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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湾 机 械 工 业 同 业 公 会(函) 
「工研院智能机械中心可移转技术」合作项目需求调查表 

 

选 编号 技术名称 可移转技术简介 应用范围 

 1 工具机控制参

数自动调整系

统与方法 

一种工具机调机方法，系提供一配置有虚拟机台之调机系统，

将一包含仿真参数之模拟命令输入该虚拟机台，再使该虚拟机

台依据该仿真参数进行该目标机台之响应之仿真作业，以自动

计算出所需之控制参数，再将该控制参数作为调整该目标机台

之基础参数。 

工具机设计、机器人、电动车、自行车零

组件产业等 

 2 冷却优化分析

技术 

技术应用以工具机结构热误差分析为主，使用田口质量实验设

计方法以少量分析参数边界条件找出最佳的模拟冷却分析条

件并规划出工具机最佳的热抑制冷却流道；再者，为了提高模

拟精确度，更利用实验的方式量测在不同结合材料、螺丝锁合

应力与表面粗糙度下的接触热阻，建立一热阻数据库，在仿真

分析时，可藉由不同的结合特性代入其热阻值，进而能够更准

确地进行热传模拟。 

工具机制造业、产业机械 

 3 双系统五轴控

制车铣复合控

制器技术 

双系统五轴控制车铣复合控制器技术，具有 Cs 轴+Y 轴的车铣

复合加工控制技术、可同时分别执行两个加工程序、等待 M 码，

主轴交换控制、同动加工、混合控制、重迭加工、五轴 TCP (Tool 

Center Point)控制与倾斜面控制加工等功能。 

车床、车铣复合加工中心机、双主轴车铣

复合加工机、双主轴双刀轴车铣复合加工

机、立式车床、五轴同动 B 轴控制车铣复

合加工机、多系统走心式车削中心，各式

相关之加工机与产业机械。 

 4 SIN/COS 高 分

辨率回授接口

技术 

可接收 SIN/COS 编码器回授信息，并使用 EtherCAT 全数字通

讯技术回馈位置信息 

工具机产业及相关自动化机械 

 5 五轴 CNC 控制

技术 

为国产高阶五轴控制器，具备五轴加工控制技术、机台几何误

差补偿、双系统同动控制技术到 3D 切削模拟验证，其中不乏

常用于五轴同动与五面加工之刀具中心点控制、倾斜平面命令

等机能，支持机台构型由五轴正交构型到五轴非正交构型等五

轴轮廓铣削控制机能。 

工具机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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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编号 技术名称 可移转技术简介 应用范围 

