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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智能)

vs Smartness(智慧) 
Intelligence has a direct link with an ability to
comprehend things and respond rationally
accordingly. (智能與理解事物並據此做出合理反應的能力
有著直接的聯繫---智能是"做出高品質決策的能力")

Smartness involves quick thinking and the
adaptive ability to come up with the desired
solution for a situation that has not thought.
(智慧包括快速思考及為尚未思考的情況提出所需解決方案的
適應能力---智慧是"能夠在未知的領域中開創並發展出新的知
識和想法")



智能/智慧 (Intelligence)

"We need to think of intelligence as an
optimization process, a process that
steers the future into a particular set of
configurations. A superintelligence is a
really strong optimization process."
— Professor Nick Bostrom
Director, Govern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gram,
University of Oxford



Cybernetics (1/6)

Historically, both system control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ve
common roots in “Cybernetics”. In 1948, Professor Norbert Wiener,
the Father of Cybernetics, published his book "Cybernetics：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關於在動

物和機器中的控制與通信的科學)". The importance of Cybernetics lies in the
feedback mechanism. Professor Wiener said: "Feedback is a method
of controlling a system by inserting into it the result of its past
performance. The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are a result of feedback
mechanism."



Cybernetics (2/6)

◆Wiener說：“資訊(Information)就是資訊，不是物質也不是能量
，否認資訊者在當今世界將無法生存”。Wiener之Cybernetics通過“
資 訊 (Information)” 這 個 概 念 把 計 算 (Computation) 、 通 信
(Communication)、和控制(Control)粘合在一起；Cybernetics可視
為智慧系統之思維與發展的肇始！



Cybernetics (3/6)

◆在開創AI學科的先驅者心目中，AI的初衷是用機器來模擬人
類、動植物和物種種群的演變、機制、與行為，AI這個學科立
足於這樣一種猜想：所有認知功能都可以被精確描述，從而有
可能在計算機上複製。

◆Wiener於1948年在其書中說：計算機和人腦的工作原理極其
相似，都是進行資訊處理和資訊轉化的系統，只要能夠得到數
據，計算機就可以完成人所能做的任何事。

◆AI被分為兩類，執行具體任務的AI屬於弱人工智慧(Weak
AI)；另一類強人工智慧(Strong AI、Smartness)，又稱通用人
工智慧(General AI、Smartness)，能夠模仿人類思維、決策，
有自我意識、自主組織、自主適應、自主行動、自主控制。



Cybernetics (4/6)

◆1943年，美國神經科學家麥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和邏輯學
家皮茨(Water Pitts)，發表一篇論文—A Logical Calculus of Ideas
Immanent in Nervous Activity(神經活動中內在思想的邏輯演算)，
提出神經元的數學模型。這篇論文被視為AI學科的奠基石。現在很
火紅的“深度學習”，前身是人工神經網絡，而其基礎就是神經元的
數學模型。後來有人說現代AI夢就誕生在那個時候。這篇論文的發
表也標誌著AI學科之仿生學派誕生；這個學派從神經網絡的聯結機
制(Connection)著手來發展AI，被稱為聯結主義派，後來符號邏輯
派佔上風幾十年，神經仿生派一直到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才翻身
，以新聯結主義面目復興。

◆AI的另一塊基石是1949年由加拿大神經心理學家赫布(Donald
Hebb)提出的Hebbian Theory(赫布規則)—兩個細胞如果同時被激活
，那麼它們之間就有某種關聯，關聯度與同時激活概率成正比關係
。Hebbian Theory被用在當今機器自動學習的算法中。



Cybernetics (5/6)

◆英國電腦奇才、密碼學家、邏輯學家、計算機與AI之父圖靈(Alan

Turing)曾想：機器能不能模仿人類的認知、學習過程，用邏輯推理和
已有的資訊來解決問題，作出決定？1948年A. M. Turing一篇未發表的
論文報告“Intelligent Machinery”，Turing第一次為世人勾勒出了AI領
域的輪廓；他不僅為聯結機制之聯結理論(Connection Theory)奠定了基礎
，還引入了多種對於日後的AI研究至關重要的概念。

◆1950年Turing於“MIND”期刊發表一篇“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論文，在這篇論文裡，Turing建議不要問機器是否會思考
，而是應當問機器能否通過智慧行為測試；他提出一種名為Imitation
Game(模仿遊戲)的測試方法，該方法就是後來非常著名的Turing Test
。這篇論文既是哲學論文，又是AI理論的基礎，至今仍然在整個AI領
域迴響！



Cybernetics (6/6)

(Figure from: Dmitry A. Novikov, Cybernetics: From Past to Future, Springer, 2016.)

●Many disciplines have common roots in “Cybernetics”. The
importance of Cybernetics lies in the feedback mechanism. Professor
Wiener said: "The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are a result of feedback
mechanism(反饋機制)."



Birt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956年夏季，由當時任教於 Dartmouth
College的J. McCarthy，邀請哈佛大學的M.
L. Minsky、IBM公司的N. Rochester、和貝
爾實驗室的資訊開拓者C. E. Shannon等一
批有遠見卓識的年輕科學家在美國的
Dartmouth College在一起聚會，共同研究
和探討用機器如何模擬智慧的一系列相關問
題，並首次提出了人工智慧(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這一術語，它標誌著“AI(人工智
慧、人工智能)”這門新興學科的正式誕生。



AI 之父 John McCarthy

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c/sT0Y.htm

1956年數學系出身之約翰麥卡錫(John McCarthy)將人工智慧(智能)
定義為研發智能機器的一門科學與技術(Th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f making intelligent machines.)；因此，被稱為“AI之父”。1958年
他在MIT開發了LISP程式語言；LISP語言的設計初衷，來自於他
希望用程式去模擬人腦的思維模式。他首先提出將AI應用於棋藝上
，發明機器下棋算法。他在1959年於MIT建立了第一所AI學院，
1962年離開MIT，前往史丹福大學建立第二個AI學院，研發出早期
的自駕車及無線網路，這不僅影響世界各國的通訊方式，也間接促
使各國開始設立AI學院。

(1927年9月4日~2011年10月24日)



AI has a Long History of 
being “the Next Big Thing” (1/3)



AI has a Long History of
being “the Next Big Thing” (2/3)

●1974-1980年、1987-1993年，兩次錢荒使AI遭遇兩次寒冬。

◆第一次寒冬是因為兩份學術報告發表，導致AI領域研究經費
銳減。一份是1966年在美國Automatic Language Processing
Advisory Committee的Language and Machines: Computers in
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s，另一份是英國萊特希爾爵士(Sir
James Lighthill)1973年發表的“AI普查報告”。這兩份報告都表
達了對先前的投資未能產生預期受益的失望，以及那時候發現
雖然AI具有的神經網絡簡單形式可以學會它們能表示的任何東
西，但它其實只能表示很少的東西，應用範圍十分有限；結論
是不應該繼續往AI這個無底洞砸錢。不過，前瞻的研究仍在繼
續，但已少提到AI了(直到2016年左右起才又再度強調AI)，諸
如機器學習、倒傳遞神經網路、資訊數學、基於知識的專家系
統、模式識別、遺傳算法、模糊理論、強化學習、深度學習、
…等新的研究方向與名詞被提出與湧現。



AI has a Long History of 
being “the Next Big Thing” (3/3)

◆因Expert Systems的發展，1980s~1990s第二次AI再次興起。但是
，第二次寒冬則是因為桌上型電腦迅速普及，AI系統的金主，包括
美國國防部，覺得投資AI性價比不高，興趣大減。但到20世紀末，
AI領域再度春暖花開；標誌性事件是1997年IBM深藍大勝世界西洋
棋冠軍Garry Kimovich Kasparov(加里·基莫維奇·卡斯帕洛夫)。

◆歷史上這兩次“錢荒”，跟AI研究資金來源較單一有關，主要來自
政府給學術機構的科研經費。隨著數據的量與多樣性、硬體處理的
速度、AI產業化加深等，越來越多研發資金來自企業，使AI領域再
次蓬勃發展。



A Glossary of 
Artificial-Intelligence Terms(Ethan Tu)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s the broadest term, applying to any technique that enables computers to mimic human
intelligence, using logic, if-then rules, decision trees, and machine learning (including deep
learning).

█Machine Learning
The subset of AI that includes abstruse statistical techniques that enable machines to
improve at tasks with experience. The category includes deep learning.

