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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智慧工具機自從1990年代被

大量提起，原本泛指各工具機

廠為了提升操作效能而發展的

各種單機輔助軟體功能，近年

來在工業4.0的浪潮下，智慧工

具機有了新的解釋，除了進一

步強化單機軟體輔助功能外，

還要能夠成功扮演未來智能化

工廠中核心設備的角色，透過

通訊界面與廠內的所有設備協

同完成生產，本文將簡介智慧

工具機的發展史以及智慧化工

具機技術的發展現況。

智慧工具機

世界第一部數控工具機出現

在1952年(圖1)，當時的工具機

是一個結合電腦、控制技術的

機械設備，由於當時的電腦剛

問世不久，因此從電腦及軟體

工業的角度來說數控工具機可

以說是最尖端的產品。然而自

從數控工具機開始大量應用在

機械加工業以來，工具機廠便

著重發展工具機本身的機械與

控制性能，例如：結構剛性，

主軸轉速、進給速度、差補運

算精度、輪廓精度等，較少利

用大量軟體技術來提升機台性

能與產能。

直到1990年至2000年間，由

於五軸工具機、車銑複合加工

機開始普及化，工具機的功能

變得比以往更複雜，使用者很

難完全發揮機台的產能，此時

工具機產業才開始重視軟體在

工具機中的重要性，因此國際

大廠例如MAZAK、OKUMA、

DMG等開始提出所謂的智慧工

具機的概念，並且開始發展特

有的軟體功能以協助使用者發

揮工具機性能，此時的智慧工

具機仍較偏重於單機功能，提

供各種操作安全防護、加工效

能提升、診斷監控等功能。

到了2015年，幾乎所有國內

外工具機大廠都已投入大量資

源發展軟體技術，並宣稱自己

的產品是智慧工具機，然而此

時的智慧工具機與1990~2000年

期間的內涵已有所不同，最大

的差異在於下列元素：

1.虛實整合系統
CPS是針對製造系統的不同

面向建立各種虛擬模型，並建

立虛擬與真實物理系統之互動

介面。如圖2所示，可由機台

的感測器、CNC控制器的參

數與使用者操作歷程取得生產

過程的資料，並建構雲端資料

庫以儲存來自感測器、生產

管理、品管系統相關的異質

(heterogeneous)資料，再發展針

對異質資料之創新分析方法，

建立雲端化加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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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以軟體角度看智慧化工具機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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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聯網
IoT如同字面意義，是建立各

式物件的網路，共享物件彼此

的資訊。透過物件間的資訊分

享，並且將資訊連接到背景分

析的數據中心，可以進行物件

的管理與控制，達到智慧環境

的目標。在物聯網中，資料與

處理後的資訊將會產生過去難

以想像的價值，業者可以透過

相關的資訊以軟體在產品上直

接進行參數調整的維護手段，

或是透過巨量資訊分析提供更

完善的售後服務。

3. 巨量資料
前述CPS與IoT的背景均需

要資料探勘的技術，根據資料

的產生速度、來源異質性與數

量會有不同的處理方法。由於

工具機工作環境與製程要求的

複雜程度，擷取的資料產生速

度與數量可能達巨量等級。例

如：振動響應的取樣率可達每

秒一萬次以上，溫度響應則最

多需要每秒數次、而操作日

誌則是根據更新時機決定擷取

時間，若工廠內有數十台或更

多的機器，擷取的巨量資料勢

必要有好的資料分析工具。目

前的巨量資料工具，提供資料

管理、分散式運算、資料探勘

與自動執行等相關模組，協助

使用者專注於解決資料分析的

問題，提供客戶更好的服務品

質。

應用訊號感測、資料處理、

智慧決策與作動控制發展智慧

自動化技術的工具機是虛實整

合系統的最佳應用，每個元件

均具有感測器與可程式化的參

數介面，例如智慧化主軸可以

將運轉時的溫度、加速度、變

形量與電流的感測訊號傳送到

整合平台。這些感測訊號連同

機台的參數與操作日誌傳遞至

雲端資料倉儲，透過資料分析

方法，可分析當下的理論加工

響應特徵分布模型，利用加

值服務智能化APP與實際結果

比較，即可知道當下加工是否

圖2  工具機的虛實整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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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異常、該異常是否可透過修

