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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精進內容摘要
結構、模組、機能、審美與經濟性結構、模組 機能、審美與經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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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創新 精進內容摘要(1)創新、精進內容摘要(1)
競賽活動帶動廠商研發風潮、展現創新產品競賽活動帶動廠商研發風潮、展現創新產品

13年導入關鍵零組件參賽，吸引更多展覽目光

參賽類別 2011 2013 2015

綜合加工機 11 17 14

CNC車床 7 9 5

其他數控工具機 12 16 14

工具機關鍵零組件 NA 18 18

合計 30件
(27家)

60件
(58家)

51件
(48家)

2



創新、精進內容摘要(2)
競賽評選標準參照國際 與時俱進競賽評選標準參照國際、與時俱進

評選項目 2005 2015
創造性 創作、發明或具有突破性之設計 創作、發明或具有突破性之硬體或軟體

設計、外觀設計、相關專利

結構、精 結構合理、品質與精度合乎標準、 結構設計分析明確、符合規格之耐久性結構 精
度與品質 表面處理精緻，以及安全符合標準 測試、精度與品質及安全符合國際標準

機能與實
用性

用途多樣、具系統性、能裝設多種
週邊設備，且操作、使用與維護方

使用操作、介面及維修簡便、節能及環
境保護、機能智慧化及能相容多種系統用性 週邊設備 且操作 使用與維護方

便
境保護 機能智慧化及能相容多種系統
並易於擴充週邊設備

市場性 對銷售地區文化背景之配合暨現有
同類產品世界市場統計金額及未來

對銷售地區之品牌通路及服務佈局、現
有同類產品世界市場統計金額、預估新同類產品世界市場統計金額及未來

預估此新產品之拓銷潛力
有同類產品世界市場統計金額 預估新
產品之拓銷潛力

經濟性 材料使用、能源消耗節省、製造程
序、成本、包裝或運輸等因素之合

零組件標準化及模組化、國產化程度、
成本及售價具競爭力、包裝合理及運搬序、成本、包裝或運輸等因素之合

理化
成本及售價具競爭力、包裝合理及運搬
方便

審美性 造形、色彩、型號、商標、圖案、
說明文字等合理而具有美感

美感、色彩及識別系統是否具有市場性、
塗裝表面處理精緻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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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文字等合理而具有美感 塗裝表面處理精緻度

其他 動態展示、工件切削加工等 動態展示及精度驗證、工件加工



創新、精進內容摘要(3)創新 精進內容摘要(3)
結構創新
五軸機型由C型機架構 門型機構演變為U型架構五軸機型由C型機架構、門型機構演變為U型架構
綜合加工機大型化及車銑複合機型增加
設計強調機台結構FEM分析技術設計強調機台結構FEM分析技術
宜建立多位置、連續運動等模擬分析技術

大型機台宜開發量測技術(多軸、動態、剛性、變形等)大型機台宜開發量測技術(多軸 動態 剛性 變形等)
宜由設計導入熱平衡、熱穩定、熱抑制等熱親合對策

模組創新模組創新
擺動軸及旋轉軸由蝸桿蝸輪發展至滾子凸輪及直趨式
馬達
搭載國產五軸頭的五軸加工機
大型機B/C軸的兩軸頭、小型機A/C兩軸工作台多數對
外採購 宜掌握剛性及溫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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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採購，宜掌握剛性及溫昇特性



創新、精進內容摘要(4)創新 精進內容摘要(4)
機能創新

軸向精度補償

自有控制器畫面(PC-NC架構)
智能切削狀態監控(振動、位移、防碰撞、3D切削模
擬、節能)
宜增加智能化功能(工具機價值鏈 服務提升)宜增加智能化功能(工具機價值鏈-服務提升)

宜強化切削與機台設計之匹配性(難削材-扭力、剛性、
阻尼及熱變形)阻尼及熱變形)

審美與經濟性

工業造型設計的水準大幅提升工業造型設計的水準大幅提升

符合人體工學的人性化操作考量

曲高和寡 新技術機種 商業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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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高和寡，新技術機種vs.商業利益



契合產業鏈發展(1)( )
我國工具機產業鏈關鍵議題

控制系統、精密軸承等關鍵
零組件自主性低
控制系統、精密軸承等關鍵
零組件自主性低

客戶需求掌握度不足
(透過代理/經銷)
以單機銷售為主，缺

客戶需求掌握度不足
(透過代理/經銷)
以單機銷售為主，缺

產品之性能與可靠度不足產品之性能與可靠度不足
以單機銷售為主，缺
乏整線規劃/接單能力
以單機銷售為主，缺
乏整線規劃/接單能力

機械零組件機械零組件 整機 銷售 應用服務

產品同質性高
產品穩定性及可靠度(精度壽命)
產品同質性高
產品穩定性及可靠度(精度壽命)產品穩定性及可靠度(精度壽命)
不足
欠缺客戶需求導向之設計經驗
系統化設計能力(含機電)待提升

產品穩定性及可靠度(精度壽命)
不足
欠缺客戶需求導向之設計經驗
系統化設計能力(含機電)待提升

加工應用能力不足
售後服務仰賴代理商
加工應用能力不足
售後服務仰賴代理商

系統化設計能力(含機電)待提升系統化設計能力(含機電)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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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合產業鏈發展(2) 標註說明：( )
技術成熟度及國際競爭力分析