█ Deep Learning
The subset of machine learning composed of algorithms that permit software to train itself
to perform tasks, like speech and image recognition, by exposing multilayered neural
networks to vast amounts of data.

(Figure from : https://www.edureka.co/blog/what-is-deep-learning)



The Broad Perspective of AI  
(David Fogel)

●周至宏：除了David Fogel所提之實現智慧(智能)的八類技術範疇外，
Feedback機制也是一實現智慧(智能)的重要技術。(In addition to the eight broad
software perspective proposed by David Fogel to implement intelligence, the feedback mechanism is also an important
technology to achieve intelligence.)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CI, 計算智能)

Any biologically, naturally, and linguistically motivated
computational paradigms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Neural Network,

Connectionist Machine,

Fuzzy System,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Autonomous Mental Development,

and Hybrid Intelligent Systems in which these
paradigms are contained.

Coined by the IEEE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Society

Credited to Jim Bezdek, University of West Florida



Inductive AI、Deductive AI
(Statistical AI、Classical AI)

(Jyh-Horng Chou (周至宏))

◆ Inductive AI (Statistical AI) coming from
machine learning tends to embark on the path
of "inductive" cogitation: Given a set of
patterns, induces the trends.
(e.g. Neural Networks、Regression Models、. . .)

◆Deductive AI (Classical AI) focuses on the
"deductive" thought: Given a set of
constraints, the conclusion is derived.
(e.g. Fuzzy Logic、Expert Systems、Control Technologies、Evolutionary Algorithms
、. . .)



智能化、智慧化

很多產業、產品、系統、研發成果，許多是
在自動化、順序控制化、數據化(收集數據/
數據可視化)的階段，其為智能化、智慧化的
重要基礎，但其尚未屬於“智能化、智慧化”
的階段。

何謂"智能化、智慧化"？
要具備 Learning(學習)、Adaptation(調適)、
Reasoning(推理)、或 Decision(決策)等能力
，才可稱其有"智能化、智慧化"之能力。



Intelligent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ing

◆Intelligent Machinery：The definition of intelligent machinery
refers to th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intelligent technology elements, so
that it has intelligent functions such as fault prediction, accuracy
compensation, automatic parameter setting, and automatic
scheduling, and has the function of providing total solution and
establishing differentiate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Taiwan, R.O.C., 2016)【智慧(能)機械係整合智能技術元素，使具備故障預測、精度補償、自
動參數設定與自動排程等智能化功能，並具備提供Total Solution及建立差異化競爭優勢之功能。】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Th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
takes intellectual activities in manufacturing and uses them to better
harmonize human beings and intelligent machines. Integrating the
entire corporation, from marketing through design,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a flexible manner, which improves productivity.
(Initiative in 1989 by Professor Hiroyuki Yoshikawa)【智慧(能)製造在製造過程中進行人與機器間的
和諧共事；彈性化、集成化從設計到生產到銷售的整個流程，提升企業整體生產效率。】



一、智機產業化： (智慧機械/設備、設備單機或單元的智慧化(周至宏))

(一)定義：智機即智慧機械/設備，也就是整合各種智慧技術元素，使
其具備故障預測、精度補償、自動參數設定、自動排

程、…等智慧化功能，並具備提供Total Solution及建立差
異化競爭優勢之功能。

(二)範疇：包含建立設備整機、零組件、機器人、物聯網、大數據、
CPS、感測器、致動器等產業。

二、產業智機化： (智慧製造系統、智慧製造、工業4.0(周至宏))

(一)定義：產業導入智慧機械，建構智慧生產線(具高效率、高品質、
高彈性特徵)，透過雲端及網路與消費者快速連結，提供大
量客製化之產品，形成聯網製造服務體系。

(二)範疇：包含航太、半導體、電子資訊、金屬運具、機械設備、食
品、紡織、零售、物流、農漁業等產業。

智慧機械/設備與智慧製造(參考與修改自經濟部工業局2016年7月的資料)



智慧製造(智慧生產線)

國內應用產業 練兵

• Total Solution
• 建置Domain Know-How應用
• 建立差異化競爭優勢

消費者的需求與應用產業將快速連結

人工智慧

物聯網

大數據

CPS

精實管理

物聯網、
智慧技術

Digital Tw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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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整
合
商)

帶
動
技
術
服
務
業
發
展

精密機械、
製造設備

智慧機械
與設備

消費者

整廠整線輸出國外

智慧機械/設備/製造產業體系(參考與修改自經濟部工業局2016年7月的資料)

感測器
致動器

資通訊科技

半導體航太

機械設備、金屬運具、
電子資訊、能源、3C、
食品、紡織、農漁業

產品/服務

創新

品牌

客製化

智慧化



自動化工廠 數位化工廠 智能工廠 智慧工廠
智慧世界

工業4.0

工業3.0

工業1.0

工業2.0

虛實整合系統(CPS)
虛實整合系統(CPS)

實現設備、人、虛擬世界
的完美聯接，智能設備可
以自適應生產需要、及自
組織生產與自我控制。

能夠利用IoT與網絡系統，
對應設備、產線、及工場/
工廠形成數位雙胞胎(虛實
一一對應)。

技術流程自動化

全生命周期數位化

實現了設備和產線的自動
化，主要是利用PLC、工
控系統等實現了技術流程
的自動化。

利用PLM、MES等現場
管理系統，對接ERP、
CRM系統，實現產品全
生命週期數位化。

Automation Digitalization Intelligence Smartness

自動化→數位優化與轉型→智能與智慧工廠



進給系統之控制架構
(S. H. Suh, S. K. Kang, D. H. Chung, and I. Stroud, Theory and Design of CNC Systems, Springer, 2008.)



CNC Guarantees Process Parameters, 
but not 

Precision & Part Functionalities
(Steven Y. Liang，Intelligent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Technology，2016/10/24)



Intelligent Machining Guarantees 
Precision & Part Functionalities

(Steven Y. Liang，Intelligent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Technology，2016/10/24)



智能控制系统

智能控制系統之模糊控制是以模糊集合論，模糊語言變量及模糊邏
輯推理為基礎的計算機智能控制；該機制的輸入是透過模糊化將原
本0和1的資料變成0到1之間的數值，相對於原本的非零即一的二分
法較接近人類的思維；在推論的過程中資料為模糊的，但透過解模
糊化的步驟，可使得輸出為精確值。模糊控制常用於智能運算、建
構專家系統、和類神經網路共同應用。



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 
Architecture

(P. Fillatreau, F.X. Bernard, A. Aztiria, E. Saenz de Argandon, C. Garcıa, and N. Arana, A. Izaguirre, Robotics and Computer-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Vol.24, pp.780-787)

This 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 of sheet metal forming combines fuzzy logic
and expert system techniques, giving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feedback
and advice about what the possible errors/mistakes are, and what to do in
order to correct/prevent them. This system is fed by data provided by a force-
acoustic monitoring system and by the results of the artificial vision system.



家電產品智能化功能

約在1980年代初，家電產品就有Neuro & Fuzzy的智
慧化(智能化)功能；從事控制系統研究工作的學者專
家，也約在1980年代初，就在研究Neuro & Fuzzy等
智能控制功能。2016年AI又再度盛行後，家電產品的
廣告加註其產品有"智慧"功能(例如：洗程智慧洗淨)
，跟上AI時代的"智慧"字眼。



智能漁產品產業系統
◆去除魚鱗之智能化設備：去除魚鱗是費時費力的過程，為
了降低人工成本並提高生產率，應用實驗設計法、及人工智
能之智能控制技術，研發去除台灣鯛之魚鱗的智能化設備。
根據實際場域驗證結果，平均去除率為85.39%，並顯著降
低生產成本及提高生產力。

(周至宏教授、蔡進聰教授，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國立屏東大學)
(S. W. Huang, J. H. Chou, and J. T. Tsai, 2018, “Uniform design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s for
optimal operational parameter design of high-pressure waterjet machine”, Int. J. of Automation and
Smart Technology, Vol.8, pp.85-88.)