改主軸或控制器的參數進行修

正、主軸何時應進行保養，甚

至可以進行加工產品的虛擬全

檢。

表1為整理目前國際各大工具

機廠所推出的智能化工具機軟

體功能與通訊界面列表。

工研院的智慧工具機
軟體架構

工研院智能化機電軟體整合

系統VMX(*)，主要是提出一套

快速且有效率的智能化機電軟

體開發系統，使各機械廠、電

控廠及軟體開發商集中產業的

戰力，使台灣智能化機電整合

產品在國際中嶄露頭角。欲解

決在現今產業生態中，工具機

控制器各有自訂的規範，造成

機電整合上困擾，各個通訊界

面間的資訊傳遞也需專業技術

做深層處理，各個工作曠日廢

時且造成重工的人力浪費。智

能軟體也需要感測機台反應，

透過感測訊號的分析與回饋，

達成異常監控的功效。VMX遵

從MTCoonect-OPC UA伙伴協

定，可讓機台連接上國際標準

的工業物聯網，協助業者打造

4.0願景。

*編者按：針對工研院智能化

機電軟體整合系統VMX，國內

也有其他研發單位有類似的系

統可供選擇，如：精密機械研

發中心(PMC)開發的工具機管理

軟體(SkyMars)，以及資訊工業

策進會的智慧製造服務解決方

案(SERVOLUTION)。 

工研院智慧工具機軟
體

防碰撞系統

針對工具機防碰撞技術，

工研院已發展出外掛式防碰

撞模組，可支援商用控制器 

Siemens、Heidenhain、Fanuc及

工研院自主開發摸的 GMC 控

制器。相較於歐、日控制器大

廠將防碰撞功能嵌於控制器

內，工研院選擇具彈性及擴充

性的外掛式模組來發展防碰撞

功能 通訊介面

單機智慧化

安全防護

診斷監控

加工參數優化

精度校驗

誤差補償

Ethernet
EtherCAT
ProfiBus
ProfiNet
光纖

RS-232
RS485

智能化工廠

生產履歷

稼動率監控

生產排程

預測保養

虛擬量測

資料可視化

Ethernet
OPCUA
MTCONNECT

表1  智慧化工具機與智能化工廠功能及常見通訊界面列表

圖3  VMX系統架構圖

顫振迴避APP 進給率優化APP

稼動率監控APP

感測模組 物聯網及大數據CNC通訊

防碰撞APP

主軸震動監控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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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可對應一般單機應用情

境，避免人為或自動製造過程

的不適當碰撞發生。

核心技術包含：

—虛擬加工模擬技術：可模擬

實際加工的情況，包含刀具

位置與材料　　移除的過

程。

—預先偵測碰撞技術：搭配有

預讀功能的CNC控制器，可

以提前偵測碰撞發生的可能

性，千鈞一髮之際，讓機台

立刻停止。

—多階段減速技術：若CNC控

制器不提供預讀功能，防碰

撞技術可改　用多階段減速

方法，讓動件靠近欲保護的

元件時逐步降速，確保碰撞

不會發生。

切削力學導向自動刀具路

徑優化技術

GotoCheck製程優化軟體是

一個金屬產品加工時進行效率

最佳化的應用軟體，此軟體可

以依照加工機台的動力特性及

使用者需求條件，調整製程程

式的參數，將負載過高之加工

程式優化，達到保護高價零組

件，不致損壞加工產品、刀

具、機台；另一方面透過刀具/

主軸之受力分析，決定出每段

刀具路徑的最佳效率，發揮製

造設備最大產能。

核心技術包括：

—結合切削動力學與最佳化方

法，計算出加工路徑上每點

的刀具/工件受力狀況，並計

算出整體加工之受力。

—透過刀具/主軸之受力分析，

改變製程參數，達成穩定刀

具/主軸之受力，避免因錯誤

的進給率參數而造成刀具、

工件、機台的損壞。

—提供線上加工程式診斷機

制，不需手動拷貝或轉換程

式，即可診斷及優化機台內

加工程式，包括運用ICT技術

的網路傳輸能力及蒐集遠端

工具機加工程式資訊，直接

線上進行加工程式診斷及優

化作業，提供使用者一站式

服務。

切削顫振迴避技術

加工製程中工件與刀具之間

會產生相對的振動，此振動會

影響工件表面的粗糙度並使切

削力與振動量發生不穩定的振

盪，進而造成銑削系統的不穩

圖4  防碰撞系統執行畫面

圖5  加工製程之刀具路徑優化流程

線上機台 加工程式診斷 加工程式優化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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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此種在切削過程中由自身

