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研院南分院 104 年可移轉技術與 105 年先期授權技術 

積層製造與雷射應用技術 鄭志宏 經理 06-6939053 

 雷射應用技術 

1. 紅外線光纖雷射技術  

2. 雷射切銲加工技術 

3. 雷射表面紋理加工技術(雷射模具咬花) 

4. 多焦點雷射掃描加工技術 

5. 雷射熔覆頭應用技術 

6. 透明基板雷射垂直光型切割技術 

7. 雷射拋光模組技術 

8. 光纖輸出雷射耦光技術（先期） 

9. 雷射拋光同步熱處理技術（先期）  

10. 垂直光型鑽孔輔助玻璃蝕刻（先期） 

 積層製造技術 

1. 雷射複合積層製造技術 

2. 雷射積層製造模組技術 

3. 大尺寸雷射積層製造技術（先期） 

4. 積層製造複合醫材產品研發技術（先期） 

5. 積層製造雷射熔池觀測技術（先期） 

 先進製造應用技術 

1. 功能性薄膜披覆技術 

2. 高產出鈍化層封裝設備技術 

3. 燃料電池組智慧製造技術 

4. 卷軸式薄膜披覆技術（先期） 

智慧感測系統技術 范玉玟 副主任 06-3847123 

1. 電容式微型壓力計 

2. 微型氣體感測器 

3. 連續血氧監測腕錶 

4. 微流道定點照護檢測平台 

5. 3D 視覺模組 

6. 光學元件技術 

7. 移動式機器人視覺導引系統 

8. 雷射 3D 輪廓量測系統 

9. 微機電製程技術 

10. 虹膜辨識技術（先期） 

11. 振動感測模組（先期） 

12. 微型晶片化光譜掃描檢測技術（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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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射彩色/炫彩雕刻技術

金屬加工業、汽機車零組件、手工具。

應用範圍

技術簡介
工研院投入自主開發光纖融接技術與MOPA光功率放大光路設計，可將雷射功率分級放大，

雷射穩定度高。可控制雷射脈衝之脈衝寬度(Pulse width)，提供連續式(Continuous wave)

到飛秒脈衝(Femtosecond pulse)輸出，可適應工件材質與加工需求。

技術特色
 全光纖MOPA架構，抗震防塵

 自製光纖元件，專利保護

 可依照客戶需求設計專屬加工平台

 可加工材質包括金屬、玻璃陶瓷、塑膠(PVC/PE/ABS/PF)

 波長：1064±3 nm

 輸出功率：20W / 30W / 50W

 加工範圍：99*99 / 157*157 / 291*291 mm(擇一)

 最大雕刻速度：>2500 mm/s

 人機介面：Marking mate

技術規格

Laser Color/Flare Marking

雷射雕刻系統 雷射彩色雕刻 雷射炫彩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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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射拋光技術
Laser Polishing Technology

技術簡介

本拋光技術可應用於精微模具與精密機械產業，如模具、金屬零組件及生醫元件。

技術特色

應用範圍

工研院研發團隊開發雷射拋光技術，包括光路模組、低變質層雷射拋光製程、與熔融層厚度

理論預測模式。協助國內廠商建立自動拋光製程，同時發展國內自主雷射拋光機台的設計及

製作能力。

 可在微小或局部區域拋光

 無需使用拋光工具、拋光磨粒及化學磨削液，可節省耗材，並提供無化學污染的拋光方法

 適用於軟性及硬脆等難拋光材料

 設備自動化與產線結合提高生產效率

 拋光速率達1 cm2/min, 較傳統人工拋光方式快10倍以上

粉末高速鋼(ASP23)  

Ra 0.27 → 0.08 mm

不銹鋼(SUS304)

Ra 0.84 → 0.18 mm

原材表面

拋光後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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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基板雷射垂直光型切割技術
Transparent Substrate Line Shaped Laser Beam Cutting Technology