智能熱泵乾燥系統
(圖的來源： http://www.comenb.com/17390.html)

♥建立乾燥過程食品之水分含量與冷凝水相關性
的數據資料庫，經由深度學習演算法建構其關係
，並建立閉迴路回饋智能控制系統，以及藉由智
能控制，透過液面感測器將訊號傳輸至控制器來
調整乾燥之操控參數，達到智能自動化成效。



MAZAK  AI 
主軸抑制震刀技術



基因演算法

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GA)是計算數學中用於解決優化的搜尋
演算法，為進化演算法的一種。進化演算法最初是借鑑了進化生物
學中的一些現象而發展起來的，這些現象包括遺傳、突變、自然選
擇以及雜交等等。基因演算法實現方式為一種電腦模擬。對於一個
優化問題，一定數量的候選解(稱為個體)可抽象表示為染色體，使
種群向更好的解進化。GA已廣泛應用於數值、組合等優化問題。



自動化刀具路徑產生技術
工研院智慧機械科技中心研發的“自動化刀具路徑產生技
術(iCAM)”可自動產生刀具路徑，能縮短規劃時程80%
以上，量產加工效率提高50%以上，適合用於航太、自
行車、汽機車加工、與模具加工等高精度加工產業。



Intelligent Maintenance Systems



由於產學合作之業界現有系統僅能
排出個別訂單交期，無法考慮生產製造
的產能與工務、廠務所面臨的問題，每
月的生產排程訂單都必須由人工耗費相
當長的時間來特別製作，由於廠商每月
初都會固定或臨時向公司下訂單，且其
生產班表相當複雜，其中包含客戶的交
期、每個生產據點固定日期的生產量和
生產的產品種類…等等。如此的複雜且
重要的工作實非人工所能負荷，因此，
透過產學合作計畫案，本團隊利用人工
智能/計算智能之演化計算(Evolutionary
Computation)多目標最佳化技術開發智慧
排程系統，成功地解決產學合作之業界
的生產排程問題。

多目標最佳化扣件生產排程系統
(周至宏教授、劉東官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T. K. Liu, Y. P. Chen and J. H. Chou, 2014, IEEE Access, Vol.2, pp.356-364.
T. K. Liu, Y. P. Chen and J. H. Chou, 2014, IEEE Access, Vol.2, pp.1598-1606.



天然藥物暨新藥開發
(生物資訊分析平台 - 高雄醫學大學天然藥物暨新藥開發研究中心)

分子對接計算(Molecular Docking)
運用多種小分子對接計算軟體，例如AutoDock、iGEMDOCK、GOLD等軟
體進行小分子與蛋白質活化位之間的對接計算，搭配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作為搜尋化合物形態的方法，並以分子模擬方法 (Molecular
Modeling)進一步了解其相互之間的交互作用力大小，作用力關係及其作用
的距離。分子對接計算可提供新藥開發研究者進一步的分子生物資訊，包
含小分子或蛋白質的氫鍵作用力提供及被提供者數目、小分子與蛋白質活
化位的極性與非極性作用關係、小分子在蛋白質活化位的構形表現等資訊
，提供以結構為基礎之小分子藥物優化設計方向。



人工神經網路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tificial_neuron)

1943年McCulloch和Pitts基於數學和一種稱為閾值邏
輯的演算法建立神經網絡數學模型，通過模擬人腦
實現智能，開創人工神經網路研究；這種模型使得
神經網路的研究分裂為兩種不同研究思路：一種主
要關注大腦中的生物學過程，另一種主要關注神經
網路在AI裡的應用。



多層神經網路
(http://programmermagazine.github.io/201404/book/pmag.html；Stanford Deep Learning Lab)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http://blog.csdn.net/stdcoutzyx/article/details/42091205；https//:www.cadtc.com.twmpython-bot)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http://www.wpgdadatong.comtwblogdetailBID=B1321)



AI伺服監視系統
FANUC公司於2019年研發機械設備之AI伺服監視系統，該
系統通過在正常操作期間學習電動機扭矩數據，並提取其特
徵量作為訓練輸入數據，以創建表示正常狀態的學習模型。
之後，在實際操作期間將獲得的扭矩數據作為與輸入的正常
條件數據進行比較，將“異常”計算並呈現之。通過監控這種
異常程度，機器操作員可以知道加工現場的進給軸和主軸異
常的跡象，實現故障前的維護，有助於提高機器運轉率。



DMG MORI 
Neural Network System



AI應用在熱誤差補償
(FANUC)



AI應用在熱誤差補償
(FANUC)



射出成型機智能化技術開發
(彭信舒教授、黃聖杰教授/逢甲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合作廠商為全力發機械公司；2018年5月)

◆在射出成型時，因射出階段及保壓階段對於產品品質的影響甚大，尤
其是保壓切換的時機點，故在智能射出量穩定系統針對保壓切換位置進
行控制。

◆將壓力感測器裝置在射出機的射嘴部分，以此來量測射嘴端的熔膠壓
力，藉由量測到的熔膠壓力來進行計算。利用系統中的壓力感測器，回
授類比訊號至擷取器，機台本身也會輸出射出及保壓訊號至擷取器以選
擇適當之計算範圍，個人電腦接收擷取器之訊號並計算射出階段中的黏
度因子，並藉由量測到的黏度因子計算出適當之保壓切換位置，計算出
保壓切換位置後，可藉由個人電腦將其回傳至射出機控制器上調整保壓
切換位置，以達保壓切換位置自適應控制的目的。



降低矽鋼片產品沖壓後
鐵損劣化的參數優化

(林柏村教授、何文獻教授/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合作廠商為協易機械公司；2019年6月)

◆針對馬達矽鋼片產品在實際沖壓製程上，將沖壓製程參數進行優化，
可於量產馬達矽鋼片時得出耗損更低的產品。

◆品質目標：鐵損比值百分比越小越好。使用多元迴歸與類神經網路等
方法，來建構材料之鐵損比值百分比的Twin Model，所建的二種模型之
預測結果可互相驗證；此建構之數位鐵損劣化模型，可用於估測鐵損比
值百分比以及優化製程參數。優化參數組合為間隙量17.5μm、沖切速度
39spm、壓料力15.2kN，鐵損劣化百分比為0.42%。

材料金相組織與鐵損異向性



Creation of Deep Learning Model



Inspection by Deep Learning



烙鐵頭生命周期監控預警
烙鐵頭是電子焊接的耗材之一，可以將電子元件固定於電路板上，也
連接各個電子元件以達到電子訊號互相交流的目的，但烙鐵頭也容易
因氧化造成焊錫不良，導致焊接品質下降、不良率提升，過去是靠人
工目檢來辨別失效的烙鐵頭。富士康工業互聯網公司先從感知層採集
關鍵資料，再進行特徵值趨勢分析，以時間序列分析預測焊點特徵值
的趨勢。資料進入了智慧決策層後，透過PHM(Prognostics Health
Management)模型反映烙鐵頭的生命周期與健康值，透過App讓管理
人員即時監控作業流程，還能用手機直接叫修。使用PHM模型對烙
鐵頭進行生命周期監控預警，不僅可以提高烙鐵頭的使用壽命，從平
均可焊點2萬次提升至3萬次，耗材更換時間從1.25小時縮短至0.45小
時，還能提高產品質量，如良率從97%提升至99.9%。



Typical PCB defects

Typical  PCB  Defects
(陳昇瑋，2017)



Typical Defects after

Surface-Mount Technology Process 



SMT/DIP Defect Examples



實際視覺檢測效益評估
(陳昇瑋，2017)



聲音與視覺的應用
華碩AIoT團隊2020年7月15日發布其智慧機械與製造的技術：

@錄製風扇的運轉聲音讓AI學習，AI可以做工廠內馬達的生命
週期監測，一旦AI聽出馬達有不好的聲音波形，就知道該提前
維修或汰換。

@金屬件瑕疵一般光學檢驗準確度約85～90%，業者是不會用
的，因為這表示有10%瑕疵被誤判，人工檢測瑕疵準確度約
93%，目前華碩讓AI學習後做到98%準確度，替代人力目檢。
因為金屬件尺寸不一，且光學鏡頭常會因為光線折射，遮蔽原
本該被檢測到的瑕疵，需掌握光學特性及物理元件表現特性，
找到適合的拍攝點，取得正確的瑕疵資料才能訓練AI模型。



全自動虛擬量測
(台灣國立成功大學鄭芳田教授之研究團隊)

虛擬量測技術(AVM)可在產品尚未或無法進行實際量測的
情況下，利用生產機台參數推估其產品的品質，以達到全
檢的目標。換言之，虛擬量測可把離線且具延遲特性的品
質抽檢改成線上且即時的品質全檢。



刀具磨耗估測 (楊浩青教授、周至宏教授/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實驗條件為加工四把刀具(端銑刀)後，取兩把資料(加工過程的震動與電流特徵)建立刀具磨耗面積之估測模型，另兩把資料當成測試
(Tool#1：1-4，Tool#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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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於化工製程的應用(陳昇瑋，2017)







良率與製程能力

♣高良率也會有客訴？

Will high yields also have customer complaints?