引起的自激振動，稱之為顫振

(Chatter)。顫振的發生通常導致

刀具加速磨損或斷裂、非預期

的精度誤差及加工表面不良、

甚至會縮短機台壽命。工研院

的顫振迴避技術以麥克風與擷

取卡量測切削聲音及分析切削

狀態；當偵測到顫振生成時，

加工優化智能會自動根據訊號

資訊產生適當的加工參數。此

一技術最佳的應用是尋找無顫

振加工參數，搜尋機台更好的

加工參數，再利用該參數進行

製程上的規劃。

核心技術包含：

—顫振辨識核心：由加拿大英

屬哥倫比亞大學技術轉移的

核心演算法，　　可快速搜

尋加工訊號中的顫振特徵，

提供迴避建議轉速。

—顫振抑制策略：由工研院自

行測試，業界提供意見的顫

振迴避策略，確實進行有效

迴避，減少顫振傷害。

—針對加工環境的訊號處理技

術：針對加工產業的噪音、

機具特性開發的訊號處理技

術，避免雜訊造成誤判。

稼動率監控

傳統機台資料僅存在現場端

機台，其缺點包括：僅僅資料

紀錄未能彙成資訊及資料無法

提供給管理者做出決策等。透

過將機台的生產時間、停機時

間(如：保養、維修、停工、

待料等)，利用統計分析，計算

出稼動率(0%~100%)，以直覺

性的圖表呈現出加工與非加工

情況，並有效結合行動顯示裝

置，達成隨時隨地皆能快速掌

握廠線生產狀況，提升管控反

應效率。模組中規劃履歷資料

紀錄，可查詢一天或一段時間

的稼動率及加工完成率，並提

供給管理者評估此生產線的安

排與運作是否有效率，進而進

行資源充份利用，降低成本，

提高生產效率。

核心技術為：

—資料庫整合：將現場資料有

效儲存在雲端資料庫。

—即時異常回報技術：當機台

有異常發生時，即時回報給

相關人員，　加速排除產線

問題。

—資訊安全與權限管控：針對

管理需求設定使用者的監控

權限，讓關係人快速掌握機

台資訊。

圖6  加工製程優化技術之軟體介面

圖7  顫振抑制軟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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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振動監控軟體

工研院智慧化工具機技術

中心建置之主軸振動監控軟體

係為一應用嵌入式計算平台與

振動感測器，實現一簡單、有

彈性之系統。讓系統功能包含

記錄、分析振動訊號，以提供

VMX進行資料蒐集，進一步提

供予工業4.0中之大數據分析之

用，以期避免人為或加工過程

的失誤操作而造成加工機具主

軸的損失。

關鍵技術包含：

—振動監控：可設定偵測門檻

值，系統會自動記錄異常振

動資訊，協助提供加工異常

記錄。

—內嵌DSP運算設備：可進行簡

易觸發，例如在機台碰撞的

10ms內讓機台停機。

—健康診斷：基於ISO 10816

可進行主軸與刀具動平衡診

斷、主軸軸承生命診斷與機

台健康狀態診斷。

未來發展藍圖

因應政府生產力4.0的政策推

動，工研院也朝向物聯網、巨

量資料與網宇實體系統(Cyber-

physical system, CPS)進行未來的

發展規劃。

在物聯網方面，以VMX作為

節點提供異質資料整合，收集

ERP資料、機台/感測，產生生

產履歷，並將所有資料轉為標

準化資料模型(Data Model)，再

圖8  行動監控模組可即時監控機台加工狀態

圖9  主軸振動監控系統

圖10  未來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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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雲端資料庫伺服器，建構

企業巨量資料庫。可提供機台

稼動率分析、機台健康診斷、

振動異常分析、進給率優化技

術、電子工單、行動監控裝

置、機台控制參數系統鑑別、

加工時間預估CPS、最佳化排

程⋯⋯等智能化軟體之輸入資

料來源。同時也積極推動兩岸

共同通訊標準，確保台灣業者

可以及早享受國際標準的成

果。

在巨量資料上，以生產履

歷作為資料核心。生產履歷

(traceability)是一種可追溯的資

料，可用於企業製造、品管、

人事與行銷的管控，完善的生

產履歷應包含正確的「人事時

地物」的關連性資訊才能作為

有效的管理依據。VMX透過

生產履歷技術模組，可取得並

上傳目前現場操作員資料、加

工製程序號、加工時間、機台

編號、產品識別資料及其他相

關資料重要特徵至企業內部資

料庫，以作為品質/售服追蹤之

用。如此，機台資料、感測資

料及生產履歷資料皆存放於資

料庫，可供機台稼動率分析、

機台健康狀況診斷、振動異常

分析、進給率優化技術、電子

工單、行動監控裝置⋯⋯等智

能化軟體使用。

在網宇實體系統部分，與國

際學術或研究單位合作，取得

關鍵軟體核心技術，搭配生產

履歷資料庫，提供各種突破性

的創新技術。例如加工時間預

測技術，由於傳統工具機之加

工時間預估僅單純考慮進給以

及材料移除部分，並無考慮各

機台控制器中的實際加減速之

效應，因此造成實際加工時間

預估的失真。加工時間預估不

準確，排程管理系統便無法準

確規劃。加工時間預測技術主

要利用系統鑑別技術得到各種

商用控制器之等效控制模型，

再將此模型輸入Virtual CNC系

統，可以準確的模擬實際機台

的加減速等實際參數，可提升

加工時間預測之準確性。

也能發展智能化供應鏈排

程優化技術，可根據真實資料

進行排程管理，其內部整合包

括真實機台稼動率分析、實際

機台健康診斷、製程振動異常

分析、切削進給率優化技術、

可視化電子工單、行動監控裝

置、CPS加工時間預估等技術，

當真實機台有意外發生或真實

人員狀況不佳，本技術會自動

觸發評估機制並重新調整工

作，以免拖延到產品交期。其

中加工製程現況可視化技術，

透過整合直覺式電子工單(加工

程式/刀具/胚料) 、加工程式傳

輸模組、加工程式檢查模組(3D

顯示介面) 、智慧作業導航技術

等，提供完整人機協同技術，

可降低操作者人為錯誤及提升

成品合格率。

圖11  生產履歷與細部資訊檢視概念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