技術簡介

半導體產業、光電產業

技術特色

應用範圍

透明材料基板在3C領域應用的成長動力，進行垂直光型雷射切割設備開發，內容包含有垂直

光型光路設計、高頻反饋式雷射控制技術、雷射切割製程技術等，用以提升目前的切割速度，

同時搭配雷射光路/控制系統整合，可大幅縮短雷射切割前之準備時間，進而提升國內廠商

客制化設計之能力。

 聚焦光斑(spot size)：≦1 μm

 垂直線型可調長度(variable length of line beam)：0.2 -1.5 mm

 切割速度(cutting speed)：≧ 300 mm/s

切割加工頭

藍寶石異形切割成型

Transpare

nt material

Cutting 

optical 

module

光束切割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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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薄膜披覆技術

傳產車燈鍍膜、高阻水氣軟板、OLED照明封裝、電子元件防水。

工研院自主開發ICP-PECVD電漿鍍膜技術，於單一腔體中連續製備SiOx:CH複合薄膜，達成具

阻水氣(Barrier)、硬化(Hard Coating)與表面疏水(Hydrophobic)複合功能之保護膜，設備型態

以Sheet Type及Batch Type為開發應用。

Functional Thin Films Coating Technology

 水滴接觸角：>100°

 Hard Coating：提升3個等級(裸材)

 阻水氣率：WVTR≦510-4g/m2day

 單腔式製備SiOx:CH漸變複合膜

 低溫ICP高密度電漿鍍膜設備

 高阻水氣率薄膜封裝系統

功能性複合保護膜製備

Sheet Type ICP-PECVD

Batch Type ICP-PECVD

水滴角>100 表面硬度提升

ICP-PECVD電漿鍍膜實景
(Sheet & Batch)

技術簡介

技術特色

應用範圍

技術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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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射金屬積層製造技術
Laser Additiv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技術簡介

產業：設備業、金屬零組件、 異形水路模具、熱交換元件、客製化醫材、文創藝術

材料：不銹鋼、模具鋼、鈷鉻合金、鈦合金、鋁合金

技術特色

應用範圍

雷射積層製造技術為一種創新的製造思維，作用機制為先將欲加工物件三維切層，鋪一層金屬

粉末再利用雷射燒熔該層，鋪一層燒一層堆疊成型，容易建構複雜形貌及內部特殊流道與結構，

創造產業高值化產品。

工研院投入金屬雷射積層製造技術研究，包括相關光學設計、腔體流場、粉末鋪層、新材料

開發、製程監視與控制等，已建構完整實驗平台(製作範圍100mm x 100mm x 100mm；

250mm x 250mm x 300mm) ，可協助產業建立相關技術能量或導入相關技術用於新產品開發。

Process & Equipment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Design  Modify  Support  Slicing  Product

Research

Pilot Run

100mm x 100mm x100mm 250mm x 250mm x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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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射切割/切孔技術
Laser Cutting and Drilling Technology

技術簡介

汽機車金屬鈑金/管件、半導體、光電、3C、重工、能源、文創。

技術特色

應用範圍

工研院發展多款雷射加工頭技術，可分別應用於千瓦級高功率雷射加工系統、精密級超快雷射

加工系統，適用於切割/切孔、銲接、銲覆等製程，兼具加工精度與高性價比，可提供國內產業

多樣化雷射製程工具。

提供技術自主、彈性設計加工頭模組，並可技術支援提供各式雷射製程設備，或整合於複合

工具機設備中，進行高速與高精度之雷射切割、銲接製程。適用雷射功率：0.1~3000W；

適用雷射脈衝寬度：10ps~CW；加工頭形式：直寫式、掃描式。

雷射切割/切孔設備

雷射金屬鈑金切割/切孔成品

雷射薄板噴氣掃描割頭雷射搖擺式切割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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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射銲接系統與技術
Laser Welding System and Technology

