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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新竹總部

台南

南投台中

南投中分院
智慧製造技術組

台中辦公室
智慧機械技術組

• 整機設計開發
• 控制器開發及應用
• 機械模組開發
• 群聚產業創新

• 數位設計
• 軟體加值
• 加工應用
• 智慧生產廠域建置

南分院

智慧機械科技中心(151人)

智慧機械科技中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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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辦公室
智慧機械技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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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發展方向

A+工具機技術

高速加工機
車銑複合加工機
五軸加工機
光學膜片滾筒膜仁加工機
次微米立式加工機
WEDM/多晶矽 WEDM/ 

EDM

關鍵模組技術

高速主軸
車銑B軸
兩軸頭
大型液靜壓旋轉工作台
產業機器人
內藏直驅馬達技術

控制器開發及應用

高整合多軸精密控制
器技術
開放式智慧製程加值
軟體技術
智慧型運動平台控制
技術
全數位整合伺服技術



Copyright 2015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5

建立A+工具機高精度/複合化/智慧化技術。

共推動7項研發聯盟計畫， 50家廠商加入。

A+工具機設計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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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車、銑、鑽三大機型開放式加值控制系統，並經國內指標工具機廠實機切削驗
證，達成媲美日本F社的高速高精切削控制性能與功能。

建構高階工具機控制器，並整合國際標準EtherCAT伺服驅動模組廠，提供全數位
國產控制系統解決方案，讓車、銑削工具機廠商有效降低控制器取得成本。

8

EtherCAT

國際
標準
全數
位串
列控
制介
面

車、銑削控制器
(EtherCAT Master)

國際標準伺服產品
(EtherCAT Slave)

工具機製造商

(高性價比控制器)

…

大銀微

台達電子

Panasonic

正頻(JPS)

安川電機

TDE …

程泰

奕達

友嘉

協鴻

中精機

控制器開發及應用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M-OspSA8cgCFQd5pgodQ9kB5Q&url=http://www.feeler.com/?id=49225/video/index.htm&psig=AFQjCNGrERWaHFrg8x1A58UE59S9I45-sQ&ust=1446528322854717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M-OspSA8cgCFQd5pgodQ9kB5Q&url=http://www.feeler.com/?id=49225/video/index.htm&psig=AFQjCNGrERWaHFrg8x1A58UE59S9I45-sQ&ust=1446528322854717


Copyright 2015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9

高整合精密多軸控制器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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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運動控制平台技術



Copyright 2015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11

開放式智慧製程加值軟體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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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模組技術-兩軸頭模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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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模組技術-液靜壓旋轉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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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模組技術-內藏直驅馬達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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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中分院
智慧製造技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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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發展方向

目標導向虛擬工具機
拓樸結構設計

高性能工具機 Sensors＆Data Acquisition

Apps

智慧化工具機
工業4.0應用軟體技術

切削製程最佳化技術

切削時間
節省30%

切削性能分析
製程優化應用技術

由工具機目標導向設計、智能化軟體、切削性能分析及製程優化技術，提供完整Total 

Solution協助國產工具機設備切入高階製造應用領域，提昇製造業之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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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ology

演算概念(電腦自動結構生成)

工程應用(質輕高剛性結構)

整機重量: -15%

平均剛性: +100%

移除無效率之元素
自動生成最佳化結構

目標導向虛擬工具機拓樸結構設計
• 自動計算出結構的最佳外型
• 減低人為主觀因素之影響
• 產生跳躍式的性能提升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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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目標導向虛擬工具機拓樸結構設計
ITRI數位分析設計平台

• 平台業界會員廠商：20家
• 高階工程師培訓：400人次
• 服務人次：600人次以上用(超過14000小時)

http://www.itriv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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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削性能分析製程優化應用技術

Machine tool, tool path, parameter

1.Analysis of Stability Lobes 2.Virtual machining

To Improve the productivity and 

stable cutting situation with variable 

feedrate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 behavior 

and chose the proper cutting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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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削性能分析製程優化應用技術
切削優化實際應用案例

20

Original. Optimized.

27min25s 22min 22s

Improve 30%

原加加工表面 優化後加工表面

優化後生產效率提高30%，表面品質符合產
業需求，甚至達到更光滑表面。

切削負載優化
技術

切削顫振迴避
分析

• 技術特色：
– 具力學基礎之製程解析技術：可實現真實切削動態
特性模擬分析及參數最佳畫

– 取代以往經驗法則，快速掌握切削及機台特性
– 成功應用於航太零件、汽車輪圈等案例。

• 機台切削性能解析：以科學方式量測
並解析切削動態特性，發揮機台最佳性能。

Stable

• 切削虛實整合模擬與最佳化：於實際加工
前，可模擬切削負載變動情形，並適應式
調變進給率達到最佳切削狀態。

Stabl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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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ndle Speed  (rpm)