♣製程能力： Process Capability

♣主動與被動設計



工具機伺服系統
智能調機技術(1/2)

◆製造加工有三類型的性能要求：
@品質：即工件表面粗糙度；工件表面亮度越佳，表面粗糙
度越好，軸向加速度限制要越大，即加工中盡量少減速，對
應的是軸向動態誤差要小。

@精度：即路徑誤差；主要是加工的轉角誤差，與曲線的幾
何誤差。

@速度：即加工循環時間的長短；加速度越大、加減速時間
短，則加工時間越短。

◆這三類型的性能要求幾乎互相牴觸，因此須依照不同的性
能需求，轉換成對應的參數性能指標，即軸向動態誤差、轉
角誤差、與幾何誤差等，然後依據參數性能指標，來智能化
決定控制器在不同加工路徑下的不同加速度參數。



工具機伺服系統
智能調機技術(2/2)

(圖片的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智慧機械科技中心)

◆SIMENS控制器之先進表面加工功能與效果

◆DMG/MORI SEIKI：自動加工循環功能設定，預設最佳表
面、最佳速度、與最佳精度等三種優化加工參數的模式選項。



智能設備系統圖例 (FANUC)



智能型功能 (MAZAK)

@防止振動控制功能(ACTIVE VIBRATION CONTROL)：可高速、高精度地加工，並延長刀
具壽命的防止振動系統。

@熱變位控制功能(INTELLIGENT THERMAL SHIELD)：熱變位補正控制系統，執行萬全的
熱變位對策。

@防止干涉功能(INTELLIGENT SAFETY SHIELD)：確保放心、安全作業的保護功能。

@語音導航功能(MAZAK VOICE ADVISER)：此操作支援功能，是用語音指示操作製程時
的內容與安全確認。

@主軸監控功能(INTELLIGENT PERFORMANCE SPINDLE)：隨時監控主軸，大幅減少停機
時間並預防的安全功能。

@保養監控功能(INTELLIGENT MAINTENANCE SUPPORT)：隨時監控各個單元及消耗零件
，防止機械突然發生故障的安全預防功能。

@車削工作台平衡異常檢測功能(INTELLIGENT BALANCE ANALYZER)：分析工作台的平衡
狀態，為了取得平衡，在圖示中會表示放置鉛錘位置的支援功能。

@棒材供給控制功能(INTELLIGENT BAR LOADER SYSTEM)：當一根棒材加工成數種不同
類型的零件時，進行最適當排程的功能。



設計端 製程端 設備端 委外部分 品檢端 出貨端

金屬扣件成形智能製造技術團隊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精微成形研發處
能源與精敏系統設備處
產業升級服務處

周至宏 講座教授
-專家顧問(2017~迄今)
-智能製造、AI、自動控制

詹家銘 博士
陳品均 博士
林庚達

張婉琪
吳國鼎

林崇田處長/博士
-計畫主持人(PI)(2017~迄今)
-自動化技術、先進控制

陳彥儒 博士 丁俊仁 博士
張成仲
邱建勳

方重光
李孝宗
鍾佳宏
何家瑋

溫志群 副組長/博士
-計畫協同主持人(2017~2020)
-自動化與控制

曾健明
吳閔楠
龔呂文
鄭淳宏

林世偉 博士
陳彥君

蔡孟珊
-計畫管理

材料開發 模具設計 建模分析機聯網雲端可視化手臂+視覺機台調模



扣件智能製造
微服務開發示範基地

仰賴老師傅經驗與傳承

調模時間減少75%
(>4小時→<1小時)

產品開發效率提升50%
減少試模次數至1~2次，製模與試模時

間50天降至25天

已超過2000人次、250個以上廠家數或團體參訪

四年期間已成功促成「主題式研發-螺絲
螺帽產業NICE升級轉型輔導計畫」申
請通過5案總金額1.44億元，輔導恆耀、
精湛、福輝、連翔、淯群等公司，導入
智慧製造之技術升級，委託金屬工業研
發中心完成32件工業服務委託案、24件
技術移轉案等已超過六仟萬元。

成形道次
拆解評估

國內首創光學輔助調模專家系統

AI導入模具設計
快速評估技術



針對成型訊號開發製程瑕疵事件特徵演算法則，建立事件的故障感知技術，達
成AI模型分辨正確率90%以上，提升製程故障排除效率40%。主動分析趨勢變
化，發現潛在不良特徵，提前預警排除不良。針對成型製程中常見之沾黏、模
裂與偏心等狀況，根據冷鍛扣件尺寸異常統計與線上分析決策，達到扣件尺寸
幾何資訊可視化管理之目標，減少人員巡檢失誤提高產線巡檢效率，研發之智
能技術可進行線上全檢，減少後製程再篩選檢浪費(後製程再篩選檢需求由30%
降至<15%，再篩檢率降低50%)。因應未來扣件的彈性生產，以自動感測與資
訊分析技術，大幅提升扣件品管效能，100%檢測並利於可視化及追溯，有效提
升國際接單，模組化開發/產業擴散容易。

高值扣件關鍵品質預檢技術突破



107年9月28日
螺絲公會理監事大會

運用智能化技術以解決金屬扣件產業之六大面向的需求
模具精準之調校對準、材料二次處理後之差異的掌握、設備監控、
模具監測、產線之供應鏈與委外等資訊透明性、品質預診。



107年9月28日
螺絲公會理監事大會

運用智能化技術讓
金屬扣件產業創造大產值

從接單到成品為扣件製造建立系
統性智能製造解決方案，研發成
果獲得國際肯定，以「金屬扣件
智能製造技術」於2020年榮獲美
國Edison Universe組織素有創新
界奧斯卡美譽的愛迪生獎(Edison
Award)銀牌獎。

研發成果獲得國際肯定
榮獲Edison Award



管 制 界 限 內 之 品 質

以樣本數據來推估該製程量產時，其在管制界限
UCL=5.2644及LCL=5.2327內的機率：

P{5.2327≤X≤5.2644} ≥  88.16%
亦即落在UCL與LCL管制界限內的量產品質至少
約有88.16%。改善之思維? 智慧化主動式設計?



智慧化3D視覺製鞋
自動打粗塗膠技術 (1/2)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之邱振璋副處長、翁尉展副工程師、周阜毅副工程師(任教於國立

高雄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尹菀珊副工程師等四人研發團隊，執行經濟部技術處“在地產業
創新加值整合推動計畫”成果卓著，其中“智慧化3D視覺製鞋自動打粗塗膠技術”之研
發成果，榮獲 (I)2019年第六屆經濟部國家產業創新獎、及 (II)2019年美國Edison
Universe組織之機器人領域的愛迪生獎銅牌獎(Edison Award - Bronze Award)！

該技術結合全自動化設備技術與製程、智慧型機械手臂、以及3D影像視覺軌跡辨識所開
發出自動軌跡、及特定區域塗膠設備，快速產生鞋面打粗及塗膠之機器手臂運動路徑。運
用機器手臂在8秒完成塗膠精度0.5mm鞋底塗膠，不但取代傳統因人工而導致不良產品，
利用機器手臂於鞋底自動上膠的工序，更可減少人員因化學膠水影響健康的問題。研發團
隊將製鞋過程自動化，協助鞋廠快速切換產線，因應市場需求而達到品牌廠商期待的隨選
生產，完整掌控速度和品質，協助傳統產業突破技術瓶頸、加速產業升級轉型、翻轉臺灣
製鞋產業。邱振璋副處長負責計畫案之統籌管理，翁尉展副工程師負責影像系統，周阜毅
副工程師(任教於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負責機器手臂與系統整合的軟體設計，尹菀珊副工

程師負責機構硬體系統。 研發成果影片： https://youtu.be/lU0ZQHt_kls



智慧化3D視覺製鞋
自動打粗塗膠技術 (2/2)



Intelligent Maintenance Systems(1/2)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www.imscenter.net)

 
 
 
 