 6 车铣复合制程

快速模拟技术 

本技术为 CNC 控制器加值软件，乃是利用 NC 程序预解译功

能，以解释器取得各单节执行时的与切削路径相关信息，快速

更新显示加工路径与 3D 实体切削外观，并从加工模拟运行中，

判断是否有非预期加工动作产生，进行制程快速检查。 

1.CNC 车铣复合加工机 

2.CNC 控制器加值应用开发 

 7 蜂巢状复合材

料超音波加工

技术 

本技术架构在复材超音波加工数据库、验证载具这两个软、硬

件技术上。于验证载具上以超音波刀具模块进行蜂巢复材实际

切削，超音波加工参数优化软件透过 VMX 平台收集切削讯

号，并上传至 SQL SERVER，藉由分析切削声音讯号之特征

响应，判定超音波刀具磨耗之能量特征，以进行超音波振幅、

进给率之加工参数优化。 

工具机产业、航天零件制造产业 

 8 远程车铣复合

制程切削模拟

平台 

3D 实体快速仿真功能可在远程 CPS 平台上执行，由实体仿真

画面协助判断环境设置错误。本模块采开放式 App 模块方式建

远程 CPS 平台，并与工研院 CNC 控制器联机进行数据同步传

输。厂商可依使用设备环境现地客制化人机接口，可让厂商更

新修改以符合其机台特色。 

需抑制振动与快速定位之设备，工具机与

精密加工产业 

 9 可变刚性阻尼

装置设计技术 

本技术针对外形特征不固定与振动频率不固定之结构，提供动

刚性提升的方案，透过阻尼模块中可变刚性机构设计，配合主

结构振动频率改变，达到抑制振动频率不固定之结构振动 

需抑制振动与快速定位之设备，工具机与

精密加工产业 

 10 伺服马达回路

鉴别技术 

本技术将以速度环波德图为指标进行参数鉴别，建立控制参数

与回路增益值之转换模型；产出一商用马达响应数据库与标准

测试实验流程，协助业者提高机台生产效率。 

工具机及航天产业 

 11 加工优化与管

理平台 

本技术针对机台进行通讯技术开发，可撷取机台加工讯息，藉

由解析讯息进行加工参数优化，具有优化机台切深转速并显示

机台稼动率等功能，可有效提升加工效率。 

金属加工与工具机业者 

 12 虚拟传感器建

模技术 

导入虚拟传感器概念并完成智能化关键模块建模，提供目标载

具物理量虚实可视化之功能，并透过机器学习算法的导入，可

优化运算并自动训练演算各实体物理分布，进而实时回授状态

且用较少的感测信息求得准确及整体完整的信息，进而使工具

机能透过预知维护来减少不必要的停机损失。 

1.自动化设备、单元 

2.工具机设备或零组件厂、工具机用关键

模块(如主轴、分度盘、两轴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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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编号 技术名称 可移转技术简介 应用范围 

 13 工件切削变形

制程补偿技术 

本技术为一套锻件应力残留变形加工补偿分析流程，透过材料

内应力测量技术、CAE 工件铣削变形分析及锻件变形预测加工

补偿技术，并提供有限元素网格数据校正技术，找到材料残留

应力释放后变形之趋势，并以最佳刀具切削路径，避免多次应

力变形释放工序，提供业者残留应力变形与高效率切削之解决

方案。 

工具机产业、金属零件制造产业 

 14 薄壁金属件制

程优化与制程

减振夹具设计

技术 

近年来电子产品、航天产业等朝向少量多样化之生产模式，其

产品结构也愈趋于轻薄化，因此分析与模拟加工制程并有效提

升加工效率与产质量实为国内制造业迈向下一世代的关键技

术。本技术开发切削制程模拟与优化技术，内容包含工件动态

特性预测模块与制程夹具动态特性控制系统，其中建立了一首

创 3D 切削稳态图与高阻尼制程夹具，并整合成数字切削制程

仿真软件平台，提供产业提升制程效率之方法。 

金属加工制造产业、航天零组件制造产业、

自行车零组件制造产业、手机薄壳加工厂

等等 

 15 ROBOT inside 

CNC 控制器 

CNC 控制器整合 Robot 控制模块，提供用户统一便利的操作接

口，简化机械手臂连接到机台的程序，使配线简单化，减少通

讯延迟，面对多样少量的产业链，提供快速建立设备协同控制

的解决方案。 

CNC 工具机、自动化、产业机械 

 16 Robot inside 五

轴控制器 

整合铣削与机械手臂于一套控制器内，以多核心多系统全数字

网络伺服控制器为中心，同时控制综合加工中心机与机械手臂

等两个系统，免去双控制器通讯配线与数据交握的程序，达到

简化硬件构装与高可靠度联机，且提供一键切换操作页面，提

供使用者快速有效操作工具机与机械手臂。 

CNC 工具机控制、ROBOT 控制、自动化

产业机械控制。 

 17 多系统车铣复

合控制模块 

多系统车铣复合控制技术，具三刀塔双主轴加工控制技术(全数

字 15 轴三系统控制)，可应用在高阶的三系统的机型，可同时

分别执行三个加工程序、等待 M 码，主轴交换控制、同动加工、

混合控制、重迭加工、加工等先进之多系统应用制程机能。控

制平台具备 EtherCAT 全数字伺服马达及主轴配套解决方案，

兼容性高，支持参数实时调变。Windows 开放式人机界面，客

车床及多系统车铣复合加工机(控制轴数

可由 4 轴至 15 轴，可控制系统数最大可支

持三系统)，可支持之构型为车铣复合加工

机、双主轴车铣复合加工机、双主轴双刀

轴车铣复合加工机、立式车床、五轴同动

B 轴控制车铣复合加工机、多系统走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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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编号 技术名称 可移转技术简介 应用范围 

