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機械

智慧設計(工具機篇)
文/羅佐良、廖建智、陳佩吟 工研院工具機科技中心

台灣為全球第四大工具機出
口國，產業分布以中小型企業

工具機產品一直無法有效提升

電腦運算以大量的試誤方式來

切削性能。

進行機台性能提升，相較以往

居多，在產值大幅成長時，同

現階段國內工具機的設計流

的方式雖已有改善，然其設計

時面臨結構性提升質變壓力，

程，不論是全新規格或參考領

效率仍是相當費時，所設計的

迫切需要高階工具機所必備的

先機種的開發，仍需要依靠大

機台結構的性能也受限於人類

新型態設計技術與國際大廠相

量傳統經驗來進行機械結構設

思考邏輯下，較難有大幅跳躍

抗衡；國產工具機設備長期以

計。因此，設計者在沒有十足

式的提升。

來無法進行大規模的性能躍

把握情況下，易產生為了確保

綜觀上述現況，當中存在

進，主要的原因在於業者缺乏

剛性而導致結構過重的現象。

兩個最大的關鍵問題，一是現

科學化設計技術，在機台研發

另一方面，所設計出來的機台

今設計階段的常用CAE模擬技

設計階段僅考慮機台靜態剛性

是否真正能符合需求，仍需到

術，並無法真實反應出最後的

與重量，結構設計方法大多採

後段的實際切削測試才可獲得

切削製程特性，也就是從最終

用試誤法與經驗法則來決定工

確認，因此整個試誤驗證的流

加工製程的剛性需求，在機台

具機的構型，無法直接以機台

程過於冗長，對於開發機台所

設計時，並未被真正直接地顯

切削效能為指標進行開發，如

耗費的資源及風險皆相當大。

示出來。另一問題則是受限於

圖1，導致研發時間冗長、研發

雖然本土設計大廠都已陸續導

結構設計及經驗思維，無法有

結果與實際應用條件上有落差

入電腦輔助工程(CAE)的分析技

效大幅提升。瑞士DIXI為世界

或無法滿足需求，最終使國內

術驗證結構的可靠度，並利用

頂尖之工具機製造公司，過去
曾推出一款3倍同業剛性的工

靜剛性
重量

具機種，國內廠商為之瘋狂，
但卻束手無策。其原因是業者
無法掌握到底是結構設計、組
切削效能

裝、還是電控調機造成之結
果。追本溯源即在於業者未能
掌握設計參數，無法鑑別結構
與機電特性。當然該案例最後
確認為好的設計，加上特殊的

機台開發

圖1 傳統設計方法

48

June 2016 Taiwan Machinery Monthly

組裝技術造就的結果。

智慧機械

1.切削目標與工具機
結構規格計算技術

工具機設計的目的在於切削

出最佳的結構配置？過去，以

應用，其中與切削應用相對應

上兩點都是靠經驗法則建立，

的重要指標為動靜剛性規格，

Try and Error法是不二法門。工

錯誤的規格定義將導致切削性

研院工具機中心整合長年科專

能不良或無法產生具商業價值

計畫的技術成果建構了一套工

分析流程由主軸與切削標的開

的機具。規格定義後的另一個

具機設計SOP，該技術設計流程

始，透過虛擬結構剛性導入計

困難點是，如何按照規格設計

如下圖2，主要技術內容如下：

算，可虛擬整機動靜態切削力

工具機主軸為對應到切削
的核心元件，因此工具機設計

定義切削目標
(材質，刀具，主軸)

由計算切削參數定
義工具機動靜剛性

構型與空間規劃
確認極限剛性

機電整合分析

拓樸結構自動生成
技術

確認目標構型與
剛性重量比

虛擬切削加工
製程模擬技術

Spindle Model
& Cutting Tools

實機產出與
切削實驗驗證

虛擬切削驗證

Manufacturing
Conditions

Specify Stiffness
Requirement

FRF in X and Y directions

Automatic design
of Machine tool

Stability lobes diagram
AL7050
End mill cutter
4-flutes

Weiess spindle of UBC
K1, K2, K3 Represent Stiffness of Machine Tool
Stability lobes are shifted:
– Left/Right depending on bearing preload;
and K1, K2 and K3.
– Up/Down depending on K1, K2 and K3;
and spindle-housing connection.

