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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機發展朝向高速化、高精度、複合化及智慧化等工具機技
術發展課題，以建構高可靠、高穩定及系統化的製造系統 

  

智慧控制/關鍵組件技術 次微米先進製程/設備技術 

液靜壓旋轉工作台 

兩軸旋轉模組 大型龍門五軸加工機 

開放式智慧控制系統 

精密加工& 應用軟體技術  精密檢測技術  

先進機電模擬/分析檢測技術 
A+次微米加工機 

全域動態模擬技術   

  國合夥伴： 
 R+P(德) 

 UBC(加) 

 Technai(義) 

 Panasonic(日) 

 Siemens(德) 

技術研發之特色實驗室 



推動中部工具機產業聚落高值化 
 建立A+工具機高精度/複合化/智慧化技術，協助國產工具機價值提升3~5倍 

 促成至FY94年起衍生效益技術成果移轉超過3000萬元、衍生推廣業績超過2
億元，主導國內工具機業界包括台中精機/友嘉/永進/大立等二十餘家主力廠
商四十餘種新機種研發。 



 ITRI提供核心模組2萬套/年控制器 40億/年，設備200億/年 
技轉廠商:研華、凌華、慶鴻、寶元、新代、賜福(鴻海)等20家 

Motion核心軟體 

各 
種 
產 
業 
設 
備 

•銑床 

•車床 

•磨床 

•綜合加工機 

•放電加工機 

•線切割機 

•射出機 

•全電式射出機 

•六軸機器人 

•晶圓切割機 

•塗膠機 

•焊接機 

•拉力測試機 

•彈簧機 

ITRI_Inside 
運動控制晶片 

ITRI第三代開放式
運動控制核心 

發展國產控制器帶動產業加值 



以研發聯盟方式建構產業上中下游完整供應鏈 

帶動前十大工具機廠導入四大關鍵研發聯盟(投入金額>10億元)，促成產業達成
『五家百億旗艦企業』、『工具機產值倍增』之願景。 

推動工具機產業研發聯盟 



高整合性的運動控制晶片，帶動台
灣精密機械智慧化 

• 2萬套/年ITRI運動控制核心產業應用，新
增200億/年設備產值 

• 技轉寶元、賜福..等20餘家公司，新增研
發投入30億，包含5家新創公司  

•線切割機：從無到有，成為全球第三大生產國 
•產業機器人：已成功導入10,000台，自動化成功關鍵 
•工具機：完成ECFA關鍵機型研發(車/銑/鑽)，並促成 

6家龍頭廠2.6億成立研發聯盟，軟體自主 

  線切割機/產業機器人/工具機關鍵控制器 
             研發，克服控制器壟斷 

 

1.推動五項關鍵研發聯盟，共計20家次參加，帶動逾10億新增研發投入 
2.善用台灣ICT優勢，組織50位控制軟體專業人才，建構 3S加值平台 
3.引進Siemens來台設立研發中心，提升國內高階軟體研發能力 

建立中部精密機械研發社群，帶領產業轉型3S提高附加價值 

廣度 

深
度 

平
台 

IMC多軸運動控制核心 

      高階工具機製程軟體 

ITRI開放式核心+廠商製程軟體   

工具機產業聚焦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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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控制器 

+ = 
MAZATROL 

(Mazak-feature embedded控制器) 

Mazak自行研發加值機能 

Mazak 模式 

+ = 
國內機械廠-feature  
embedded控制器 

ITRI 控制器 

控制器核心
機能介面 

國內機械廠
加值機能 

擴大示範運行之計畫模式 

ITRI  
 Platform 

控制器擴大示範運行模式 

機械廠 
 APP 



• 製程化高階銑削中心控制器：協助國內某一線大廠專屬的29種製程化人機功能開發，
如：可變進給率深孔加工、自動進給率調整、自動溫升熱變位補償、高速高精加工模
態選擇等加值功能，內嵌製程Know-how及機台特點，提高設備的C/P值。 

• 深化β-site驗證：完成齒輪、車燈罩、出機品管工件等7工件實機加工驗證與意見回饋。
於FY101完成3家示範運行驗證，並且FY102有8家含國內一線二線機械廠加入示範驗證。 

示範運行/推廣合作 控制器合作開發 

工研院高速高精加工機控制器 

機械廠專屬製程化人機介面 

機械廠示範運行加工機 

深化β-site驗證 

系統整合 

深化驗證 建議回饋 

示範運行 

建議內容 

• G/M碼應該和FANUC一樣，如：
高速高精加工指令G62可與
Fanuc G05.1相容。 

• 修改參數後，應該馬上生效，
不需要重新開機。 

• 缺乏伺服參數調整SOP流程以及
自動調機軟體。 

• 鍵盤或滑鼠操作面板應符合人
體工學，例如：有一點傾角，
直立式的鍵盤不方便輸入。 

• 螢幕應該開放手動調整亮度。 

綜合加工中心控制器產業化案例 



Widows_based控制器車削中心控制器：具備前加減速架構，預視100個單節，伺服
主軸之C軸同動、虛擬Y軸控制功能、S型加減速功能、自動轉角減速功能、3D防碰
撞功能、手輪及車銑對話式功能。 

