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 慧機械

彈性混線金屬加工4.0產線建置
文/粘芳綾，林俊村 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機械設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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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金屬模具加工作業中，工件上下料及刀具更換等工作需仰賴人力，使得人力成本提高、
生產效率降低。
市面上雖有工具機自動上下料解決方案，但若單純導入自動化流程，無法滿足金屬模具製造
業者少量多樣的需求，頻繁的換線將使自動化生產效率打折，需有更智慧化的製程指派機能，提
升產值與生產效率。因金屬模具加工作業是屬於典型的少量多樣化生產，一般工具機的刀庫存量
無法滿足所有模具生產所需的刀具數量，需要更有效的刀庫管理機制，方能配合其多樣的生產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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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據台灣經濟研究院於2017年10月製造業景氣概況顯示，台灣製造業受惠於國際景氣穩健復
甦，加以全球智慧製造趨勢，海外機械及擴廠需求暢旺，帶動並提升整體機械設備業景氣表現。
如何搶下全球機械市場的大餅，台灣製造業的轉型需求刻不容緩。
在快速變動的消費市場下，工業價值鏈已被重新定義，包括製造者的生產力、對市場反應的
速度、品質等都是關鍵。未來面對客戶不同的需求，製造業者必須透過產品跟整個價值鏈的數位
自動化，建置虛實整合系統，虛擬和實體世界將更緊密的整合。工廠在生產個別產品上亦需比今
日更有彈性，才能於產業競爭中存活，脫穎而出。
根據2016中小企業白皮書針對國內各級企業所做的「製造業未來希望產品銷售時能加強提供
之項目」調查結果，可看出對客戶提供產品的技術顧問服務以及依客戶需求提供一系列的設備整
合服務，已是各業者最迫切加強的項目。面對日韓等國產業競爭日益激烈情況下，國內設備業者
無不積極思考如何強化與下游製造業的連結，進一步發展具有差異化、高價值之產品與服務，以
滿足製造業客戶需求，共創雙贏。

市場概況及競爭力分析
依財政部關稅總局統計，2017年1~10月工
具機累計出口金額達27.1億美元，較2016年同
期成長15.2%。而台灣工具機出口前十大國家
依出口金額排序為：中國(含香港)、美國、土

年產值超過新台幣400億元。過去模具業者可
以靠精微化的加工技藝來爭取訂單。但在加工
設備及製程技術精進之外，面對少量多樣的模
具市場需求，提升模具作業的產能是未來制勝
關鍵，因此業者希望除了加工設備提供之外，

耳其、德國、泰國、越南、印度、南韓、俄羅
斯、荷蘭，如圖1所示。
我國工具機產業發展在政府與業者的長期
努力之下，與日本、德國、義大利等先進國家
已逐漸縮小差距，但對如何透過服務加值，提
升產業附加價值，亟須業者與相關研發機構持
續投入發展，尤其在工資高漲、大陸產品低價
競爭、國內能源、原物料缺乏的壓力之下，又
必須面對韓元與日圓的貶值衝擊，提升我國工
具機產品之附加價值，擴大與下游製造業者連
結與應用，已成為未來發展趨勢。
金屬模具是我國重要的製造業領域之一，
金屬模具製造屬於典型的少量多樣產品加工，

