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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工具機產業發展處

1.前言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副理事長莊大立在

2017年台北國際工具機展記者會表示，工具機

是製造業的基礎，一切的製造業都由工具機開

始，製造業對國家經濟發展相當重要，因此政

府將「智慧機械」與「國防航太」列入五大創

新產業，並推動「國機國造」。且已陸續有工

具機廠商結盟合作，共同開發製造飛機結構金

屬件、複材件、發動零件等所需的航太專用設

備。加入航空供應鏈，將成為驅動新一代工具

機發展的動力。

我國製造的工具機向來都在水準之上，但

只有在產品的性能、精度、可靠度、耐用度必

須維持，才能穩健地朝著智慧機器、智慧生

產、物聯網等方向研發，達到系統「可視化」

雲端服務運用、「可連結」的系統整合及「智

慧化」等創新升級目標，接軌全球市場。

本屆工具機展是亞洲第二大專業展覽，是

展現國內創新產品的最佳舞台。計1,100家廠

商參展，使用5,430個攤位，家數及攤位數再

創歷屆新高。本次主題為「工業4.0+、智慧生

產」，結合台灣資通訊科技優勢與自動化生產

技術，展出汽車、航太等級的五軸加工機、智

慧機械及生產線等，提供工業4.0的完整解決

方案(Total solution)，以降低成本、提升生產力

及附加價值。

2017年「工具機研究發展創新產品競賽」

也隨者本次機展舉行，競賽項目共有四項，包

括「綜合加工機類」、「CNC車床類」、「其

他數控工具機類」及「數控工具機關鍵零組件

類」，計40家廠商43件作品參加競賽。呼應本

屆主題「工業4.0+、智慧生產」，智慧化與實

用性是本次評選新列的評選標準，本篇針對工

具機暨零組件智慧機械發展狀況摘要說明。

邁向智慧機械的現況

台灣工具機暨零組件

邁向智慧機械的現況

台灣工具機暨零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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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指標廠智能化項目 東台 永進 友嘉 協鴻 慶鴻 遠東 達佛羅

加工引導
● 參數自動調整
● 簡易操作
● 防止錯誤
● CAD/CAM整合

● iMachine ● HartCAM
● 對話式介

面

高效率切削
● 主軸最適轉速控制
● 進給率適應性控制
● 切削顫振抑制
● 動態振動抑制
● 自我學習控制

● 學習抑制智能

化切削
● 適應性切削機

能
● 重切削最佳化
● 多指標切削參

數選擇模組

● 適應性負

載切削進

給控制
● 適應性切

削顫振迴

避功能
● 適應性載

重快送速

度控制

● 模擬切削
● 切削條件

最佳化
● 抑制顫振

● 重切削自

動進給率

調整

● 智能加工

模組

● 自我學習

功能的智

慧化控制

3D加工模擬/防撞
● 3D預防碰撞模擬
● 最佳化加工路徑

● 機台撞擊保護
● 切削模擬防撞

機能

● 五軸機防

碰撞

● 路徑模擬

綜合誤差量測與補償
● 溫昇熱變形量補償
● 線上量測與補償

● 主軸及進給軸

補償

● 熱變形補

償

● 量測數值

回饋補正

系統

檢測與診斷系統
● 關鍵零組件狀態監視

與故障診斷
● 耗材壽命監視與維護

保養
● 刀具壽命管理與破損

檢知

● 刀具壽命管理
● 機上刀具參數

手動輸入
● 機上刀具量測

自動補償
● 簡易機上刀具

長/破損檢測
● 刀具磨損率監

控系統

● 軸承異常

監視
● 潤滑異常

監視
● 動平衡異

常監視
● 健康狀態

評估
● 壽命預測

● 智能化主

軸系統
● 主軸熱平

衡系統

● 毛胚入料

全檢系統
● 視覺量測
● 自動虛擬

量測
● 雷射測量

系統

● 智能化線

軌系統
● 主軸位置

監控

遠端監控與管理 ● 即時監視機上

操作狀態
● 異常狀態管理
● 故障排除支援

系統
●  維修管理
● 定期點檢管理
● 整廠(遠端)監
視、統計管

理
●  工件管理
● 彈性製造系統

應用

● 稼動率統

計管理功

能 
● 維護保養

管理功能
● 加工排程

管理功能
● 文件管理

功能
● 動態能源

管理

● 稼動率管

理
● 時程控管
● 生產監控

● 加工狀態

監控
● 產能統計
● 維修支援
● 操作輔助

● 管理模組
● 節能及溫

度管理模

組
● 耗材及保

● 數值監控 ● 即時監控/
大數據蒐

集

資料來源：TIMTOS 2017展會資訊，PMC整理

表1  國內工具機廠智能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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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具機廠智慧機械發展現況