制化加值应用开发容易 车铣复合加工机，及各式相关之加工机与

产业机械。 

 18 双系统快速切

削路径仿真 

双系统 3D 快速切削路径仿真，仿真双路径之车铣复合加工切

削，并检查是否有干涉发生，以供加工人员在加工前进行刀具

设置及工件程序之正确性。 

CNC 工具机产业及其他自动化行业 

 19 高阶铣削中心

控制器示范验

证系统 

国产 CNC 铣削控制器除了品牌因素之外，国内尚无法大量导

入的原因在于工具机业者对国产控制器可靠度的质疑。因此，

本计划发展控制器验证流程与工具，试图利用加工验证以及软

件，从实作与软件双管齐下进行验证，使控制器稳定性能达国

际水平，并让工具机业者具有信心而导入使用。 

车、铣及磨床等工具机、产业专用机 

 20 加工管理与优

化平台 

加工优化管理平台，功能包含加工参数与路径优化，生产讯息

可视化、制造数据化(工件履历)等，可提升产品质量并增加产

能。 

工具机产业、金属加工、模具制造、汽

机车与自行车零件等产业 

 21 网域型多系统

快速仿真平台 

本技术为 CNC 控制器加值软件，可在网域端进行实际加工前

预先模拟加工运行与工时估算，早期发现干涉情形，或由加工

路径协助判断以减少产生错误并协助制造排程。 

1.CNC 多系统车铣复合加工机 

2.CNC 控制器加值应用开发 

 22 虚拟传感器建

模与预知保养

技术 

导入虚拟传感器概念并完成智能化关键模块建模，提供目标载

具物理量虚实可视化之功能，并透过机器学习算法的导入，可

优化运算并自动训练演算各实体物理分布，进而实时回授状态

且用较少的感测信息求得准确及整体完整的信息，进而使工具

机能透过预知维护来减少不必要的停机损失。 

自动化设备、单元 

产业设备、零组件厂或关键模块(如主轴、

分度盘、两轴头等) 

 23 可变刚性阻尼

装置设计技术 

本技术针对外形特征不固定与振动频率不固定之结构，提供动

刚性提升的方案，透过阻尼模块中可变刚性机构设计，配合主

结构振动频率改变，达到抑制振动频率不固定之结构振动 

有机台振动问题与需要快速定位之设备，

工具机与精密加工产业 

 24 负载响应调变

技术 

负载响应调变技术可依据使用者定义的加工条件，调整适当的

加速度参数，提升加工效率。 

工具机及航天产业 

 25 刀具状态 AI 监

控技术 

使用加速规搜集刀具振动数据，再以多项 AI 技术分析数据、

判断刀具状态。首先用分群算法过滤数据噪声，接着利用回归

技术筛选出数据中的刀具状态特征，最后运用类神经网络进行

CNC 加工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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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编号 技术名称 可移转技术简介 应用范围 

刀具状态分类，达到刀具状态 AI 监控。 

 26 CPS 制程减振

治具与优化系

统 

近年来，电子产品、航天产业等朝向少量多样化之生产模式，

其产品结构也愈趋于轻薄化，但轻薄工件加工困难，因此必须

透过科学化的加工预测方法改善制程，并有效提升加工效率与

产品质量，为国内制造业迈向下一世代的关键技术。本技术开

发切削制程模拟与优化技术，包含金属薄件制程主动式减振夹

具、控制方法以及制程优化 CPS 整合系统，透过含有传感器的

制程夹具使产在线的硬设备条件的重现性提高，使制程模拟与

优化技术得以在产在线实现。本文内容系针对上述切削制程模

拟与优化所做之技术结案报告，以及产业应用。 

金属加工制造产业、航天零组件制造产业、

自行车零组件制造产业、手机薄壳加工厂

等等 

 27 工具机频率响

应参数自动调

整系统与方法 

本专利以一次扫频的结果，透过在线系统鉴别得到的系统模

型，可以仿真频率响应相关参数调整后的输出结果，进而得到

自动优化后的参数，建立快速且准确的调机流程。 

工具机设计、机器人、电动车、自行车零

组件产业等。 

 28 工具机机电整

合模拟技术 

透过工具机专用之机电整合仿真专家模块，在工具机台开发初

期即可预测时域与频域之表现并实时修正开发参数，以减少开

发完成后再进行修正之时间与相关风险成本。 

航天加工设备与工具机设计: 