圖1

台灣工具機主要出口前十大國家的比重圖

2018/1

9

智 慧機械

能進一步提供系統化解決方

高效率、高客製化及設備整

對產線生產需求進行工具機

案，協助克服金屬模具彈性

合化邁進，同時展示模具製

與機器手臂走行軸的延伸擴

製造上的難題。以國內大10

造業者由上而下的產線串連

充。表1為本案之規格說明，

大工具機製造業者協鴻工業

升級，強化國內整體產業競

已包含所有硬體設備的需求

為例，目前面臨問題如下：

爭力。

評估。

1.金屬模具加工主要仰賴人

另外，本案建置的軟體技
術包含跨平台聯網技術、虛

上下料以及機台刀庫備刀

彈性混線金屬加工4.0
產線建置

更換等，人力成本相對提

彈性混線金屬模具加工4.0

庫，同時藉由虛實系統分析

產線配置如下圖2所示，主要

已取得系統健康狀況與手臂

2.市面上有工具機自動上下料

項目包含一台六軸機器人、

減速機壽命預測，將針對各

解決方案，但還需考量金

六台工具機、一台供料自動

項技術內容在以下章節詳細

屬模具製造少量多樣的產

化，建置完成後未來亦可針

介紹。

力作業，包括機台操作、

高。

實系統整合技術與巨量資料

品需求，避免頻繁的換線
圖2

及雜亂無管理的排程。

彈性混線生產加工4.0產線配置示意圖

3.一般工具機的刀庫存量無法
滿足所有多樣模具產品所
需的刀具數量，面對產線
上不同產品，需要更有效

入料輸送帶

之刀庫管理機制，方能滿
足多樣模具生產需求。

出料輸送帶

4.在一人多機之生產情境中，
除機台資訊監視、NC程
式上下載、警報訊息等遠
端聯網監控功能外，如何
在設備失效前進行預警維
護，是系統能否順暢運作
的關鍵課題。
本文將詳細介紹，導入跨
平台聯網、混線生產製造、
巨量資料與虛實整合系統技
術提升服務能量，並實際引
導製造業者協鴻工業，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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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名 稱
刀盤
料盤規格
料盤尺寸
備刀
備料
換刀料時間
快換系統
料盤辨識
換刀與換料
手臂荷重

硬體設備的功能評估
規 格
BT40刀 x 9
可承載100公斤重工件
450mm*450mm
人工備刀
人工備料
10分鐘內
自動化夾頭*4組
料盤與刀盤一維條碼辨識
機械手臂自動化換刀與換料
160kg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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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技術說明

跨平台聯網系統架構

一、跨平台機聯網
跨平台間資訊聯網建置，包含智慧機器
人、工具機、備料供料系統，系統架構如圖3
所示，各單機設備均建置基礎雲端系統聯網功

Central Location

能，設備間可以即時資訊傳遞。在工具機聯網
通信技術部分主要利用控制器廠商提供對控制

LAN/WAN/Internet
(TCP/IP)

器操控的函式庫，於遠端的PC上開發可應用
在機台操作便利性或功能上作附加價值提升的
軟體。利用該函式庫發展出多樣的技術服務，

二、虛實系統整合

其主要特性包含機台資訊監視、NC程式上下

虛實整合部分主要是藉由跨平台聯網技

載、警報訊息、Alarm簡訊發送、機台傢動率

術應用，將各設備端大數據資料給記錄起來

等。CNC工具機聯網通信技術具有內建共通功

(ex：負載電流值監測)，建立機台巨量資料

能，此介面能使不同廠牌的控制器及設備整合

庫，便於進行各機台狀態的健康預診分析(如

在一起，讓使用者開發應用程式時，不需要再

圖4)。

學習各控制器的程式用法。

機械人部分，主要建置關鍵數據資料庫，

在機械手臂部分，經由Ethernet通訊界面

包含機械手臂各軸電流、各軸轉速等資訊，經

與機器人控制器聯網，控制器將機器手臂各軸

由馬達電流轉矩關係式與減速機壽命公式進行

電流與轉速訊號傳輸至虛實系統與大數據資料

機器人減速機壽命預測。在工具機部分，透過

庫中進行決策分析。

SkyMars技術將各機台控制器聯網，收集各機
圖4

虛實系統架構

Physics端
高彈性生產線/單元(1手配6機)：
—具備自主決策能力(工序安排、自動換刀、產能

Decision端

智能化維護系統(預測性檢修)
系統維護管理

調整)

●

—高彈性：可製造流程不同但工種種類近似的產
品。

●

生產分析資訊

預測性檢修技術

資料→ 資訊(Big Data)

智慧決策系統

設備健康特徵分析技術
機台失效模型

M2M

IoT

機台健康狀態分析

健康狀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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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關鍵參數建立工具機巨量資料庫，並透過該

