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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機器視覺枝開葉散

智動化雜誌每年的十月號，都會推出機器視覺的主題內容，一方面是配合重要的產業展

會，另一方面也是認為機器視覺技術對於自動化與智慧化應用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

影響。

而有別於過往的內容企劃，今年十月份的機器視覺主題我們比較從配角的角度來切入，

更著重在透過機器視覺技術所能夠達成的新應用，而不是只停留在傳統光學檢測的範疇

裡。

而機器視覺能實現的智慧應用有哪些？其實還真不少，像是廠房裡的自動搬運車

（AGV），或者產線上的協作機器人，它們都需要具備先進的影像感知系統，除了判斷

環境狀態外，更重要的是，要能對這些物件和情境進行檢測和分析，自動的做出反應與

判斷。

尤其是廠房和產線上的設備，所要分析的物件和情境是非常大量，同時運轉的也十分的

快速，因此所需要的機器視覺裝置也要有相對應用性能，除了要結合更多的智能運算系

統外，裝置本身的輕薄短小、易於整合嵌入也會是設計的考量。

以協作機器人為例，它們所要執行的任務通常都是立體的物件，因此需要的影像判讀就

會是3D的視覺，需要同時擷取物件的多個面向，接著再搭配縝密的演算法，讓機器手

臂的夾爪可以自動判斷移動的路徑和夾取的角度。若面臨不規則的物件時，也能進行判

讀，自動反應。

當然，光有影像的視覺系統是無法達成自動化和智慧化的目標，還必須要結合人工智慧

（AI）技術才能作到。而AI的使用基本上是一種演算法與大數據分析的交互結果，因此

傳統上是屬於資訊部門的工作，對於工業廠房的人員來說，算是一種跨領域的應用。

而跨領域其實也就是機器視覺的發展趨勢，未來不只要能導入AI的技術，還要能跟更多

的感知系統相結合，像是觸覺、聲音、光達等等，進以實現更全面的智慧應用與自動化

功能。

總結一句，就是機器視覺枝開葉散的時間到了。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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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
nologyT

文／英特蒙提供

從機器控制運用可程式化邏輯控制器(PLC)、工業電腦(IPC)和可程式化自動控制

器(PAC)的性能比較說明，進而探索工業4.0如何改變對機器控制架構的需求，以

及IPC為何迄今仍能夠提供機器控制最佳化架構。

工業4.0改變
自動控制架構的選擇標準

採用IPC進行自動控制優於PLC和PAC的緣由 （source：PrismaPlan）

20多年來，設備製造商不斷地努力想尋找出最適合

的控制器架構，以提供市場所需的性能和品質，

同時也能保護其投資資產及長期利益。過去，可程式

化邏輯控制器（PLC）、工業電腦（IPC）和可程式

化自動控制器（PAC）皆各有所長和能夠保證一定的

效能，因此，決定使用何種系統取決於目標設備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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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工業4.0和lloT改變了選擇的標準，轉而偏好工業

電腦（IPC）。現今的機器控制需要前所未有的整合

性和相容性，而這只有全軟體、採用Linux或Wind ows 

作業系統在x86硬體的IPC才能應付。

在工業4.0時代，除了具備基本的設備控制器功能外，

機器自動化現在還必須因應雲端分析的回饋來優化性

能，以及採用OPC-UA、EtherCAT以及PLCopen等標準

來簡化設備通訊和構造，並且在控制器上運行同類最

佳的第三方軟體（例如端點分析軟體）來提升價值， 

縮短產品開發與上市時間。

設備控制器現在必須能夠運行同性質最佳的第三方

軟體。因為這項新需求徹底改變了選擇標準，PLC或

PAC不再受青睞，IPC一躍成為新寵兒。因為只有具備 

x86架構的IPC提供大量的第三方現成軟體，而且這些

軟體可立即提供給設備製造商使用。這與大部份封閉

式的PAC或PLC形成對比，供應商或設備製造商必須

從頭設計高品質的網路和分析應用程式，而這些都是

IPC先天的優勢。

本文描述機器控制運用PLC、PAC以及IPC之間的區

別，並探索工業4.0如何改變對機器控制架構的需求，

進而解釋和PLC或PAC相較之下，為什麼IPC能提供迄

今為止最佳化的機器控制架構。

基本機器控制架構的比較： 
PLC、PAC及IPC

跟過去相比，現今控制系統功能更加強大靈活，更容

易配置和編程，而且提供多樣化和簡化的通訊機制。

市場上控制器供應商眾多，競爭非常激烈，各式控制

系統架構的功能和價值差異對工程師而言，也更難以

比較和瞭解。過去20年來，工程師往往在機器裡安裝

三種基本的機器控制架構：PLC、IPC及 PAC。

1960年代後期之前，控制系統是由控制各自分離設備

的繼電器組成，獨立的迴路控制器則負責監督和控制

類比功能。這種結構造成不少困難，包括控制器之間

的繼電器佔據不少空間、變動十分昂貴，以及出現問

題時，故障排除手法也十分複雜。

PLC於1970年代初期發明，剛開始用於工業應用相

關，從而取代了繼電器系統。即使體積比原始的繼電

器要小，但最初研發的PLC仍然很大，並需要使用專

用端子和有限的指令集來編寫程式。

到1970年代後期，分散式控制系統（DCS）開始取代

單一迴路控制器，幫助集中類比控制環境的過程。歷

史上來說，DCS是由多個靠近終端控制設備及可視化

工程用PC-based工作站的輸入／輸出機架所構成。所

以為了與過程迴圈相互作用，工程螢幕必須和DCS搭

配使用。到了1980年代初，PLC系統開始參照DCS且

具備分散式組件和機架。

最初的概念開始，PLC就有許多較進步的地方，包括

處理能力變強、記憶體增大、能處理的位元數變多和

體積縮小。這些重大改進也為許多其他類別的自動化

系統鋪路，其中兩個分別是PAC和IPC。儘管PLC品質

良好，但PAC和IPC添加了一些新功能和能力使它們獨

樹一幟。要比較這三種系統架構，先要對每種架構的

優點有所基本了解。

可程式化邏輯控制器（PLC ）概述

現今的PLC控制器不僅威力強大且功能性佳，因此，

事實上一直是許多自動化項目的標準。PLC的用途 

常見而廣泛，包括代工生產（OEM）的機器在內，

但在物料運輸上就僅有幾個例子，像是包裝機、堆

棧機、填充機和輸送帶。PLC通常與硬體的人機介

面（HMI）套件配對來處理視覺化。PLC可處理高速 

1/0、數位和類比1/0以及進行序列；還能進行高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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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網路介面和運動控制。

實際運用上，所有PLC都配有內建現場、設備或

乙太網路級別的通訊系統，例如Ether CAT、Mo 

dbus、Profinet以及TCP。這些網路全都用於PLC對PLC

的通訊、分散式1/0功能以及HMI/SCADA（資料擷取

與監控系統）通訊。PLC通常也十分具有成本效益，

相較於其他控制系統保有一定的競爭力，然而這套系

統僅能處理有限的1/0數量。

程式的複雜度與邏輯設計也有限制。例如硬體架構

的PLC不支援或物件導向的邏輯。但基於物聯網的需

求，一些先進軟體架構的PLC已能支援21世紀物件導

向程式設計（OOP）技術， 而PLCo pen也被視為架構

PLC的新OOP標準。

可程式化自動控制器（PAC）概述

PAC也是設計成與PLC系統完全相同的基本功能，但

添加一些特點以增加功能性。也就是說，PAC 的設計

目的是為了處理更大的分散式應用控制，像是大型包

裝生產線、分散製造控制系統以及大型棧板或工廠製

程的製程控制等。PAC擁有更加先進和目的性的指令

集，例如排序、設備控制、製程控制和批次處理；也

可以為特定產業編程，提供專門針對石油、天然氣、

核能以及其他專業領域的指令集。

專業領域的指令集威力強大，所以要增強PAC的總線

功能才能正確執行命令。PAC可以與企業級SCADA併

用，控制整個工廠並擷取與處理數據。PAC通常架設

於類似IPC的系統架構，甚至使用x86晶片，但他們無

法運行第三方電腦軟體。設備製造商會被供應商綁在

PAC模組中。

隨 著 P A C 指 令 集 以 及 對 應 的 H M I 資 料 庫 逐 步 發

展，PAC和DCS之間的區隔線也愈加模糊了。DCS的

大多數功能性、整合性以及強度現在也由PAC的製造

商提供。以前是大型DCS系統才能做到的先進控 制能

力，PAC現在也具備了，還能在PlD不足的不穩定或

複雜的封閉迴圈控制環境中使用。

PAC的主要優勢也可能造成其最大的負擔。大多數

PAC是模組化硬體，所以易於擴展，並且具有強大的

開發語言。但如果發生無法由PAC處理的任務，而供

應商又將設備製造商「綁定」，那麼困難就出現了。

例如在工業4.0時代，有越來越多的公司正尋求在設

備控制器上進行邊緣分析，而非仰賴雲端。如果PAC

無法加載第三方軟體，該機器可能就會錯失提供具競

爭力和高性能的大好機會。

工業電腦（IPC）概述

IPC工業電腦於1990年代崛起，當時自動化公司剛起

步設計軟體，想模擬出可以在標準電腦上運行的PLC

環境。一開始，由於主機作業系統（OS）有時不太

穩定，導致使用電腦進行自動化並不是一個可靠的方

法。

然而，透過使用加強後的IPC配合更穩定的作業系

統，IPC領域已有重大進展。一些製造商甚至使用

即時作業系統（Real-Time OS）核心，製作出自己

的IPC進行自動化。即時作業系統能讓自動控制與

作業系統環境分工處理，並在運行某些工作和功能

時，能比作業系統優先進行（例如使用I/0介面）。l 

nt ervalZe ro上的RTX 64就是一個即時作業系統的實

例。RTX 64能將微軟Wi ndows系統轉換為即時作業系

統（Real-Time OS）。

因為IPC是在個人電腦平台上運行，所以與標準PLC

相比，IPC具備更現代化處理器和更大的記憶體。IPC

的重大優勢之一，就是在同一台機器能同時運行HMI

應用程序與自動化程式，從而大大降低了設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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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OEM機器和其他沒有太大空間的小型專案也會廣

泛使用IPC。設備製造商還可以在同一台IPC上同時使

用第三方軟體和機器控制；像是使用於雲端連接的安

全通訊協定OPC-UA或在數據發送到雲端之前彙整和

分析數據的第三方分析軟體。

工業4.0需求改變 
控制架構的決策標準

直到最近，要從PAC、PLC或IPC之間挑選一種來使用

時，還是有許多因素要列入考慮，例如預算多寡、規

模大小、支援度、複雜程度以及未來的擴展性。特別

重要的是，也不能忽略需要安全完整性等級（SIL）認

證以及平均故障間隔（MTBF）的相關系統。

此外，控制系統的品牌通常會由設備設計工程師決

定。客戶現有的編程許可證類型、維護和技術培訓以

及區域承包商的支援也都息息相關。這些要素都會影

響總擁有成本（Total Cost of Ownership）；品牌愈熟

悉，也能減少重新培訓的時間，並且保持品質一致。

因為工業4.0徹底翻轉了最佳機器控制架構，可見其

重要性並非誇大其辭。亞馬遜翻轉零售業和谷歌主宰

廣告的手法，是將深度整合的數位策略套用到傳統業

界。工業4.0應用了相同的概念，將類似的數位策略植

入製造業的環境，期望能夠打破傳統思維。採納工業

4.0的技術並將其應用到工廠的設備製造商和製造業者

已經蓄勢待發，準備主導各自的垂直市場；沒有接受

工業4.0概念的業者，將在這場戰役中淡出。

由德國政府發起，工業4.0運動的焦點在於把價值鏈數

位化，以建立智慧製造設備。這對世界各地的製造業

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事實上，多數人都知道製造業早

已興起了第四次革命。

再者，顧能公司（Gartner）曾引證，十分重要卻常被

忽略的工業4.0元素是「智慧」設備控制器。設備控制

器與雲端功能一樣重要，或者可以說更重要，因為它

是真正突破架構的來源：集結資訊後將其安全導入和

導出雲端，簡單來說，就是實際運用了那些有效的訊

息。顧能公司也相信，端點分析會隨著時間變得極度

複雜且具預測性，以改善系統的回應。如果設備控制

器沒有「聰明」到能夠根據有效訊息 或控制器自行產

生的訊息，來適應不斷變遷的製造環境，工業4.0的願

景將無法實現。

此外，正如德勤（Deloitte）在其2019年的觀點論文

中指出軟體確實在「蠶食」（科技）世界， 最有效的

解決方案是在一台工業電腦運行所有軟體，不需要專

屬硬體設備。他們記錄了超過25年的趨勢，市場已從

硬體為主的經濟轉變為軟體和數位化。對於一直拒絕

改變的設備控制器而言，工業4.0的需求使其無法再墨

守成規。

工業4.0改變了一切，因為所有機器控制架構如果想在

軟體主導的世界佔一席之地，都必須考慮工業4.0的

需求。工業4.0觀念尚未出現之前，大多數的設備製造

商和用戶都認為機器會成為一座座自動化的孤島。然

而，工業4.0要求前所未有的連接性，以求在品質、

生產性能和價值上有所突破。而且不僅僅是與雲端的

連接，也是產線機器之間的連接，因此一個控制器可

與其他控制器分享資訊，進而改善整個產線的生產性

能。工業4.0的目標是智慧設備控制器架構和智慧邊緣

裝置，最終能成為構建智慧工廠的基礎。

圖1：製造業從第一次革命到已興起的第四次革命，在
不同的階段都有其重要的影響力。（source：英特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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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工業4.0也不僅僅著重在單一機器的單一控制

器。如今緊密整合工廠的工業網路可於同一部電腦上

支援多個控制器，當成網路中掌控多台設備的主要控  

制器。隨著技術的發展，工廠的整合讓客戶更能彈性

運用，在我們朝著工業4.0的未來發展路上，一切都能

加以整合。

因此，在選擇機器控制架構時要考慮的因素，像是預

算多寡、規模大小、支援度、複雜程度以及未來的擴

展性，在決定時仍都是息息相關的，但所有這些因素

還必須透過額外的條件加以審視，才知道是幫助還是

損害設備製造商邁向工業4.0的能力。最後，工業4.0

添加了三個原則，作為在挑選理想的機器控制架構時

必須考慮的重點。

首先，工業4.0要求以全軟體的方式達到自動化，才

能讓傳統控制器升級為「智慧控制器」。唯有「全軟

體」的方式， 才能提供從雲端或其他控制器擷取訊息

所需的靈活性，進而即時做出變更機器作業的相關決

策。其次，要採用即時作業內核的全軟體架構，才是

關鍵所在，但不是任何一套軟體都能做到。理想的全

軟體系統架構會要求開放性，能在單一平台上運行多

個控制器，並且直接在控制器上運行第三方軟體，例

如數位分身（digital twin）或分析軟體。 第三，理想

的機器控制架構必須包含行業標準，以減少整合和數

位化製造業價值鏈時會碰到的障礙。

最後，正如德勤所記錄和資料來源之一的馬克·安德

森（Marc Andreessen）所預測，只有全軟體才能策略

性的有效滿足未來需求，因此唯有IPC-based的控制器

才能將傳統控制器轉變為智慧控制器。在開放性或設

計上，PLC和PAC既無法支援全軟體，也無法運行第

三方軟體。PAC和PLC無法預見或適應未來工業4.0需

要的更多連接需求。從一開始就選擇在IPC上運行的

控制平台，將增加設計項目成功的機率，最終也能為

相容工業4.0的未來做好準備。

結論

現今更靈活、運轉速度更快、更智慧、相互通訊、即

時處理／分析數據的機器創造了足以改變世界格局的

經濟和生產力機會。其中重要的是，透過結合人工智

慧的工業4.0的訊息共享將只會提高對系統要求的處理

速度。能提供功能最靈活、作業最精確和最高性能的

設備自動化和機器控制系統公司，將為他們的客戶創

造最大的利益價值。

直到最近，PLC、PAC和IPC架構在獨立設備或自動化

孤島的情況下，提供了相似的功能性，而努力升級的

公司可能會陷入難以選擇最適架構的泥沼之中。靠著

消除自動化孤島，替換為雲端連結的控制器網路而打

下智慧製造 的基礎，工業4.0翻轉改變 了這一切。

基於工業4.0 的需求，配置PLC和PAC 的機器控制架構

將不會再有相同的使用年限，因為這些網路和智慧控

制器都要求全軟體的途徑，而只有使用IPC工業電腦

的控制架構才能辦到。
圖2：工業4.0改變一切，所有機器控制架構如果
想在軟體主導的世界佔一席之地，都必須考慮
工業4.0的需求。（source：Vogel It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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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視覺跟隨產業轉型

協作型機器人越來越智能

機器視覺開天眼

提升速度與準確性

結合AI管理 
機器視覺應用領域持續擴增

邁向工業4.0時代，各國智慧製造順勢崛起，

對於產品的品質全檢要求越來越高，

機器視覺不僅扮演了傳感器角色，在製程中蒐集資訊。

惟若要替代更多人力，還須機器人更有智慧，

就必須仰賴視覺與力感應等輔助，

因此結合了協作機器人的手、

足部的無人搬運車（AGV）來引導與定位AMR；

加上AI深度學習技術的發展，

機器視覺對環境的感知、物件的瑕疵等，將有更強辨識力，

許多工廠還希望結合機器學習，能更適合應用於產線的異常檢測；

可將機器人快速導入各個產業的實際應用。

進而連結雲端，蒐集足夠大數據供軟體模擬、分析、演算，

建立人工智慧（AI）加值應用所需資料庫，

以協助企業更有效率地分析數據，並優化流程以提高效率，

來提升瑕疵檢測的速度和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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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念舜