Signal Processing & Feature Extraction Health Assessment 

Time Domain Analysis Logistic Regression 

Frequency Domain Analysis Statistical Pattern Recognition 

Time-Frequency Analysis Gaussian Mixture Model (GMM) 
 

Wavelet/Wavelet Packet Analysis 
Feature Map Pattern Matching 

(Self-Organizing Maps) 

Expert Extracted Features Neural Network Pattern Matching 

Autoregressive (AR) Model/AR Model Roots Adaptive Filtering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PCA) Hidden Markov Model (HMM) 

Performance Prediction Health Diagnosis 
 

Autoregressive Moving Average (ARMA) 
Feature Map Pattern Matching 

(Self-Organizing Maps) 

Elman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Match Matrix Bayesian Belief Network (BBN) 

Trajectory Similarity Based Prediction Hidden Markov Model (HMM) 

Stochastic Filtering  
Fuzzy Logic  

 

Smart Prognostics Agents Toolbox Algorithms 
(WATCHDOG AGENT®)



Intelligent Maintenance Systems(2/2)

(www.imscenter.net)

The WATCHDOG Toolbox contains four categories of analytical tools that
assess and predict performance or failures of machines or processes, by
extracting performance-related features from inputs of sensor data,
controller signals, expert knowledge etc. and modeling the historical feature
sets with selective expert knowledge to derive prediction results. Eventually
the output of prediction is utilized to support maintenance decision making
and related infrastructure operation.



智慧製造趨勢
—Modular Production

(德國AUDI之2030智慧工廠規劃藍圖)



智慧設備與製造發展方向的型態
@智慧化操作管理、模擬、與調機：語音導航、稼動率管理
、生產履歷、加工干涉模擬、自動化調機技術、機台運行物
理資訊與成型品質相關性分析、CAD/CAM/CAE整合、建
構Digital Twin等。

@智慧化加工製造生產：切削顫振控制、主軸變轉速控制、
平滑化轉角控制、自動式動平衡、成形製造優化控制、主動
振動控制、熱變位控制、補償校正機能、線上刀具磨耗監控
、自動排程、生產排程、品質保證技術、製程優化技術等。

@智慧化監控與安全防護：包含智慧螺桿預壓偵測、多軸防
碰撞、主軸監控、線上檢測與刀具壽命管理、機台運行能量
監測、品質監測、成型力與力量曲線監測等。

@智慧化維護保養：設備健康監控與診斷、故障監控與自診
斷、遠端機台設備診斷維修等。



Level for 
Reliability and Information Density

(Professor Alf J. Isaksson, ABB, Västerås, Sweden)



Intelligent System
(infobeyondtech.com)



Cyber-Physical Manufacturing Systems
(Behrad Bagheri and Jay Lee, 2015/09/23)

A cyber-physical manufacturing system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physical machine
asset and its digital twin. Digital Twin a software model that mimics the behavior
of the physical machine asset. In contrast, the IoT in common parlance is
generally limited to the physical machine assets, not their digital models. The real
value of the IoT for manufacturers is in the analytics arising from cyber-physical
models of machines and systems. The cyber-physical system usually refers to
systems of collaborating computational elements that control physical entities,
generally using feedback from sensors they monitor.



工業4.0、智慧製造

By integrating CPS with intelligent
systems (e.g., intelligent production
scheduling, intelligent logistics, and
intelligent services) in the current
industrial practices, it would transform
today’s factories into an Industry 4.0
(Smart Manufacturing) factory with
significant economic potential. (周至宏)



通路
商

物料
供應
商

終端
消費者

製造
設備
系統

智慧
工廠

市場訂單預測

消費者巨量資料

物流行銷 客戶/訂單資料庫

消費者偏好

品質保證

生產排程

維護保養
預測與排程

製程優化、
監控、調機

出貨排程

料件資料庫

物料訂單

設計與規劃
(Twin or Triplets

Model)

Cyber-Physical System (CPS)



智慧製造/工業4.0的系統技術(1/2)

(http://www.fujielectric.co.jp/)



智慧製造/工業4.0的系統技術(2/2)

(http://www.fujielectric.co.jp/)

Inductive AI (e.g. Neural Networks and Statistical Models)
are often used to modelling from data.



智慧製造/工業4.0之三大趨勢(1/3)

(From SIEMENS)

■生產網路：製造運行管理系統(Manufacturing
Operations Management，MOM)將幫助生產價值
鏈中的供應商獲得並交換實時的生產資訊。供
應商所提供的全部零組件都將在正確的時間以
正確的順序到達生產線。



智慧製造/工業4.0之三大趨勢(2/3)

(From SIEMENS)

■網宇實體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CPS)：
產品資訊都將被輸入到產品零組件本身，它們
會根據自身生產需求，直接與生產系統和設備
溝通，發出下一道生產工序指令，指揮設備進
行自組織生產，這種自主生產模式能夠滿足每
位用戶的"定制"需求。



智慧製造/工業4.0之三大趨勢(3/3)

(From SIEMENS)

■虛擬模擬與真實物理系統的完美融合：生產
製造過程中的每一步都將在虛擬世界被設計、
模擬、及優化，為真實的物理世界包括物料、
產品、工廠等建立起一個高度仿真的數位雙胞
胎(Digital Twin，Twin Model)。



Digital Twin Model for 
Manufacturing Process

(Source: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Twin Model、Cyber-Physical System)



Digital  Twin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4895/digital-twin-will-reverse-manufacturing)

就風力發電渦輪，General Electric
(GE)公司拍下每一片渦輪風扇葉片的
表面狀態，將溫度、旋轉頻率套用在
影像上面，分析葉片的損壞程度，便
能在故障前採取適當的措施，以提升
產能利用率。



Digital Twin Model for Factory
(Source: Siemens、ETM Automation)

Digital Twin用以監視生產線運作及優化生產流程



可視化液壓監測之Digital Twin
(http://entek-inc.com/)

可視化之Digital Twin可以讓用戶監控，並實際"看到"運
行狀態。它還為維護技術人員，提供了可視化的操作指導
，以幫助診斷問題，並拆卸液壓系統的複雜組件。



基於模擬擇優的產業新體系—
Digital Twin

◆Digital Twin係通過建立物理/真實世界和數位世界之間精
準映射、實時反饋機制，實現物理/真實世界與數位世界互
聯、互通、互操作之體系，構建虛擬世界對物理/真實世界
描述、診斷、預測、決策的新體系，優化資源配置效率。

◆Digital Twin：(1)在產品研發領域，可以虛擬數位化產品
模型，對其進行模擬測試和驗證，以更低的成本做更多的樣
態開發。(2)在生產管理與服務領域，可將數位化模型構建
在生產管理與服務體系中，在運營、物流、倉儲、生產管理
、和服務的平台上對生產與服務進行調度、調整、和優化。
(3)在設備管理領域，可以通過模型模擬設備的運動和工作
狀態，實現機械和電器的聯動狀況之觀測、與維護診斷。



數 位 雙 胞 胎
(Digital Twin、Twin Model)

Digital Twin的架構與定義很廣，其包括：
(1)運用學理機制方法，以及一些實際Data和
Identification的方法，來建構Mathematical
Twin Model。

(2)利用實際Data，以及Machine Learning方
法，來建立Twin Model。

(3)運用VR、AR所建立之一些可視化的Twin
Model。

(4)如何利用實際Data，來讓一些商用軟體成
為Twin Model。



Triple-Model Approach
Triple-Model Approach Building Commercial
Software to be Digital Twin



智慧製造/工業4.0之路
通往智慧製造/工業4.0之路

產品
設計

生產規劃
與工程

生產
執行

工業
服務

玻璃廠

安裝座椅 安裝玻璃 安裝車門

通過PLM軟體，產品設計時間和成本節約40%

數據驅動的服務將大數據變為"智能數據"通過PLM模擬軟體對機械手臂運動路徑的優化，可以節能30%

發出訂單

我就是它的
Digital Twin 收到產品補充需求

車窗玻璃低於安全
庫存，請補充。

請安裝
灰色真皮
座椅

收到
現在安裝
黑色真皮
座椅

收到
現在安裝
奈米塗層
玻璃

收到
現在安裝
粉色車門

請安裝
粉色車門

請安裝
奈米塗層
玻璃

35%
98.3%

97.5%
品質提昇至

設備可用率提昇至
節能



智慧機械/工業4.0/智慧製造
之精神

■ 商業層面：

智慧決策處理問題、預警問題、預

知需求、創造需求

■ 工業層面：

智慧決策處理問題、預警問題、預

防已知與未知的問題



產業界的需求面向
@滿足市場/客戶需求

@提高生產效率

@縮短產品上市時間

@增加製造的靈活性

●在智慧工廠生產的每一件產品，都擁有自己的數據
資訊，數據在研發設計、製程規劃、工程分析、生產
製造、維修運作、物流服務等的各環節不斷產生累積
，即時保存在ㄧ個數據平台。結合這一數據基礎、
ERP、APS、SCM、MES、CPS之Feedback機制、及
Digital Twin等實現資訊無縫互聯，進行產品之全生命
週期管理(PLM)，以滿足產業界的需求面向。