為一重要關鍵零組件，若機器人減速機損壞，

資料庫進行機台預警訊息、生產統計資訊、機

將嚴重影響機器人精度與性能，因此減速機壽

台預診保養與主軸熱溫升補償等功能。

命監測極為重要，本案在機器人端建立巨量資
料庫包含各軸轉速與電流等資訊，作為機器人

三、巨量資料庫分析
透過SkyMars跨平台聯網技術取得各設備
端重要資訊，加工設備(CNC機台)的負載電

減速機壽命預診依據(如圖6)。

四、混線生產製造

流、負載百分比、馬達溫度這三項資料特徵，

混線生產製造非大量生產，硬體端規劃統

於機台某些關鍵零組件損壞的狀況下，其上升

一標準工件托盤與刀具托盤，每張工單對應特

或衰減的趨勢具有一致性；例如當軸承損壞，

定的工件托盤與刀具托盤，來生產單一工件或

會造成轉動不順暢、阻力增加，馬達會需要利

是小批量數量。

用更大的動力或功率來推動，相對來說就會造

軟體端上位系統透過一維條碼進行供料備

成負載電流與負載百分比的增加，馬達的溫度

料與刀倉刀具管理，機器人則負責托盤上下料

也會跟著升高，因此藉由該資訊以利分析機台

與更換刀具，原先傳統的單人單機作業，改由

狀態與進行後處理決策，包含溫升補償、健康

一人負責整體系統，提升人均產值與少量多樣

狀態監視等功能。機器人組成架構中，減速機

化之生產能力。

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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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加工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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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機器人減速機壽命預測
設備失效時間預測
修正

訊回饋

實機資

1.Predict reducer life
2.Predict robot life

End user know information

設備健康數據
導入雲端

●

Test platform
1.Torque-sensor & motor
●

壽命

●

強度

●

精度

●

速度

●

...

機械結構模型建立

供料備料管理
以人工將胚料加工件放置於托盤(圖9)，

經由人機資料點選，送料系統將依據工單與製
程資訊加載於物料托盤上的一維條碼，因此機
械手臂移動至送料台夾持托盤時，便可自動辨
識托盤需要移載的加工機位置，而機械手臂便
依據托盤資訊執行劇本檔指令來完成上料動
作。當機械手臂將托盤移動入料至工具機端
圖7

機器手臂末端夾爪及托盤設計

後，工具機端亦必須經由一維條碼再次確認來
料托盤資訊是否為該站加工物件，確認完成後

為符合協鴻工業的模具產線需求，可同時
進行三種以上模具工件生產，能自動上下料、
自動交換刀具，交換時間10分鐘內完成(以五
把刀為基準)。
派工系統依據工單自動將加工程式下載

工具機再經由聯網系統下載加工程式，並於加
工完成加工後針對感應條碼標記，並同時傳遞
訊號給供料系統，即時掌握加工製程狀態，系
統架構圖如圖8所示。

至工具機端，稼動率70%以上，在刀具壽命管
理，可記錄刀具剩餘壽命，準確率達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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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模具工單
接收工單

人工
備料

圖11

智慧料盤系統
●

圖8 備料供料管理系統架構圖

刀具托盤實際外觀

刀倉刀具管理
本案藉由上位系統管理刀具，並記錄每把

刀具使用壽命，以便人員進行刀具更換。其
中，人員依據工單資訊進行預先備刀任務。使
用統一刀具托盤，實際外觀如圖11，每一刀具
托盤可放置9套BT40刀具，托盤下方有特定一
維條碼，方便上位系統進行刀具管理工作，並
藉由機械手臂進行刀具托盤上下料，將特定加
工需要的刀把依序換置刀倉內。
圖9 工件料盤實際外觀

技術成果
生產模具工單
接收工單

彈性混線金屬模具加工4.0產線配置主要分
為四大系統，上位派工系統、送料系統、機器
人系統及工具機系統。以下將針對上位派工系

後台刀倉管理

統、送料系統與機器人系統做細部成果說明。
上位派工系統是透過PMC開發的跨平台聯網

人工
備刀

軟體(SKYMARS)，分別對工具機系統，送料
系統，機械人系統做上位控制。多樣訂單可轉
換成工單，人員只需手持條碼機將對應工單的
刀盤及料盤條碼掃描至送料系統內，由上位系

圖10 刀倉刀具管理之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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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做最佳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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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系統