延續自21世紀初台灣推動兩兆雙星產業以來，不僅成功導入2D/3D自動光學檢

測設備，提高產品良率。到了邁向工業4.0時代，機器視覺更扮演了傳感器角

色，在製程中蒐集資訊，並結合協作機器人、自動導引車自主移動；如今還可

望結合人工智慧，擴大於投入PCB、Mini LED等次世代產業應用來提升價值。

機器視覺跟隨產業轉型

（source：cdn.shopify.com）手足一體精益求精

除
了過去傳統「自動光學檢測（Automated Opti-

cal Inspection；AOI）」，係指透過光學系統

來取得成品的表面狀態，再藉電腦影像處理技術來檢

出異物或圖案異常等瑕疵，得以在現今越來越精密，

又不容許接觸檢測的製程中取代人工目測，透過非接

觸方式在製程中就檢查半成品的尺寸、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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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於2D/3D自動光學檢測設備需求大增，在高精

度光學影像檢測系統架構，包含光源、光學鏡頭，以

及定位量測、光源照明補償、影像處理識別等技術，

以避免如晶圓、LCD面板、LED光電等高價值產品一

旦出現瑕疵，損失將難以估計。

直到邁向工業4.0時代，各國智慧製造趨勢崛起，對於

產品的品質全檢要求越來越高，機器視覺更扮演了視

覺傳感器的角色，要求可安裝於各工作站檢測及蒐集

所有生產步驟資訊來管控品質，甚至搭配工業機器人

執行高速全檢作業。

如今還結合了協作機器人的手、足部的自動導引車

（AGV），組成AMR（AMR-Autonomous Mobile Ro-

bot，自主移動機器人），透過視覺導引來彌補其精度

不足，並符合ISO安全規範。進而連結雲端，待蒐集

足夠大數據供軟體模擬、分析、演算，建立人工智慧

（AI）加值應用所需資料庫。

整合AOI智慧化元素　 
為自主機器人點睛開光

如依精密機械研發中心（PMC）技術總監蕭仁忠分析

現今製造業演進趨勢，依序為：大量生產、大量客製

化到「彈性客製化」，除了因此要求機械設備須能自

主移動、產線重組來調整產能，以因應不可預測的頻

繁生產變動需求，也考驗著工業機器人適應彈性生產

的能力，以壓低耗費時間及成本的門檻，使之正式成

為生產線的核心要角。

其次是「智慧化」，不僅可利用擬人的感官（感測

器）蒐集外部資訊，與思維（AI）技術進步來強化自

我認知及學習能力，加速製程設備AI化，還要能協助

業者設備及產線升級轉型，以判斷並及早因應周遭環

境和生產情境之外；並應用AI供應鏈串流數位技術，

帶動相關上下游產業成長，達到AI應用複製擴散的效

果，以實現生產目標，提高競爭力及效率。

「虛實一體化架構」，係將AR/VR、雲端服務等數位

科技結合實體各式各樣設備，再透過IoT聯網串連虛

擬端，整合不同專業領域（Domain knowledge）技

術，都能在虛擬端完整重現實體端的行為，進而開發

智能加值模組來監控整線，提高生產效率。

這也迎合未來智慧機器人發展的5大趨勢之一，即除

了傳統搬運取放之外，機器人還要融入AI及視/觸覺

感測系統等智慧元素，以學會更多新技巧來克服越來

越多艱鉅任務；在智能工廠裡也會有越多工作型態，

如納入安全協作型機種（co-robot），以大幅減省占

用空間、操作複雜度，能重新自行規劃夾治具配置，

以最短cycle time導入生產線，或者經過IoT與AGV結

合為一體的自主移動機器人（AMR）；進而持續跨足

新興自動化市場應用，例如食品、紡織、塑橡膠產業

等。

加上因機器人具備可節能特性，更有助於減少碳足

跡，得以直接降低生產能耗，或透過更高精度、穩定

性來減少廢品和不合格品，對於投入與產出資源的比

率造成積極影響。如受到這波疫情衝擊，凸顯全球化

傳統AOI係指透過非接觸光學系統來取得成品的表
面狀態，再藉電腦影像處理技術來檢出異物或圖案
異常等瑕疵，在製程中就檢查半成品的尺寸、瑕
疵。（source：advcloudfiles.advan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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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長）鏈的弱點而易見，機器人也有助於強化生

產力、靈活性和安全性，打造更安全供應（短）鏈，

從而解決旅行限制、供應鏈中斷和其他供應方問題，

同時滿足資通訊、醫療產業的旺盛需求。

但蕭仁忠坦言，現今機器人要面對的挑戰，還包含

環境適應、多機合作、協作安全、精度提升、IoT整

合、虛實一體等。過往為了提升對環境的適應力，而

導入影像視覺感測器應用（eye to hand vision），係

利用固定式視覺來提供機器人取放及周邊環境資訊，

優點是可視範圍廣，可判斷是否有人或異物侵入干

涉，卻造成容易被機器人本體結構遮蔽，無法精確定

位的缺點。

目前改裝為eye in hand型式，則將鏡頭安裝於機器人

手臂末端，得以補償絕對精度的誤差，避免遮蔽機

械視覺的視野，進而利用機器人挾帶機器視覺進行多

角度取像，再將之結合運算，以重建物體形狀。如

川田工業（KAWADA）開發的Nextage機器人，在頭

部及雙臂都搭載了機械視覺，前者用來辨識物體在

工作環境及空間的初略位置，以及後者來補償頭部鏡

頭的計算誤差，以精準定位出物體的位置。目前包

含：ABB、YASKAWA、EPSON等大廠，均以擬人化雙

臂機器人（Dual Arm Robot）搭配視覺技術，來執行

組立作業。

另為了彌補協作型機器人在速度、精度先天不足，

搭配AI、AOI功能變得更為重要，才能被真正導入組

裝、檢測應用。日系機器人大廠FANUC不僅早在該公

司SCARA機器人搭配自主開發的視覺感測器，或是其

他AOI大廠的硬、軟體產品，毋須外接運算伺服器或

PC，即可進行2D補償位置/3D追蹤辨識等作業。

經常用於高階3D AOI系統的散亂堆放及隨機取放應用

的3D Bin-picking功能，只要簡單設定，劃設活動範

圍，就能自行判斷、檢測、辨識物件，而不必在新增

種類時追加教導設定，提高效率、縮短時間，適用於

多樣少量生產。

打造人性化智慧工廠　 
經AOI協助設備及品質診斷

此外，隨著國際上跨區分工生產、組裝供應鏈破碎的

風氣愈盛，未來企業對於產品製程的監控必定是逐步

朝向數位轉型、跨國監控等模式。即使是在美中貿易

戰、疫情連續衝擊下，諸多企業的業績難免都受到

影響，但在最近取代快時尚品牌優尼庫（Uniqlo）創除了傳統搬運取放之外，機器人還要融入AI及視/觸覺感測系統等
智慧元素；與AGV結合為一體的自主移動機器人（AMR），以學
會更多新技巧來克服越來越多艱鉅任務。（source：i.ytimg.com）

為了提升對環境的適應力，而導入影像視覺感測器並改裝為eye 
in hand型式，將鏡頭安裝於機器人手臂末端，得以補償絕對精
度，避免遮蔽機械視覺的視野（source：invision-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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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人柳井正，成為日本首富的自動化設備大廠基恩

斯公司（Keyence）創辦人瀧崎武光，仍在最新發布

的2018年度財報依舊傲視群雄，與美國康耐視公司

（COGNEX）壟斷全球一半以上的機器視覺市場。

除了歸功於前者採用無工廠、直銷模式，創造高達

54%營利率，已超越工具機大廠FANUC的26%營利

率，可見利潤豐厚；又以8.1兆日圓（約1,670億美

元）市值排名日本第4，僅次於豐田汽車、軟銀控股

和日本電信電話（NTT），都代表著疫情引發財富重

分配的範例。

回顧台灣傳統AOI檢測廠商重要的分水嶺之一，也因

應2006年iPhone問世以來，蘋果公司（Apple）為了

管理旗下龐大供應鏈體系，要求組裝代工廠的來料皆

須經過全檢，以確保品質一致，也促成AOI業者為此

開發專屬快速全檢設備。

加上2016年Alphago以Deep learning技術，擊敗人類

棋士而帶來啟發，可望藉此突破高反光/透光材質等瑕

疵檢測技術的瓶頸，促使業者趁機結合AOI+AI技術發

展，並推出一系列3D內外部瑕疵/尺寸檢測設備，以

擷取正確影像數據分析來判定品質及智能化生產，逐

步邁向無人化工廠。

歷經從2018年至今，美中貿易戰、疫情接踵而來，擴

大供應鏈在地化重組需求，勢必建立具備可快速移動

與韌性的智慧化半自動（人性化）生產線，既減少人

力，又不必過度仰賴老師傅經驗。工研院也順勢提供

台灣中小企業導入智慧製造的關鍵技術元素，包含：

1. 物聯網建立通訊讓語言統一，可讓廠內設備之間，

或與人、系統溝通無礙；

2. 設備品質醫生，以隨著自動化程度增加，更應精確

掌握、預測設備壽命；

3. 產品品質醫生，不再像過去須仰賴老師傅經驗，而

可以改用機器視覺等工具協助辨識；

4. 智能產線用來整合實現智能控制，以實現最佳化參

數操作而節能省水。

藉此結合工業AI平台、產線布局等，利用產線動態模

擬工具，讓自動化產線效率最快達到最佳化；利用機

上盒（SMB）、通訊標準聯網來掌握產品（AOI）/設

備（PMS）品質，從而建立AI智能系統最佳化製程參

數，進行動態即時調控。工研院機械所工業物聯網技

術組組長吳志平強調：「智能產線與智慧機械最大不

同，在於能涵括從前段產品設計、製程設備、量/檢

測，直到後段產品組裝、性能檢測等先進製程最佳化

控制。」

其中，針對掌控「產品品質」所需的智慧視覺技術，

包含：視覺、影像處理、AI等，工研院藉此發展相

關2D/3D形貌缺陷檢測技術、尺寸/曲度/粗糙度檢測

技術，進而在不同情境利用2D+AGV視覺導引定位

（VGR）自動上下料、3D物件辨識及檢測技術，可讓

機器人隨機精準取物（RBP）。基於製程前後兩端須

透過機器人+AGV，加裝眼睛、皮膚、手指、腳等感測

器以自動上/下料、隨機精準取物，不必編寫就能自動

產生路徑程式，以串聯各站物流。

對於高反光/透光工件，則得以縮短檢/量測時間、減

少人力需求，並提高檢測正確率，甚至可將數據回

饋設備，優化製程參數。吳志平進一步指出，目前

AOI雖在半導體、面板、PCB、太陽能等產業普遍應

用，但在PCB產業還須採取人工複檢。所以工研院

將之更改為AOI結合機器學習的仿生式複判流程策略 

「AOI2」。

既有別於過去，須靠機器學習瑕疵來排除不良品，雖

然採用最嚴格參數，讓漏檢率接近於0，卻造成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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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誤檢產品。目前則將之改為學習辨識良品特徵，使

誤殺率趨近為0，又毋須更動原設備架構，即可兼顧

低漏檢率、低誤殺率，從而縮短檢測設備調機時間。

AOI擴大應用後勢可期　 
跨足PCB、半導體封測市場

面對近年來無線通訊網路開始進入5G/6G高速傳輸時

代，要求高效運算（HPC）裝置微型化，期待藉由縮

小體積優勢，開創出更多應用需求。根據台灣電路板

協會（TPCA）最新發布2021年上半年台商兩岸PCB產

業產值高達3,557億新台幣（約為126.21億美元），創

下歷年上半年同期新高。

惟若進一步細分產品時，可發現在台灣PCB產業Q2

產值除了軟硬結合板持續下滑之外，其他IC載板、

多層板、單雙面板、HDI、軟板等品項皆維持成長趨

勢。被歸類於銅箔基板的ABF載板從前被普遍應用於

CPU、GPU等高端晶片，也曾在10年前因為智慧型手

機橫空出世，早期還用不到ABF載板產出的高端晶

片，而沉寂一段時間。

直到近年來市場上對於傳輸訊息速度、效率提升與技

術上的突破，讓高效能運算新應用逐漸浮出檯面，

如今ABF已能跟上半導體先進製程的腳步，達到細線

路、細線寬/線距的要求，造成需求在短期大量增加，

也讓ABF載板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態。

因為ABF與類載板的製程品質提升，並適應多樣化產

品生產的機器人、物聯網，於前段製程執行In-process

檢測＋大數據分析立即回饋，再搭配AI智慧決策系

統、專家知識庫及資安解決方案，確保品質；在後段

製程執行即時檢測＋填/疊孔、高階HDI雷射打孔的精

度最佳化分析，有效回饋生產結果，提升品質及穩定

性，導入半導體、PCB及Mini LED等次世代產品封測

應用。

台灣除了由田新技公司（UTECHZONE）過去致力於顯

示器產業，而在均衡化電路板、半導體與顯示器產品

的組合配置後，隨著5G應用逐漸明朗，對於高階載板

與車用晶片需求強勁，帶動PCB業者與封測業者的高

速成長。該公司趁機把握市場趨勢，目前在產品營收

表現上，載板檢測市場仍是由田營收成長的重要基

石，晶圓級封裝設備則將成為支持下一波營收成長的

強勁動能之一。

針對掌控「產品品質」所需的智慧視覺技術，包含：視
覺、影像處理、AI等，可改為學習辨識良品特徵，使誤
殺率趨近為0，又毋須更動原設備架構，從而縮短調機時
間。（source：automate.org）

在後段製程執行即時檢測＋填/疊孔、高階HDI雷射打孔
的精度最佳化分析，提升品質及穩定性，可望導入半導
體、PCB及Mini LED等次世代產品封測應用。（source：
engineeredmechanicalsyste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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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aging Source兆鎂新彈性靈活多元　 
滿足機器視覺跨領域應用

廠商
巡禮

德國兆鎂新公司（The  Imaging  Source；TIS）

自15年前開始深入台灣耕耘，成立分公司，並

視為亞洲佈局的重要據點，對外輻射到日、韓、

大陸、東南亞、澳洲等地都有合作代理商。相

關應用的產業及領域多元，共涵括PCB、金屬零

組件、食品及藥物包裝、檢測等產業最常見的自

動化光學檢查；醫療、學術研究領域使用的顯微

鏡；甚至是到自駕車、天文觀測等眾多領域。

由於該公司產品線齊全，不僅包含GigE、USB 

3 .1 /3 .0 /2 .0等多種介面選擇；並針對各種應

用需求，提供可適用於受空間侷限的板級相

機、變焦及自動對焦相機等系列選項，隨附

的免費軟體開發包（SDKs），支援IC  Imaging 

Control（Windows）及Tiscamera（Linux），得以

將The  Imaging  Source工業相機輕鬆地整合至任何

機器視覺應用領域。

機器視覺規格一應俱全　 
符合客製化彈性需求

隨著2011年工業4.0概念趨勢興起以來，製造流程

與機械設備的智慧自動化成為產業顯學，機器視

覺解決方案也迅速地成為產業的焦點。TIS兆鎂新

以其在機器視覺領域擁有超過30年的專業經驗，

取決於客戶需求而開發軟硬體。同時秉承最高品

質和可靠性標準的承諾，在德國進行工程設計，

持續為工業機器視覺市場領導者的國際大廠開發

和產製相機，提供高品質的產品。

The  Imaging  Source工業相機不僅配備最新

Sony（STARVIS/Pregius）系列及OnSemi  CMOS

感測器，最高規格解析度可達40.2MP、幀速率

539fps。惟考量最佳化經濟效益，兆鎂新強調：

「最終還是要看客戶個別應用為何？包含其對於

選擇產線速度和檢測精度的不同要求，視野範圍

（FOV）也很重要，未必最高規格就一定適合全

部需求。」就過往曾接觸客戶的經驗來看，兆鎂

新認為，亞洲地區使用者對於工作距離及穩定性

的要求較多，所以很多客戶最終選型會將GigE介

面納入專案中。

由於The  Imaging  Source的相機容易整合與操作，

因此受到系統工程師和最終使用者的重視，TIS並

致力於生產具有經濟效益且價格有吸引力、低整

合成本和開發持續性高的產品。到了2020~2021

年初，兆鎂新更推出了嵌入式視覺的系列產品，

搭配多款創新的相機模組、感測器及軟體，利用

嵌入式視覺系統的精巧體積特性、符合經濟效益

及高度彈性的整合優勢，讓許多廠商願意更持續

投入研發設計。

最重要的是，因應目前全球供應鏈破碎重組趨

勢，即使客戶身在多個時區，The  Imaging  Source

兆鎂新也能通過該公司在歐洲、美國和亞洲的據

點，以及遍佈全球的經銷商網路、經驗豐富的技

術團隊等，確保與客戶們的緊密合作關係，即時

提供專業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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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報導／季平