根據2016年日本JIMTOF展國外指標廠智

能化項目，彙整本次機展國內智能化功能，如

下表。其他具智慧化呈現的工具機廠還包括，

和和、合濟、亞太菁英、鉅業、永詮、奕達、

哈廷等。

2.1 永進機械

永進機械以【智慧五軸銑車複合加工機】

獲本屆競賽特優獎。該機台針對航太產業應

用，結合自製「iPros MX智能化生產作業系

統」，呈現軟硬體虛實整合的機台設計概念，

透過高剛性門型結構設計結合高扭力五軸工作

台，以獨創的整機機體冷卻技術、滿足高精度

與高耐用需求；具創新研發整機結構熱抑制、

熱補償及切削顫振等智慧化功能與智慧化主

軸，並開發自主開發智慧化生產管理系統、發

展從單機導入智慧工廠物聯網功能，並透過智

能化的操作系統多項APP軟體功能，提供使用

者智慧化與實用性操作感受，運用智慧化技

術，達到高效率、高複雜加工。

(1)智慧主軸與進給軸：內建自製研發的加速規

與溫度感測器，具健康預知診斷功能。

(2)智慧加工方面：具適應性調整及顫振迴避功

能，提升效率與品質。

(3)智慧管理：藉由i-Direct平台，與企業資源

規劃(ERP)的排程相結合，進行零件生產管

理。

2.2 東台精機

東台精機【擺頭臥式五軸加工機】，獲本

屆綜合加工機類優等獎，也獲得本年度台灣精

品獎。該機台應用在航太產業的難切削材(鈦

合金、鎳基合金)的加工，東台精機已建構智

慧製造系統(TIMS)、整線管理(TLM)、高效率

加工程式iMachine等。

東台智慧製造發展策略就像章魚，有兩套

神經系統，三顆心臟、五億個感測元件與七手

八。東台精機TIMS智能製造系統，包括生產

管理、智能監控、刀具管理、工件管理及維修

管理，並有其相對應的APP軟體，如稼動率統資料來源：永進展場Guidebook

資料來源：TIMTOS 2017官網

圖1  永進iProsMX智慧作業系統

圖3  東台精機擺頭臥式五軸加工機圖2  永進智慧五軸銑車複合加工機

資料來源：台灣精品獎官網

▲
 滿足視覺與觸覺感官的操作性

Straightforward operation

▲
 完整的15項APP智慧化軟體

Complete 15 items of intelligent software APPs

▲
 提供友善的人機介面

User-friendly interface

智慧設備
Smart Machines

智慧作業系統
Intelligent Opera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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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刀具壽命管理、切削振顫