價值端、生產端、資產端



智慧機械/智慧製造/工業4.0
關注的研發議題(1/4)

針對全球產業界關心之智慧機械/智慧製造/工業4.0的研發議題
，應用與整合Experimental Design、Induc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duc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Theoretical Methods、Control
Technology等技術，可以提供所需之Solutions。

(1)生產系統：生產排程、生產設備(狀態感測與監控、預知保養
、狀態量測與估測、加工干涉模擬、自動校正與補償、線上調機、
系統控制技術、CAD/CAM/CAE整合、自動排程、語音導航)。

(2)品質保證：品質檢測、品質估測、品質預測、製程狀態診斷
與分析。

(3)製程優化：優化製程能力、製程參數優化、優化生產效率、
能源運用優化、穩健優化能力。

(4)數位建模：建立 Digital Twin (Twin Model)。



智慧機械/智慧製造/工業4.0
關注的研發議題(2/4)

智慧
決策

AlphaGo：大數據小任務
智慧機械/智慧製造/工業4.0的智慧決策：小數據大任務

基於深度
學習之策
略與方法

挑戰！

單目標

輸或贏

多衝突目標

品質、效率

精度、消耗等

可試錯的

精確的

決策仿真模型

難以建立模型
的動態系統

完備

規則

開放環境

不完備

不確定規則



智慧機械/智慧製造/工業4.0
關注的研發議題(3/4)

在智慧機械/智慧製造/工業4.0領域，其具備高
度的多元性/不確定性/動態性/專業領域知識需求/
客製化/多目標需求等特質，而且其Data絕大多
數不具通用性，因此，其AI技術之應用，不是套
裝軟硬體系統，直接購入，進行Plug-Play，就可
以符合產業/公司/問題的應用期待。(周至宏，2017)

♣ AI產品出貨不是一個個箱子，而是講"解決方案"。不同領域AI有不同演
算法、軟體、使用平台。他比喻，像拍照的攝影師、拍電影的導演，同樣是
在做擷取畫面的行為，但工作邏輯不同。導演要講故事，就要知道使用領域
有什麼專業知識、使用者行為、怎麼解決問題、創造價值，因此要針對市場
的了解，選對應用去開發演算法、使用模式、商業模式。(林百里，2018)



智慧機械/智慧製造/工業4.0
關注的研發議題(4/4)

藉 由 AI 技 術 的 進 化 優 化 演 算 技 術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可解決生產/自動排程技術的研發課題。

有關品質檢測、品質估測、品質預測、製程狀態診斷與
分析、設備狀態估測、設備狀態預知、自動補償、優化
製程能力、製程參數優化、優化生產效率、穩健優化能
力、數位建模等研發議題之重要關鍵是Modelling；該研
發議題之技術層面在於：(1)如何規劃實驗收集數據。(2)
如何依據估(檢)測、或預測(預知)需求，搭配感測器收集
數據，及應用AI技術、學理機制等技術來建模。



Cross-Industry 
Standard Process

(Source：Litan Ilany, Intel Corporation)



建立模型、建立關係
(Model、Relationship)

♣數據量(Data Amount)：不要一味要求數據量，需注意數據與問題
的匹配(度量標準、關鍵因素完備性、數據品質、數據的均衡性、不
平衡數據集、專業領域知識等)。

♣數據準備(Data Preparation)：建立模型/關係所需的數據準備，包
括原始數據抽取、多數據源融合、特徵萃取等。實際上，特徵萃取會
佔整個項目時間的40～60%。特徵萃取應充分利用專業領域知識(不
要浪費時間用數據分析手段挖掘出該領域早已熟知的規律)。

♣模型、關係(Model、Relationship)：學理機制為基礎之模型/關係、
機器學習為基礎之模型/關係。優化結構/參數。很多模型/關係性能瓶
頸並非來自于算法，而是來自于產業的定義與理解。(1)極簡原則：
在保證性能滿足的前提下，算法越簡單越好；(2)可控性：能夠明確
給出什麼時候場景，模型/關係不適用(以及對應的處理措施)。

♣不確定性(Uncertainties)：建立模型/關係時，要考慮將一些不確定
性因素，溶入於模型/關係的建立過程中。



探討智能化需解決之問題 (1/3)

@ 數據之獲得，涉及成本與時間。

==>實驗規劃先確保數據的均勻性，再日漸累積數據。

@ AOI+AI之實際現場應用問題。

==>經由穩健優化技術(Robust Optimization)，來建構具

Robustness與Reliability模型。

@ 估測/預測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問題。

==>建構Ensemble-Model/Combined Multi-Model。

@ 製程參數優化問題。

==>藉穩健優化技術化被動為主動，來優化製程能力。



探討智能化需解決之問題 (2/3)

@ 設備預知診斷問題。

==>動態模型的應用。動態特性使成效變差的問題，

簡單模型有助於線下或線上修正模型。

@ 生產排程問題。

==>單目標或多目標？

藉演算法獲得之結果，需具備Robustness的特性。

@ 穩健模型(Robust Model)問題。

==>建構不受攻擊影響、或不受不確定因素影響的穩

健模型，將會是重要的發展趨勢。



探討智能化需解決之問題 (3/3)

@ 數位分身(Digital Twin)建構問題。

==>如何利用實際Data，來建構有助益的Twin Model。

@ 即時機器學習(Real Time Machine Learning)問題。

==>即時進行數據前處理、解譯數據的特徵並利用新

的數據以及混合現有的模型進行動態修模。

@ 可解釋的模型(Explanatory Model)問題。

==>結合人類專家知識(包括模糊的概念與處理技術)和
深度學習建構Knowledge-Driven Perspective模型。



周至宏教授之團隊的核心技術

穩健優化技術 (Robust Optimization)

♣智慧化 /智能化之Learning、Adaptation、
Reasoning、或 Decision等能力的重要基石是
Optimization。



周教授之團隊的技術

@設計與規劃(Twin or Triples Model)

@製程優化與監控

@生產排程



優 化 問 題

♣優化/最佳化(Optimization)問題是在有
限種或無限種可行方案決策中，挑選最優
的方案決策。隨著高新技術、計算機及資
訊技術的快速發展，優化/最佳化方法在
工程、電資、管理、設計等領域的應用越
來越廣泛，問題的規模越來越大、要求的
目標越來越多、限制的條件越來越多、複
雜性越來越高。



Progression of Analytics

周至宏的觀點：

Reports(報告) » Correlations(相關性) » Predictions(因果性) » Recommendations(建議)

化被動為主動 (Transforming Passivity into Initiative)



穩 健 優 化
♣穩健優化(Robust Optimization)技術是
一種工程學上的方法，透過優化的方法
可以有系統地找到滿足條件需求的最佳
結果，且使所獲得的產品/系統對不確
定因素或擾動具不敏感性；穩健優化技
術所使用的優化演算法，同時也須具有
穩健的特性。穩健優化技術係不同學科
領域之間的實質性交融，其是推動工程
和技術發展的重要途徑。



Robust Optimal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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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D + TRIZ + RO
QFD-TRIZ-RO的協同應用

顧客/市場

Robust
Optimization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TRIZ

穩健優化設計的產品
(品質/功能都有高度穩健性)

顧客/市場的聲音
(外顯、潛在)

開發企劃
找出關鍵技術問題

實現開發企劃
的方案



Robust Machine Learning Model (1/2)

(Professor Aleksander Madry，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October 2018； https://ek21.com/news/tech/19312/)

Resulting Training Primitive:

Finding a robust model Finding a “bad” perturbation

To improve the model:  Train on bad perturbations
(aka as “adversarial training”)



Robust Machine Learning Model (2/2)