1.新机型开发，量化机台效能指标 

2.现有机型二次开发，提升性能 

 29 工具机控制参

数自动调整系

统与方法 

一种工具机调机方法，系提供一配置有虚拟机台之调机系统，

将一包含仿真参数之模拟命令输入该虚拟机台，再使该虚拟机

台依据该仿真参数进行该目标机台之响应之仿真作业，以自动

计算出所需之控制参数，再将该控制参数作为调整该目标机台

之基础参数。 

工具机设计、机器人、电动车、自行车零

组件产业等 

 30 变流量冷却控

制系统 

针对工具机主轴冷却及加工验证。立式、卧式及立卧工具机加

工轴向精度提升 37.5%以上 

工具机主轴冷却系统 

 31 五 轴 全 数 字

CNC 控制器 

以工业用全数字高速通讯型接口(RTEX、EtherCAT)发展五轴

同动控制技术，应用在铣削五轴中心加工机，达到简化硬件构

装、高可靠度联机、多轴联机、经济实惠之高竞争效益。 

生医零组件加工、航天零组件加工、汽机

车零组件加工、精密传动组件加工、3C 产

业零组件加工、手工具件加工、5 面加工、

一般 3 轴铣削加工 

 32 学习型车铣复

合控制器技术 

学习型车铣复合控制器技术，具有五轴车铣复合加工控制技术

及 B 轴刚性攻牙学习控制，让控制器以迭代式学习方式，学习

车铣复合加工中心机、五轴同动 B 轴控制

车铣复合加工机、多系统走心式车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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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编号 技术名称 可移转技术简介 应用范围 

反复刚性攻牙动作，加工精度能符合 JIS 2 等级以上之规范。 各式相关之加工机与产业机械。 

 33 自主决策与质

量优化加值软

件 

自主决策与质量优化加值软件透过布置于机台上之振动传感

器，撷取并分析制程的切削特征讯号，结合简单方便的切削测

试，能快速提供加工者适合的加工参数，大幅降低打样试参数

的时间与成本 

铣床与立式综合加工机。 

 34 刀具设置检知

技术 

一种加工程序与对应之切削刀具之匹配辨识技术，利用工业用

相机获取加工设备上各刀具的图像，转换成刀具装配状态数

据，与加工程序中每一个工序所对应的刀具需求进行匹配，并

将匹配结果呈现于操作接口。 

车床、车铣复合加工中心机、双主轴车铣

复合加工机、双主轴双刀轴车铣复合加工

机、立式车床、五轴同动 B 轴控制车铣复

合加工机、多系统走心式车削中心，各式

相关之加工机与产业机械。 

 35 3D 随机堆栈取

放料与机械手

臂实时路径规

划技术 

『无 CAD 模型之 3D 对象辨识取放上下料系统』，内容包含

3D 视觉模块开发、实时路径规划以及控制器整合。 

车床、车铣复合加工中心机、双主轴车铣

复合加工机、双主轴双刀轴车铣复合加工

机、立式车床、五轴同动 B 轴控制车铣复

合加工机、多系统走心式车削中心，各式

相关之加工机与产业机械取放料。 

 36 龙门型高速高

频内藏式感应

超音波主轴设

计技术 

前置小型无线感应模块设计，使主轴达到极短化且高速化目

的，以提供更多五轴龙门加工应用空间。内藏稳定且高防护之

专利导电设计及刀具讯号回传机制，以达到智能制造功能。 

工具机产业、金属加工、模具制造、航天、

船舶、风力发电等产业。 

 37 数组弹性支撑

系统 

前置小型无线感应模块设计，使主轴达到极短化且高速化目

的，以提供更多五轴龙门加工应用空间。内藏稳定且高防护之

专利导电设计及刀具讯号回传机制，以达到智能制造功能。 

工具机产业、金属加工、模具制造、航天、

船舶、风力发电等产业。 

 38 复材防脱层阻

抗式钻削加工

技术 

防脱层阻抗式复材钻削模块，具备实时性力量回授监测与电控

式阻尼进给控制系统，可针对各式复材迭层编织之特性，提供

高速等效切削速率及高复材脱层良率之钻削加工应用。 

复材孔洞加工、汽机车与自行车零组件等

产业 

 39 复材绕切制程

质量预估系统 

大量收集加工中之制程数据，主要分析数据为振动及主轴负载

讯号，利用非监督学习技术清理原始数据，关联分群及质量标

的，可于产线实时预估加工质量良、中、劣状态，利于作业人

员迅速反应，以降低工时。 

工具机产业、复材加工产业及金属加工产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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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编号 技术名称 可移转技术简介 应用范围 