若要替代更多人力，機器人需要更智慧，必須仰賴視覺與力覺感應等輔助才能

符合所需。本文特別專訪達明機器人營運長黃識忠，剖析機器視覺技術在協作

機器人的應用與趨勢。

機器視覺開天眼

（source：cdn.shopify.com）協作型機器人越來越智能

2020年COVID-19疫情投下震撼彈，「無人」、「

零接觸」成為新常態，加速工業機器人取代人力

的腳步。與傳統自動化系統相比，協作型機器人可以

針對不同任務進行部署，而且更容易操作，所以越來

越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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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  Research報告指出，全球協作機器人（Collabo-

rative  Robot）市場2020年市值達4.75億美元，預估

2021年達6億美元，2030年可望成長至80億美元，年

複合成長率32.5%。除了疫情帶動工廠機器人需求，

個別產業發展也將促使工業機器人需求攀升，如半導

體、綠電、電動車產業，國防工業、資通訊等領域也

需要利用機器人與工具機整合技術。

協作型機器人的視覺應用

國際機器人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

botics；IFR）報告指出，全球約有270萬台工業機

器人在工廠內作業，產業前三名為電機電子工業

（28.4%）、汽車工業（21.2%）、機械金屬工業

（10.9%），亞洲仍是工業機器人使用率相對高的市

場，亞洲新安裝機器人約佔全球供應量的60%。若要

替代更多人力，機器人（手臂）需要更彈性、更智

慧，必須仰賴視覺與力感應等輔助才能符合所需。

達明機器人營運長黃識忠表示，電腦視覺技術在1960

年代已萌芽，2000年左右才大量拓展到商業應用， 

「當時數位相機帶起一波風潮，人臉會被電腦視覺技

術偵測出來，用綠色框框罩起來。爾後許多應用如體

感遊戲、人臉識別、圖像拼接等都是當時主流的電腦

視覺技術。」2013年左右，深度學習技術崛起，影像

辨識邁入另一個新里程碑，視覺辨識能力隨著技術發

展而越發成熟，2017年前後的研究則證明，AI視覺辨

識技術已超越人眼的識別能力，該技術也廣泛應用到

視訊監控、自動車以及機器人產業。

機器人的視覺技術首重引導與定位，也就是要能透過

視覺帶領機器人的手與腳到達指定位置，這些技術在

過去十年間發展相對成熟，市場上出現許多視覺機器

人，如無人搬運車（AGV）透過同步定位與地圖建構

（SLAM）技術自由於場域間穿梭，機器手臂透過視

覺撿拾隨機擺放的物體等。隨著深度學習技術的發展

與成熟，機器人視覺對環境的感知、物件的瑕疵等有

更強的辨識能力，機器人透過視覺技術如AI，快速導

入各個產業的實際應用。

傳統2D工業視覺廣泛使用於自動化檢查，隨著生產線

動態取放的應用增加，對高精度（0.01-0.05mm）需

求也變高，如貼標、鎖螺絲等作業，機器人必須在高

速移動下同步做到動態追隨，所以更需要整合視覺、

控制等系統。

3D視覺是讓機器人更聰明，手腳更靈活的利器，雖

然編程複雜耗時，但有助機器人快速選擇路徑，執行

工作，如黏接、加工或隨機取放物品。過去的機械手

臂只能夾取整齊排列的物件，萬一碰到眾多不規則物

達明機器人營運長黃識忠。（source：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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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必須改由人工輔助，透過3D視覺模組，機械手臂

能自動立體掃描，判斷使用何種角度正確夾起物件，

大幅降低輔助成本。

以達明機器人來說，由於內建智慧視覺，可以根據客

製化需求進行偵測、辨識、定位等多種視覺應用，無

須額外視覺系統整合時間，加速生產流程。智慧視覺

可辨識物品位置，節省周邊治具的龐大費用，也符合

少量多樣的生產趨勢，同時降低各階段人力開銷，減

少前期整合視覺、工作站流程的專業工程人力。 

當機器手臂遇到AGV  AMR 
開拓新商機

自主移動機器人（Autonomous Mobile Robot；AMR）

是自動化搬運裝置，也就是機器手臂結合AGV與電腦

視覺、控制系統，整合成腦、眼、手、腳齊備的智慧

製造設備，具有自主、彈性運用等特性。AMR等於

是將工業機器人（手臂）設置於無人搬運車（AGV）

上。簡單來說，具有移動能力的AGV沒有手，物件轉

移只能靠輸送帶或人工搬運，而機器手臂沒有腳，固

定後無法移動，當機器人與AGV結合成為AMR裝置，

充分發揮截長補短的效果，同時具有取放及移動能

力。AMR可共用人類移動通道，搭配SLAM等技術更

能達到自動管控、智慧搬運裝置的目的。

當AMR導入逐漸成熟的自駕車導航技術及SLAM同步

定位與地圖建構技術，也就同時擁有自主導航能力與

機器視覺能力，機器視覺技術讓長手長腳的ARM多了

一雙「眼睛」，讓AGV定位更精準，最後以控制系統

作為命令中心的「大腦」，同時具備腦、眼、手、腳

的智慧製造設備於焉誕生，AMR技術也成為熱門市場

趨勢。AMR在低速、單純運行環境下多半能順利完成

各種移動任務，加上協作型機器人發展及應用漸趨成

熟，AMR的應用也越來越廣泛多元。

AMR以機械手臂結合自動導航搬運車，使機械手臂具

備自主移動能力，無限擴大工作範圍，加工或存取動

作不再侷限於單一工作站。多部AMR在生產線進行多

站工作，可以大幅提高使用效率，適合少量多樣製造

趨勢。

Global  Info  Research預測，2025年AMR自主移動機器

人市場規模將達7.36億美元，2019-2025年年均複合

成長率達15.85%。除了製造業，不同現場也能看到

AMR的身影，如醫院照護、環境清潔、餐飲業、倉儲

物流業、零售通路（如賣場）業等。

不過，AGV或AMR尚未出現統一的標準，因此製造業

者與終端使用業者缺乏可依循的驗證標準，以致業務

推廣困難。業界已成立自主移動機器人聯盟（Autono-

mous  Mobile  Robot  Alliance；AMRA），率先推動由

AMR業者主導的AMR產業共通技術標準，以解決性能

規格定義不同、系統封閉無法兼容作業的困擾。

ISO規範 人機協作安全更有保障

若將機器人分為傳統工業機器人和協作型工業機器

人。多數傳統機器人處於獨立的工作環境，遠離其他

人員，可以處理重物及高速運行。協作機器人通常會

機械加工應用 (搭配使用PMC AGV)。 (Source：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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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勞工共處於一個空間工作，協作方式包含無人

機互動、分享工作區、流程分工、共同執行、合力完

成工作等，IFR報告指出，協作機器人和勞工的合作

以分享工作區和流程分工為主。

工業4.0的理想境界是人機共同在智慧型工廠內作業，

這種新型態工作環境，安全考量不可或缺。人機協作

容易碰到的危險包含：機器人靠近取貨平台時，機

械手臂撞傷人員；機器人抓取原料時，端校器夾傷人

員；機器人放置完成貨物時，造成人員壓傷等，在協

作場景中必須根據實際風險程度監測、控制，甚至限

制機器人的力量、速度及運動軌跡。

人機必須同時在同一工作區內互動時，安全性風險評

估更重要，風險程度取決於人機之間的距離，需要可

靠的感測器協助檢測，感測器彼此間的聯網互動，以

及與機器設備的聯網溝通力相當重要，人機互動越密

切，設計要求越高。

依據ISO  8373：2012工業機器人的定義，工業機器

人是可自動控制，可程式更新改變行為的固定性或移

動式多用途操縱裝置，如三軸或多軸機器人的動作控

制。為確保機器人使用安全，國際標準組織（ISO）

針對機器人（Robotics）設立ISO/TC  299標準，並於

2016年發佈ISO/TS  15066協作機器人標準，做為ISO 

10218的補充文件。

台灣勞動部已於2018年2月14日修正發布「工業用機

器人危害預防標準」，於第21條增列雇主使用協同作

業機器人時，應符合國家標準CNS  14490、國際標準

ISO  10218系列或與其同等標準之規定，另於同年3月

發布「協同作業機器人作業安全評估要點」，作為企

業撰寫協同機器人安全評估報告的參考指引，以確保

協同作業機器人的使用安全。為確保協作機器人的安

全性，必須通過CNS 14490-1、ISO 10218-1或其他同

等標準（ANSI/RIA R15.06、JISB 8433、UL1740）的

機器人安全測試。

產線自動裝箱與貼標。(Source：達明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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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的痛點：彈性不足

當工業機器人越來越智慧，隨著智慧工廠逐步落實，

製造業導入機器視覺也逐漸普及化。近年來機器視覺

的最大演進是結合AI，尤其製造業少量多樣生產需求

提升，「彈性」與「多樣性」成為智慧製造系統的設

計重點。但多數製造業在導入智慧製造過程中會面臨

的問題是，少量多樣生產模式及產品生命週期變短，

導致硬體自動化設備製造彈性不足，無法隨時調整生

產模式，因此，軟體系統和設備間的交握及製程管控

須不斷調整。此外，還需要面對生產線導入新產品量

產時程過長、相關技術人才不足等問題。

智慧機器人有助克服這些痛點。黃識忠說，達明協作

機器人內建視覺，具有高彈性特色，不僅移動性高、

編程簡易，而且周邊治具需求少，可以快速應用於新

產品製程，加上所需面積小，對現有產線的配置異動

來說相對較小。除了傳統電子產業外，達明機器人也

協助食品產業、農業進行品質外觀的檢測，協助檢測

產品外觀、形狀、顏色的一致化。

至於製程管控和設備對接工具，達明工廠智能管理系

統TMmanager可以降低製成規劃設計門檻，由產線管

理者設定製程管控規則，減少溝通時間、加快上線時

間，有助快速對接機台設備，協助製造業落實智慧化

工廠需求。

掌握機器人發展四趨勢

IFR曾提出四個機器人發展趨勢，黃識忠認為與達明

機器人軟硬體產品發展的里程碑若合符節。

一、是AI智慧視覺的發展。未來機器人結合視覺和其

他感測系統的AI有助執行各種形狀工件的辨別及瑕疵

檢測，協助各產業快速導入自動化。

二、是智慧工廠的廣泛應用。繼汽車業率先使用智慧

機器人解決方案，在整廠裝配線中使用工業機器人，

未來更可以應用於機器人與自動駕駛車輛或自動移動

機器人（AMR）的網路互聯，配備最新導航技術。與

傳統生產線相比，這些可移動機器人更靈活，車身透

過無人駕駛運輸系統進行運輸，可與流水線分離並自

行導向裝配位置，這個位置可單獨組裝配備的模組，

完成變更模組後也只需要對機器人和AMR重新編程，

不必拆除整個生產線。

三、是機器人進入全新產業應用。高度彈性化的協作

型機器人已加速導入各產業，部分領域直到最近才轉

向自動化，如食品和飲料、紡織品、木材產品和塑料

業等，「這些產業正在進行數位化轉型，即將帶來

全新的商業模式，生產商可以輕鬆地實現多元化應 

用。」

四、是疫情推動供應鏈變革。疫情暴露了全球產業供

應鏈的弱點，尤其是歐盟、北美、日本或韓國等多數

高薪國家的製造商尚未普及彈性自動化生產，製造商

可以藉此機會從不同觀點重新思考製造方式與流程，

透過機器人自動化提高生產力、靈活度及安全性。

產業打造智慧製造需要具備四要素：機器人自動化、

設備連結、數據整合、AI技術。黃識忠說，達明機器

人不只侷限於機器人硬體設備研發，也不斷思索如何

作出產品差異性，「機器人只是智慧製造的一環，結

合視覺和AI可以加速各產業自動化導入，再以工廠智

能管理系統TMmanager連結機器人機台設備及數據整

合，可以展現更好的助力，未來達明機器人會逐步朝

軟體方向發展，為智慧製造提供全方位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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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岫晨

許多工廠都希望借助機器視覺技術來提升營運效率。

機器視覺結合機器學習，更適合應用於產線的異常檢測。

管理者透過機器視覺，來提升瑕疵檢測的速度和準確性。

結合AI管理 
機器視覺應用領域持續擴增

（source：xyntekinc.com）

提升速度與準確性

機
器視覺是指透過鏡頭和感測器來捕捉影像，接

著將它們發送到工業計算機來進行處理和分

析。其應用範圍可以從簡單的環境感知應用程序，例

如工廠生產線的定位、檢查、測量、識別和分類，到

更智能化的視覺引導自動化應用程序。廣泛應用於自

動檢測系統和機器人的人工智能機器視覺，也適用於

安防監控和車輛導航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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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視覺應用擴大

機器視覺是一種透過影像處理的方式，來實現自動檢

測和分析的技術，整個技術含量包括了自動檢測、過

程控制和機器人引導等。重要的是，機器視覺可以指

向許多不同的技術、軟體和硬體產品、系統整合、動

作、方法和專業知識。

我們可以說，機器視覺是一種技術能力，因為它以新

的方式來結合現有技術，並應用它來解決現實世界的

問題。我們也可以說，機器視覺是一門系統工程，並

且這與電腦視覺的概念並不相同，電腦視覺是一種運

算科學，而不是透過有形的硬體（例如連接到機器人

的相機或視覺盒）來完成。

在機器視覺系統中，電腦為整體提供了智能。少了電

腦的智能，機器視覺就無法運作，因為電腦是處理訊

息的大腦。需要注意的是，隨著電腦運算技術的進

步，機器視覺潛在應用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加。例如電

腦可以處理非照片或視訊的影像，而是來自熱感應器

或紅外線感應器、運動感測器等其他來源的影像。

近年來，機器視覺在工業自動化環境中越來越受歡

迎，同時也越來越頻繁地應用於其他產業的端到端系

統中，例如安全、自動駕駛汽車、食品生產、包裝和

物流等，同時也被大量運用於機器人和無人機中。機

器視覺還可以進一步與深度學習和機器學習等技術相

互結合，以協助企業更有效率地分析數據，並優化流

程以提高效率。

結合人工智能

目前許多企業每天都會在地端產生大量資料，並將

其儲存在雲端，同時思考如何變革所有的流程。為

延伸
閱讀

德承GM-1000導入最新模組  
擴充機器視覺效能

隨著機器視覺技術在工廠智慧化展現高度影響

力，從基本的環境感知應用，如定位、量測、

識別、分撿等，到更具智慧的視覺引導自動化

功能，這些不同的使用環境及應用對GPU規格

的要求也有所差異，德承甫加入的兩款Quadro 

MXM GPU系列模組，將使GM-1000在MXM 

GPU模組更加全面與完整。

德承GOLD產品系列中的GM-1000為機器視覺

中高度智能應用機種，擁有高運算效能、高速

I/O及適應嚴苛的工業環境的特性，深獲機器視

覺系統整合商、自動光學檢查（AOI）製造商

的青睞。透過獨特的Carrier board，GM-1000可

搭配多款德承MXM GPU模組(MXM-RTX3000/

MXM-T1000/MXM-P2000/MXM-E9174)，完

善了不同運算需求的選擇性。除此之外，因

應將來的效能升級，GM-1000只需更換Carrier 

board及MXM GPU模組，無須更換電腦主機即

可完成，保留德承一貫提供的升級彈性。

了更好地挖掘資料潛力，推動更快、更明智的決策，

製造業、能源、採礦業、運輸業和農業領域的企業正

利用新型機器技術來優化多種工作負載，包括工程和

設計、生產和資產優化、供應鏈管理、預測、品質控

管、智慧產品和機器等。雖然機器視覺本身就已經具

備基礎的數據分析能力。但若能再加入AI或者機器學

習的能量，將有助於進一步讓數據成為更有價值的營

運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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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來看看企業如何透過AI機器學習來變革工業生產的

流程。AWS亞馬遜機器學習副總裁Swami  Sivasubra-

manian指出，對設備的預測性維護就是最大的應用重

心。目前，持續性的維護設備，是很多工業和製造企

業面臨的一大挑戰。就過去的經驗來看，大多數的設

備維護可以分為被動型（也就是在機器發生故障後才

進行維修），以及預防型（透過定期的檢測以預先避

免故障）。只不過這兩者的成本都非常高昂，且效率

也不高。其實最佳的解決方案是預測型維護，企業可

以提前預測設備需要維護的時間，只不過大部分企業

都缺乏相關人員和專業知識來開發這樣的解決方案。

奇異（GE）是在發電設備的解決方案與服務供應商，

他們已經可以實現對設備的預測型維護。然而他們並

不需要花費高額的成本，本身也無需具備機器學習

或雲端相關的技術，只需借助使用感測器和機器學習

技術的端到端系統，來檢測機器振動或溫度的異常波

動，從而收到警報，就可以進行預測型維護。

透過這樣的技術，可以支援奇異這樣的企業，利用感

測器來實現資訊的快速更新。透過採用雲端即時分

析，可以將定期的維護操作轉變為預測性和規範性維

護。機器學習最大的優點在於，隨著系統規模的不斷

擴大，奇異可以對感測器進行遠端更新和維護，而無

需實際接觸這些元件。

提升營運效率

機器視覺結合機器學習，當然也很適合應用於工廠產

線的異常檢測上。事實上，保證產品品質與確保設備

正常運轉同等重要。然而傳統生產製程的目視檢查通

常透過需要人力來執行，不僅過程乏味，更不能確保

其一致性。為了提升品質控管，工廠管理者都希望採

用機器視覺技術，來提升瑕疵檢測的速度和準確性。

但企業在建構、部署和管理使用機器學習技術的視覺

檢測系統時，仍會面臨很多複雜挑戰。而現在，工廠

已經可以使用低成本與高準確度的異常檢測解決方

案，每小時處理數千張圖像，進而發現瑕疵和異常，

以便管理人員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當然許多工廠和製造企業都希望借助機器視覺技術來