技術簡介

汽機車鈑金、手工具、工具機、休閒運動器材/用品及螺絲等。

技術特色

應用範圍

工研院發展之雷射銲接技術，可對中碳鋼-不鏽鋼等多種異質材料與同質材料進行銲接接合，

適用於平板對銲、疊銲以及棒材或管材之對銲，可達足夠銲接深度以及強度，且銲接速度快，

表面平整度佳，可提高銲接速度以及銲接品質。

提供快速且高強度之異質/同質金屬材料銲接方法，適用於不同的銲接需求，銲接完表面平整，

銲後機械強度高，不需後續修整動作。可異質銲接材料：碳鋼-不鏽鋼、銅-黃銅、銅-鋁、高

速鋼-合金鋼；可同質銲接材料：鋁、不鏽鋼、銅、鈦；銲接強度可介於兩母材之間。

雷射金屬銲接設備

雷射異質/同質材料銲接結果

黃銅 銅

銅 銅

銅 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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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機光刀化-雷射3D曲面複合加工技術
Laser 3D Hybrid Machining Technology

技術簡介

 模具產業：射出模具咬花(手機殼、NB殼、汽車內飾板件/方向盤)；壓印模具咬花(手工具、

鋼板輥輪、鞋模)、沖壓模具圖案化加工(鈕扣、拉鍊)

 金屬成品產業：手工具、珠寶飾品、精品

技術特色

應用範圍

以雷射3D掃描光刀模組技術搭配雷射五軸CAD/CAM複合控制技術，可於曲面上進行紋理或

圖案化精微加工，透過製程縫合接圖與數位分圖切層掃瞄加工技術，可於3D曲面上自由加工，

適用於金屬模具咬花、精微雕刻、圖案製作等，具加工速度快、精度高、品質均一化、綠色

環保等數位化加工優勢。

屬全數位化加工模式，製程程序縮減，人為干擾降低，具加工速度快、精度高、品質均一化

優勢；解決傳統蝕刻咬花高汙染、低品質、高耗時問題。可與五軸工具機輕易整合，具複合

加工優勢。掃描範圍：60x60x20mm；製程寬度：≦ 30 μm；製程深度：20~ 200 μm。

雷射3D曲面複合加工系統

雷射3D數位咬花加工成品雷射3D掃描光刀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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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3D視覺感測模組

任意堆疊工件智慧自動取放、整列組裝、檢測系統

應用範圍

技術簡介
智慧3D視覺模組是將3D視覺與機械臂進行高智慧化的感測運動整合，可提供高精度的3D視覺定位

及辨識，並整合機械臂達到高速精準取放整列功能，可在任意堆疊環境感知多組最佳取放工件之

3D姿態，再以sensor fusion系統整合提供機械臂最佳夾取運動規劃。

技術特色
全國首創3D視覺感測與辨識模組，可即時掃描3D場景、可辨識3D複雜形狀工件輸出工件姿態

6軸座標，並可支援市售一般2D工業相機達到校正流程全自動化。

 3D空間解析度： ≦ 0.4mm @ 1000mm 

 3D場景更新速率：≧10 fps

 複雜物件比對追蹤時間：≦ 0.2秒

 全自動3D整合校正精度： ≦ 0.2mm

技術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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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肢體手勢辨識技術

智慧電視、體感互動、數位看板

技術特色

應用範圍

技術簡介
3D肢體手勢辨識技術是利用影像感測方式提供一種智慧終端產品的直覺化操作介面，適用於室內

外環境，可克服Kinect等主動光源技術無法應用於室外之限制。創新相對位置編碼估測技術，將像

素的相對位置自動編碼，得到更精確的深度估測並進而降低額外運算量，突破以往雙影像深度估算

瓶頸，達到即時運算高效能。整體平均深度正確率93.2%，肢體手勢追蹤誤差接近Kinect 之水準，

而BOM成本僅 Kinect 的1/3。

 區域相對位置編碼

 即時深度運算

 肢體手勢辨識

 深度正確率93.2%

 可追蹤全身關節點：15關節點

 手部追蹤誤差 < 20mm @ 2m

 運算速度 > 30 FPS

技術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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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低功耗MEMS氣體感測器

 Heater voltage : 1.3 V (~300 ℃)

 Power consumption  PDC :<15 mW

 Ethanol concentration : 20~400 ppm

 CO concentration detect range:1~1000ppm

 Sensitivity < 0.6 @ Rs(100 ppm)/Rs(30 ppm)