β-site驗證廠商：國內一二線工具機廠等導入， 浩捍(自行車零組件)、 精凌(遙控車
零組件)等應用廠協助驗證加工。 

浩捍自行車花鼓成品 自行車花鼓加工件 

3D防碰撞車削中心控制器 

XC軸同動切削 

鑽孔功能 

剛性攻牙功能 

外徑車削功能 

自行車腳踏心軸工件及完整成品 
系統整合 

加工驗證 

4軸車削中心-工具機展 

車削中心控制器產業化案例 



效益： 

–協助F_Co.導入六軸機器人，突破高階3C產品(i-Phone)生產製程可靠度問題，
逾10,000台順利導入24小時生產線，稼動率由70%85%。 

–推動成立『線切割放電加工機與產業機器人系統整合SBIR研發聯盟』，進行
工業Robot控制系統整合，將單機生產設備，提昇為Robot inside的Cell生產
系統，結合自動化生產線工廠之建置，大幅提昇產品附加價值。 

10,000套產業機器人控制器24小時運作，帶動產業導入自動化 
3S合作加值模式，機械所提供控制核心、廠商發展機械本體及應用軟體 

台灣製造業的未來 

—自動化工廠 

ITRI 運動控制晶片 

  

F_Co. -六軸機器人  
需求：1.取放 

           2.拋光 

六軸產業機器人控制器 
導入工具機效能化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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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五軸工具機聯盟-I 

產業需求：整合工具機業界6大主力業者，投入研發經費2.6億元，依未來新興科技
生醫、航太等產業應用以及綠能產業市場需求，開發出 6款新機型，帶領國內產業對
準未來市場趨勢。 

創新技術與突破：建構國產高階五軸工具機關鍵模組與控制器平台、製程應用加值
軟體，突破壟斷，協助產業掌握核心競爭力與自主性。 

生醫領域五軸精密加工 

綠能領域五軸精密加工 

運輸領域五軸精密加工 

應用領域 



新世代高階工具機-製程人機介面開發成果(JIMTOF 2012、TIMTOS 2011及2013展出) 

多軸複合加工機(500~1,000萬) 傳統3軸綜合加工機(200~300萬)   

封閉式人機介面 ITRI開放式
控制平台 

推動五軸研發聯盟，2.6億研發投入，協助國內台中精機、永進及東台精機
等大廠導入客製化製程軟體，完成場內驗證及國際工具機展展出，推升業
者從200萬等級3軸工具機，跨入500~1000萬等級的5軸或複合加工機市
場，預估每年可新增1,000台的多軸複合工具機，產值達50~100億元。 

車銑複合機(東台) 九軸車銑複合加工機(中精機) 大型龍門五軸工具機(永進) 

建構高階工具機製程軟體自主案例 



 3E4A 
 3E (Easy) 

 Easy to setup:提供智慧化人機操作介面，縮短加工前置設定時間 
 Easy to keep productivity:提供3D線上防撞檢測，減少碰撞發生 
 Easy to maintain:提供遠端監控，增加系統檢測及維護效率 
最終達成讓客戶  Easy to make money 

 4A (Application):加工應用;操作輔助;智能化;自動化。 

超音波輔助加工 快速規劃加工程式 智能化3D防撞 機器手臂自動化 

東台五軸機-線上3D防撞加值軟體 

軟體自主化後的效益- 
工具機應用中心案例 



航太重型龍門加工機 航太重型立車加工機 航太重型研磨加工機 A+五軸精密加工中心 

終端使用者:漢翔航空-航太組件加工驗證 

參與廠商:國內工具機及相關零組件一二線廠共13家 

技術研發:ITRI+AIDC+UBC/MAL提供機電整合虛擬工具機分析技術/智慧加值軟體/航太製程解析 

智慧航太設備與加工應用研發聯盟-II 
本聯盟依參與業者技術專長，分工開發航太機型加工應用技術，並結合終端
驗證，進而建構國產航太代工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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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數位工廠技術 

● VMC高階工具機(車銑,五軸…) 

● 硬體製造優勢能否提升為3S軟實力 

● 控制器與軟體核心技術自主 

(單機 Intelligent Solution 整廠系統)  

Done In One 高階工具機  智能化數位工廠系統技術  

3C產業 

汽機車產業 

綠能產業 

醫療產業 

中部傳統產業 

工具機的未來與願景 

傻瓜工具機 

精度 智能化 系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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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控制器需要自主化？ 