提升營運效率。在一般的情況下，企業會透過視訊來

對工廠進行現場的人工監測和審核，以驗證設施進出

權限、檢查出貨、檢測洩漏或其他危險情況等。但在

實際情況中，這項工作不僅困難，還非常容易出錯，

並且成本高昂。

機器視覺大量應用於產線的自動檢測和分析。（source：matro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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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企業可以將現有的IP攝影機升級為智慧攝影

機，以便擁有更好的運算能力來執行電腦視覺模型。

但這依然價格高昂，而且也會存在問題，即使採用了

智慧型攝影機，也未必可以達到高準確度和低延遲要

求。事實上，企業可以透過使用硬體設備將機器視覺

技術應用到現有的本地攝影機中，甚至可以使用軟體

開發套件來建置新的攝影機，從而在邊緣端就能執行

機器視覺模型，以取得更高的生產效率。

例如英國石油公司（BP）就計畫在全球18,000個服

務站部署機器視覺系統，用於自動控制燃料車進出設

施，並確認有效訂單的完成情況。而如果有碰撞危

險，也可以透過機器視覺來提醒工人，並識別動態隔

離區內的異物，以及檢測漏油情況。

結語

終端使用者都希望能創建更加自動化與靈活的工作流

程。而機器視覺其實就是一種最基本的人工智能形

式，在現今的機器人應用中異軍突起。我們可以發現

到，機器視覺領域有其成熟的一面，也有新興的一

面。例如，機器人的機器視覺採用的是按部就班的演

算規則，例如模式匹配、光學識別和其他工具，在幾

十年來的發展中，這些演算法一直推進著機器人來完

成工廠中基本（卻又相對複雜）的快速取放和檢查等

不同任務。而另一方面，機器視覺又搭配了最新的機

器學習和深度學習技術，這些技術使得工廠能夠完成

比過去更為艱困的任務，舉例來說，像是木紋的異常

檢測。

值得注意的是，成熟的、有基礎規則的機器視覺方

案，是最受到歡迎的。在幾乎所有使用機器視覺的設

備中，都可以發現它的蹤跡。因為這樣的機器視覺方

案最易於使用，且可靠度最高。相較之下，具備機器

學習和深度學習能力的機器視覺機器人，對工廠來說

則是新鮮事。

安森美CMOS全局快門影像感測器 用於機器視覺和MR應用

延伸
閱讀

安森美半導體（ON Semiconductor）推出採用全

局快門技術的AR0234CS 230萬像素CMOS影像感

測器。該高性能的感測器專為各種應用而設計，

包括機器視覺攝影機、擴增實境（AR）/虛擬實境

（VR）/混合實境（MR）頭顯、自主移動機器人

(AMR)和條碼讀取機。

AR0234CS捕獲1080p影片和單幀影像，最高可以

每秒120幀(fps)的速度運行。 該230萬像素感測器

憑藉其領先行業的快門效率，最小化高速場景中

的幀與幀之間的失真，並減少其他影像感測器所

遇到的運動偽像，而生成清晰的影像。

AR0234CS感測器的創新像素架構提供所需的寬動

態範圍，以支援從黑暗的夜晚到明亮的陽光等各

種照明條件。低噪聲和改進的微光響應使其適用

於橫跨消費、商業和工業物聯網（IoT）的應用，

且擴展的工作溫度範圍使其可部署在具有挑戰性

的戶外條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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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視角
Mechanical
   Perspective

文╱陳念舜

回顧2021年上半年因為連續的天災人禍，不僅先後造成各國汽車、3C產業晶片荒

未解，紛紛啟動重組計畫。台灣身為全球代工產業鏈一環，則可望逐步透過數位

轉型，藉半導體龍頭產業帶頭，引領產業上下游與生產基地分散布局！

半導體領航上下游轉型布局

（source：techpowerup.com）迎向全球供應鏈重組浪頭

自
從2021年初因為歐美各國施打疫苗逐漸普及，

經濟短暫復甦，曾造成汽車業率先出現車用晶

片缺料潮之後，如今各國都以經濟安全為由，紛紛啟

動了供應鏈重組計畫，一旦失控，後續也難免出現供

過於求的現象。台灣身為全球代工產業鏈一環更不容

輕忽，理應瞭解此對於台灣的經濟意涵及影響，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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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半導體產業首當其衝，還可能波及上中游關鍵零

組件與精密機械發展，亟應透過數位轉型手段妥善調

控。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資深副執行長李淳指

出，當歐美正率先檢討其全球供應鏈重組過程，雖促

使台積電不得不分散佈局美、日、歐製造，但近來其

創辦人張忠謀在出席APEEC高峰會時，也不忘坦誠：

「過去數十年來的自由貿易，促進半導體產業鏈越複

雜的技術，就會往境外發展。反觀如今，各國試圖讓

時光倒流恐不切實際，投入大量資金及人力卻收效甚

微，即使自給自足雖有意義，卻還須配套措施。」

李淳進一步分析，目前會引發歐美檢討供應鏈的3大

主因，分別為：

1.	競爭力與就業，70年來供應鏈外移，已造成美國製

造空洞化，流失就業機會；

2.	疫情造成斷鏈，包含歐美許多口罩、醫材、原料藥

都缺乏本地產能，而仰賴中國大陸、印度等地集中

進口來源；

3.	歐美與大陸關係改變，過去3年來已非戰略夥伴，

而視為競爭對手。

認為國家安全的經濟面向取決於所有權及供應鏈依賴

程度，因此無法忍受經濟命脈落腳於外，包括美國約

90%邏輯IC皆由亞洲代工的半導體來源僵固，勢必分

散來源（where）及對象（who）；歐洲也為此推動「

開放式戰略自主政策（Open	Strategic	Autonomy）」、

市場導向的產業聯盟，促進投資研發。

「對台灣而言，供應鏈結構改造已無法避免，應更特

別關注歐美製造業回流的衝擊！」李淳說，所幸現僅

集中於關鍵的先進、脆弱、樞紐產業，而非全面回

流，台灣首先面臨的是調整生產地點，而不是供應地

位，所以開始局部調整原來集中大陸為世界工廠的生

產架構之外，還要留意如英特爾代表的供應鏈民族主

義。

上銀轉型有成　布局質量均升市場

上銀科技公司董事長卓文恆也呼應，近3年來供應鏈

業者的確受到美中貿易戰與疫情衝擊，加上大陸勞動

成本攀升，推動產業鏈變遷。上銀針對半導體產業所

開發的晶圓機器人、EFEM設備，以及晶圓曝光/瑕疵

檢查設備所需線性馬達、奈米級定位平台等，也受惠

於去年帆宣、均豪等半導體設備需求火熱，來自美、

韓及兩岸在手訂單度都至少超過半年，雖然蒙受缺

料、交期延宕之苦，所幸有效分散原料與生產基地，

強化供應鏈韌性，現已逐步獲得紓解。

同時佈局全球，持續提供在地化服務需求，卓文恆表

示，繼今年五月日本神戶廠動土後，上銀年底也將在

義大利擴建新廠，落實在世界各地分散製造；另由德

國廠，供應歐洲80%以上滾珠螺桿、單軸機器人；與

英國邁萃斯策略聯盟，在當地生產齒輪/蝸桿蝸輪磨

床；在以色列研發製造半導體設備致動器；大陸蘇州

廠投入線性馬達後段製程。2015年在新加坡設廠取得

當歐美製造業回流，首當其衝的台灣除了調整生產
地點，還要留意如英特爾代表的供應鏈民族主義。
（source：pbs.twi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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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in	 SG產證，將更方便布局東南亞市場，吸引來

自大陸外移廠商，並提早享受未來RECP零關稅紅利。

即使這兩年來受到疫情影響，改變人類思維與生活模

式，全球多產業鏈開始從集中整合的「長鏈型」蛻變

成為多點分散的「短鏈型」佈局。例如針對疫情促成

各國從以往只買口罩，到開始引進整線口罩生產設

備，上銀也利用於精密機械基礎，投入口罩國家隊快

速供貨，並加入美國、印度呼吸器，以及南韓、新加

坡PCR檢測相關設備供應鏈。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大陸率先擺脫疫情，經濟復甦導

致勞力短缺，促進工資上漲，也加速當地工廠自動

化，才能留住企業，使之機械設備產業質量均升，在

今年出口量首度超越德國居冠；而且對於高階五軸加

工機製造設備、DD馬達旋轉工作台和智慧螺桿等關鍵

零組件更容易接受，所以進軍5G、半導體、面板等產

業，仍是上銀的重點市場。

但卓文恆也強調，未來台灣仍應在智慧製造領域加速

研發升級，才不會發生像智慧手機產業這樣扶植起紅

色供應鏈取而代之。不能再像過去單純賣標準機，只

透過代理/經銷通路，無法直接瞭解終端消費者的領域

知識（Domain	 knowledge）需求，還要加入整體解決

方案，提供包括加工程式、刀具、材料及打樣服務。

上銀針對半導體產業所開發的晶圓機器人、EFEM機台等，受惠於去年半導體設備需求火熱，來自美、
韓及兩岸客戶的在手訂單都至少超過半年。（攝影：陳念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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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打造人性化工廠　 
啟動3大核心變革

工研院機械所工業物聯網技術組組長吳志平則分享，

現今台灣機械中小企業運用從設備到產線等OT新科

技，進行智慧製造的案例。他認為目前被譽為地表最

強的智慧工廠台積電（TSMC），也要首先歸功於投

入龐大資金來引進硬軟體到位，同時制訂了原料、載

具、製程標準化，降低讓設備廠商快速進入的門檻；

並利用設備通訊的語言標準化，可與ERP系統順暢溝

通。

至於未來可能驅動製造業革命的2大新科技力量，概

分為5G、AI。其中5G對於智慧工廠雖非必要，卻會

改變其整體樣貌，打破傳統由下而上的系統架構。

吳志平認為：「未來智慧工廠自動化的非金字塔型架

構，將具備分散式服務功能的3大特色，包含去中心

化（Decentralized）、分散式（Distributed）、可重構

（Reconfigurable）。讓設備進化得以解脫，從有線到

無線、從單機聯網到萬物互聯，而在廠內自由移動。

AI的快速發展，則足以拉平技術差距，降低後進者的

門檻，以形成更強的競爭力，也提供台灣一個彎道超

車的好機會。吳志平表示，若從麥肯錫（McKinsey）

智慧製造價值驅動力的8大面向中，選定從AI技術導

入來開發創新的機械與製造技術，提升應用產業的製

程優化、設備使用率、勞動生產力，降低品管及庫存

成本。例如在故障預診斷面向，便由工研院協助提升

設備使用效率，利用深度學習特徵生成與故障預測、

擴增實境維修可視化與跨機台診斷，進行傳統統計/故

障肇因分析。

吳志平指出，尤其因為台灣中小企業以少量多樣化生

產為主，工廠全面自動化/無人化的成本效益不見得划

算，所以工研院轉向協助人性化智慧工廠的人、機、

料、法4大生產要素升級，達到最大性價比的人機協

同作業。

其中的「智慧機械」與物料、管理相關，並通過自動

化串接，主要差別在於多了物（機）聯網來蒐集資

訊，再經過製造系統整合平台，利用AI分析大數據來

找出隱藏的關聯性參數；機器人/AGV也可與SCADA聯

網，實現生產線品質最佳化。藉此讓人的角色淡化又

不容易出錯，由操作者/勞動者變成決策控制者與流程

管理者，擺脫繁瑣及重覆作業，提高員工價值。

同時啟動3大核心變革，即經由軟體形塑「資料流

自動化」，以MES＋營運戰情中心為基礎，充份掌

握生產線上各工站營運狀況，不必像過去須耗時整

合數據，既節省人力又容易管理，進而調度APS先

進排程，讓人員進行智慧判斷。接著才是導入機器

人、AGV等硬體設備，系統整合人機溝通，以促成生

產作業自動化，取代人員低效作業，雖然所費不貲，

卻可在相對短期內見效。

最後重點是在花費心力整合軟硬體文化，卻常被忽略

的精實管理自動化，不必等到主管、老闆提醒改善，

就能透過AI分析大數據，來實現從自動化向智慧化演

進的兩階段變革，並做出正確決策。

台灣中小企業以少量多樣化生產為主，自動化/無人化工廠
的成本效益不見得划算，所以工研院轉向協助人性化智慧工
廠升級，達到最大性價比。（攝影：陳念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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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機械雲落地　 
連結國際加速普及化

近年來為了加快台灣中小企業數位轉型腳

步，工研院也協助發展智慧機械雲以促進

智慧功能普及化，實現應用服務願景，包

含提供設備與製造業者關於生產、維護、

製造等多元化服務，讓業者邁向數位轉型

的第一哩路，至今已導入金屬切削/沖壓

加工、塑膠射出成型、紡織、電子設備等

產業。

目前工研院也制定智慧機械雲2大執行策

略，協助設備業者建立轉型數位服務的系

統整合（SI）能量；並打造製造雲服務生

態系，業者只要透過串接雲端供應鏈或下

載App軟體，逐步提供數位化、數位優化

到數位轉型等服務加速普及，即除了銷售

單機設備之外，還能融入軟體、服務加

值，終端客戶也能在店中店取得一次購足

的解決方案，共同提高產業競爭力。

值得一提的是，過去這類服務往往被視為

由官方、法人主導開發，唯恐不利於台灣

出口導向產業將難以在國際市場上競爭？

如今也由工研院智慧機械科技中心在台中

建立智慧製造試驗證場域，與軟體商達梭

系統（Dassault Systèmes）合作打造智慧

機械雲平台，對外促成大廠與國際接軌，

進行協同開發工程；對內落地協助中小企

業，降低技術與資金門檻，執行供應鏈管

理數位轉型。

在日前於線上舉行的「達梭系統3D體驗周」期間，工研院智慧機

械科技中心組長羅佐良便指出，如近期因為疫情造成台灣出口導

向的製造業交期延宕，或難以跨國調校、驗收，工研院便透過機

聯網結合達梭系統的AR/VR系統，減少影像後處理時間，支援遠

距技術服務；同時受惠於零接觸需求，將大幅加速智慧自動化等

數位轉型趨勢，也能藉此在台灣生產體系導入智慧化元素，讓人

不必頻繁接觸，即可維持正常生產及營運。

羅佐良指出，該智慧機械雲平台已於今年6月正式開放業者上線

申請使用，強調可支援各種App在任何機上盒（SMB）相容使

用；並與達梭系統3DEXPERIENCE平台無縫結合，使用AR/VR裝

置、打造客製化人機介面，加速實現智慧製造。放眼未來，工研

院將致力加強「控制服務」能量，透過模擬分析軟體，掌握機

器、材料、刀具和產線物理特性，實現首次加工就是成品，最終

能讓台灣廠商逐步從大批量生產朝向大量客製化轉型！

由工研院智慧機械科技中心建立智慧製造試驗證場域，對
外促成大廠與國際接軌；對內落地協助中小企業，降低技
術與資金門檻。（source：moe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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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念舜

多年來台灣齒輪及螺桿加工業者陸續透過自製機台、刀具，甚至於PC-based控制

器逐步建立開發能量，至今該體系仍非傳統綜合加工機、CAD/CAM軟體商可涉

入，但在應用工法不斷推陳出新及瑞士控制器大廠介入下，可望出現轉機。

齒輪螺桿加工有待
引進專業能量

（source：sampspa.com）協助終端客戶內外強化競爭力

回
顧自2006~2008年以來，每逢全球出現原物料

飆漲的景氣循環熱潮，往往迎來的就是當下製

造業對於資本設備支出、關鍵零組件等庫存備料大

增，促成新一波軍（設）備競賽，也是台灣機械設備

產業的商機所在，除了自家增資擴產，對內外併購投

入新市場亦時有所聞。

如齒輪、滾珠螺桿等關鍵傳動零組件的應用範疇極為

廣泛，涵括汽車、工具機、基礎工業、能源、礦業、

農業設備以及風力發電等，近幾年來更因為新能源車

興起、自動化與風力電機等產業急速擴大，造成齒輪

製造業生產相當活絡，驅使大模數、高強度及高精度

齒輪之需求量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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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早期台灣廠商加工齒輪所使用的刀具和機器設備皆