 Selectivity :0.99~1.05 for CO

 Package size : 2 mm x 2 mm x 0.9 mm

技術規格

工研院MEMS氣體感測器，以電路操控毫秒等級快速壓控加熱器(Micro-hotplate)，高絕熱薄膜內建

微型溫度計設計，配合薄膜感材達到微型超低功耗的氣體感測目標，晶片尺寸0.9 mm x 0.9 mm x 

0.4 mm。

技術簡介

技術特色
 Highly thermal isolated micro-hotplate

 High buckling temperature over 500 ℃
 Miniature chip size 0.9 mm x 0.9 mm x 0.4 

mm

 Fast heating stabilization time as low as 25 

msec

 0.032 mW for output data updated once per 

minute 

元件性能驗證

Alcohol sensitivity and alcohol/CO selectivity

Thermal response of micro-hotplate

智慧手機、智慧手錶、穿戴式電子產品、居家環境品質監測、3C消費性電子產品及醫療生物氣體

監測產品、IOT environment sense node等相關應用。

應用範圍

Gas sensor c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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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力感測模組

可應用於扭力即時監測與回饋，以增進加工品質。 例如: (a)銑床加工刀鈀(toolholder)之扭力即

時監測與回饋、(b) 電動手工具、(c)智能轉軸、(d)鑽孔加工機。

應用範圍

技術簡介
ITRI扭力感測模組技術採用薄型傳感結構(Transducer)設計，搭配微型應變規(Micro-Strain Gauge)、

訊號處理電路、與軟體顯示操控介面，提供使用者即時之扭力監測資訊與Threshold設定。 本技術

之創新傳感結構設計可大幅提升扭力感測模組之過負載能力(Over-load Capacity) 。

技術特色
 Novel transducer design enables thin 

and compact package for 

applications

 Threshold setting for over-torque 

monitoring

技術規格
 Torque Range: ±30 Nm

 Accuracy: ±0.1 %

 Overload (Tz): 200 %

 Size: Φ=50 mm, h=24 mm

 Operating Temp.: -20 ℃ ~ 70 ℃, 

Machine Toolholder

End effector 

(tool)

F/T sensor

Machine Stage

Controller 

position

Command

Toolholder

Signal 

feedback

•轉軸轉矩控制
•輸出動力監控

Torque Sensor

•刀具損耗即時監控
•加工件品質監控

Smart Shaft

Torque Sensor

Smart Power Tool

•鎖附扭矩控制
•輸出動力監控

SoftwareTorque Sensor Data Acquisi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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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食物殘留成分檢測技術

食材農藥殘留檢測、個人化飲食檢測、環境安全監測、智慧農場環境監測

技術簡介
工研院研發出整合紫外線以及近紅外光譜小型化檢測技術，藉由檢測農藥殘留特定吸收光譜進行

定性檢測以及殘留農藥濃度定量檢測應用，可針對國內廣泛使用之農藥進行檢測，如：貝芬替以

及亞拖敏，檢測極限達0.75ppm之農藥殘留檢測應用。

技術特色
整合多波長光學檢測小型化技術搭配具專利性微行晶片化可調式光譜掃描技術及材料製程技術，

可將化學毒物之特殊近紅外吸收圖譜掃描工具小型化、微型化，進而達到整體系統縮小化之優勢。

10cm x 5.5cm x 2.5cm

Smartphone access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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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性晶片分光元件設計與
材料製程

晶片化光譜掃描元件

應用範圍

技術規格
 手機配件形式，一鍵30秒內快速掃描

 尺寸：10cm x 5.5cm x 2.5cm 

 每次充電可檢測大於50次使用

 檢測極限可達0.75ppm（針對殘留排行第一貝芬替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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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血氧監測腕錶

