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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系統概念

塑膠射出產品的生產流程可

簡略地分以下幾個階段：產品

設計、可製造性設計(DFM)、模

具設計、模具製程排配、編寫

加工程式、現場加工模具、加

工後量測、射出試模、正式射

出生產。這些流程需要由不同

的專業人員，使用多種軟體、

機台合力完成。例如產品設計

及模具設計人員需要用CAD軟

體，編寫加工程式人員需要用

CAM軟體、現場加工人員會

用到CNC、放電加工、線切割

機台，生產人員要用到射出機

等。另外，要能使現場加工能

順利進行，還需要做好事前的

準備工作，例如：治具管理、

CNC刀具管理、放電加工電極

管理等。除此之外，工廠人員

管理也是不可獲缺的一環。而

智慧製造系統的工作就是將所

有軟體、機台、管理系統連接

在一起，有如將整個工廠變成

一台多功能的巨大機台。

智慧製造系統設計約略可遵

循以下幾個原則：資訊統一、

自動傳遞、方便操作、方便管

理。

資訊統一的具體作法是使用

中央資料庫，是將不同軟體、

機台、管理所要用到的相同資

訊統一儲存，一來解決以紙本

或email傳遞容易發生不同步的

問題，二來方便版本的管控，

確保操作人員下載的版本永遠

是最新的。資訊統一的關鍵在

於規格制定，使資訊能在不同

的軟體及機台間流通。

在傳統工廠中，各軟體、

機台與管理系統之間並沒有連

結，資訊的傳遞難免需要人

力。而智慧系統利用API，具有

在各軟體及機台間輸入及取出

資訊的能力，進而達到資訊自

動傳遞，減少人力花費及傳遞

錯誤的機會。自動傳遞所能涵

蓋的範圍，取決中央邏輯判斷

系統的效能，必須要在適當時

間點、將需要的資訊送到正確

的位置。

達成方便操作可以朝兩個

方向進行，一是剛才提到的資

訊自動傳遞，將重複且固定的

步驟省去，減少使用者操作負

擔。另一方面，可結合現場操

作經驗，客製方便工具，讓有

經驗的使用者可以快速操作，

無經驗的使用者有參考的依

據。例如在CAM軟體中將模

具常用的滑塊、頂針、斜銷設

定為標準元件，設計時直接調

用，澆口、流道、水路設定為

參數化物件，設計時只要輸入

參數及可快速完成設計。由以

上例子可以得知，達成操作方

便的關鍵在設計及製造流程的

標準化，標準化的愈徹底，可

以建立的標準元件及參數化物

件愈多，愈能簡化操作步驟。

製造管理系統大致包括以下

幾部分：1.人員角色及操作權

限，2.編號系統(包括任務、刀

具、電極、工件⋯)，3.查詢系

統，4.異常處理流程。重點在於

讓管理者能方便了解資源使用

狀況，將管理制度系統化，確

實記錄執行狀況，減少人為出

錯的機會。

要注意的是，以上四原則

並非彼此獨立，而是會相互影

響，因此在設計系統時必須同

時考量4原則，以整體效率最大

化為目標，權衡出最佳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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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智慧製造的觀點暢談

模流分析在塑膠射出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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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流分析在智慧製造
中的角色