須仰賴進口，且齒輪設計能力落後先進國家甚多，全

憑經驗探索技術。1990年起政府也推動一連串輔導

計畫，陸續向歐、美採購引進CNC工具機設備，讓齒

輪產量和精度因此大幅提升，促進了齒輪業的蓬勃發

展。最成功的例子，便是由工研院機械所執行的開發

計畫「齒輪電腦輔助設計軟體」，共有大同齒輪、久

大、新恆等14家廠商參與，透過軟體提升了台灣廠商

在圓柱齒輪的設計和製造能力。

另外是引進義大利Samputensili滾齒刀及刮齒刀的設計

和生產技術，交由全宏、僑星和台灣工機、久大等6

家廠商在1994年合資成立「陸聯精密公司」，由於刀

具供應自主性高，交期短和價格低，而大幅提升台灣

齒輪製造的競爭力。

掌握精密螺桿自主能量　 
內外併購強化競爭力

滾珠螺桿則屬於技術與資本密集產品，除了所需鋼珠

的數量不多、規格不一，均採外購；還須仰賴螺桿及

螺帽精密加工設備。加上因為生產過程複雜、工時冗

長，必需具備嫻熟工藝的技術人員，所以產地主要集

中於歐美日等工業先進國家，應用上也從傳統NC/CNC

工具機為主，至今已逐漸擴散至半導體與產業機器人

領域的比重逐漸升高，未來仍極具潛力。

台灣雖身為工具機暨零組件生產大國，在內銷市場

上，向來以日本為主要競爭對手；外銷市場則有日本

和中國大陸。但直到1982年台灣首家滾珠螺桿專業製

造廠何豐精密才正式成立，自英國引進世界一流的生

產技術開工量產，當時在台灣市占率從1983年33.3%

、1984年36.3%逐年遞增，在1985年達到50%。

由於當時投資金額過為龐大，市場規模又不足以支持

何豐擴大產能，降低單位成本，導致於1987年由時任

交通銀行主任秘書卓永財接手重整，接著另行成立上

銀科技。旋即於1992年成為全球滾珠螺桿廠商中，首

家通過ISO國際品保認證工廠，台灣滾珠螺桿品質才

逐漸獲得國內外廠商肯定，正式由進口替代的內需市

場占有率僅約5%增至85%，進而反攻國際市場，外銷

30餘國。

英國百年螺紋磨床大廠邁萃斯精密公司（Matrix）早

期便與日本三井精機挾成本優勢，共同掌握全球導螺

桿加工設備產能，當時在何豐廠內清一色採用Matrix

加工及檢驗設備。但在大陸、印度等新興市場崛起

後，造成Matrix設備取得不易，也形成被上銀併購的

契機。

2015年上銀再為了取得日本不願出售的專用齒輪刀

具，以加工機器人所需諧波減速機（Harmonic drive）

，而決定併購陸聯精密，並在2019年改名邁萃斯精密

齒輪、滾珠螺桿等關鍵傳動零組件的應用範疇極為廣泛，涵括汽車、工具機、基礎工業、能源、礦業、
農業設備以及風力發電等。（source：ineg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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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全球，但當時陸聯其實已具備可加工短行程導螺

桿能力，正逐漸向長行程及自主開發刀具升級之路，

如今則交由第二代卓文恆接任董事長，期待早日轉虧

為盈。

開創齒輪加工專用不易　 
台廠走來篳路藍縷

目前對於齒輪製造約可概分為3大領域：圓柱齒輪、

蝸桿/蝸輪及傘齒輪，但因為切削齒輪時，對於齒形

精度的要求較一般機械零件嚴格，必須使用特殊刀具

及工具機才能加工，其機台結構複雜且剛性要強，再

搭配專用齒輪設計製造軟體，所以鮮少有台灣廠商能

介入，全球齒輪工具機的製造商主要分佈在日本、德

國、瑞士和美國，生產機台約佔全球總數70%以上。

其中，圓柱齒輪粗加工的工具機大都使用滾齒機和插

齒機。在粗加工後，尚未淬火前的齒形精加工則利用

刮齒機，並大量用於機車產業；至於淬火後的精加

工，大都施以磨齒（Grinding）和珩齒（Honing）。

目前為克服內齒輪加工問題，最新推出的技術為強力

刮齒（Power skiving）和滾插（Scudding），其刀具

採用類似插齒刀設計，切齒動作則類似滾齒工法，加

工效率宣稱比插齒加工快了5~6倍。

然而，因為圓柱齒輪生產的技術門檻不高，難與大陸

及新興國家做價格競爭，在台灣齒輪產業力求轉型之

下，漸漸朝向齒輪箱次系統利基領域發展。如自動化

領域的行星齒輪減速機，代表性廠商有台灣精銳、利

茗、成大、台灣工機和晃益；工具機方面有大同、錫

昌、僑星和六星等。汽機車領域中的齒輪箱和傳動軸

系統，代表性廠商有和大、倉佑、中華台亞、介隆興

和華鏞；基礎重工業設備使用的大型精密減速機，代

表性廠商有上和、台朔重工、久大和聰穎機械廠；橡

塑膠機械齒輪箱領域，代表性廠商為三隆齒輪、台穩

精密和永大精機。

滾珠螺桿因為生產過程複雜、工時冗長，必需由具備嫻熟工藝的技術人員操作，其應用
漸從NC/CNC工具機擴散至半導體與產業機器人領域。（source：balancesyste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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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考量在各種齒輪中，傘齒輪的技術門檻最高，故較

具競爭力，台灣的代表性廠商有僑星齒輪、亞格齒輪

和旻成齒輪。傘齒輪常用的切製法有兩大類，早期以

美國Gleason傳統搖台式切齒和磨齒設備為主，以面銑

法（Face-milling）來加工傘齒輪。製造者可從Glea-

son提供的齒輪計算表來計算刀具和齒胚參數，以及

機械設定和修正量，針對個別需求實施特定的加工方

法；後製程還須經過表面硬化熱處理，最後再施以研

磨來提高齒輪精度，由於刀具設計簡單且取得容易，

非常適合小量乃至大量的製造方式。

另外一類是德國Klingelnberg傘齒輪加工機為代表，以

面滾法（Face-hobbing）來加工傘齒輪的生產速度比

較快。但因為由多根條狀刀棒所組成刀具，使之刀刃

設定較為複雜，需要額外刀具校正設備；且藉此加工

的傘齒輪無法施以研磨，故在台灣較少有廠商採用，

卻非常適合為汽車產業生產大量傘齒輪，對於齒輪精

度要求不高，還能在熱處理後以研齒製程（Lapping 

process）來調降噪音，代表性廠商為中華台亞。

至於台灣齒輪刀具製造商首推陸聯精密，研發自製的

工具機包含滾齒刀鏟齒車床、刮齒刀插槽機及CNC滾

齒刀鏟磨機和磨銳機等。且在建立齒輪機專門技術

後，轉而開發CNC蝸桿磨床、CNC成形磨齒機和CNC

蝸桿，砂輪形磨齒機，其工具機品質已獲得國際認

可，銷售遍及台、日、美、大陸和土耳其等國家。近

年來和大工業也挾其多年齒輪生產實務經驗，自行設

計製造齒輪工具機，並成功開發出CNC刮齒機和滾齒

機行銷全球。

倘若引導得當，台灣機械廠商將能建立起對於齒輪、

齒輪箱及傳動系統最適化的設計能力，開發附加價值

高的產品；與齒輪製造業者也提高生產力、更新老舊

設備，爭取車輛傳動方面市場，必使台灣與齒輪相關

的機械工業在世界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並帶動整體

機械業發展。

例如機器人的關鍵零組件中以減速機構為最關鍵，為

能滿足小空間單階大減速比的需求，一般皆採用諧波

式減速機或擺線減速機（Cycloid reducer）。除了前者

關鍵在於撓性齒輪的材料選用和齒形設計，試量產製

造出來的減速機壽命猶待國際驗證；後者的技術門檻

在擺線齒輪齒形設計和製造精度，已有台灣廠商逐漸

克服其中困難，並持續改善品質。其他應用在鋼鐵、

石化等重工業或基礎工業的大型減速機，則重點訴求

安靜、高強度和高效率，以及風力電機所需的增減速

箱，為其關鍵零組件。

導入瑞士齒輪加工整體方案　 
產業可望軟硬體同步升級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也有瑞士齒輪加工專用機控制

器大廠NUM已在台灣成立子公司–台灣力盟公司，

總公司早在1961年就已開發出首款CNC控制器，比

起現今CNC/NC控制系統的普及使用早了10年之久。

該公司現除了可提供NUMgear控制器，以協助台灣傳

統綜合型工具機、OEM設備製造廠商開發新款成形

齒輪磨床、滾齒機、插齒機、創成磨齒機等專用加

機器人的關鍵零組件中以減速機構為最關鍵，為能滿足
小空間單階大減速比的需求，一般皆採用諧波式減速機
或擺線減速機。（source：cdn.neuga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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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機，並搭配人機介面軟體Flexium CAM，跨足新

創應用領域；同時著重舊機改新市場，與工研院、

天益齒輪、三隆齒輪等合作，改裝已使用數十年的

LIEBHERR、Gleason滾齒機。

台灣力盟公司業務經理吳松憲表示，該公司不僅在

2014年即曾與陸聯合作開發創成磨齒機，近年來還與

建暐精密科技公司合作開發成形磨床案例，後者係基

於現今機器人系統通常使用配備漸開線齒輪的行星齒

輪箱，或是減少外擺線轉子和定子組合的擺線驅動，

但要製造擺線齒輪的難度大且成本高。

因此建暐於2015年決定自行開發磨床，生產自家齒輪

箱以便掌控質量、縮短交貨時間並降低成本，甚至能

向其他齒輪製造商銷售機器。最初也曾採用傳統Fanuc

數控系統、CAD/CAM軟體及自家三次元量床（CMM）

，卻很快發現擺線齒輪的輪廓複雜程度，CMM得到數

據不足以控制整體製程，且不希望客戶採購機器，還

須要投資引進昂貴的CAD/CAM系統和增加人員。

所以決定引進一套能從齒輪設計理論開始，就完全支

援齒輪磨削的CNC數控系統，讓客戶只須輸入其設定

的齒輪參數，就能即時補足機器修整和磨削過程的各

個層面。NUM則願意提供在齒輪磨削應用的專業知

識，並共同開發CNC數控系統，包含特定應用的人機

介面（HMI）軟體和各種專用控制功能，並搭配NUM

新一代Flexium+ 68 CNC平台，實現了在同一部機台

上製造擺線齒輪和漸開線齒輪的能力和靈活性。

台灣力盟公司亞洲區銷售總監Adrian Kiener指出： 

「這次成功案例凸顯了NUM分散支持戰略的重要性，

客戶只須要直接通過NUM在台灣及世界上許多其他國

家的CNC專家和開發措施，就能得到非常快速的反應

服務，以協助其顯著縮短上市時間。同時結合了NUM

瑞士總公司齒輪產品團隊的專業知識和經驗所形成的

完整解決方案，包含：人機介面軟體、加工技術和數

學公式，以及所有NC循環。」

吳松憲也認為：「NUM的開放式架構平台，加上願意

與機器製造商合作開發特定應用解決方案的意願，是

客戶選擇CNC系統供應商時的關鍵差異化因素。」在

協助建暐從無到有，開發成形齒輪磨床的過程中， 

NUM還特別量身打造所需人機介面，並由雙方共同討

論產生漸開線/擺線的數學公式，這也是在台灣子公司

的優勢之一，還為此培養了人機介面工程師，能即時

就近解決問題，不讓強調靈活應變的台灣中小企業，

再耗費已吃緊的人力、時間編程，今年將持續在台灣

衝刺開發客製化加工非圓工件的圓筒磨床市場。

建暐精密科技公司與NUM合作開發成形磨床，並搭配NUM
新一代Flexium+ 68 CNC平台，實現了在同一部機台上製造
擺線齒輪和漸開線齒輪的能力和靈活性。(source：n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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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念舜

經歷近年來數控技術的成熟發展，在工業4.0及數位分身潮流的推波助瀾下，即

使傳統CNC及數控系統於齒輪/螺桿加工亦非全無用武之地。包括國內外工具機等

OEM設備製造廠商，也紛紛與歐系大廠Siemens、NUM結盟，開發客製化人機介面

及模擬軟體，以支援齒輪/螺紋磨削專業加工機增效節能或數位轉型需求。

齒輪螺桿加工機朝數位轉型

（source：welter-zahnrad.de）數控系統聯手設備製造加值

因
應現今齒輪加工法、應用不斷推陳出新，台灣

齒輪加工機製造廠商雖然早年便看好傘齒輪的

技術門檻最高，較具競爭力，但經過這十餘年來努

力之下，目前已真正商品化的CNC齒輪加工機包括滾

齒、刮齒和磨齒等機種，卻都只侷限於加工圓柱齒

輪，能加工傘齒輪者仍付之闕如，也無相關量測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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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未來勢必要在現有基礎上，整合齒輪刀具和工具

機，並加強在傘齒輪刀具、插齒刀、拉齒刀，以及强

力刮齒或滾插刀具等方面發展。

然而，過去因為傳統齒輪磨齒程序屬於特殊且困難

的工藝，必須仰賴技術純熟人員，操作昂貴的歐系

專用機種才能達成，直到2016年台灣國際工具機展

（TMTS）上銀集團旗下邁萃斯精密公司，始趁勢推

出首部台製CNC五軸同動傘齒輪切齒機，除了所加工

的齒輪精度可達到德國標準DIN-4等級時，足以匹配

電動車高轉速/功率馬達，也為齒輪製造業者帶來發展

曙光，將主攻高端齒輪及特殊加工機領域，以提高競

爭力。

同時強調除了關鍵零組件100%「MIT」台灣製造，搭

配工業機器人可最多達到3天24小時無人操作，且穩

定生產的磨齒單元之外；並對於外銷機種選配Siemens

數控系統及自家對話式視窗軟體及刀庫，售價僅約歐

系同級機種1/3，極具國際市場競爭力。 

Siemens發揮運動控制強項　 
協助導入數位雙生轉型

台灣西門子公司指出，該公司在齒輪加工應用領域，

主要可發揮SINUMERIK系列控制器在運動控制上的強

項，提供加工系統所需耦合功能，包括同步、插補、

電子齒輪（自定義/多級跟隨）等，皆可透過統一的操

作與程式設計、一致的訓練和維護，確保達到最高的

生產協同效應，現也持續與台灣齒輪加工機大廠邁萃

斯、和大，以及上銀在導螺桿製造密切合作，以達到

機械製造業者希望達成之特殊加工目的。

但西門子也坦言，由於齒輪/螺桿加工專用機廠商還是

很重視齒型、模數設計等Domain knowhow，甚至還要

搭配量測自動化設備，並非傳統CAD/CAM軟體或CNC

數控系統能完全勝任，西門子則可提供這些機械製造

業者，所需二次開發客製化人機介面（HMI）環境，

終端使用者也不必擔心進入太複雜的環境編程，才能

加工，西門子並將其HMI分為不同等級：

1.	Easy	 Screen：基於西門子既有架構上另開視窗，輕

易延伸人機畫面功能，連結客戶加工程式，但缺點

是彈性應變能力較差。

2.	MyHMI	WinCC：讓客戶可利用西門子旗下自動化部

門的WinCC系統環境，經過拖曳視窗內應用程式工

具來開發客製化HMI，還可供外部其他系統整合商

（SI）協助使用。

3.	MyHMI/3GL：係因應大部份齒輪加工機大廠都會在

Windows OS架構上開發獨有HMI，利用一般程式語

言編輯之後，再與西門子HMI整合，所以機械廠內

必須建立專業編程工程師團隊，將齒面設定、修整

等功能都內建於數學函式資料庫，以快速形成加工

程式。

例如工具機大廠DMG MORI集團，便搭配西門子控制

器核心，支援近年來備受業界關注的強力刮削（Pow-

er Skiving）工法，將工件和刮削刀具設定一定角度並

同步旋轉來生成齒輪，並解決了以往編程複雜，必須

耗費大量時間創建的缺點。

2016年上銀集團旗下邁萃斯精密公司趁勢推出首部台製
CNC五軸同動傘齒輪切齒機，於外銷機種選配Siemens數
控系統及自家對話式視窗軟體及刀庫，極具國際市場競
爭力（攝影：陳念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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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操作員已可以通過對話式編程，快速設置齒數和