Automatic design of machine tool. (Manufacturing Goals Driven Topology Optimization)

圖2 切削目標導向工具機拓樸設計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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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ft

Housing

Pulley

Flywheel
FRF
Simulation

-33 shaft segments (elements). 16 housing segments
– 5 bearing supports
– 2-dimensional symmetric and
uncoupled model. (Nonlinear
model has coupled dynamics in
3-dimensional space.)
– 4 degrees of freedom: Axial
lateral (radial), bending (slope)
and torsional (twist).

– Direct Frequency Response Function (FRF) at any point, and any
degree of freedom can be obtained. Cross FRFs are not outputted.

圖3 虛擬整機剛性與主軸分析
Stability Lobes(Analytical)

Stability Lobes(Analy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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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切削加工製程模擬
模擬及動態頻率響應函數分析

驗證的技術，其主要核心技術

模擬，經由此結果可做為靜動

(FRF)，如圖3所示；因此在本設

是透過整機FRF計算切削穩態

剛性指標的判斷基準。若切削

計流程中，可提供工具機結構

圖(Stability Lobe)進行切削穩定

效能需要調整，則可再回饋到

剛性之規格計算。此外，更可

分析，預測最佳最大切削及進

主軸或結構剛性做調整。

提供開發人員在設計階段，即

給速度、主軸轉速，與加工品

可藉由軸承配置及預壓的最佳

質。此外，除了分析機台切削

化設計，調整整機切削性能。

數據以外，還能做各種不同的

3.拓樸結構優化生成
技術

切削狀態模擬與預測，如圖4所

透過構型空間之極限剛性分

示。而在本設計流程中，經由

析後，拓樸優化技術能自動計

上述虛擬整機特性FRF數據的輸

算出結構的最佳外型，其肋板

切削加工製程模擬技術是

入，可計算出以目前結構剛性

排列方式均由電腦運算模擬分

一項整合性高且能直接幫助工

為基準所計算出之顫振穩定性

析，可有效減低人為主觀因素

具機使用者或設計者快速分析

圖(Stability Lobe)及切削力的動態

之影響，達成真正的高效率結

2.虛擬切削加工製程
模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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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優化設計，產生跳躍式的性

行性因素為限制條件，可避免

能提升。在實際工程結構中，

最後形成在實務製造上有困難

通常希望結構能盡可能輕量

之產品設計。

化，以降低製造成本、增加利
潤。

本技術具有尺度(Size)、拓樸
(Topology)、形貌(Shape)優化技

4.機電整合分析
就像模擬駕駛飛機一樣，機
電整合技術將工具機模型透過
多體動力分析(MBD)與控制模型
(Simulink)整合，建立等效控制

除此之外，移動件的輕量化

術整合於工具機的結構設計自

同時可提高良好動態特性，對

動化技術中，並搭配導入切削

於高速化或高精密度的機台控

的關鍵核心技術及系統整合，

制上會具有相當大的助益。然

直接針對製程能力解析後之需

而，如果依據傳統的設計經驗

求轉變為拓樸結構最佳化的目

進行結構設計，事實上是很難

標或限制條件，以最有效率的

同時達到這種質輕、高剛性限

方式完成高可靠度的最佳化構

了切削力外，工具機本身加

制條件的需求，甚至進一步探

型，該技術流程已經過實際驗

速 度 與 控 制 匹 配 參 數 …… 等

討要達到迴避特定激振頻率的

證，證明在剛性及質量輕量化

因素，均會對操作精度與使用

設計更是不可能。在該設計流

與切削性能上都具有明顯提

壽命產生影響，若要在設計初

程裡，經由前段流程中很明確

升，圖5為一高階龍門加工機拓

期將機台運動參數一併考慮的

的剛性及質量等目標定義，可

樸範例，透過結構拓樸優化技

話，整合控制器訊號特性與機

自動求解出最符合製程需求的

術，該機台之重量與原始設計

台結構響應是最有效的解決方

工具機結構設計，更可兼顧輕

相比下降15%，且於XYZ三方向

案，本技術提供加工操作與各

量化需求。此外，加入製造可

之剛性也提升1倍以上。

式切削驗證，包含切削品質與

Original

迴路系統模擬技術，進行控制
參數對機台動態響應之影響；
傳統工具機設計大多以結構剛
性為主要設計依據，因此模擬
分析條件常常為機台最大切削
力，但在實際切削過程中，除