技術簡介

運動休閒、亞健康人士、銀髮族、長年吸煙者、

安養照護機構等長時間脈搏及血氧監測

技術特色

應用範圍

連續式血氧監測腕錶，採用高適應性反射式多波長光學模組設計，搭配動態雜訊消除演算法，可提

供日常活動中血氧、脈搏之連續監測。每分鐘脈搏次數(bpm)偵測正確率大於95%，血氧量測範圍

及誤差為70-100% ±3%。結合APP與雲端服務，可應用在運動耗氧、過勞、人體代謝、睡眠呼吸

中止及呼吸循環等檢測之健康管理。

脈動訊號快速追蹤與穩定技術

脈動訊號特徵動態偵測技術

 反射式3光源量測模組與計算演算法

− Green/Red/IR，Resolution: 16~22bits、

Sampling Rate: 100~200Hz 

− 動態脈搏準確率：>95% ，跑步速率

≤ 5km/hr

− 血氧量測範圍及誤差：70~100%≤ ±3%

 Bluetooth: 4.0 BLE / 2.1

 Storage: 2 Mbits / 6 hour

 Battery: 250mAh

 APP：Raw Data藍牙連線，波形顯示、

偵測、儲存

技術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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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血定點照護檢測系統

全血定點照護檢測系統，採用試劑Self-Contained、Electronics-less卡匣系統，利用高拓樸微流道

卡匣結合磁性液滴操控平台，開發出快速、高靈敏度、低CV之微流體生醫檢測系統。只要將血滴入

微流道卡匣中，就能即時在30分鐘內精準地驗出血液中的biomarker指數。比實驗室大型機台更具

有時效性，未來可使用於診所、檢驗所、養護中心及醫院急診室等醫療照護點。

 利用高拓樸全塑膠微流道卡匣結合
3D磁場操控平台

 採用試劑Self-Contained技術
 高效率磁性mixing

 適用全血、血清、尿液等檢體
 檢測時間短
 方便使用
 檢測準確
 成本低

3D拓樸磁場mixing

預先儲存試劑之拋棄式卡匣，load and go 全血定點照護檢測系統

 微流體生醫檢測卡匣/系統
-卡匣：60 mm × 20 mm × 3 mm

-鍵結效率：5分鐘內可達90%效率
-操作：load and go

 全自動biomarker檢測
-靈敏度：100 pg/mL for troponin I

-時間：< 30 min

-線性範圍：0-10 ng/mL 

-變異係數：< 10% (三重覆)

技術簡介

技術特色 技術規格

 心血管疾病早期預警(Troponin I, hs-CRP)

 癌症早期篩選(AFP、PSA、CEA)

 養殖漁業病原田野檢測
 寵物疾病分析

應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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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射3D掃描量測技術
技術簡介

汽機車精密零組件、3C精密零組件、精密模具、航太零組件。

技術特色

應用範圍

以雷射掃描為核心技術，整合高解析度雷射測頭、高速3D輪廓量測演算法，以及多自由度運動平

台定位，建構全自動化的非接觸檢測系統，可於產線上提供前所未有多樣化的零組件品管檢測，

擺脫過去曠日廢時地往返量測室。透過數位化的檢測資訊，工件品質具可追溯性，可輕鬆連結工

業4.0之生產系統。

 迅速：全區域多點的量測，即使是結構複雜，也可容易地進行辨識與量測。

 彈性：可取代客製化精密檢具，因應彈性換線需求，進行快速系統校正。

 適應：非接觸式雷射量測，適用於高反射金屬表面及具彈性表面產品的量測。

 精確：數以萬計的點雲資料，使量測結果較傳統ＣＭＭ更為精確，量測也更加快速。

 適用於產線：高速掃描擷取技術，實現形狀、方向、定位、偏轉度等快速3D檢測。

 線上檢測數據可全數位化輸出，相容於企業內部各式電子管理系統。

汽車零件量測實例

3D輪廓量測結果3D掃描量測
雷射3D掃描量測軟體

技術規格
 掃描量測速度：≧ 20 mm/s

 深度量測重覆精度：≦± 0.01mm

 同步控制掃描速率：≧ 250 lines/sec

 點雲資料處理量：≧ 1M 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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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式視覺導引機器人系統
技術簡介