角度參數，輕鬆為每個客戶創建最佳程序，同時檢

查顯示於該公司CELOS控制器HMI的圖形，進而搭配

DMG MORI五軸、車/銑複合加工中心機，單機進行正

齒輪和外/內齒輪加工，大幅縮減加工時間及誤差。

由於目前許多齒輪加工的研發能量都還在學界，西門

子也為了未來五軸、銑車複合機種製造廠商，可望進

入齒輪加工領域而提早布局，盼建立泛用機的標準而

降低門檻。

隨著近年來還有越來越多歐系齒輪加工專用機大廠，

為了加值應用而開始推出整線/廠自動化Turnkey解決

方案服務、導入數位分身（Digital Twins）等科技來

驅動數位轉型。西門子也藉此引進自2019年問世的

SINUMERIK ONE數位原生控制器，以提供機械製造廠

商全數位開發環境。

既可納入具備機構、電控系統、軟體與加工應用kno-

whow的虛實客製化開發模組，在工程開發階段即導

入彈性應用，以縮短打造新機流程，加快30%上市時

間。待完成後產生標準車/銑工具機的3D模型，可供

機械業加工測試及教育人才，並有效提高生產力，此

概念最早也是源自滾齒專用機。

如今還能經西門子開放CNC數控系統SINUMERIK 

840D與旗下CAD/CAM、機電一體化系統軟體連結，

以提供機械廠加工並整合自動上下料、機上量測等機

構及機電系統，已聯手約40家歐系大廠，都在同一平

台完成Turnkey加工應用及二次開發HMI測試，約可縮

短30~40%開發新機時間。

再加入2019年併購的OMATIVE自適應切削技術，將

能陸續具備加工製程最佳化（ACM）、機台保護監

控（VCM）、生產製程監控與改善（AVCM）等功

能。不僅能藉此提升車/銑床加工效率最佳化、穩定

製程，以提高生產力、品質和可用性，並同樣負載下

縮短加工時間；針對Power Skiving特別耗損刀具的缺

點，透過檢知刀具破損來延長刀具壽命；進而監控主

軸負載，防護機台過載或碰撞，減少意外停機時間，

現已逐漸受到航太、汽車製造業歡迎，用於滾/磨齒

加工領域。

NUM引進軟硬體解決方案　 
輔助建立齒輪加工knowhow

至於瑞士齒輪加工專用機CNC控制器大廠NUM，也提

出相關開放性軟硬體NUMgear解決方案，已完全整合

到目前Flexium+控制系統中，並提供了互動式人機介

面，客戶僅需經數小時培訓，便能輸入工具機、刀

具、工件資料及定義加工過程，開始在滾齒機、創成

磨齒/珩齒機、圓筒磨床上採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來生

產齒輪。

一般來說，滾齒和創成研磨的連續加工是最高效率的

生產方式，搭載NUM數控系統的工具機加工的齒輪

精度，最高可分別達到創成研磨DIN-1、滾齒DIN-3標

準。還可以在磨削時，修改不同齒面（輪廓）。

台灣力盟公司業務經理吳松憲進一步指出，目前NUM

與台灣工具機等OEM設備製造廠商的合作模式，除了

隨著近年來還有越來越多歐系齒輪加工專用機大廠，為了加
值應用而開始推出整線/廠自動化Turnkey解決方案服務、導
入數位雙生等科技來驅動數位轉型。（source：i.yti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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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未具備齒輪加工專業knowhow者，能利用NUM公

司的Flexium+ CNC數控系統、電子齒輪箱等功能；並

基於Flexium CAM 編輯器建立獨有客製化HMI，整合

內/外徑研磨程式；還提供必要的研磨模擬技術，可供

選擇提前於離線時，或在線上加工同時執行。若有其

他已具備相關knowhow的工具機製造業者，則能選擇

搭配不同品牌控制器，再自行開發專屬HMI與循環。

例如因應現今業界新興的緊湊型齒輪箱製造需求、高

速精密的多軸同動工具機問世，即可透過NUMgear滾

齒專用套裝軟體系列的Flexium+ CNC平台，在同部機

器上完成滾齒和刮削工作，能更快速且有效地製造任

何尺寸的內/外齒輪，使得齒輪加工業者能在刀具空間

受限於緊湊型齒輪箱時，在其中一軸滾削大齒輪，並

為另一軸上的小齒輪提供動力。

該軟體還利用了Flexium+控制系統同時配備了高度

靈活且功能強大的電子齒輪箱（EGB），直接整合到

CNC內核，改善了精度和速度，使刀具速度可高達

25,000rpm，提高了生產率。其中，多群組電子齒輪

箱（MLEGB）的高速和精密特性，由使用者自定義

齒輪箱中的任何軸，都可以成為另一個引導軸或跟

隨軸、直線軸或旋轉軸，以增強靈活性；靈活地控制

刀具的運動，甚至能在圓筒磨床上進行非圓型同動控

制，打造出非圓齒輪及特殊的齒面形狀。

此外，由於NUMgear完全採用模組化設計，得以根據

客戶需要，整合不同的使用者介面、專有技術和計算

模組或其它進階功能，可任意在獨立工具機或公司聯

網電腦的Windows系統上運行，也代表其可從移動設

備或辦公室電腦上，對多台齒輪加工機校正，邁向工

業 4.0。

當然，NUM也有自家數位分身解決方案，或者讓客

戶選擇搭配外部3D模擬系統軟體商，提供VR工具與

NUM控制器結合，又將前者分為：硬體迴路（Hard-

ware in the Loop；HiL）、軟體迴路（Software in the 

Loop；SiL）兩種類型。

在「硬體迴路」中的數位分身代表一具實體控制器，

可通過傳輸線接收來自安裝數位分身軟體的電腦傳送

資訊，讓當前軟體版本與數位分生的虛擬模型交互執

行，並經過3D視覺化顯示實體程式順序。「軟體迴

路」的數位分身及虛擬控制器通信等整個功能均位於

電腦上，適用於開發初期，連真正控制器都尚未產生

的階段。

NUM也為此提供兩種控制用的數位雙生版本，其

一是「軟硬體迴路混合」方案，由Flexium+控制器

整合PLC中的一個獨立機器模型，並使用預設組件

來模擬單個機器元件，例如，感應器、主軸、氣缸

等，Flexium NCK負責執行NC程式，並模擬機器各軸

運動的位置數據。另一項是「硬體迴路方案」，NUM

使用ISG-virtuos軟體，可使用實體控制器對自動化系

統執行測試、調試和優化，並通過EtherCAT在分身與

Flexium+ 控制器即時通信。

瑞士齒輪加工機CNC控制器大廠NUM，也提出相關開放性軟
硬體NUMgear解決方案，已完全整合到目前Flexium+控制系
統中，並提供了互動式人機介面。（source：n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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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齒輪加工前景　 
還須數位雙生軟體加持

然而，在齒輪製造上，業者必須思考的是如何提高齒

輪生產效率、精度，才能增加本身優勢？前者必須在

刀具使用和加工技術上不斷鑽研精進，如採用滾齒或

銑齒、捨棄式量產型刀具等。以內齒輪來說，可以採

強力刮齒或滾插製程來提高生產效率；或者藉著近幾

年鍛造技術的突破，以鍛造方法大量生產齒輪。後者

則須在設計階段加強齒輪設計軟體的強度及廣度，在

製造階段則以研磨為必要採取的製程。

台灣齒輪刀具製造商首推陸聯精密（邁萃斯精密前

身），與和大工業CNC刮齒機和滾齒機行銷全球，惟

論及這兩家廠商成功關鍵，皆與中正大學機械系教授

馮展華密不可分，2000年初開始與陸聯和工研院機械

所合作，結合產官學研的力量提出整合型計畫，研發

CNC戟齒輪創成機及大型CNC成形砂輪磨齒機，並成

功複製到和大開發CNC滾齒機。

且由於齒輪元件需要滿足空間嚙合理論，不管是設計

或製造皆要大量的數學運算，因此各種輔助齒輪設計

計算的軟體就應運而生。在圓柱齒輪方面，台灣廠商

普遍使用由馮展華開發的齒輪設計軟體。至於傘齒輪

若使用傳統加工機廠商提供的計算公式來設定製造所

需的各項數據，既不方便且限制也多，不同批生產的

傘齒輪也不具備互換性。

近期較先進的做法，則是採用齒輪量測專用機搭配不

同量測軟體，便可以量測圓柱齒輪、傘齒輪、蝸桿蝸

輪、滾齒刀、刮齒刀和插齒刀等，透過傘齒輪設計軟

體來補正切齒機械設定，取代以往由齒印機來回整修

的方式，可以很快經1~2次修正，就能非常精確生成

齒輪，產品也具有互換性。

就有過去出身工研院體系，曾親身經歷台灣從自主

開發齒輪加工機、刀具、軟體及PC-based控制器的過

程，至今還投入開發諧波式減速機二次創業的業者便

指出：「未來台灣齒輪加工產業要持續發展的關鍵，

已不再只是單純採購硬體的軍備競賽，還希望能與設

備製造廠商（Maker）共同開發。」

改為扮演終端加工業者的角色之後，他還是希望以相

對容易溝通、掌握的台製外圓/刀具磨削、銑車複合

機、滾/插齒加工機為主，再搭配德國蔡司、瑞士品牌

量測設備、材料供應商，掌握核心關鍵能力。同時在

投資軟體金額不比硬體少，用來建立內部不同齒型、

輸出/入設計與對手區隔，從設計理論開始，逐步累

積、建立數學函式資料庫。

接著利用自主開發HMI、軟體編程及CAE分析，再經

過製造、委外熱處理回廠；最後進行金相、材質檢驗

等程序比對，來確保與原始設計一致，符合客戶要求

及穩定品質，也藉此博得客戶信賴，願意共同協力，

跨足創新應用領域。

未來在齒輪製造上，業者必須思考的是如何提高齒輪生
產效率、精度，分別在刀具使用和加工技術上不斷精
進，同時於設計階段增加齒輪設計軟體的強度及廣度。
（source：pbs.twi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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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通訊技術大約每10年就會進化出一個新的世代，而Beyond 5G（6G）是否如預期

地在2030年到來，或是會提早實現？6G終將建立一個新形態的社會生活體系。

6G世界的模樣 

5G之後

全
球終於即將開始全面的5G服務，但下一代的

通訊技術討論也提前展開。全球先進國家政

府也先後的規劃關於次世代通訊技術的整體策略，

例如日本在2020年6月即公佈《超越5G推進戰略— 

6G之路》，分析2030年代社會所需的技術和政策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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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行動通訊技術大約每10年就會進化出一

個新的世代，那麼接下來的6G，是否如預期地在2030

年到來，還是會提早實現，並且在那時的社會中扮演

什麼角色？

COVID-19在全球引發前所未有的危機，也因為這樣的

衝擊，對於人們的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帶來一波新的革

新潮流。因此，在未來還是會出現許多不可預測的風

險，包括新的傳染病大流行、自然災害等，這可能使

得在傳統方式下，如人員運輸和面對面的拜訪式業務

推動都難以繼續；因此無論喜歡與否，都會被迫改變

為遠端工作，或其他遠端工作的新常態，而且這樣的

常態也變得越來越依賴數位技術。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持人們的生活和經濟活動的順

利進行，創造一個徹底使用資訊通信技術（ICT）基

礎設施的環境。推廣Beyond  5G（6G），不僅是建立

一個新形態的社會生活體系，也是面對With  Corona/

Post Corona時代的因應策略。

未來無線通訊發展的指引

COVID-19的傳播危機或許是一個推動通訊技術進步的

助力，加快發展Beyond  5G準備就緒，並提供強大且

安全的ICT基礎設施。換個角度來看，Beyond  5G可以

看作是一個指引，利用現有5G的同時，未來10年應該

可以發展出更多的通訊服務（圖1）。

在未來，融合物理空間和網絡空間的CPS（Cyber Phys-

ical  Systems）將取得巨大的進展，從大量數據中創造

2030年6G的概想
Internet

HAPS

產業‧企業
城市建設‧工廠‧醫院 手機‧電腦‧電話 碳零排放‧災害‧教育‧病毒

衛星 MEC

Cloud Sever

固網‧光纖

消費性服務 地球‧社會

雲端伺服器網際網路

圖1：2030年6Ｇ的概想—6G將取得巨大的進展，可以最合適的方式提供人們
想要的服務。（source：DIAMOND；智動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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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G將更進一步加強5G的特點，包括研發可被運用的技術平台，先進關鍵技術的開發。（source：NEC；智動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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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價值，在人們需要的時候，以最合適的方式提供他

們想要的服務。

目前的5G具備「超高速度和容量」、「超低延遲」、 

「超多可同時連接」的特色功能，這些特色將徹底改

變使用物聯網和行動技術的工作方式。而6G將更進

一步加強這些特點（圖2），目標是將5G性能的複雜

度提高10倍。例如最大傳送速率為100Gbps，點對點

的延遲小於1毫秒，每平方公里的設備數量，也將從

5G的100萬增加到1000萬。並且還包括以下四個新特

點，使通訊更加人性化和便利。

值得注意的是，6G不再被描繪成一種通信系統。5G的

主題是推動「工業數位轉型」，而6G則定位為構建新

社會系統的基礎設施。

6G在未來的四個新特點

首先是「自主性」。利用AI等技術，讓所有設備在沒

有使用者的干預下，可以進行自主合作連線（零接

觸），創建一個立即滿足使用者需求的最佳網路，而

不考慮是有線還是無線的環境。

第二是「可擴充性」。 終端和基地台將可與不同的通

信系統進行無縫連接，例如衛星和高空平台（high  al-

titude  platform  stations；HAPS）。通過無處不在的基

地台，將終端等各種物體作為基地台，各地的設備都

能夠協同工作與相互連接，使通訊能夠在包括海洋、

空中和太空等任何地方進行。

第三是「超安全性和可靠性」。即使在用戶不知情的

情況下，也始終確保安全和隱私，即使發生災難或故

障，服務也可以立即恢復而不會中斷。

第四是「超低功耗」。如果依照目前的數位化速度繼

續下去，2030年IT相關產品的電力消耗，預計將是

2016年的36倍。為了能夠應對如此大的功耗增長，需

要設法將6G的功耗降低到目前的1/100左右。

為了實現以上的新特點，需要大量的技術來支持，例

如：

• THz（Tera Hz Frequency）：支持超高速、大容量通

訊

• 時空同步（Space-Time  Synchronization）：支持超

低延遲

• 感測技術：支持大量同時連接

• 全光纖網絡：支持超高速、大容量通訊、超低功耗

• 低功耗半導體：支持超低功耗的技術

• 量子密碼學：支持超高安全性和可靠性

• 利用HAPS：支持可擴充性、超安全性和可靠性

• 完全虛擬化：支持自主運作

• 相容性介面：支持可擴充性

HAPS打造平流層基地台網絡

HAPS是一個無人駕駛飛機和飛艇系統，在平流層與空

間的交接處飛行，向地面提供通信服務。平流層的高

度為20公里，這個高度可以讓訊號很容易到達地面。

HAPS需要使用能長時間停留在平流層的無人機，並

在飛機上配置一些重要設備。例如在機翼上安裝太陽

能電池板提供動力，可以在自動控制下繼續轉動和飛

行，以保持無人機持續進行圓周飛行，並具有在空中

停留6個月的能力。此外，也包括連接HAPS和智慧手

機等終端的天線設備、連接地面固定站的無線通訊設

備以及用於控制的Wi-Fi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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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HAPS基地台可以覆蓋直徑達200公里的區域，而

傳統的地面基站僅能覆蓋直徑1公里的範圍（圖3）。

即使在用戶很少的山區和海上，HAPS也能有效率地提

供通訊服務。HAPS在海拔20公里的平流層飛行，這

是人類以前從未使用過的空域。由於這是一個難以使

用現有設備操作的天氣環境，因此有必須要有特殊的

設計來克服。

在較低的平流層，溫度大約是攝氏零下70度，雖然

高度愈低，大氣壓力越低，溫度就會相對提高，但是

卻不利於通訊。為了解決高度與低溫環境矛盾的問

題，HAPS需要配備抗寒防護罩和小型加熱器，針對有

必要的設備進行加熱。

異質網路技術之必要

在連接方面，非手機通信系統的融合和整合將加速。

這是一個異質網路（Heterogeneous  network），利用

各種固定和無線達到系統間無縫連線。就5G而言，目

前正在發展將光纖和Wi-Fi等固網接入整合到5G核心

網路中，但僅靠5G/6G是不可能覆蓋整個社會的。

在6G的規劃中，能夠根據各種應用的要求，自動改變

資源和性能的靈活性，以及處理大量數據的可擴充性

非常重要。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想像成，與其把所

有東西都放在行動網路上，不如透過在其他網路、邊

緣計算基礎設施，甚至在雲端的應用等多元路徑來進

行數據傳輸。

這在災難發生時的恢復方面具有相當大的助益，如果

各種網路之間能相互補強，形成一個CPS神經網路，

那將是最理想的狀態。例如，在NTT的IOWN計畫中，

正在研究開發出Cradio技術，使用戶能夠在無感的情

況下使用適當的無線通訊環境，這項技術也將是6G的

一個重要元素。

5G只是實體空間和網絡空間的連接器，而6G將基於

再邁出一大步。隨時隨地可以連接兩個的相異通信網

路，而AI和應用的控制將被高度的整合，將通訊功能

與計算處理緊密結合，為CPS中使用的各種應用創造

一個「推進器」。實現跨越兩個空間的應用的推進器

功能是6G的關鍵要素，但迄今6G的出現還只是一個概

念。

HAPS所使用的2個頻率

覆蓋範圍：方圓200公里

HAPS

1. Service Link

Gateway
InternetCore

Network

2. Feeder Link

1. 服務鏈接

2. 回饋鏈接

閘道器

核心網路 網際網路

圖3：圖為HAPS所使用的2個頻率，而一個HAPS基地台可以覆蓋200公里。（source：DIAMOND；智動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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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制定進度預估與即將實現的示例