 40 产线数字转型

应用服务模块 

针对智能工厂软件、硬件与人员间的常用数据交换需求，导入

国际标准物联网通讯协议与数据模型，建立设备与信息系统间

的数据交换系统。 

中小企业制造业或工具机厂常见之多设备

复合产线，如同时具备多种不同厂牌、型

号、制程之生产设备。 

 41 机器人多体振

动模型鉴别技

术 

本技术建立机器手臂载具相对应的多体动力学模型，建立各联

接点的结合面特性，即可对各姿态进行动态响应分析。 

机械手臂设计： 

1. 新机型开发，量化机台效能指标 

2. 现有机型二次开发，提升性能 

 42 机器人量测与

校准系统 

机器人协同于制程转换时量测，辅助量测制程后工件尺寸、坐

标误差，提供后续制程参数补偿。 

国内机器人厂商、系统商或终端用户公司

可藉由模块化导入以改善制程转换精度不

佳或无法全面自动化之问题。 

 43 全 数 字 五 轴

CNC 控制器 

以工业用全数字高速通讯型接口(RTEX、EtherCAT)发展五轴

同动控制技术，应用在铣削五轴中心加工机，达到简化硬件构

装、高可靠度联机、多轴联机、经济实惠之高竞争效益。 

CNC 工具机、自动化、产业机械 

 44 双主轴单刀塔

车铣复合加工

控制技术 

建立一套双主轴单刀塔车铣复合加工控制技术，符合国际全数

字串行伺服通讯接口，可支持 etherCAT 接口的伺服马达、主

轴马达、IO 卡和外围装置设备。使用位置回路软件伺服控制，

具有全数字 C/S 主轴控制、正主轴/副主轴车铣复合加工控制、

双主轴同期控制等。 

车床及车铣复合加工中心机，各式相关之

加工机与产业机械。 

 45 EtherCAT 全数

字高响应主轴

控制技术 

建立国际标准 EtherCAT 通讯接口，具备实时同步控制

DC(Distributed Clock)模式支持，驱动控制卡硬件采用 DSP 讯

号处理器，内建向量控制法则，可达成主轴高速定位需求及配

合伺服轴同动要求。 

工具机产业及其他自动化行业 

 46 车削加工参数

优化计算模块 

刀具规格众多且对于加工质量要求不同，故在实际运用上常有

不合理之切削参数被使用之。本计算加值模块以知识库技术为

基础，结合整机信息参数读取、材料数据库、刀具数据库，采

全图控式之整合性开发切削参数计算系统，藉以满足多轴复合

化车铣制程之人机亲合性缺口，并强化 CNC 自主智能化功能

之开发技术。本模块采开放式 App 模块方式建构，可让使用者

直接导入使用，大幅减少开发时程、亦或以组件库转移之方式，

厂商可依使用设备环境现地客制化，可让厂商更新修改以符合

工具机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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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编号 技术名称 可移转技术简介 应用范围 

其机台特色。 

 47 工具机恒温控

制系统以及流

路切换阀装置 

 

none 精密机械 

 48 加工冷却方法 

 

主要为温度检测后的计算方法来得知工具机在切削中工件因

切削热所造成的高热区域，再藉由温度区域讯号来调整冷却流

体的方向、温度及流量大小，来对切削工件之高热区进行有效

地热交换，以降低热误差。 

工具机产业 

 

 49 减振器及应用

其之半主动式

减振方法 

透过半主动式减振器，消除机台振动，提升加工质量与效率 航天加工 

 50 虚拟工具机设

计分析技术 

建构目标导向设计流程，整合虚拟切削、结构拓朴、多体动力

学…等技术，可有效提高机台实际切削效能并大幅缩短开发时

程。 

航天加工设备、工具机设计 

 51 工具机进给装

置设计系统及

其方法 

透过「量测真实的加工讯号」，推算各进给系统之组件的负载

条件，以此条件设计专用机的进给系统。免除以往使用假设的

负载条件，造成设计不精确问题。达成更有效开发专用机之功

效。 

航天加工设备、工具机设计 

 52 2D 快速切削路

径仿真模块 

2D 路径仿真功能可在真正实际加工前预先模拟加工运行，利

用线架构绘制切削加工路径，早期发现干涉情形，或由加工路

径协助判断以减少产生错误。利用 NC 程序预解译功能，以解

释器取得各单节执行时的与绘图路径相关信息，快速地于更新

加工仿真路径，并从加工仿真运行中，判断是否有非预期加工

动作产生。利用本技术可在程序预跑时即能得知完成后的加工

件外形预览，使操作机台更多了一份保障，减少因人为失误而

致使撞机造成的成本损失。本模块采开放式 App 模块方式建构

于工研院 CNC 控制器，大幅减少开发时程，厂商可依使用设

备环境现地客制化人机接口，可让厂商更新修改以符合其机台

工具机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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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编号 技术名称 可移转技术简介 应用范围 