「○」：高
「△」：中
「 X」：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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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合產業鏈發展(3)
控制系統：控制器控制系統：控制器//驅動器驅動器//伺服馬達分析伺服馬達分析控制系統：控制器控制系統：控制器//驅動器驅動器//伺服馬達分析伺服馬達分析

進給驅動器進給馬達 主軸馬達 主軸驅動器 高階 中低階

○台達電
○新代
○研華寶元
○舜鵬○台達電

○晟昌
○富田
○台達電

○台達電○台達電

馬達 控制器

進給驅動器進給馬達 主軸馬達

驅動器

主軸驅動器 高階 中低階

有供應能力
Δ開發驗證中

技術
成熟度

國際
競爭力

進給馬達： 進給驅動器： 高階控制器(0 i 32i)：

○○

XX

○○

△△

○○

△△

○○

△△

○○

△△

○○

△△

進給馬達：

‧ 以小功率為主，品質需進一步強化
以增加競爭力

‧ 主要以增量式進給馬達為主，台達
電雖有推出絕對式進給馬達，但關
鍵零組件需仰賴進口，目前仍在驗

進給驅動器：

‧ 國內已具設計、製造能量及少量供應實
績

‧ 市場長期被日系與歐系控制器系統廠所
壟斷

‧ 主要與國產控制器與進給馬達搭配

高階控制器(0 i, 32i)：

‧ 市場長期被日系與歐系控制器系統廠所壟斷

‧ 國內已初具設計、製造能量及少量供應實績

‧ 在不同構型機台上的實際應用與驗證經驗仍
待補強

中低階控制器(PC B d)：

發展
現況
及

瓶頸

鍵零組件需仰賴進口 目前仍在驗
證中

‧ 缺乏控制器機電系統整合技術人才

主軸馬達：

‧ 國內業者已初具設計、製造能量及
國內供應實績

‧ 主要與國產控制器與進給馬達搭配

‧ 與上位控制器通訊除支援一般泛用介面
外，台達電亦支援數位串列介面

主軸驅動器：

‧ 國內已具設計、製造能量及少量供應實
績

中低階控制器(PC_Based)：

‧ 國內廠商已具開發能量及供貨實績，惟成本
及品質需進一步強化競爭力

‧ 品牌知名度低，終端客戶不敢貿然採用

‧ 缺乏全球售後服務與維修體系

台達電可提供攻牙中心機控制系統完整解決
國內供應實績

‧ 台達電以永磁馬達為主，晟昌與富
田以感應馬達為主

‧ 缺乏控制器機電系統整合技術人才

績

‧ 市場長期被日系與歐系控制器系統廠所
壟斷

‧ 主要與國產控制器與主軸馬達搭配

‧ 台達電於高轉速(大於12000轉)的驅動
能力仍待補強

‧ 台達電可提供攻牙中心機控制系統完整解決
方案

‧ 除台達電外均需選配日系或歐系伺服驅動器
與伺服馬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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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仍待補強

國際
標竿
廠商

(日)發那科、三菱、安川、松下
(德)西門子 、海德漢

(日)發那科、三菱、安川、松下
(德)西門子 、海德漢

(日)發那科、三菱
(德)西門子、海德漢



契合產業鏈發展(4)
生產力4 0 工具機之機聯網(行動方案1)生產力4.0-工具機之機聯網(行動方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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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合產業鏈發展(5)
生產力4 0 工具機之機聯網(行動方案2)生產力4.0-工具機之機聯網(行動方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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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合產業鏈發展(6)
生產力4 0 工具機之機聯網(行動方案3)生產力4.0-工具機之機聯網(行動方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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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合產業鏈發展(7)
生產力4.0-工具機之機聯網(落實方案)

智能化

切削振動抑制
加工導航

深
度
工
業

機台精度補償

適應性切削

業
基
礎
技
術

企業可依據核心能

生產排程(整廠整線)

加工程序、刀、夾治具規劃

術

技
術

耐決定投入的起點!

系統整合
加工程序、刀、夾治具規劃

工件試作與打樣

問題分析診斷

術
能
耐

線上故障診斷

雲端服務

線上故障診斷

線上故障報修

異警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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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監控(影像、訊號)



產品展示與競賽評選契合商品價值
應用豐富性：應用豐富性：航空、汽車、能源、醫療、3C及金屬加工等六大產業

產品多樣性：車床產品多樣性：車床、銑床銑床、磨床磨床、搪床搪床、五軸五軸、複合機複合機、線割線割EDMEDM、
沖床沖床 以及零組件以及零組件(ATC(ATC 旋轉軸 控制器 主軸 ))沖床沖床……以及零組件以及零組件(ATC(ATC、旋轉軸、控制器、主軸….))
技術創新性：技術創新性：鋼鐵鋼鐵、石英石英、難削材加工，以及工業難削材加工，以及工業4.04.0、安全、環保..
國際變化性：景氣循環國際變化性：景氣循環、匯率匯率、原物料波動原物料波動、世界工廠轉移、FTAFTA、國際變化性：景氣循環國際變化性：景氣循環 匯率匯率 原物料波動原物料波動 世界工廠轉移 FTAFTA
ECFAECFA、RECP…RECP…

開發 製造製造製造製造

服務 行銷

13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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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C 林春福 e8205@mail.pmc.org.tw

04-23599009#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