2030年代6G究竟會為社會帶來什麼？根據NTT  DoCo-

Mo於2020年7月發布的《5G Advancement and 6G》中

提出一些應用方向。

首先，超過100Gbps的超高速和大容量無線技術，將

使新的體驗服務等同於或超過真實體驗的品質。這種

新的體驗服務可在多個使用者之間即時共享，並發

展出新的同步應用，如網路空間的虛擬共同體驗，或

虛擬協同工作等。此外，在目前通訊服務未覆蓋的天

空、海洋和太空等地方，可透過「超覆蓋擴充」，進

一步擴展人和物的活動環境，並因此創造新的產業。

在網路-實體整合方面，6G的目標是實現小於1ms或更

短的超低延遲。這將大幅度推動即時、互動的人工智

慧服務技術。例如可以在無人商店提供遠程機器人客

戶服務，在看到顧客臉上的表情後，以類似人類的方

式做出反應。6G不僅會將大量的IoT設備連接到網路

上，無線通訊網路可利用本身無線電波來感知現實世

界，並實現小於幾釐米誤差的超精確定位。

預計ITU將在2022年左右最終確定6G的定義，而需

求的審查和標準化很可能在2023年至2024年左右開

始。目標是2030年，但考慮到2019年5G商用，預計

6G服務最早會在2028-2029年開始。

雖然6G或許需要到2030年代才會到達實際使用的階

段，不過還有近10年的時間，或許技術的演進可能會

比預期的更快。另一方面，目前的商業環境正處於前

所未有的不確定性環境，面臨新的冠狀病毒感染大流

行，中美貿易摩擦導致地緣政治風險增加，不可預測

的天氣和自然災害等情況。

在這種情況下，面對全球需求下降、供應鏈分散、社

會行為變化，和新競爭環境的出現，需要強化可因應

的能力，就像是透過使用5G來克服「2025年的懸崖」

，同時推動數位轉型作為解決這些問題的基礎，為即

將到來的6G時代作準備。

評估標準

要求

科技趨勢ITU

視覺檔案

ICT-52

規格

商用化

系統化關鍵技術研發

通訊業者

最初的5G/NR 5G/NR進化

6G5G Evo3GPP

6G SI:
條件需求

WRC’ 19 WRC’ 23 WRC’ 27 WRC’ 31

6G SI:
技術評估

6G WI: 6G 基本功能

圖4：ITU預計將在2022年左右最終確定6G的定義（source：Ericsson；智動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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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復霞

隨著COVID-19疫情未見減緩的跡象，創新創業群如何在破壞的時機裡找到切入點，

選對需求主題，以專業技術扎根，甚至匯聚整合資源勇闖國際市場，擴大業者開展能

見度與鏈結國際將成為重要課題。

疫後經濟創新創業
聚合資源謀商機

想像及期待的未來已在路上

根
據2019年世界經濟論壇發佈，台灣產業群聚發

展在全球排名第三，亞洲排名第一，緣於從培

育人才、重視智財權、完備的半導體產業、電子產業

供應鏈，以及良好的地理環境等要素，加上軟硬體等

多元資源整合，都為台灣打造亞洲最大的創業聚落帶

來效益。而隨著新冠疫情（COVID-19）情勢丕變，疫

情持續在全球各地此消彼長，各種產業與社會皆不得

不對應數位轉型的挑戰。現今科技資訊、數位經濟及

多元應用逐步影響了整體經濟文化和社會環境，為創

新創業帶來更多的發展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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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的衝擊打破既有的生活與工作模式，成為驅動科

技的催化劑，迫使人們接受更多科技，科技與生活交

織的程度以及造成的影響深遠，或將超乎想像與期

待。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處長何晉滄提及，因應大眾的

消費、生活與工作型態改變，社會與經濟運作模式隨

之轉變，例如：工作型態改變，從辦公室工作型態轉

為居家工作或行動辦公，使用遠端視訊、降低辦公空

間租賃；許多產業因疫情波及導致業績跌損，例如航

空、觀光、實體店家生意都大受影響，然而宅配經

營、外送經濟、電商平台逆勢而起。

數位無國界，數位化發展對於我們的現在及未來到底

會有多大的影響?舉例來說，遠距教學在兩週之內就

有2.5億個學生參與線上課程；電子商務興起，能夠

在八周內達到過往十年之店商交易額；遠端工作的雲

端服務系統需求激增至775%；而線上會議時間則成

長了2.5倍；遠距醫療於15日內增加10倍的線上約診

數；在數位娛樂方面，Disney+於五個月內達到Netflix

的7年成績，從中可見數位化發展蘊藏著許多的機

會。

何晉滄說明中小企業處設立協助創新創業的政策及資

源，提供創業資金及貸款以外，從創意構想驗證、產

品服務變現到資金的挹注成長，都有相應的配套措施

及獎勵機制；並且推動最大新創資訊整合平台，發揮

一站式入口服務，同時打造實體新創基地，創育生態

支援平台以支持新創場域的營運，並整合政府創業資

訊，提供業界顧問諮詢預約等服務，他鼓勵創業者善

加利用。

策略 裕資金 廣服務 創聚落 鏈市場

作法

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
（適用對象為20~45歲
青年；新創、微創企業
適用；創業營運資金
≦1800萬元提供支出額
度及利率等優惠，貸款
100萬元以下有新優惠
措施）

新創圓夢網
（注重網實整合，包括匯
聚資源、即時服務、網絡
串聯、加值推廣）

新創基地
（打造跨域交流友善場
域、社群協力）

新創事業獎
（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
準，且成立5年內之企業
皆可參加，選出20家企
業）

林口新創園
（專注AI、IoT、健康照
護產業為主軸鏈結產業供
應鏈；提供創業交流與專
業客製服務，及新創產
品與服務試煉場域；目
前208家新創團隊及企業
進駐，包括23家國際團
隊、21家加速器夥伴）

TAcc+加速器
（招收IoT、Healthcare 
新創團隊，透過三階段培
育與輔導，幫助新創團隊
躍上國際）

TAcc+新創補助方案
（加速新創企業完成PoS
及PoB，最高補助經費為
一年600萬元）

新創採購
（包括新創共同供應契約
採購、政府出題‧新創解
題研發實證）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SBIR)
（建構創意、創新到創業
三階段，採取一條龍鏈結
銜接機制，透過獎助、補
助及投資模式鏈住專業、
資金及市場）

創育機構
（分成技術創業放大器、
在地企業創新器、國際創
育加速器、5G定向加速
器四大類別推動輔導）

青年創育坊
（提供創業諮詢、地方特
色輔導及在地社群連結的
青年返鄉支持系統）

亞灣新創園
（包括金屬加工、石化、
港灣、電業、其他傳統產
業及國營事業；此為南部
最大5G AIoT 新創試煉場
域，提供新創創新科技與
實證環境，打造國際創業
聚落；預計110年底公告
新創主題式提案，以五大
場域、在地產業數位轉型
等與新創進行實證合作）

雲世代
（運用全新微電商概念，
採取台灣雲市集模式啟動
轉型，以數位點數補助中
小企業上雲，拓展市場）

（source：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智動化整理）

表一 經濟部中小企業協助創新創業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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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疫情趨勢變化，國際人才出現遷徙的現

象，或是回歸與台灣創業生態圈結合，可從中看到有

形和無形資源注入環境生態的機會，例如可將國際企

業資源和國際人才引進台灣促進發展，何晉滄表示，

如今是創新創業2.0，台灣創新創業最缺乏的是與國際

接軌的資源，透過雲端資源可以做成國際生意。中小

企業處提供適當的各項資源協助新創企業鏈結市場，

促成政府與新創供需雙方之合作，亦增進供需效能並

協助業者獲得政府商機，擴大業者開展能見度與鏈結

國際。

根據2020年台灣新創生態圈大調查，新創對政策的需

求，正逐漸從「創業入門能力」往「企業經營管理」

的方向移動，除維繫有助於新創發展的環境外，新創

政策本身亦須升級轉型，以引導民間資源強化新創服

務的品質與能量，因應數位經濟時代的新創發展需

求。

技術、資金及市場

從2021年的國際趨勢看疫情後新創發展，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DNA定序與剪輯、機

器人（Robots）、太陽能（Solar）、區塊鏈（Block-

chain）將成為未來趨勢。提到新創發展的三大要素

莫過於技術、資本及市場，推動成立亞洲首支「硬科

技風投基金」的「台灣創速」，被彭博社譽為台灣Y 

Combinator，期以國際化創業加速及投資團隊，發揮

台灣在科技及人才的優勢，透過有效的資本市場運作

和專業的加速平台，驅動具有實力的產業創生及快速

發展。

台灣創速加速器執行合夥人顧及然指出越來越多非典

型投資者進入新創資本市場，並看好未來一年的投資

報酬率。不論是採取投資新創、成為企業夥伴、併

購新創等手段，企業透過企業創投（Corporate Ven-

ture Capital；CVC）來加速疫情期間取得關鍵技術與

未來商機，成為2021年資本市場急速成長的關鍵因

素之一。他同時表示，2020年起透過特殊目的收購

公司（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SPAC）

模式上市的新創企業呈現大幅成長，成為眾多新

創及投資機構趨之若鶩的集資與獲利手段。而從

2020年起在健康（Healthcare）、生技、製藥等產

業的投資金額快速攀升，出現許多大宗金額的募資

成功案例，例如TREELINE（US）募資美金7.35億

元，Ventus（Canada）募資美金1億元等。

顧及然建議，面對疫情的衝擊，企業應擺脫舊有的經

營管理思考，採取全新的九大商業思維，包括現金最

大、檢討商業模式、危機處理（關、停、併、轉）、

矯枉過正、遠距工作、流氓步數（思考何謂最好的價

格、產品及對象）、顧問化/軟體化/平台化、利潤極

大化及代價極小化，才能夠在一切被破壞的時機裡找

到最好的切入點。

此外，避免負債過多、固定成本過高，透過可辨的成

本結構減輕資金負擔，並盤點目前的商業模式中，其

營利方式是否有未來性並進行危機管理，而達到利潤

極大化。另外，未來在家工作將成為常態，因此工作

的分工與達標方式將成為另一項企業成長的關鍵。

面對疫情的衝擊，企業應採取全新的商業思維，才能夠在一
切被破壞的時機裡找到最好的切入點。（source：TECHSAA）





62   SmartAuto  smartauto.ctimes.com.tw

應用焦點Application

對於在疫後整體環境當中，新創企業要如何透過數位

轉型將危機化為轉機？對於南部新創企業而言，除了

提供「問題解決方案」的創新創業商機，也有轉變

地方經濟發展模式的可能。方陣聯合執行長朱伯倫表

示，該公司致力於整合與研發XR/投影體感科技、自

動化科技以及數位內容等領域的產品，以茁壯南部數

位科技生態圈為品牌使命。因應全球5GxAI發展，方

陣聯合團隊也將拓展領域到智慧城市、觀光、交通等

多項應用，未來將投入更多5G科技視覺化解決方案。

由於亞洲新灣區將計畫打造成為台灣南部最大5G 

AloT研發創新試驗場域，朱伯倫建議業者進駐亞灣5G 

AIoT創新園區，從聚集的廠商平行合作，能夠激盪出

更具規模的研發能量，並且獲取政府更多的支持與資

源。他認為後續疫情仍會反覆出現，新創企業透過數

位轉型化危機為轉機，企業應貼近市場反映所需並保

持靈活彈性，以敏捷的創新速度調整策略，隨需應變

持續開發市場，不放棄任何合作的機會。

朱伯倫建議新創企業應注重新產品、新服務的展延

性，在不同的領域延伸出可能性，並用實證說明創新

能力，才能夠建立良好的口碑與企業品牌。何晉滄認

為只要主題選對了，技術夠深，功夫夠廣，就可以在

台灣找到出發的機會，而有技術背景的新創團隊，更

加有機會拓展國際市場。

結語

現今數位經濟與產業的融合正加速各行各業的環境變

遷，為金融、工業製造、醫療健康、教育、運輸、能

源等各產業提供創新的智能解決方案。創新創業如同

一場冒險，在勇敢面對嘗試冒險之前，先做好萬全準

備是必要的。成功或許不能複製，但經驗卻可以傳

承，科研永續發展，得以推動產業升級。

任何科技轉型都要回歸到以人為本質，因此唯有創建

以客戶為中心的思維模式，才能提供創新和最佳化服

務。如何有效運用科技來減輕風險和威脅，支援多元

智慧應用，無疑是提升實力進展的良好途徑，而其中

數位化和物聯網更是無可避免的挑戰。藉由政府成立

示範驗證場域，加速研發與實地驗證，讓來自不同領

域的業者看見產品應用的機會，並且培育跨域數位人

才，透過完整系統性的培訓各領域專業人才，以及提

供個別協助，將如同推動創新創業向前行進的滾輪，

姑且不論是時機、商機或轉機使然，我們想像及期待

的未來已在路上。

亞洲新灣區將計畫成為台灣南部最大5G AloT研發創新試驗場域，成為未來創造高價值新環境
的多元產業聚落。（source：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5G影音串流
實驗場域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高雄電競館 高雄港埠旅運中心 高雄展覽館 高雄軟體園區

5G互動娛樂
實驗場域

5G國門
示範場域

5G會展
示範場域

5G軟體科技
應用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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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The Imaging Source兆鎂新提供

在工廠自動化的過程中，運用工業相機擷取的2D圖像結合機器視覺的3D深度測量，

賦能機器人為終端客戶創造更流暢的工廠生產線，2D+3D視覺系統正在加快產業的自

動化普及，擴充市場應用環境和模式，協助實現很多複雜應用的自動化升級。

2D+3D加效打造智慧
自動化工廠環境 

將3D相機安裝在智能機器人上方，通過結構光及相機直接捕捉工件圖
像，進行點雲擷取，並通過計算方式得出曲度及工件高低差，建模重
構，並進行定位。（source：Shutterstock/The Imaging Source提供）

機
器人在工廠自動化過程中不可或缺，如今，那

些容易造成人工疲勞、單調重複的任務都交由

機器人執行，這樣不僅能大幅降低失誤率，也能加倍

提升工作效率。然而，大多數機器人應用範圍有限，

只能按照既定的程式設計路線行動，如果中間遇到

突發狀況，便無法適用預設軌跡，使得任務不得不中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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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視覺能幫助機器人突破限制，增加智慧感知能

力。一家智能機器人公司與The Imaging Source兆鎂新

合作，在協助機器人中運用2D圖像結合3D視覺技術，

得以實現很多複雜應用的自動化升級。

創造更流暢的工廠生產線 

對於日趨嚴格和高精度的自動化發展，2D面陣工業

相機雖能捕捉到待測品的圖像細節並進行瑕疵檢測，

但是對於涉及到深度、定位以及一些高精度測量的場

合，2D相機仍然無法完全滿足要求。例如當機器人

手臂移動時，必須與鄰近環境物件比對，定位本身位

置，接著設定軌跡。2D圖像無法正確感知機器人手臂

與其他物件之間的空間關係，也就無法做出正確的移

動決策。

相比之下，3D測量則能夠解決上述問題，排除定位

障礙，取得物品的確切位置，進而建構出真實的環境

圖。而且結合自主深度學習系統，還能訓練機器人更

精確地執行下一步動作。

根據需求，許多終端客戶使用激光線掃方式，通過雷

射的往返時間計算出物件的表面成像進行深度測量定

位，呈現出線性數據；如果還需要更全面的瑕疵檢

測，則再另外使用2D相機來進行多方檢測。

不同的是，使用面陣工業相機結合結構光形成的3D視

覺系統，可以同時做到工業檢測、定位及精度測量。

對於有多重需求的終端客戶而言，2D+3D技術不失為

一種兼顧方案，能夠避免相機模式切換所帶來的延

遲。

2D相機與3D系統結合

根據需求，機器人廠商以The Imaging Source兆鎂新相

機DMK 33UX250為載體，搭配鏡頭與結構光技術，利

用C++語言，開發出了一套3D視覺系統。其採用GPU

並行運算處理，進行高速且大量圖像擷取，再通過自

主開發的智慧系統，引導後端機器人手臂進行智慧抓

取及各項複雜任務。

這款USB 3.0介面相機搭載SonyCMOS Pregius全域快門

感測器，提供優越影像品質、高速性，即使在不理想

的光源環境下，仍能提供出色的影像品質；其高效能

的USB 3.0介面可實現高幀率，能輕鬆應對高速檢測需

求。也因為如此易於整合，方便進行二次開發，進而

確保與3D視覺系統相結合，提供平穩且卓越的檢測品

質。 

此外，以下幾個案例，展示2D+3D視覺系統在工廠自

動化檢測領域的應用。 

【案例1】製鞋塗膠專案

在製鞋塗膠應用中，傳統的製鞋過程，因鞋樣多變，

尺寸大小差距大，難以實現全自動化，讓塗膠自動製

程也易遇到瓶頸。 

通過對鞋底拍照，能夠快速獲得三維點雲數據，經過

高效視覺演演算法處理，得到鞋底紋理、高度誤差、

曲度、彎度等精準數據，建構鞋底輪廓的三維圖。圖

像借助自主研發的智慧系統描繪出行進方向軌跡，進

而引導機器人進行塗膠任務。 

【案例2】打磨技術

傳統打磨過程倚賴龐大且複雜的程式設計解決軌跡設

圖1：透過USB3.0介面相機—DMK 33UX250可實現高幀率，
能夠輕鬆應對高速檢測需求。（source：The Imaging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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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問題。然而，程式化的程式設計難以如預期完成打