Topology
整機重量：-15%
平均剛性：＋100%

圖5 拓樸結構優化技術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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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左圖：循圓模擬，右圖：加工表面粗糙度模擬
運動精度一一呈現。如圖6，左

天的結構設計工時，透過此法

的創新設計邏輯已是必須要走

圖：循圓模擬，右圖：加工表

一周內可以完成結構設計，且

的路。德國、日本高階工具機

面粗糙度模擬。

產品重量更輕，剛性更可提高

廠經驗優勢無法短期複製，因

50~100%。亦可提供無風險的新

此科學導入整個設計流程，避

理念設計測試，無須重大投資

免人因障礙為本技術研發之初

試製即可確認產品最終品質與

衷。

結論與技術擴展
切削目標導向之拓樸結構優
化技術，明確結合切削穩態分

操作效能。

目前已有十餘家工具機廠開

析中的動撓度及阻尼需求，並

台灣工具機產業一直處於

始技術導入與工研院攜手共同

整合入拓樸結構優化技術中做

競爭力下降的問題，複製抄襲

開創過去屬於沙漠地帶的航太

為最佳化目標，以最有效率、

高階機種產品的生態慢慢敵不

設備產業，相信經過此過程可

科學及高可靠度的方式，使所

過韓國，大陸的低價追擊與複

以快速提升台灣產業技術，重

有製程需求設定皆自動落入切

製速度，加上日幣貶值，日系

新…5.提升國際形象。使台灣

削穩態範圍內，進而快速達到

高階工具機更具有市場優勢。

工具機廠擺脫抄襲的宿命，開

高性能機台的設計需求。經由

破壞式的價格戰只會再度重創

發屬於台灣本土技術之高階機

這套系統，過去工具機設計90

台灣的設計產業，因此破壞式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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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機械產學研委員會會議
4大研發法人 回應機械業技術需求
報導/林恩印
攝影/許淑玲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業務組 專員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智慧機械產學研委員會

會長柯拔希於致詞時表示，本人代表機械業

(下稱本委員會)於105年5月6日假臺北世貿南港展

向新政府提出的機械產業六大建言，新政府聽到

覽館504C會議室召開第三次會議。會議前，先邀

了！希望新政府未來可以投入更大的心力，來協

請各委員參觀「2016年台北國際數控機械暨製造技

助業界發展。另提及本展為智慧機械的前期展，

術展MTduo」，現場安排參觀5家具有智慧功能的

下一屆本展將成為專業的「智慧機械展」，藉此

參展商，分別為陸聯精密、慶鴻機電、台灣美捷

向全球說明臺灣智慧機械的實力，並將臺灣機械

科(Mazak)、發得科技(遠東集團)、精密機械研究發

業行銷到全球市場。

展中心。由參展商指派專人實地解說，目前該公

副會長張所鋐表示，經濟部工業局已設立生產

司產製的設備具有的智慧化功能，讓各委員實際

力4.0推動辦公室，該辦公室集結九大財團法人，

了解臺灣機械業者最新技術能量。

20位代表，正積極規劃明(2017)年的補助案。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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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計畫中，預計將內容調整由公(協)會提出輔導

