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機械

迎接智慧製造時代
銜接智慧機械引領產業革新的橋樑－SkyMars
文/李宛玲 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工具機產業發展處 智慧開發整合部

前言
世界各國積極推動各項技
術逐步到位的聯網時代，智慧
製造引領製造業轉型已勢在必

備提供最佳方案及建立差異化

因此，智能化輔助軟體將強

競爭優勢之功能；其次，各產

化工具機在智慧機械有著舉足

業導入智慧機械進而建構智慧

輕重的地位，精機中心與國際

生產線，透過雲端運算及大數

工具機廠皆投入大量資源提升

行，目的在降低生產成本、提

據分析在於資料運算能力的提

升生產效率與良率、因應彈性

升以及模型演算法的精進，而

生產、交期承諾、降低庫存以

虛實系統整合則是串接所有技

及解決缺工等議題。

術與導入現實生產的重要關

智能化工具機附加價值，除了
強化單機輔助技術(例如：加工
導航、溫升熱監控熱補償與耗
能監測等)，並支援未來智慧工
廠成為核心設備(例如：多機連

智慧機械即整合各種智慧技

鍵，形成智慧聯網製造服務體

線、稼動監控、健康預診與動

術元素，使其具備故障預測、

系將重新塑造製造業的管理機

態生產排程等)，經由通訊介面

精度補償、適應性加工、自動

制，更會從此改變產業鏈的樣

與廠內所有設備協同合作及自

參數設定等智慧化功能，並具

貌。

我感知調控完成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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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工具機

讓機械廠、加工廠及關鍵零組

隨著前端感測器、無線通

智能化工具機聯網與
軟體架構

訊和軟體技術的快速發展，智

由精機中心開發一套高

能化工具機技術近幾年已實現

效率智能化工具機軟體系統

於主軸、磨床、車銑複合機、

SkyMars，藉由控制器與連線

角色，藉此降低生產成本、提

搪孔加工機、五軸加工機、鑽

代理程式讓所有機械設備聯

升產品品質及推出更可靠的產

孔攻牙機等工具機系列產品；

網，如圖2，此系統解決通訊

品，協助業者邁向打造智慧化

其中，智能化技術項目包括：

介面差異與機電整合困難，同

工廠的願景。

線上精度補償、線上刀具監控

時與MTConnect標準相容，且

與補償、適應性切削與顫震控

支援4大控制器(例如：Fanuc、

制、切削條件最佳化、加工最

Heidenhain、Siemens與Mitsubishi)

智能化工具機軟體—
SkyMars

佳參數自動生成、健康監控、

與數家國產控制器(例如：台

SkyMars已被業界廣泛使用

故障監控與自我診斷以及自動

達、研華寶元與新代等)，並提

並安裝超過2000台以上的工具

化生產排程管理等，如圖1。

供多樣化智能輔助功能，藉此

機台，提供使用者得知目前連

件開發廠有效地掌握工具機控
制器與管理功能整合，如圖3。
由此可知，SkyMars得以輔助生
產成功扮演智能化工廠的核心

整機暨零組件狀態
監控與預防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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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破損檢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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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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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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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導航機能

適應性切削控制技術
切削顫振抑制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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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與補償
掌握機台使用資訊

線上量測與精度補償

量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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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自動化
•不同牌控制器連線
•程式上傳下載
•機台狀態即時監控
•異警即時處理
•生產統計資訊
•客製化服務

•切削監測與異常診斷
•溫度監測與異常診斷
•故障診斷與報修服務

生產自動化
產業需求

•整廠生產資訊系統
•生產自動化輔助系統

圖1 智能化工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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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化
切削

動態振動抑制技術
主軸動平衡技術

智慧機械
即時生產統計表
刀具壽命預警

即時更新

瑕疵異常品分析

輔助管理系統
System
Manager

行動裝置

Big Data 分析模組

雲端

廠商效益：
1.生產進度即時回報、產能現況
2.人員與生產稼動即時呈報
3.機台製造資料大數據分析：刀具壽命預警、健康預診、精度補償…

ERP
加工人員

資料匯入

圖2 工具機聯網

多機狀態監視

加工程式管理

參數比對

生產統計表

操作履歷

機台稼動率表 警報訊息與異警通知

已實際協助廠內連線達2000台，可依據需求擴充機台連線數量。

圖3 彙整機台製造資訊與生產管理資訊
線遠端機台的即時狀況，且具

以利學生縮短學習使用工具機

備資訊監視、設備維護管理、

的時間。實際上，不僅適合應

NC上傳下載、雲端服務、提供

用運於機械廠或關鍵零組件加

API與掛載APP等功能，使工廠

工廠，也適合航太產業，其中

管理機台再非難事，未來將持

SkyMars於航太零件生產有著關

分析與決策。藉由控制器擷取

續開發新穎ICT及智能化技術，

鍵溝通橋樑的角色，分別在應

機台運轉與生產資訊，經彙整

增加機台附加價值與提升生產

用層、網路層與感知層，如圖

將相關生產資訊與管理系統進

良率；同時，致力推廣於學界

4。

行整合、複製與再利用，依據

多機連線與稼動監測
傳統上，機台操作與生產
記錄僅存在於生產現場端的設
備，未能即時協助管理者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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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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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機連線
生產管理