在智慧製造系統中，模流分

析也可遵循先前提到的設計原

則。資訊統一方面，模流的產

品模型及澆口、流道、水路模

型可與DFM與模具設計共用，

模流所需塑膠材料庫也可與現

場加工材料庫整合為一體。自

動傳遞方面，DFM設計完的模

型可利用API自動導入模流軟

體，使用者可以不必再建模。

操作便利性方面，可建立模流

結果評語資料庫與自動報告產

生器，減少模流分析者製作報

告的時間。

與智慧生產結合後可大大減

化模流分析的操作流程，模流

分析人員的工作性質也由偏重

建模與製作報告的操作員，轉

變為以結果解析判讀為主的分

析師。要能對模流分析結果做

出正確的判斷，必須先瞭解模

流分析的特質，故以下將由模

流分析的特性出發，說明對模

流分析應有的態度。

模流分析模擬的範疇為塑膠

材料在熔融狀態的流動行為與

冷卻固化後變型的狀況。比起

一般結構分析或流場分析，模

流分析的難度是高上許多。主

要原因在於模流分析的主角塑

膠表現的是黏彈體的性質。為

了讓讀者能更了解什麼是黏彈

體及黏彈體在工程分析上的困

難點，以下做簡略的說明。

以工程力學的發展軌跡來

看，最初是將物質分為固體與

流體，各別研究。固體與流體

在力學的行為上，有著相當不

同的表現。撇開煩人的數學模

型，以直觀的方式來看，標準

的固體在未受力時，會維持固

定的形狀，在受力後會產生變

形，在沒有被破壞的情況下，

相鄰的材料在變形後仍相鄰。

也就是固體的變形是一個點拉

著一個點連續變形，如果相

鄰的點拉得太開就會被破壞，

再也黏不回來，就像把玻璃碎

片拼起來也變不回一片玻璃。

標準的流體本身沒有固定的形

狀，壓力不均就會產生流動，

阻力是因流速的差異產生，原

本相鄰點在流動後可以分得很

開，並與周圍的液體再度融合

在一起，因此將流體倒入容器

中能很快的充滿容器。

這種二分法有個很大的好

處，就是在這種假設下，可以

建立較簡單的數學模型，材料

性質也容易量測，現實上也有

很多物質能符合這種固體、液

體二分法。例如：常溫下的金

屬就是標準的固體、水和空氣

就是標準的液體。

但現實上還是有太多物質

無法歸類為標準固體或液體，

存在著半固體半流體的性質，

例如黏土，直觀看來比較接近

固體，因為有固定的形狀，受

力後會產生變形，但兩塊分開

的黏土可以輕易融合成一塊，

這點又有點像流體。又如蕃茄

醬，直觀看來比較像流體，

因為沒有固定的形狀，分開後

也能再融合為一體，但仔細來

看，將蕃茄醬倒在容器中，不

會像標準流體一樣迅速地充滿

容器，雖然會流動，但又能維

持固定形狀一段時間，輕輕碰

一下可以讓它變形，放開後又

有回彈的情況。

在工程力學中稱這種介於

固體與流體之間的物質為黏彈

體，而流變學(Rheology)是專

門研究黏彈體行為。如前段所

述黏彈體的行為有較偏向固體

的黏土也有較偏向流體的蕃茄

醬，介於兩者之間的物質更

是不勝枚舉。而模流分析中的

主角塑膠，因為溫度的變化，

性質也會從高溫熔融狀態時，

較接近蕃茄醬的行為，變為低

溫接近固化時較接近黏土的行

為。不難想像單一的數學模型

是很難滿足射出成型過程中塑

膠特性的變化。

為了因應塑膠複雜的行為，

流變學家提出了愈來愈多更複

雜理論。直觀上愈複雜的理論

考慮因素較多，應該能更精準

預測黏彈體的行為。但在工程

應用上卻不盡然，理由如下：

1.單一理論不一定能適用所有塑

膠料，因成本及開發時間考

量，工程軟體很難針對各別材

料使用專屬的理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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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複雜的理論包含更多的材料系

數，實務上不一定能量測，或

是量測成本太高。

3.複雜的理論所以計算量較大，

計算時間較長。因此實務上可

行的模流模型會是容許一定誤

差，但能表現大多塑膠材料的

行為，材料係數方便且快速量

測的模型。

除了以上談到模流分析在物

理模型上的誤差外，還有幾個

因素會造成分析誤差。

1.材料量測的誤差：很多模流分

析會用到的塑膠材料性質，

例如黏度與剪切率的關係或溫

度、壓力、體積之間的關係，

都不是一個固定的值。理論上

要得到材料的真實性質，必須

要做無數次量測才能確定，但

這種方法實務上並不可行。比

較務實的作法是使用預測材料

性質的理論公式，這些公式含

有未定的參數，再用有限的實

驗數據來做迴歸分析，決定參

數的值。簡單來說，模流分析

所用的材料性質，是用小範圍

且有限的量測數據去推斷大範

圍整體的性質，難免出現誤

差。

2.數值分析的誤差：模流分析與

其他CAE軟體相同，在計算前

都需要生成網格，理論上計算

的精度會隨著網格數量增加而

增加，但增加網格數量也會增

加計算時間。在實務上必須權

衡計算精度及計算時間，選擇

適當的網格密度，犧牲一定的

精度。

3.成型條件的誤差：在比較模流

分析與現場射出的結果時，會

將兩者設定相同的成型條件。

但對真實的射出機來講，在控

制面版上設定的成型條件其實

是一個目標值，射出機台的控

制會盡量讓機台的表現接近目

標值，但無論如何精密的控

制器都需要反應時間，無法

100%達到目標值的要求，不

可避免地會與模流分析的結果

有出入。

由以上分析看來模流分析，

模流分析的結果似乎是不可信

賴。但每個人對信賴的定義不

同，以筆者之見，可不可信賴

在於使用者對於模流分析的定

位及解讀結果的態度。以下幾

種定位往往會讓使用者覺得模

流分析不可信賴：

1.完全相信模流分析，認為模流

分析結果沒問題，現場一定就

沒問題。

2.在極端條件下比對模流分析與

試模的流動結果，所謂的極端

條件指的是發生遲滯、短射、

等流動異常狀況。

3.對小結構或細微現象現進行比

對研究。

由前幾段提到模流分析的特

性來看，以上三種定位方式，

完全在挑戰模流分析的弱點，

自然不能對結果有太高的期

待。當然偶爾也會遇到與現場

相符的情況，但畢竟穩定性太

低，不能太過依賴。

再來談談怎樣的定位適合模

流分析，因模流分析軟體需克

服重重困難，在合理的時間內

計算出可參考的結果，所以分

析結果要看的是趨勢，不是數

值。故一般模流分析都會改變

條件多分析幾組結果，以觀察

趨勢的變化。原則上，執行模

流分析的時機愈早愈有利，最

佳時機是在DFM設計完，決定

澆口、流道、水路後就執行。

推薦以下兩種較為合理的用

法：1.在開模前發現嚴重的問

題，例如結合線出現在不能出

現的位置，及早變更產品或模

具設計。2.預期可能發生的問

題，先找出原因及解決對策，

若試模發生相同問題時可以立

即反應。

簡單來說，如果模流分析

只是用來看結果，準確率可能

不高。若是用來推論問題的原

因，及解決的方式價值就變得

很高。因為模流分析可以提供

一些試模得不到的資訊，如產

品內部溫度及壓力的分布。

因智慧系統，模流分析人員

未來勢必需負擔更多解析結果

的工作。但另一方面，智慧系

統也可將模流分析的解析邏輯

與系統整合，幫助更多人能更

快瞭解並正確解析模流分析的

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