3.蒐集4.0相關亮點

對象，待計畫明確後，預計自本(2016)年9月公告

上博與台科大進行的模具智慧生產線，預計於

後提案，提出明(2017)年1月1日到12月31日的輔導

6月上旬正式開幕；另本會委員林建佑積極促成鼎

案。另教育部資訊科技司規劃各大專院校生產力

聖機械(製鞋機械專委會會長侯景忠公司)，與北科

4.0人才培訓聯盟中心，該中心將以跨領域結合，

大進行製鞋機械智慧生產線，已初具成效。另執

包含電子、電機等，本人請教育部必須與產業界

行面正積極與學界及研發單位洽談，透過智慧工

連結，將業界的技術及人才的需求提出給校方，

具機促成精密機械零件加工廠，產製工具機廠所

校方會將業界的需求規劃於課程中，並回饋給業

需關鍵零組件。

界。

4大研發法人回應6家廠商技術需求

委員會重點工作報告
執行長陳重光提出近期重點工作報告：
1.資源端與需求端媒合工作

1.工業技術研院工具機中心
(1)現階段技術成果
完成車、銑、鑽三大機型開放式加值控制系

目前資源端由政府Top-Down下來，現已進入第

統，並經國內程泰、友嘉、協鴻等指標工具

一波執行階段；委員會也透過問卷及面對面訪查

機廠實機切削驗證，達成媲美日本F社18i等級

進行調查，具體釐清4.0技術與人才的缺口及因應

的高速高精切削控制性能與功能。

對策。

建構高階工具機控制器，並整合國際標準

2.探討如何「強化精密機械產業供應鏈」及「人才

EtherCAT伺服驅動模組廠，提供全數位國產

培育」
現與工具機產業推動平台M-Team會長及輔導法
人單位持續討論，適逢新政府及此波4.0浪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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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工業4.0高階智能化控制平台

何透過M-Team進行強化產業供應鏈的精進；人才

高整合性開放式多軸多系統控制平台：具備

培育部份，發現目前缺少3~6個月全職專業班，副

五軸與車銑控制核心，整合性伺服與Windows

會長也表示認同，並願意促成此案的進行。

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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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縫通信：以製程系統與週邊國際標準資訊

Orientation(服務導向)、Modularity(模組化)等為探討

介面，實現資料擷取、應用與交換無縫通信

方向，其中以案例方式回應6家廠商。

的控制架構。
虛實整合控制：以精密控制核心整合加值軟
體與感測器，實現虛擬與線上雙回饋的虛實

面向
虛擬化

整合控制。
高智能單機與智動化系統控制平台：整合製

分散式

程化人機與智能控制應用Apps，實現單機智
能化與系統彈性智動化的高階智能化控制平
台，提供工具機/產業機械及工業Robot等精密

即時回應

案例
動力系統性能分析與監測
工具機切削異常監測
多重感測訊號接收平台技術
多工序加工誤差建模技術
可攜式行動裝置資料即時顯示
線上即時複合式監測技術

設備產業導入應用。

服務面

視覺導引平台

2.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所

模組化

製程設備間聯網元件(設備通訊連
線/標準訊息標解碼/設備聯網處理)

以六大面向：Interoperability(互操作性)、
Virtualization(虛擬化)、Decentralization(分散
式)、Real-Time Capability(即時回應)、Service

互操作性

建立機台監控微型化模組，具機
台Function Block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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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聯網平台服務功能模組