上位派工系統
●

工單排程

●

減速機壽命預估

●

工具機端SKYMARS聯網與程式上下載

●

工件上下料

●

機器人端聯網與指令傳達

●

刀具上下料至刀盤

●

送料與送刀系統運作

●

具快換系統料盤

上位派工系統

送料系統

工具機系統

●

手持條碼機對應刀盤與料盤條碼

●

出料端固定條碼裝置，再次確認工單資訊

●

提供轉換站供二次翻面工件入料

送料系統
機器人系統

工具機系統
●

模具加工

圖12

彈性混線金屬模具加工4.0產線，
各主要系統配置圖示意

上位系統主要功能：
1.上位電腦為PC-BASE介面之工業用電腦，可
針對不同品牌控制器進行溝通聯網功能，監
控產線與分配派工程序及工件如圖13及圖14
所示。
2.上位系統遠端遙控，指定手臂執行特定劇
本。

圖13

3.上位系統具有工具機暖機程式，監視機台狀

派工設定介面，可於此介面分配派
工程序及工件

態，可進行工具機內部參數修改，並將加工
程式下載到工具機端，如圖15所示。
4.機台重大資料(如：負載電流值資訊，溫升監
測等)為大數據資料庫，利於日後機台診斷
分析用途。
5.送料系統由上位電腦透過控制軸卡以網路方
式進行遠端IO模組控制，進而支配氣壓元件
及變頻器等設定，如圖16所示。

圖14

操作頁面，可於此介面做自動化產
線系統之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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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圖16

系統頁面，可於此介面監控目標工
具機之參數操作

圖18

送料系統實際外觀

系統頁面，可於此介面監控送料系
統目前之狀態

圖19

送料系統實際運行情況

圖17 掃描工件料盤實際情況
在送料系統部分，人員根據工單備料及備

圖20

機器人系統之實際外觀

刀，利用手持條碼機如圖17，將所需料盤及刀
盤掃描至系統中，以便送料系統可以辨識。

機器人系統如圖20所示，包含一個六軸機

送料系統將料盤與刀盤送出後，出料端會

械手臂，移動軸及移動軸料架，主要功能是進

設計一固定條碼裝置，再次確認抓取料盤與刀

行工件上下料與刀具上下料，加工胚料鎖固於

盤是否與工單資訊吻合，防止錯誤料件送入工

快換系統料盤上，機器人直接抓取料盤，送入

具機中。另外，送料系統在出料輸送帶末端有

工具機中進行加工。在刀具上下料部分，機械

一轉換站，讓需要翻面二次加工工件可以再進

手臂會依據工單資訊將原有工具機上的刀具下

入入料輸送帶上。

刀至刀盤中，機器人從送料系統抓取刀盤與料

16

January 2018 Taiwan Machinery Monthly

智慧機械

盤，放置於機械手臂移動軸料架上，移動至對

在未導入本案之智動化產線前，原人力成

應的工具機前方，將每支刀具上到工具機主軸

本每年約420萬(機台操作人員70萬*6)，導入後

上，完成加工前入料及上刀程序。此外，機器

人力成本降至100萬(系統維護工程人員100萬

人系統可藉由skyrobot技術，擷取機器人運轉

*1)，預估降低每年320萬元的人力成本。

參數進行各軸減速機壽命預估(如圖22)。

本系統開發可促進下游金屬加工業者進行
產線升級投資，除系統購置成本外，尚需搭

總結

配廠房改善、新聘人員以及自動化週邊等投

本系統主要採用協鴻已量產之硬軌加工
中心機Power Center PRO-1000，可縮短模具加

資，估計每一條彈性混線金屬加工產線可帶動
3,000萬以上之新增投資。

工製程前所需時間的10%，同時也減少人力成

最後，今(2017)年也與國內模具加工業者

本，所需人力由6人縮減為1人，人均生產力估

玖合模具合作，實機應用與調校。同年配合

計提升500%。

計畫推動辦公室公開展示與廣宣，同步提供
「彈性混線金屬加工4.0產線建置」服務，如
圖23。

圖21

機械手臂各軸性能資訊顯示

圖23

圖22

機械手臂各軸之減速機壽命預估顯示

金屬產業智機化提升計畫典範案例觀摩座談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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