@建構不受攻擊影響、或不受不確定因素影
響的穩健模型(Robust Model)，將會是重要
的發展趨勢；這就意味著該穩健模型將對於
初始訓練集不同的數據進行處理，同時總體
的準確性與統計特性也得到提高，這對於保
障製造生產系統的安全和防護、或產業/企
業的實務應用成效等至關重要。



穩健優化製程能力 (1/3)

♣正在運轉之設備(Eq)其立即更換/修改等之可掌控性低，原
物料(Ma)也無法有高掌控性，因此應用操之在我的穩健優化
(Robust Optimization)方法(Me)，來穩健優化製程能力，達到
高品質並降低設備、材料、…等變異的影響。

(圖的來源：張忠樸先生)



穩健優化製程能力 (2/3)

♣先應用統計方法尋找顯著因子，再應用人工智慧/統計等技
術來建立模型/關係，然後應用穩健優化技術，來穩健優化製
程能力，最後量產，量產過程中則進行品質保證管理。

(圖的來源：張忠樸先生)



穩健優化製程能力 (3/3)



Overfitting (1/2)

(From the FB of Wen-Jeng Albert Hsue，2018-08-03)

Overfitting的Model很難適用於訓練樣本數據外的其他測試數據集



Overfitting (2/2)

(By Morvan，2017-01-20)

第三條曲線存在overfitting的問題，盡管它經過了所有的訓
練數據點，但是不能很好地反應數據的趨勢，估測/預測能力
嚴重不足。



Dropout

(N. Srivastava et al.，2014，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Vol.15，pp.1929-1958.)

Dropout--- A Simple Way to Prevent Neural Networks 
from Overfitting



Evolutionary Optimization
數 值 優 化

◆ J. T. Tsai, T. K. Liu and J. H. Chou, 2004, "Hybrid Taguchi-genetic
algorithm for global numerical optimization", IEEE Trans. on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Vol.8, pp.365-377. (Thomson Reuters ISI
Web of Knowledge之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列為Highly Cited
Paper)(中華民國發明專利I220954)
◆ J. T. Tsai, J. H. Chou and T. K. Liu, 2006, "Tuning the structure
and parameters of a neural network by using hybrid Taguchi-genetic
algorithm", IEEE Trans. on Neural Networks, Vol.17, pp.69-80.
(Thomson Reuters ISI Web of Knowledge之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列為Highly Cited Paper)

組合優化
◆ J. T. Tsai, T. K. Liu, W. H. Ho and J. H. Chou, 2008, "An improved
genetic algorithm for job-shop scheduling problems using Taguchi-
based crossover", Int. J.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Vol.38,
pp.987-994.



穩健優化的程序



Wafer mask alignment (with 2 sets of cross marks)

輕、薄、短、小是許多產品的趨勢，這類產品的製程，許多需要仰賴自動
化的機器視覺輔助。通常這類「自動對位」的高階設備造價昂貴，但自主
開發卻常常因為經驗不足，在Trial-and-Error中得不到好的效率(速度)與
精度。若能發展好的方法，導入CPS的精神，將能大幅提高整體效能。

J. T. Tsai, C. T. Lin, C. C. Chang and J. H. Chou, 2015, IEEE Trans. on Industrial Informatics, Vol.11, pp.1366-1377.

精密定位系統之產業應用實例
(蔡進聰教授、林崇田處長、張成仲工程師、周至宏教授/屏東大學、金工中心、高雄科大)



Pixel Pulsefx, fy, fq

平面類型的自動精密對位開發應用，除了要有一套高效率的對位方法外，
視覺系統與運動系統間轉換參數(下圖的fx, fy, fq )的精確度，會影響系統對
位的整體效率。但這組參數通常也會受到視覺鏡頭失真、螺桿背隙、系統
組裝的平行(垂直)度.. .等的影響，因此有發展一套找到優質的fx, fy, fq方法之
必要性。

精密定位系統之產業應用實例(續)
(蔡進聰教授、林崇田處長、張成仲工程師、周至宏教授/屏東大學、金工中心、高雄科大)

鏡頭失真
螺桿背隙

設備垂直/水平度次系統垂直/水平度

視覺系統與運對平台轉換參數取得優化 影響轉換參數精確度的關鍵因素

J. T. Tsai, C. T. Lin, C. C. Chang and J. H. Chou, 2015, IEEE Trans. on Industrial Informatics, Vol.11, pp.1366-1377.



為能快速且精確得到一組優質的fx,fy,fq參數，我們發展了一套可節省時間
並具有虛實整合效果的方法；其係發展一套「整合類神經網路及進化優
化演算法」之快速/精準取得自動對位參數的方法，透過實務驗證並與其
他方法比較，證實得到很好的效果，效率可提升約40% 。

精密定位系統之產業應用實例(續)
(蔡進聰教授、林崇田處長、張成仲工程師、周至宏教授/屏東大學、金工中心、高雄科大)

J. T. Tsai, C. T. Lin, C. C. Chang and J. H. Chou, 2015, IEEE Trans. on Industrial Informatics, Vol.11, pp.1366-1377.



Pixel

Pulse
fx, fy, fqCPS

(虛實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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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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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系統)

精密定位系統之產業應用實例(續)
(蔡進聰教授、林崇田處長、張成仲工程師、周至宏教授/屏東大學、金工中心、高雄科大)

J. T. Tsai, C. T. Lin, C. C. Chang and J. H. Chou, 2015, IEEE Trans. on Industrial Informatics, Vol.11, pp.1366-1377.

CPS是工業4.0中相當重
要的一個核心項目。過
去許多傳統產業較擅長
於生產製造，對於硬體
的開發與應用較為熟悉
。適當的發展並運用
CPS技術將會大幅提高
企業競爭力。

視覺系統 對位平台座標轉換

FPCB曝光機 對位系統 對位標記

FPCB自動曝光機實際導入應用



彩色濾光片製程建模與參數優化
(蔡進聰教授、周至宏教授/屏東大學、高雄科大)

●彩色濾光片之色彩R值、G值及B值均有其規格目
標值，表面粗糙度則追求越小越好。

●經由實驗規劃與數據，建構彩色

濾光片化學機械拋光製程中各品質

特性及製程參數的模式關係。

●發展最有效率之優化方法，來建構Twin Model、
及搜尋最佳製程參數。

J. T. Tsai, P. Y. Chou, and J. H. Chou, 2020, IEEE Trans.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Systems, Vol.50, pp.1193-1207.



即時智能型參數優化方法
(蔡進聰教授、林崇田處長、周至宏教授/屏東大學、金工中心、高雄科大)

■結合實驗設計方法與逐步縮小比率，來穩健優化系
統參數。

■配置三水準直交表來執行實驗。

■利用訊號雜訊比(SNR)檢視結果。

■依據回應表推論參數最佳組合及逐步縮小比率，計
算下一次實驗的三水準。

■重複進行直交表實驗，直到所得的結果相同，實驗
即可完成。

J. T. Tsai, C. T. Lin, and J. H. Chou, 2020, IEEE Trans.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Systems, Vol.50, pp.1300-1309.



Engine Management System (EMS)是一種利

用電子控制單元，來控制引擎的噴油與點火裝置，

可以使引擎在最佳的狀態下運轉。

機車調校專業人員在調校系統參數時，需要

人員手動輸入數值並目視確認調校結果，調校過

程必須重複性操作修改數值的動作，直到結果符

合可接受的系統參數效能評比，且調校參數通常

超過一個以上，視情況會增加或減少參數範圍，

統整分析和歸納最佳化參數組合需要投入大量人

力和花費冗長的時間，操作人員需以人力進行調

校系統的參數判斷，對於各種類型機車系統參數

調校的整體調校週期而言效率低且耗費長期人力

及時間成本，藉由所研發之智能自動調校系統的

輔助可解決與改善產學合作之產業界的問題。

多目標最佳化EMS智能自動調校系統
(劉東官教授、周至宏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周教授之團隊的CI技術績效
周至宏教授帶領研究團隊協助台灣產業界之CI技術研發(包括：技
術授權/技術移轉)的成功創新績效及產業技術突破之貢獻等研究績
效，深獲國際肯定與矚目，因而榮獲美國IEEE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Society Industry Liaison Committee之Highest Rank的
Winner；IEEE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Society (IEEE CIS)於
2014年6月至2018年10月期間在其Website開闢一個Industry News
and Success Stories專欄，特別報導周教授之研究團隊在產業界智能
化技術研發創新績效及產業技術突破的Industrial Success Story。在
IEEE CIS於其Website開闢Industry News and Success Stories專欄
期間，該研究團隊是『全球第一個、也是國際上唯一』榮獲IEEE
CIS專欄報導其產業智能化技術研發成功績效的研究團隊。2018年
10月起，IEEE CIS更新其Website後，周教授之研究團隊的研發成
果被保存成為該網站之提供全球產學研界參考的檔案資料。