迴避等，提升其產品之附加價

值。東台整線管理(TLM)具6

大功能，包括機台即時狀態、

稼動率查詢、稼動率統計、操

作履歷紀錄、警報履歷紀錄及

CNC加工程式上下傳。

2.3 友嘉集團

友嘉集團致力投入智慧機

械發展，並結合重要全球夥伴

進行策略合作，包括：日本

發那科(FANUC)、德國西門子

(Siemens)、德國庫卡(KUKA)、

德國博士(BOSCH)、德國思

愛普(SAP)、美國洛克威爾

(Rockwell Automation)、奧地

利貝加萊(B&R)、法國達梭

(Dassault Systemes)、美國微

軟(Microsoft)及國內台達電

(Delta)、宏達電(hTC)、台灣宏

碁(Acer)等。

友嘉以全球第三大工具機

廠之姿，於本次展覽呈現包

括四大主軸呈現：

(1)智慧工廠戰情室，可即時

連結世界各地工廠，使高

階主管輕易掌握全球工廠

狀況，展會中即時連線集

團歐洲、中國杭州及台灣

各廠。

(2)萬機聯網平台，展示友嘉

集團、遠傳電信和微軟合

作的「萬機聯網雲端圖控

系統」。

(3)虛擬工廠整廠輸出，由友

嘉集團和達梭針對未來工

廠規劃設計，與hTC合作

的虛擬工廠模擬體驗，提

供客戶整廠輸出解決方

案，使客戶於建廠規劃時

就能完整體會智慧工廠整

廠輸出解決方案。

(4)6條智慧機械自動化生產

線，包括智動化科專自

動化示範線、FSK (FFG-

Siemens-Kuka)自動化示範

線、友嘉VMP自動化示範

線、麗偉渦輪增壓器自動

示範線、眾程高精密平面

磨床自動化示範線與3D齒

雕示範線。

圖4  東台智慧工具機發展策略

資料來源：第26屆近代工程技術討論會METS

圖5  友嘉工業4.0架構

資料來源：第26屆近代工程技術討論會METS

東台 智慧工具機發展策略
東台智慧製造發展策略就像章魚，有兩套神經系統、三顆心臟、五億個感測元件與七手八腳。

智慧軟體
•  東台智慧製造系統(TIMS)
•  東台整線管理(TLM)
•  iMachine(SolidCAM)

智慧感測應用

PC/NC 更彈性複合功能
•  自動化系統
•  Robot
•  複合加工機
•  雷射加工
•  超音波輔助加工
•  積層製造

強強聯手 打群架
•  SAP
•  Siemens
•  合作廠商
•  合作學研

應用領域

網頁即時監控

大數據分析

資料分析

機台 機器人 AOI PLC HMI 感測器、遠端IO模組

資料儲存 

機器學習

前端運算 故障預警

數據擷取

網路安全

跨平台支援

預防保養實時處理 
產能優化

稼動率與生
產排程管理

靈活人機
介面

遠端網路
瀏覽

自主式核
心

警報管理
系統

設備裝置層

SCM CRM PLM APS ERP MES
IIoT
雲服務

模組化自主
式服務方案

行動APP
Factory@Hand

圖控系統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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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協鴻工業