汽、機車產業、紡織產業、智慧倉儲

搬運產業、智慧自動化設備產業。

技術特色

應用範圍

開發機器人彈性化視覺導引系統，整合無人搬運車(AGV)，提供具移動性的工業機器人應用，透過

無人搬運車承載六軸機器手臂，可大幅提高系統的彈性與智能化程度，亦可配合生產管理系統，進

行整廠整線的系統規劃。

視覺導引機器人：在不同工廠環境條件下，透過視覺資訊完成複雜的自動化任務。

智能夾爪：多物件夾持設計，可快速切換夾爪，縮減夾具置換時間，大幅提升效率。

無人搬運車：機器人不再被侷限於定點使用，其工作範圍可視需求延伸。

 AGV移動定位精度： ± 9mm

 AGV最大移動速度： 55 m/min

 系統最大載重： 700 kg

 智能夾爪最大荷重：2.5 kg

 視覺定位範圍：1m ~ 1.3m

 視覺定位精度： ±0.74 mm

技術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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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動感測模組
技術簡介

滾珠螺桿、工具機、高階CNC、鑽孔機、多軸機器人等

應用範圍

本技術採用MEMS寬頻振動感測元件、微處理器與無線通訊模組，完成寬頻域振動感測模組開發。

透過創新之Dual Vertical Gaps結構設計，同時滿足靈敏度與頻寬之性能需求，搭配低雜訊高速後端

讀取電路，以分時多工方式接收三軸振動感測訊號，並透過無線模組傳輸至後端電腦進行振動訊號

處理與顯示。工業應用上可搭配振動訊號估測演算法與控制系統，提供工具機設備業監控機台在高

速加工過程中所產生的振動，提升加工穩定度、精度並延長刀具壽命。

技術特色
 Dual Vertical Gaps to enhance 

sensitivity and Bandwidth

 Real 3-Axis Mechanical Filter for  Input 

Saturation Immunity

 Bandwidth：5Hz~10kHz

 Range：± 40G

 Shock：10000g

 Operation Temp.：-40~125℃

 Transmission：2.4G (WiFi/BT)

 Power Consumption：0.8W

技術規格

振動訊號時域圖與頻率響應

不同頻段的振動訊號源

無線振動感測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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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容式微型壓力計

技術特色

手機/平板、穿戴式裝置、汽車導航、胎壓監測、安全監控、人員追蹤等

應用範圍

技術簡介
本電容式壓力計技術具有低耗能、微型化與高輸出解析度之特色，以創新之絕對式壓力計結構與

MEMS加工方法之專利設計(已獲證)，配合低雜訊電容訊號處理與適應性溫度補償電路，使本產

品技術具備智慧化校正與溫度補償之附加功能。

 Over-pressure Protection

 Same Structure Design with Selectable 

Vacuum/Pressure Levels for Absolute Type & 

Gauge Type Pressure Sensors

 Built-in Reference Capacitor for ASIC use

 Pressure Range: 30~110 kPa

 Sensitivity: 1.5 mV/10 Pa

 Current Consumption: < 10 uA @output 

data updated once/min

 Output with temp.: < 5 Pa/℃

 Package: < 3×3×1 mm3

技術規格

絕緣密封膜

可動電極

電性接點

固定電極
參考電容

感測電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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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血分離裝置

技術簡介

應用範圍

全血分離裝置，主要採用相導流技術高效率分離血漿血球，在拋棄式的塑膠卡匣中放入全血後，

以負壓幫浦或self-power的方式在3-5分鐘內從全血中快速分離出血漿， 分離的血漿品質滿足

臨床檢測需求，比實驗室或現場檢測慣用的機台更具有時效性，可結合市面上快篩試紙提高檢

測靈敏度與操作方便性，應用於人類疾病、動物檢測等快速定點檢測服務。

技術特色
 相導流技術

 Self-power全血分離

 高效率、低溶血血漿血球分離

 分離的血漿品質滿足臨床檢測需求

 低成本拋棄式卡匣

 結合登革熱、HIV、HBV、HCV等快篩試紙

 臨床或研究用快速全血血漿分離

 畜牧業疾病快篩檢測

 寵物疾病檢測

技術規格
 血漿量：15uL、>60uL，可依需求客製

 動力源：9V電池 /110V市電、或power-free

 回復率: >80%

 回復率變異係數:<10%

 血紅素濃度：<300 mg/dL

 分離時間：3-5分鐘

 操作：load and go

全血分離裝置(9V電池)

負壓式全血分離卡匣 分離出的血漿品質

Self-power全血分離卡匣結合
登革熱快篩試紙

全血分離裝置(110V市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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