請參考網站資料：

https://cis.ieee.org/professional-development/industry-liaison/archived-industry-news-and-success-stories













核心技術的發展需求、趨勢與挑戰
@ AI的應用(全球各大展)

@平台生態與智慧生產網路系統(含TSN、5G)(全球各大展)

@預測性維護服務(全球各大展)

@人機協同(Cobots)(全球各大展)

@數位雙胞胎(Digital Twin)(全球各大展)

@工業/資訊安全(全球各大展)

@循環經濟系統設計

@穩健性、可靠性、可解釋性、即時性、

低耗能、模塊化之機動性



IBM預測AI發展的三個趨勢

@ AI由相關性分析向因果關係的

推理轉變

@開發值得信任的AI將成為研究

的焦點

@量子科技與AI的結合



參數與超參數
(Parameters and Hyperparameters)

◆參數(Parameters)/模型參數：
由模型通過學習(優化算法)得到的變量，例如：權重
和偏置。

◆超參數(Hyperparameters)/算法參數：
超參數是在開始訓練之前，根據經驗進行設置和調整
的具有預定值的訓練變量，其影響和控制到權重和偏
置之值的大小，例如：迭代次數、隱藏層的層數、每
層神經元的個數、學習速率、優化算法、激活函数、
Dropout的概率、…等。經驗值得參考，但總是有所
出入，實踐方能出真知。



Optimization of Hyper-Parameters
The model in the machine learning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cludes
two parameters. One is the parameters learned during the training
process, and the other is the hyper-parameters.

How to effectively optimize the combination of hyper-parameters with a
systematic and step-by-step approach can refer to the paper :
[A] Fu-I Chou, Yun-Kai Tsai, Yao-Mei Chen, Jinn-Tsong Tsai and Chun-Cheng
Kuo, 2019, "Optimizing parameters of multi-layer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by modeling and optimization method", IEEE Access, Vol.7, pp.68316–68330.
[B] W. H. Ho, T. H. Huang, P. Y. Yang, J. H. Chou, J. Y. Qu, P. C. Chang, F. I Chou
and J. T. Tsai, 2021, "Robust optimization of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with a
uniform experiment design method: a case of phonocardiogram testing in patients
with heart diseases", BMC Bioinformatics,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C] W. H. Ho, T. H. Huang, P. Y. Yang, J. H. Chou, H. S. Huang, L. C. Chi, F. I
Chou and J. T. Tsai, 2021,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lassification model for macular
degeneration images: a robust optimization framework for residual neural
networks", BMC Bioinformatics,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DARPA的 AIE計畫
2018年7月，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畫局(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推 出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ploration Program (AIE計畫— http://www.

darpa.mil/news-events/2018-07-20a)。

AIE計畫延續DARPA在AI領域開創性研發的50年路線圖。
過去DARPA投資促進“第一波”(基於規則)(Deductive AI)、
“第二波”(基於統計學習)(Inductive AI)之AI技術發展。

DARPA表示，AIE計畫將專注於“第三波”AI的應用及理論
(XAI)，旨在讓機器適應不斷變化的情況，具有解釋自身決
策原因能力的AI系統。按照DARPA的設想，XAI的目標是
“產生更多可解釋的模型，同時保持高水準的學習表現；能
使人類用戶理解、信任、和有效管理新一代AI合作夥伴”。



XAI Concept (1/4)

(https://www.darpa.mil/program/explainable-artificial-intelligence)



XAI Concept (2/4)

(https://www.darpa.mil/program/explainable-artificial-intelligence)



XAI Concept (3/4)

(Figure From：Z. Zeng, C. Miao, C. Leung, and C. J. Jih, 2018@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XAI Concept (4/4)

目前，大多數深度學習模型都是Data-
Driven Approaches，而Knowledge-Driven
Perspective則相對較少受到關注。因此，結
合人類專家知識(包括模糊的概念與處理技
術)和深度學習技術，及融合各類AI技術，
將開展一個大好的研發機會與產業！



智慧機械/智慧製造/工業4.0

(圖的來源：黃俊弘，工研院機械所系統組，2019年3月5日)

● Endpoint AI、Edge AI、Cloud AI

● Statistical AI (Inductive AI)
Real-time Continuous AI (Deductive AI、Classical AI)

●MES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MOM (Manufacturing Operations Management)



整體模型或組合式多模型
(圖的來源：http://www.fujielectric.co.jp/)

The Estimation/Prediction effect/accuracy varies at times depending on the
built model. A developed Ensemble-Model/Combined Multi-Model (整體模
型或組合式多模型) allows effective/accurate estimation/prediction.



遷移學習(Transfer Learning) (1/2)
(https://www.analyticsvidhya.com/blog/2017/06/transfer-learning-the-art-of-fine-tuning-a-pre-trained-model/)

場景一：數據集小，數據相似度高(與Pre-trained Model的訓練
數據相比而言)
在這種情況下，因為數據與預訓練模型的訓練數據相似度很高，因此我
們不需要重新訓練模型。我們只需要將輸出層改製成符合問題情境下的
結構就好。我們使用預處理模型作為模式提取器，比如說使用在
ImageNet上訓練的模型來辨認一組新照片中的小貓小狗，在這裡，需要
被辨認的圖片與ImageNet庫中的圖片類似，但是我們的輸出結果中只需
要兩項—貓或狗；在這個例子中，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把Dense Layer和
最終Softmax Layer的輸出從1000個類別改為2個類別。



遷移學習(Transfer Learning) (2/2)
(https://www.analyticsvidhya.com/blog/2017/06/transfer-learning-the-art-of-fine-tuning-a-pre-trained-model/)

場景二：數據集小，數據相似度不高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凍結預訓練模型中的前k個層中的權重，然後
重新訓練後面的n-k個層，當然最後一層也需要根據相應的輸出格式來
進行修改。因為數據相似度不高，重新訓練的過程就變得非常關鍵。而
新數據集大小的不足，則是通過凍結預訓練模型的前k層進行彌補。

場景三：數據集大，數據相似度不高

在這種情況下，因為我們有一個很大的數據集，所以神經網絡的訓練過
程將會比較有效率。然而，因為實際數據與預訓練模型的訓練數據之間
存在很大差異，採用預訓練模型將不會是一種高效的方式。因此最好的
方法還是將預處理模型中的權重全都初始化後在新數據集的基礎上重頭
開始訓練。

場景四：數據集大，數據相似度高

這就是最理想的情況，採用預訓練模型會變得非常高效。最好的運用方
式是保持模型原有的結構和初始權重不變，隨後在新數據集的基礎上重
新訓練。



Intelligent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ing System (1/2) 

♠Open-loop Observer or Kalman Filter Architecture



Intelligent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ing System (2/2) 

♠ Closed-loop Observer or Kalman Filter Architecture



Domain Knowledge + AI

大家都在強調「AI +」，我個人
則認為要以Domain Knowledge
為“核心本體”，AI為“發展羽翼/
賦能技術”，應該是

《Domain Knowledge + AI》。



Research & Development Needs
◎What services are helpful?
◎What values can be created for the customers/market?
◎What business models make sense?
◎ How to technically implement software services?
◎ How to provide self-healing, self-organizing or self-optimizing

production and negotiation capabilities?
◎ How to protect investments of existing plants?
◎ How to model and store virtual models ?
◎ How to interact between virtual and real world?
◎ How to reach industrial performance?
◎ How to provide a secure network?
◎ How to model and standardize interfaces towards physical objects

and services?
◎ How to connect devices into the internet?
◎ How to model self-awareness across vendors regarding functionality,

requirements etc.?



✿發展智慧(智能)化技術不是為智慧
(智能)化而智慧(智能)化，研究發展工
作應該兼顧到：目標、成本、與利潤
(Target, Cost, Profit)；其中目標係指：
解決消費者/市場的問題與痛點、符合
及滿足消費者/市場之現在或未來的需
求、使用方便性、創造消費者/市場的
價值、產品/系統的穩健及信任性等。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