特色。 

 53 控制器可靠度

验证技术 

针对控制器软件的可靠度，提供完整作业流程(SOP)与软件工

具。利用可程序化的软件验证软件功能，以减少靠人工验证的

失误并增加软件可靠度。 

工具机产业 

 54 五轴精微控制

技术 

建立正交与非正交五轴同动精密控制模块、五轴刀具中心点 S

曲线运动、奇异点控制、刀具向量 3D 插补控制(平面、大圆、

圆锥)、刀具向量位置与速度平滑控制、五轴空间轮廓误差在线

估测与预先补正 

工具机产业 

 55 双主轴单刀塔

车铣复合加工

控制技术 

建立一套双主轴单刀塔车铣复合加工控制技术，符合国际全数

字串行伺服通讯接口，可支持 etherCAT 接口的伺服马达、主

轴马达、IO 卡和外围装置设备。使用位置回路软件伺服控制，

具有全数字 C/S 主轴控制、正主轴/副主轴车铣复合加工控制、

双主轴同期控制等。 

车床及车铣复合加工中心机，各式相关之

加工机与产业机械。 

 56 薄壁工件制程

稳态预测技术 

本技术为一套薄壁工件稳态加工分析流程，透过 CAE 分析技

术、薄壁工件结构的动态特性预测及工件切削稳态预测分析，

并提供制程状态力学分析，找到薄件加工参数的极限来避免加

工变形，以决策出薄件加工最佳参数(切宽、切深、转速与进给)，

提供业者稳态切削且高效率加工参数规划。 

工具机产业、金属零件制造产业 

 57 智能化嵌入式

液静压模块 

开发了崁入式智能化模块、原厂实时防护、关键特征感知与远

程监控功能，可将产品整体生命周期之状态进行分析与管理，

并透过友善的显示接口、特征讯号纪录、原厂实时防护等功能，

降低模块厂维修成本 20%，并增加模块厂的品牌形象。 

机密加工设备 

 58 远程加工优化

平台 

本计划建置共享型远程工具机应用服务平台，可与多机台联机

并撷取制程参数，包含加工转速、负载等，并进一步进行转速

与切深优化提升切削效率。 

金属模具加工业、工具机设备商、汽车零

件制造业、自行车零件制造业 

 59 工具机机电整

合模拟技术 

透过机电整合分析技术，在工具机机台开发初期，可预测机台

频域及时域的动态表现，可有效提高机台实际切削效能与精度

并大幅缩短开发时程。 

1.新机型开发，量化机台效能指标 

2.现有机型二次开发，提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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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编号 技术名称 可移转技术简介 应用范围 

 60 工具机机电整

合模拟技术 

透过机电整合分析技术，在工具机机台开发初期，可预测机台

频域及时域的动态表现，可有效提高机台实际切削效能与精度

并大幅缩短开发时程。 

1.新机型开发，量化机台效能指标 

2.现有机型二次开发，提升性能 

 61 减振器及应用

其之半主动式

减振方法 

透过半主动式减振器，消除机台振动，提升加工质量与效率 航天加工 

 62 切削刀具管理

系统 

透过数字化 IoT 刀具管理技术，提供刀具库存追踪、应用参数

管理、加工刀具稼动搜集。优化刀具生命周期串流，提升制程

工具使用效率。 

工具机产业、金属零件制造产业 

 63 CNC 自动路径

规划除毛边 

应用光学检测设备于 CNC 机内检测切削模具，生成毛边路径，

以连续加工的概念由切削刀具完成除毛边。对于外型变动大的

铸造材料与不易由传统手动除毛边的高硬度钢材具有明显效

益。 

金属加工、铸造、模具制造 

 

 

 公司名称：(中文)                                                    

(英文)                                                    

1. 公司产品名称：(中文)                                                

(英文)                                                

2. Tel：                           Fax：                               

3. E-mail：                        http：                               

4. 本案联络人：                    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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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联络人：业务组本会业务组 张家蓁专员、吴泊学专员、林恩印组长、陈枝昌副秘书长 

连络电话：(02)2349-4666 分机 682、678 、680、686 

E-mail：rita@tami.org.tw、ethan@tami.org.tw、johnchen@tami.org.tw 

请于本(110)年 6 月 30 日之前 E-mail 或电传至本会。 

 

理事长 魏 灿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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