執行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

計畫目的

以 3D 列印直接能量沈積 (DED) 製程智慧化為起點，結合應用 CPS 對 DED 複合
加工機加工精度分析、壽命與監控技術做開發，藉由產、學、研等研究機構互
動促進跨領域系統整合，所開發之技術可協助中小企業實體製造數位化，並建
立 CPS 系統，發展整線生產系統以達到高值化，大幅縮短生產時間，達到生產
製造資訊透明、品質與生產力提昇的目標，並建立雷射積層製造結合五軸加工
複合機的整體產品設計開發、製造與服務能力。

成果簡介

1. 成功建立雷射積層製造結合五軸複合加工系統並完成測試，引入 DED 加工製
程模擬，並針對不同材料與製程參數等加工參數建立成型資料庫。
2. 對實際工具機機台之傳動系統安裝感應器，成功建立工具機傳動系統智慧化
診斷系統。
3. 即時監控工具機之工作狀態，由量測之物理參數藉由力學模型推估預測機台
建立機台監控與壽命預測系統。
4. 建立 DED 加工循軌控制、加工表面與刀具量測之即時監控系統。

應用情境

DED 製程工程師可於 DED 加工前透過
成型資料庫選擇適當的加工參數，並
於電腦軟體套入加工參數進行製程模
擬，預測加工成品微結構，最後選定
最佳製程參數，節省大量產線試驗的
時間，使實際製程效率提升，以及製
造出高品質工件。同時在製程中可透
過雲端來即時監控、診斷工具機的工
作狀態 (傳動、製造以及潤滑系統)，
有效預測失效元件以及失效時間，提
供製造機具功能維護或調整之依據。

聯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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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製造物聯雲 (AMCoT)
先進製造技術：技術導向聯盟計畫

計畫主持人

鄭芳田 講座教授

執行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智慧製造研究中心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目的

工業 4.0 系統平台如能再加上本團隊所研發之全自動虛擬量測 (AVM)、智慧型預
測保養 (IPM)、智慧型良率管理 (IYM)、虛實代理人 (CPA) 和先進製造物聯雲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loud of Things, AMCoT) 等技術，就能做到產品接近零
缺陷 (Zero Defects) 之境界，此境界就是鄭芳田所定義的「工業4.1」。未來如能
將本先進製造物聯雲系統導入台灣各式製造業，將可協助產業導入智慧機械技術，
完成智慧化服務，超越工業 4.0，邁向工業 4.1，達成產品接近零缺陷之境界。

成果簡介

AVM、IPM、IYM 等技術皆已在成功導入日月光之凸塊 (Bumping) 製程，說明如下：
1. AVM：使製程能達成即時且線上之品質全檢。
2. I P M ： 可預測關鍵零組件剩餘壽命，減少機台非預警停機，進而提升機台利用
率及提高製程的穩定性。
3. I Y M ：當產品良率不佳時，快速找出影響良率之重要機台與參數，達到提升良
率和減少搜尋時間之目標。
4. C P A ：旗艦型物聯網關鍵元件，藉其連結與感知周遭實體世界狀態，可隨需安
裝並執行許多智慧化功能的邊緣運算 (Edge Computing) 裝置。

展品規格

AVM、IPM、IYM、CPA 和 AMCoT 等技術實際運用在半導體凸塊製程之展示影片。

應用情境

1.【雲端 AVM 服務】即時預測產品加工品質：
透過物聯網關鍵元件 CPA 擷取機台生產資料，上傳至雲端 AVM 服務預測產
品品質，再將預測結果推播至 GUI，使用者可即時觀看產品加工品質。
2.【雲端 IPM 服務】預測機台健康狀態與剩餘壽命：
透過 CPA 擷取機台生產資料，上傳至雲端 IPM 服務判斷機台健康狀態，再將
預測結果推播至 Web GUI
，使用者即可觀看機台健
康狀態燈號與剩餘壽命。
3.【雲端 IYM 服務】找出影
響良率的關鍵機台與參數
：透過三階段的流程，快
速找出影響良率的根本原
因，減少工程師 Trouble
Shooting 時間，進而提升
生產良率。

聯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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