本次機展展出了2台高性能的智慧機械及智

能化與自動化生產線各1條，並串成機聯網，

可進行MES、可視化與中央監控管理。協鴻

跨入工業4.0的四大進階歷程，以智慧工廠

(i-Factory)為大架構，自製智慧控制器(Hartrol 

Plus)與超精細加工技術、智慧機械、自動化解

決方案與智慧工廠完整呈現。

協鴻與三菱控制器為策略合作伙伴，在合

作的基礎上，協助協鴻開發各項軟體APP，呈

現其產品附加價值與差異性，提供客戶專屬的

服務。

另外在高精度加工機上的內藏式主軸，已

具有智慧診斷、補償、平衡及保護的功能，提

供主軸的安全保護，提升主軸加工精度及減少

停機時間。

2.5 達佛羅

達佛羅的五軸加工機可即時監控機械狀況

(包括：主軸、進給、工作台等)，經檢知組件

或元件的品質劣化(壽命預測及老化預警)，設

計在二星期前就由機械自動發出通報予用戶和

製造端；可進行事先約定時間，並在不影響加

工的狀態下檢修。機台置入自我學習功能的智

慧化控制，使機台在運轉中，經常保持在最佳

的切削狀態，可節省工時20%。

達佛羅發展主軸智慧型補償，符合工業

4.0需求與導入熱強健式(Thermal Robust)軸承等

特點。達佛羅智慧補償包括：主軸振動監控

(Spindle Vibration Supervision,SVS)與刀尖位移控

制(Tool-tip Positioning Control)，主軸振動監控

系統可依據振動值，及早診斷主軸工作狀況，

並給予警示信息，同時調整轉速或停止主軸運

轉，用以保護主軸。而刀尖位移控制由位移感

測器與溫度感測器補償溫升變形量。藉由這兩

種感測器的混合搭配，有效提升補償效能，符

合高速切削與高精密的應用需求。

2.6 遠東機械

遠東機械【自動化鋁輪圈生產線】獲得本

次競賽CNC車床類優等獎，也是機械公會智慧

機械產學研委員會推出12家智慧機械的示範廠

之一。自動化鋁輪圈生產線有8項智慧製造的

元素包括：毛胚入料全檢系統、二次視覺定位

系統、視覺毛胚定位系統、雷射雕刻機系統、

AVM自動虛擬量測系統、視覺量測系統、雷

射測量系統、量測數值回饋補正系統。

其特色為鋁輪圈產出後可自動同步完成品

質與精度的量測，而所量測出的數據也會同步

傳送至雲端儲存，將數據作為往後參考值；也

可同時將部份紀錄發送給特定人員或客戶，及

時監控生產流程；儲存後的資料可應用於生產

時的即時的刀具補償作用，以維持產品的高品

質及高穩定性，所有程序都會在車削時間內同

步完成，大幅減少以往工時。

3.機械零組件廠智慧化發展現況

過去國內工具機帶動機械零組件產業發

展，近年機械零組件廠商已紛紛切入國外工具

機大廠供應鏈，儼然成為不可或缺的角色，也

很快嗅到工業4.0發展的風向球，包括上銀在

2015年EMO展展出智慧型滾珠螺桿及線性滑

圖6  協鴻自製智慧控制器Hartrol Plus

資料來源：協鴻FB

+ Hartrol Plus智慧型控制器
+ MES製造管理系統
+ Hartnet 稼動率管理
+ 智慧管理+操作+監控=

2016 2015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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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系統，其他廠商也在本次展覽紛紛呈現其成

果。除下述廠商外，其他發展智慧化零組件廠

商包括：新代、北鉅、矩將、恩德、遠瞻等。

3.1吉輔企業

吉輔【智能化矩陣刀倉系統】獲得本屆數

值控制關鍵零組件組佳作。刀倉結構中導入

了3項感測功能，包括：預知鑽頭斷刀檢測系

統、十字滑座移動精準智慧配速系統及智慧配

速式換刀系統。「斷刀檢測」是透過長度感

測，只要鑽攻刀的長度差異大於0.1mm就會顯

示警告訊息，以預防刀具斷裂造成加工成品的

報廢與不良，達到失效管理的目的，此方法相

對於CCD影像攝影，成本較低實用性高。十

字滑座取刀機構具備智能配速移動功能，可根

據對每件刀具電流值負載率的感測，判斷出刀

具輕重，再進行三段式的配速移動。在「大數

據」概念下，截取換刀時序週期的電流負載波

形曲線，進行差異比較，達到換刀機構的預知

保養與失效管理，並確保其使用壽命。

3.2哈伯精密

哈伯【CO2雪花之低溫冷卻機】獲得本屆

數值控制關鍵零組件組佳作。該產品結合軟硬

體創新設計，具切削經驗智慧記憶功能、切削

關鍵處溫度感測及回饋功能、自動調節CO2噴

射條件增進精密溫控、具備CO2容量偵測與警

示機能、零件壽命管理機能、藉由Ethernet通

訊功能，可遠端監控，更能容易擴展利用手機

APP等。適合使用的難切削加工材包含鎳基合

金、鈦基合金等。

3.3研華寶元

研華寶元推出可搭配FANUC控制器的智

慧平台，讓工具機廠在使用控制器時，即可

利用智慧平台整合多種周邊設備與智慧功能，

做到RFID管理、智慧感測、四/五軸控制、機

器人控制、刀具壽命管理、CCD視覺系統及

雲端監控管理等，透過加裝智慧平台與原有

FANUC標準控制器搭配，即可讓現有機台瞬

間升級為智慧機械。

3.4台達電子

台達電子本次以「工具機聯網自動化加工

整合方案」為訴求，展現多項自動化和CNC技

術、製造執行系統(MES)、設備管理系統與聯

網技術等，展現智能製造軟、硬實力。台達電

子控制器及機器手臂和子公司羽冠的製造執行

系統(MES)整合，實現機台自動化、數位化、

機聯網未來智能製造。

4.結語

協助終端產業成為智慧製造及智慧生產，

是國內工具機廠發展的方向。近年在政府推動

智慧自動化及生產力4.0示範場域的建置與推

廣，及機械公會推動發展各種智慧機械，包

括：車床、綜合加工機、紡織機械、塑橡膠機

械、製鞋機械、齒輪加工機、帶鋸機、放電加

工、吹瓶機、油壓成型等。我國機械產業已逐

漸體認，智慧機械是提高產品附加價值與鏈結

客戶最好的途徑；未來會有更多的跨域合作及

人才需求是當前刻不容緩的課題。

圖7  吉輔智能化矩陣刀倉系統

資料來源：吉輔F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