►硬體自主：交期、票期、成本、獲利 
 

►軟體自主：加值、客制化、機台特色整合、製程Know-
how/流程整合、智慧化、…. APP… 

 

►ECFA議題。 

控制器自主化 



三菱控制器 

+ = 
MAZATROL 

(Mazak-feature embedded控制器) 

Mazak自行研發加值機能 

Mazak 模式 

+ = 
國內機械廠-feature  
embedded控制器 

ITRI 控制器 擴大示範運行之計畫模式 

控制器擴大示範運行模式 

控制器核心
機能介面 

國內機械廠
加值機能 

ITRI  
 Platform 

機械廠 
 APP 



Collision 
Avoidance 

Chatter 
Avoidance 

Cloud Info 

Multi-System 

Thermal 
Comp. 

Cutting 
Learning 

Tool Life 
Management 

Adaptive 
Control 

Goal 
Oriented 
Precision 

Tuning  

Smart 
Operation 

ITRI CNC Controller 

Intelligent Functions  

顫振預測 

防碰撞與切削模擬 

刀具壽命管理 

智慧調機軟體 

智慧化加值軟體APP 



 

3D模型 

設計空間 

控制器廠牌 

動力元件 

加工目標 

 

切削條件最佳化 

結構拓普最佳化 

結構動靜剛性 

虛擬加工模擬 

虛擬多軸運動模擬 

刀具設計 

虛擬化設計、分析與驗證軟體應用 



1990 

1996年完成12家放
電加工廠商產品NC

化,單價約 100萬 

2004年完成6家線
切割機產品上市,

單價約 200萬 

ITRI  PC-Based 

控制系統 

傳統手搖輪單
價約 15萬 

• 工研院投入研發PC Based控制器技術，從無到有，協助建立放電加工新產
業，年產值增加24億台幣，位居全球第三大生產國，成功協助產業轉型。 

2009年完成研發最具
競爭力之A+精細

WEDM，全面提升國
產機台等級 

•XYZ線性馬達 
•伺服解析度：0.01um 
•可用加工線徑： 0.02~0.1mm 
•具AWT功能(0.02mm) 
•加工尺寸誤差：2um 
•面粗度達： Ra 0.1um 

 研發控制器，提升放電加工機全球競爭力  

放電加工機控制器研發成果 

2013年完成專利型
A+WEDM參加iF設計賽
並得到國家發明獎，且
於2013 TIMTOS展出。 

為台灣工具機精品化創
下新紀錄 



2012年製造業排
名，工具機領域中，
獲利率最高的公司！ 

控制器自主化後的甜美果實 

結論：工具機的未來  控制器自主化 



感謝您的聆聽！ 



產品別 

(台灣貨名) 

進口關稅稅率 PSR產品特定
原產地規則 

優惠期限(控
制器國產化) 

備註 

2010 2011 2012 

數值控制臥式車床 9.7% 5.0% 0.0%  CTH且
RVC50%(註1) 

2016.1.1 1.8億
美元

(2011) 其他數值控制車床 5.0% 0.0% 0.0%  2016.1.1 

四鑽頭以上及其他數值控制鑽床 9.7% 5.0% 0.0%   

CTH且
RVC50%(註2) 

2014.1.1 

數值控制平面磨床 9.7% 5.0% 0.0%  2014.1.1 260%(20

11/2010) 

搪磨或研磨機 13.0% 5.0% 0.0%  2014.1.1 

鋸床或切斷機 12.0% 5.0% 0.0%  2014.1.1 

鍛造機、模壓衝製機（含壓床） 9.7% 5.0% 0.0%  2014.1.1 

其他第8462節所屬之工具機 10.0% 5.0% 0.0%  2014.1.1 

註：1.自2016年1月1日起調整為『從其他節改變至此(CTH)，區域產值含量不少於50%(RVC50%)，且數控系統須在
一方或雙方加工生產並符合第853710目有關標準』。 

        2.自2014年1月1日起調整為『從其他節改變至此(CTH)，區域產值含量不少於50%(RVC50%)，且數控系統須在
一方或雙方加工生產並符合第853710目有關標準』。 

        3.資料來源：財政部關稅署ECFA專區中的『貨品貿易協定早期收穫清單』(貨品貿易早期收穫產品之產品特
定原產地規則（2012年))，網址：http://web.customs.gov.tw/ct.asp?xItem=49602&CtNode=13499 

 需控制器國產化而在ECFA早收清單的工具機為：數值控制車床、鑽床、平面磨床、
搪磨或研磨機、鋸床或切斷機、鍛造機、模壓衝製機。如下表所列。 

 無控制器國產化而在ECFA早收清單的為：砂輪機、拋光機床、插床、拉床與龍門刨
床、非數控鍛造機、模壓衝製機與其他衝孔或衝口工具機。如附件。 

附件一. ECFA解析：PSR原產地規範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