協同
設計
協
同
設
計
交
流
模
組

設
計
資
源
控
管
模
組

生產
製造
設
計
回
饋
機
制

即
時
生
產
資
訊
模
組

製
程
分
析
模
組

專業
知識庫

銷售服務
參
數
自
調
模
組

線
上
技
術
支
援
模
組

線
上
故
障
排
除
模
組

機
台
履
歷
管
理
模
組

備
品
管
理
模
組

預
警
診
斷
模
組

機
台
遠
端
監
控
模
組

3.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維
修
訊
息
交
換
模
組

故
障
報
修
模
組

客製化
知識庫
診斷維修
知識庫
人才
資源庫

產品
拓銷
虛
擬
實
體
展
示
模
組

網
絡
行
銷
機
制

金屬中心技術

以機聯網服務功能模組，強調業者可以和研發

1.智慧自動化系統整合技術

法人的專長項目進行相互配合，以下為機聯網平

2.影像外觀輪廓辨識技術

台的概要項目介紹：

3.Robot 3D塗膠路徑自動規劃

4.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以「運動鞋底局部自動辨識塗膠技術開發」為

鼎聖公司

案例進行說明，如右圖所示。

1.烤箱技術
2.製鞋自動化技術

5.資訊工業策進會

3.製鞋Domain Knowledge

目前主要以數據，結合業者本身的Domain
Knowhow，進一步透過數據分析，提供加值服務
給使用端，以下圖為例，匯集到儲存，對於臺灣

解析大量的製程資料，實現製程事件、品質識別

目前的挑戰很大；統計到呈現端，是展現商業價

的技術，未來4.0工具完備後，可以使整體數據分

值之所在。

析夠更加完善

資策會認為，
現在機械業可以
綜合運用平行運
算技術及統計分
析語言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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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集
Set
Lot
Transaction

備份
HD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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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
Storm

儲存
MariaDB
Redis
Solr

統計
DeployR

輸出
NeployR

呈現
Javascript

傳輸頻率：
即時
每日
隨需

智慧機械

學界單位初步回應
臺大教授黃漢邦表示，工業4.0是一種營運模
式，要從客戶端反推回來，在整個供應鏈、物流
運籌、商業模式，應思考如何來運作。對於人才
的技術需求，如Big Data、IoT、Cloud Computing，
這些歸類為加值技術，其他的如程式語言、監控
技術、工業數據，以往的工業工程或是機械系已
有相當著墨，但如今工業工程已較式微，所以現
行對於人才的需求是更為困乏。
教育部在103年進行「產業先進人才培育計
畫」，針對工具機業、模具業、光電半導體、
醫療業、生物機電業等五大產業，各規劃了十門
課，從基礎課程、核心課程到進階課程，總共編
纂了50本教科書，如果業界想制定員工教育訓練
課程，可以以此為參考依據。

產業與學研單位交流
本會榮譽理事長莊國欽表示，業界的步調相當
緊湊，當務之急是儘速規劃出各項目標。對於已
經成熟的技術，應趕緊廣為週知業界，使業者可
以進行準備。他另提及，今年9月美國芝加哥國際
工具機展(IMTS)即將開展，如何在該展中，展現臺
灣機械業進入工業4.0的進展，因此提議：
1.請研究單位提供Video，說明臺灣的階段性技術
能量。
2.各學術及研發單位目前所具備工業4.0相關技術，
儘速提供給機械公會。

榮譽理事長黃博治表示，制度是可以改變的，
學校可以建工廠，老師也應當開放可以當工程
師。
委員侯景忠表示，現在不只機械業需要4.0，政
府也需要4.0。4.0講求的是即時性，以明年補助案
為例，105年9月公告後提案，106年1月1日才開始
實行，實在是不符合業界所需求的即時性、急迫
性。
委員王堅倉也表示，佰龍目前碰到感測器方
面的問題，包括從資訊擷取到上傳至雲端，目
前環顧全球，尚無感測器整線的解決方案，因此
建議邀請感測器的製造商加入本委員會。柯拔希
表示，在智慧機械部分，機械公會可以先針對業
者對於感測器的需求情形進行調查，彙整調查結
果，再共同討論研發感測器的可行性。
委員王武雄表示，為了推動4.0，是否可建立專

會長柯拔希表示，以中國大陸為例，政府以全

屬臺灣機械雲，可供業者儲存相關數據資料；另

面性的引導，會很快讓智慧機械達到相當程度。

外目前主要使用Line和客戶端連 ，但是受到國家

因此機械公會預計向新政府提出「機械業白皮

關係監控資訊有被攔截的疑慮，以致無法傳輸資

書」，尤其聚焦在「智慧機械」，使政府了解如

訊，是否可建立機械業專用類似Line的通訊軟體

何提出合適的資源，以利產業界運用。在人才培

APP，符合工業用、高可靠性及抗雜訊，防止資訊

育方面，他表示，應與學校共同建立Pilot Run工

的傳輸遭受阻擋或攔截。柯拔希表示，此部分將

廠，將其工廠設置於學校，以利培育更多符合業

請資策會協助規劃，在第四次會議中進行分享。

界使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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