溫補建模
加工控制

異種機台協同作業
生產管理系統整合

MES OR PDM SYSTEM

數據分析、應用、風險預估、決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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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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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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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台健康趨勢
機台失效預警

LAN/ WAN/ Internet
(TCP /IP)

扮演角色
IoT為基礎建構多台設
備間的溝通協作平台

扮演角色：
透過訊號感測，建立設
備加工品質均質化模型

扮演角色：
從控制器蒐集巨量數據，
評估設備的狀態是否良好

刀庫

機器人
Remote Locations

工具機1
工具機2

數據蒐集

LAN/ WAN/ Internet
(TCP /IP)

溫度、加工件尺度量測
(1)加工設備聯網
管理平台(IoT)

(2)航空零件加工
品質均質化技術

工具機3

各型控制器的：電流、負
載、馬達溫度與轉速等等

扮演角色：
整合機械手臂與工具機，
建置協同打磨作業的系統

(3)加工設備穩定性巨量
數據分析技術

(4)跨平台自動化
打磨系統

圖4 SkyMars實際應用航太零件生產架構圖

溫升熱監測與熱補償
工具機熱變形為自然且無法
避免的物理現象，尤其進入高
速化及多軸加工的時代更能顯
示其重要性，對於熱變位造成
的誤差更甚以往，因此熱補償
的需求更顯重要，將以實際案
例證實溫升熱補償的優點與重
要性。透過SkyMars為底層核心
架構所開發進給軸熱補償應用
程式，如圖6，實作於大型立式
車床進給軸熱變形補償建模，

圖5 多機連線與稼動監測

並於X軸向與Y軸向分別架設各
5顆非接觸式位移計，如圖7，

智慧生產的管理需求，或是各

置，達成隨時隨地皆能快速掌

補償前與補償後X軸進給速率

階層人員對資訊的需求，並安

握產線生產狀況協助產業提升

24 m/min之時間與熱變形關係，

排電子看板與結合行動顯示裝

管控反應效率，如圖5。

如圖8。經實驗結果可知，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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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補償優點：1.提升切削精度，
2.創造機台價值，3.解決熱變位
問題。

加工導航之適應性切削
藉由SkyMars輔助透過監測機
台切削加工中的切削狀態(主軸
負載)，由適應性切削系統自動
調控切削進給率使切削負載維
持穩定。以SkyMars為底層核心
架所開發適應性切削方法，如
圖9，並實際應用於切削作業，

圖6 進給軸熱補償應用程式

經實驗證實有適應性切削(S:
1000與Feed: Auto)較一般加工切
削(S: 1000與Feed: 640)的花費時
間節省15.1%。

機台健康診斷的暖機
程式SkyWarm
以往穩定性(例如：機器精度
的熱穩定性)與可靠度(例如：
主軸軸承負載異常的線上監控)
是國產工具機技術仍落後於國
外工具機的主要因素，SkyMars
提供工具機健康狀態預警，於
每次開機加工前藉由此智慧型

圖7 非接觸式位移計架設位置

演算法，協助使用者確認設備

40µm

(a)

14µm

(b)

圖8(a) 未補償X軸進給速率24 m/min之時間與熱變形關係圖
(b) 補償後X軸進給速率24 m/min之時間與熱變形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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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是否適合加工，避免因設

勢，採用大數據資料技術提供

備狀況異常，而導致不良率提

設備衰退資料，如圖11，協助

升或機台受損，如圖10。更進

管理者決策預先排班保養維修

一步，顯示工具機長期健康趨

或重新規劃生產進度。

結語
智慧機械是未來實踐智慧工
廠的關鍵基石，而SkyMars於智
慧機械能夠提供以下3個主要功
能：

實際切削負載
實際進給率
加工位置

1.機聯網方面：彙整前端感測器
訊號、機台資訊與生產履歷資

Fp

料，協助使用者提升技術與管

CNC

適應性切削控制系統
參考
切削負載

進給率
命令

Fr

Fc

理決策。
切削
過程

2.大數據方面：以前端感測器蒐
集訊號後分析，如此提供機台
健康狀況診斷、適應性切削、

圖9 加工導航之適應性切削

顫震控制與切削條件最佳化等
智能化功能，將協助使用者提
高決策準確性。
3.宇網實體方面：用以加強工廠
的機械、控制器、儲存系統
等之間的連結，使得工廠在智
慧化後達到可快速反應市場需
求、創造整體製造生產價值的
能力。
未來工具機商業模式從銷售

圖10 自動產生暖機程式與擷取機台資料

機台轉型成為販售產能，因此
如何將智能工具機做得更棒、
更聰明、更好用，並串聯智慧

機台健康狀態趨勢圖

生產系統上的每一台智慧機器

機台狀態變異程度

60
Healthy Feature Line
Healthy Feature Points

40

與機器手臂，成為物聯網智慧
工廠中虛實並存的智慧製造環
境。迎接智慧製造的年代，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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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Mars將銜接智慧機械引領產
業革新，並與國際工業物聯網
0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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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次數

標準相容，協助業者準確且快
速地銜接上國際技術達到工業

圖11 執行設備健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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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