1 mm

Unstable
Ap:  1 mm

speed: 5000 rpm

Stable 
Ap: 1 mm

speed: 7910 rpm

Unstable Area

Stable Area

Analyze the structural FRF with milling

Extracting the Stable Cutting Parameter

切削性能分析製程優化應用技術
薄壁工件切削顫震迴避應用

Tool Parameters

SECO R217.97-2532

D:32mm R:2.5mm

Flute: 2

Pitch: Regular

hex: 0.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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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削性能分析製程優化應用技術
虛擬切削優化技術

 保護關鍵組件 : 透過製程優化系統進行分析，將轉角處負載優化，達到保護主軸、刀具及
工件之目的。

 提升製程效率 : 於部分負載過低的NC程式，透過進給率調整，提高其負載，亦達到優化
及提高製程效率之效果。

1.加工資訊擷取技術 2.切削力解析技術 3.製程優化技術

實驗比對,驗證切削製程模擬演算法之準確度

解析製程數據,編譯刀具路徑資訊

Orig.

Opt.

由實驗進行驗證,製程調校後之效能優化結果

趨勢一致

負載穩定

由切削力學,計算刀具/工件接觸面之切削力On-line連線加工機台,擷取製程參數 智能化調校製程參數,均化切削負載,

提高主刀具/主軸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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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削性能分析製程優化應用技術
虛擬切削優化技術

Limit
36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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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工具機
工業4.0應用軟體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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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4.0應用軟體技術
主軸振動監控

DAQ

加速規

加速規

撞機紀錄

異常振動警示

動平衡診斷

DAQ

整機
健康檢查 預測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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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4.0應用軟體技術
SpeedPro(Feed optimization)

104資訊月百大創新產品金質獎
2016 RD100 Award

刀具負載

主軸負載

超出限制條件的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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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X

CMM自動化量測技術

• 突破CMM封閉系統的限制，實現24小時無間斷自動化量測達到
全檢品管目標

• 量測數據分析功能，提前預測刀具磨耗，降低製造成本並使得全
檢的產品不良率低於0.3%。

• 協助自行車產業建立量測全自動化，可提升量測效率25%，產品
量測數量每日可增加100%

量測資料回饋與補償自動化CMM量測



Copyright 2015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28

智慧機械科技中心
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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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與發展策略

 人口問題：出生率逐年下降，勞動人口由2017年開
始逐年遞減，與人均產值面臨關鍵轉折點。

 消費型態的變動：消費者追求個人化，大量生產模式
將由少量多樣客製化型態取代，對製造業產生衝擊。

 製造成本的重新定義：歐美先進國家導入智慧製造技
術，未來將以低成本生產模式取代亞洲製造優勢。

發展策略：

產業問題：

 結合中部精密機械設備製造基礎，注入設備聯網、智慧產線自適調配、智慧決策生產
技術，由單機到跨廠域之智慧機械系統，導入航太、汽機車、自行車及個人化消費性
電子產業，降低製造人力需求，提升勞動人均產值，建立未來國際競爭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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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智慧機械示範廠域
目的
建置可快速彈性調整的智慧機械生產線展示建置，並可做為未來智慧機械科專技術驗證平台。
以高附加價值的目標產業(航太&國防、運輸車輛零組件)之產品，進行技術驗證及新營運模式之展
示，快速落實產智慧機械研發成果業應用的效益。

效益
國產設備商:提供驗證及展示管道，對於整機廠可經由此技術掌握智慧機械設備的虛實整合研發，
展現國產控制器的技術優勢，彰顯國產控制器打造智慧機械產線上的開放式優點，以提高國產控制
器的市場接受。
系統整合廠:打造出可快速客製化「智慧機械製造工廠」的系統建置技術及服務模式。
使用者:滿足多樣工件的量產需求，並且透過最佳化的生產排程，可提昇設備稼動率，客戶可快速
攤提設備成本，提高競爭力。

示範廠域規劃-加工設備 示範廠域規劃-量測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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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工廠技術

1. 建廠佈局模擬:分析各種設備配置的動線、產能
2. 生產監控:讀取設備資訊，以3D方式即時呈現廠區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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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機械軟體平台捐贈大專院校

 捐贈平台:配合台中市政府智慧機械軟體研發聯盟與人才培育計畫，9/19在台中市長

見證下由院長捐贈平台給全台30所智慧機械相關大專院校，由教育部代表受贈，作為

教育訓練及人才培育的整合平臺，往後將擴大打造成智慧機械生態系統。

 廠域設備租用:南投、水湳示範場域設備租用服務協助自造者(MAKERS)、學研單位

開發新製程或製程優化服務

 製程感測大數據分享:廠域設備所收集之大數據將分享給學研單位，作為開發分析服

務APP之用

捐贈國內30所智慧製造相關大專院校，
形成開發社群與生態系

智慧機械軟體研發聯盟籌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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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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