磨任務，因為每個工件一致性並沒有那麼好，而且工

作站的標定也無法100%準確，致使打磨過程仍然需

要很多的調試，難度較高。

運用3D相機可以針對打磨工件，例如傢俱、筆記本電

腦面板、風扇葉片等，計算出工件的座標並描繪出形

貌，進行快速掃描建模，幫助系統在視覺重構的模型

上生成路徑，通過智慧軌跡設計，實現自動按照設計

路徑進行打磨。 

【案例3】汽車保險桿上下料

汽車保險桿裝嵌於汽車頭部與尾部，在車輛碰撞時可

以起到吸能減損的功效。 

汽車保險桿上下料自動化，能避免人為因素產生的負

面影響，提高生產效率。使用2D+3D視覺技術，獲得

2D圖像及3D點雲圖，除了進行缺陷檢測，同時能夠定

位，確保機器人能順利抓取目標物，並上料至正確位

置。 

結語

2D面陣工業相機可塑性高，容易與軟體整合，並合成

為3D立體相機，提高性價比之外，也讓應用更加廣

泛 ， 能 夠 在 工 廠 自 動 化 中 提 高 準 確 率 和 生 產 效

率。2D+3D視覺系統正在加快產業的自動化普及，擴

充市場應用環境和模式，讓機器發揮更多作用。

圖2：將相機安裝於鞋底生產線上方，獲取鞋底圖像資訊並建構3D輪廓圖，然後引導產線後端機器人依據軌
跡執行塗膠任務。（source：The Imaging Source） 

圖3：鞋底檢測圖。（source：The Imaging Source） 

原圖 點雲圖 識別效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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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NXP）

文／Timo van Roermund

互聯汽車可以支援新服務和提高道路安全，帶來新體驗，但卻也出現新的網路安全挑

戰。網路安全措施必然是汽車整體設計的核心，符合新的ISO/SAE  21434汽車安全標

準，加速從隱性安全到設計安全的轉變是必要的。

汽車工程網路安全無漏洞 
全新標準讓體驗更有感

通
過無線升級、資訊娛樂以及行動設備和雲端服

務的整合，互聯汽車提供了安全、自動駕駛

和駕駛舒適度的終極體驗。而車輛結構的各個方面必

須設計強大的網路安全措施，保護關鍵功能和後端網

路免受網路攻擊。因應維護汽車安全的重要性，恩智

浦不論是在政策和流程方面都已通過認證，符合新的

ISO/SAE 21434汽車安全標準。

網路安全措施必然是汽車設計各個方面的核心，為參

與生產當今車輛的眾多汽車供應商定義了必要的標

準。明確的政策和程式必須貫穿整個供應鏈，以識別

和堵塞可能存在的任何漏洞。

合作實現標準化

創建汽車網路安全標準的工作始於2016年，當時汽

車工程學會（SAE）和國際標準組織（ISO）發起了

一項聯合倡議，旨在創建汽車網路安全行業標準。這

兩個組織分別致力於汽車功能安全和資訊安全相關標

準；ISO 26262是著名的汽車功能安全標準，SAE在創

建《網路物理系統網路安全指南》J3061時，借用了

ISO 26262的架構。這兩個組織最終聯手，並與汽車

製造商、零組件和系統供應商以及網路安全供應商合

作，其中包括來自16個國家超過82家公司的100多名

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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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ISO/SAE 21434標準就是此次合作的成果，此標

準定義了實現強大的汽車網路安全的精確程式和組織

要求，並詳細說明了在車輛整個生命週期內對潛在網

路威脅進行威脅分析和風險評估（TARA）所需的步

驟。此外，組織還需要監控網路安全事件，並在事件

發生時進行管理。

根據ISO/SAE 21434，從概念到製造再到淘汰，互聯

汽車的所有電子系統在每個階段都必須考慮安全性，

系統的設計方式必須能夠提供強大的保護，以抵禦

不斷演變的威脅。該標準定義的要求必須滲透到公

司的DNA中，這些組織必須實施網路安全管理系統

（CSMS），包括網路安全風險管理。

網路安全法規

新的汽車網路安全法規UN R155進一步邁向增強網路

安全。2020年，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UNECE）

WP.29（也被稱為世界車輛法規協調論壇）通過了該

法規。根據UN R155，汽車製造商必須擁有經過認證

的網路安全管理系統（CSMS），才能獲得車型批准

並銷售新車型。這項立法將於2022年7月起在全世界

範圍內實施。

支援原始設備製造商

原始設備製造商（OEM）則恩智浦等供應商的支持，

因為該法規要求有證據證明，供應商相關風險需按其

認證的CSMS進行識別和管理。ISO/SAE 21434標準支

援在整個供應鏈的組織中實施R155要求。恩智浦憑藉

安全專業知識，完善並擴展了現有政策和流程，可滿

足ISO/SAE 21434新標準的要求。獨立協力廠商最近

通過審核和認證確認了這一合規性。這有助於OEM滿

足R155法規的要求。

對傳統零組件的影響

需要強調的是，該標準並不意味著原始設備製造商應

隨意拆開現有系統並移除傳統零組件，他們必須分析

汽車系統，並確定其部件是否符合相關安全標準。對

於新的、符合要求的元件，這種分析將更容易進行，

現有的現成元件將需要進一步評估其適用性，並確定

根據ISO/SAE 21434，從概念到製造再到淘汰，互聯汽車的所
有電子系統在每個階段都必須考慮安全性。（source：N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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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解決任何潛在的安全缺陷。考慮到一級和二級供應

商在新車中使用的電子元件數量過多，此責任將由雙

方共同承擔，其影響將涵蓋整個供應鏈。

未來的汽車產品必須符合標準，製造商必須提供證據

支援。恩智浦和其他供應商必須與一級供應商和OEM

客戶密切合作，說明他們進行風險評估和合規驗證。

展望未來，消費者和汽車製造商將受益於標準的實施

和法規的遵守。消費者可以享受一致、無縫的技術，

增強安全和使用者體驗，並對網路攻擊和不斷演變的

威脅提供強大的保護。

安全帶來新機會

隨著在日常生活中技術的各個方面變得更加互聯，網

路威脅當前，我們必須得到充分保護。我們需要強有

力的網路安全措施，防止攻擊者利用互聯性在我們的

設備和系統中游走而不被發現和查到。以產品和成熟

的安全性群組織來說明汽車製造商抵禦網路攻擊，保

護汽車網路安全，從而讓連接和自動化成為企業和社

會的機遇，而不是對所有人的威脅！

（本文作者Timo van Roermund為恩智浦汽車安全團隊

領導人）

CCC數位金鑰改變人們與車輛的互動方式

延伸
閱讀

隨著汽車連接聯盟（CCC）數位鑰匙發佈3.0規格

上市，智慧手機變成全數位汽車鑰匙的標準已經

確定。3.0版本在安全的數位密鑰管理之上增加了

免提體驗，它將很快出現在大多數先進的汽車和

手機品牌。

相較於傳統的鑰匙扣允許使用者鎖定和解鎖，打

開汽車的車窗或啟動發動機。透過數位密鑰解決

方案所使用的安全元件（SE）及超寬頻（UWB）

、低功耗藍牙（BLE）和近場通訊（NFC）等通訊

技術，有助於通過智慧手機、金鑰卡或持有數位

鑰匙的NFC智慧卡來解鎖並啟動汽車。

智慧手機製造商與汽車製造商合作，實現安全的

環境，CCC數位密鑰設定了全球跨行業標準，不

僅提供更多的便利性、安全和隱私保護功能，甚

至可以完全控制汽車的使用權，允許使用者在家

人和朋友之間共用瀏覽許可權。此外，採用免提

無鑰匙進入，不僅提供與傳統按鍵或鑰匙扣相同

的舒適性和安全性，也無需與智慧手機進行交互

作用。

更重要的是，數位金鑰版本3.0通過藍牙低耗能

（BLE）將端到端安全性從手機的安全元件擴展到

汽車的安全元件。通過添加UWB無線連接技術，

在車輛和行動裝置之間的距離量測中提供安全、

準確的測距。測距金鑰源自安全元件中安全儲存

的數位金鑰。新的CCC數位版本3.0正在改變人們

與車輛的互動方式。

（source：N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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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達日前宣佈台中廠Fab 3獲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 rum）評選為「全球燈塔工廠（Global  L igh thouse 

Network）」，展現友達在第四次工業革命（4IR）的成果。

WEF評選出的「全球燈塔工廠」，是運用自動化、工業物聯

網（IIOT）、AI、AIoT、數位化、大數據分析、5G等技術表

現優異的智慧工廠。目前全球燈塔工廠共有90間，皆為在工

廠中廣泛使用工業4.0技術的全球領先製造業。

友達光電董事長暨執行長彭双浪表示：「友達本次獲選加入

WEF全球燈塔工廠陣容，代表台灣製造業擁有迎向工業4.0

的全球實力，亦是友達引領其他企業邁向智慧製造的重大里

程碑。第四次工業革命為友達帶來組織的思維轉變，最終期

待為員工賦能，並推廣自主當責企業文化，成功推動數位與

人才的轉型。」

友達組織轉型，從智慧製造、綠色製造和人才培育三大面

向，展現4IR的成果，是獲選全球燈塔工廠的關鍵因素。透

過深化4IR技術，結合場域知識與資料科學技術，改造生產

管理模式，讓友達從過去的反應式管理，轉變成預測式管

理，成為友達最大的優勢。友達投入組織思維轉變的成果，

於2018至2020年三年內，將生產成本降低15%，整體製造

生產效率提升30%以上。（籃貫銘報導）

「微服務」是數位轉型的精緻化，其價值在於具備敏捷、滾

動式更新和無限彈性擴充的特性，可將單一應用程式劃分成

多個小型服務之間獨立執行程序，並利用API應用程式介面

進行溝通。工具機暨零組件公會日前舉辦線上「SaaS微服務

發表會」，以微服務情境示範API資料交換的應用，呈現微

服務在不同軟體、廠家之間，如何成功交換資料。

目前市面上新型工具機已越來越多具備聯網和偵測功能，透

過穩健的API架構讓零組件、系統及服務串聯起來，將成為

全新的商業應用模式，工具機公會自今年三月成立「智慧製

造SaaS雲服務聯盟」之後，為了推動產業數位轉型及SaaS微

服務產業應用，致力建構微服務API資料交換格式的產業規

範，就積極與PMC精機中心，結合軟體服務業者、會員廠商

等，共同推動SaaS微服務的資料交換格式規範。讓過去不同

廠商的軟體沒辦法互相串連，可以藉此在不同軟體、廠家之

間，成功達到資料交換。

工具機公會理事長許文憲說：「這在通訊產業或許不是什麼

大事，但在工具機產業甚至放眼到整個製造業來看，都是了

不起的一大步。」這次發表會呈現的「設備故障診斷」、「

生產最佳化」的兩個使用情境示範案例，便分別由奕馬資

訊、谷林運算、永進機械、達易智造，以及德大機械、德科

智能、科智、快思、鼎全，等9家公司，示範生產線場最常

發生的問題點。（陳念舜報導）

工具機公會推SAAS交換規範 帶領產業數位轉型

工具機暨零組件公會舉辦線上「SaaS微服務發表會」，以微服務情
境示範API資料交換的應用，呈現微服務在不同軟體、廠家之間，
如何成功交換資料。

友達獲選「全球燈塔工廠」 展現第四次工業革命成果

友達台中廠Fab 3獲世界經濟論壇評選為「全球燈塔工廠」，展
現友達在第四次工業革命（4IR）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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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智慧醫療穿戴裝置的性能，同時簡化系統設計的複雜

度，Analog Devices,Inc.（ADI）推出兩款全新的晶片解決方

案，包含可量測四項生命體徵的MAX86178三系統生命體徵

類比前端(AFE)，以及微型的MAX77659單電感多輸出(SIMO)

電源管理IC (PMIC)，助攻智慧穿戴產品的開發。

MAX86178一片即可測量四項生命體徵信號，能簡化可穿戴

遠端病人監測(RPM)設備的設計。該AFE單晶片整合三種測

量系統(光學、ECG和生物阻抗)，能獲取四項常用的生命體

徵數據，包含心電圖 (ECG或EKG)、心率 (ECG或光學PPG)、

血氧飽和度 (SpO2)和呼吸率(採用BioZ)。此外，MAX86178

支援光學PPG和ECG同步定時，幫助測量衍生健康指標。

Maxim Integrated(已併入ADI)工業與醫療健康事業部執行業

務經理Andrew Burt表示，尺寸更小、功耗更低、更方便在家

中或辦公室持續穿戴的無線設備，是醫療設備設計者所希望

實現的產品，藉以代替固定式的健康監護系統，以降低每年

與健康相關的支出。而MAX86178單晶片整合三種臨床級子

系統，包括測量心率、SpO2的光學PPG子系統、單導聯ECG

子系統，以及測量呼吸率的生物電勢和生物阻抗子系統，以

取代以往的分離式設計。將多種功能整合到2.6mm x 2.8mm

的封裝內，進而支援小體積的生命體徵測量設備。（籃貫銘

報導）

提升穿戴醫療性能 ADI推出臨床級生命體徵AFE與微型SIMO PMIC

ADI推出臨床級四項生命體徵AFE 適用於遠端病人監測設備

為深化台灣與德國機械業緊密鏈結合作，共同匯集技術與發

展方向，開啟雙方進一步合作機會，近日由智慧機械推動辦

公室、德國經濟辦事處、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共同舉辦 

「第六屆臺德智慧機械論壇」，共同探討臺灣與德國未來的

產業變革與合作契機，期與德國企業共創多贏格局。

本次論壇主軸「鏈結開放式平台 建構智機生態系」，聚焦

在後疫情時代國際智慧機械發展趨勢及智慧製造的角色、開

放式平台與數位轉型的扣合升級智慧製造平台能力，以及中

小企業數位平台導入及應用案例分享等議題。會中首度邀請

到德國機械製造業公會（VDMA）專家連線進行特別演講，

並邀請臺德雙方智慧製造領域專家，臺方由永進機械、啟坤

科技、工研院等產業代表，分享智慧機械相關技術與中小

企業實際發展之經驗與實際案例；德方Siemens、台灣創浦

（TRUMPF）及倍福自動化（Beckhoff）等跨國企業，分享

臺德智慧機械合作與共同發展的實例與卓越成果，並促成臺

灣三隆齒輪與德國Siemens簽署「智慧製造發展計畫」合作

備忘錄，共同推動未來更多合作商機。

臺灣機械產業也在全球供應鏈扮演極為重要角色，並積極與

各國機械產業交流。透過此論壇活動，持續推動臺德在工業

4.0的智慧製造合作，料將有利於臺灣與德國企業開發更多

新合作商機與強化臺灣與德國技術交流，使臺灣智慧機械產

業更加蓬勃發展。（陳念舜報導）

臺德論壇鏈結開放式平台 建構智慧機械生態系

臺德智慧機械論壇並促成臺灣三隆齒輪與德國Siemens簽署
「智慧製造發展計畫」合作備忘錄，共同推動未來更多合作
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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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工程塑膠專家 igus 推出首款完全

由摩擦優化工程塑膠製成的 drylin W

線性軸承，可確保快速、無潤滑的運行。

該線性軸承為直線運動而開發，可迅速

安裝、減震、免潤滑，適合於移動式應用。

透過射出成型製造，射出成型優化的設

計減輕重量，降低必要的線性系統驅

動力，非常經濟高效。

igus 的新型 drylin W 線性軸承。藉由

iglidur 工程塑膠製成，因此可以透過

射出成型快速、簡單且經濟高效地製

造。襯墊和軸承座結合可簡化從儲存

到安裝的操作。iglidur 工程塑膠軸承的

重量比帶金屬外殼的傳統直線軸承輕

84%。因此移動的質量更少，推力、馬

達輸出和能源消耗都會下降。緊湊的設

計，在安裝尺寸 10 時只有十克，對於那

些需要簡單直線導向裝置的人，具有很

多優勢，可用於調整桌面設備、相機、

感測器或顯示器等應用。軸承由 iglidur 

JB 製成，這是一種經過摩擦優化的高

性能工程塑膠，因此它不需要潤滑或維

護，而且經久耐用，耐灰塵和污垢。igus

已在科隆占地 3800 平方公尺的內部實

驗室進行測試，這種工程塑膠軸承可以

輕鬆地承受高達 25 牛頓的負載。

Igus 推出輕量化

iglidur 工程塑膠自潤軸承

意 法 半 導 體（ST）推 出 通 用型 多區

測 距 FlightSense 飛 行 時 間 感 測 器

VL53L5CX，為各種 消費性電子和工

業產品帶來精密的測距解決方案。

VL53L5CX 可為多目標偵測應用提供多

達 64 個測距區，每區最長測量距離達

4 公尺，還提供對角線視角 63 度的寬

廣矩形視場。新感測器適用於手勢識

別及複雜情境分析，包含機器人在房間

內 3D 掃描成像、提升庫存管理效率的

儲罐液位監測、液位監控和提升收集

效率的智慧垃圾桶溢滿監測。

在自助支付終端等公共設備和消費

性電子產品以及家用電器內，透過支

援手勢識別和人體存在自動偵測，

VL53L5CX 可做到免接觸安全喚醒系

統，並為設備大幅節省電能。新感測器

採用意法半導體經過市場檢驗的長條

圖處理技術，大幅降低蓋板串擾的影

響，可以輕鬆整合並隱藏在各種面板後

面。新的動作指示創新功能還可讓感

測器真偵測目標是否移動過。

感測器陣列數量可以設置，在 16 區

（4x4）模式下，感測器測距速度高達每

秒 60 幀，實現快速測距模式，只需用軟

體簡單設定一下即可達到 8x8 區高解

析度。

意法半導體 8x8 區測距飛行時

間感測器創新應用

東台精機發布 2021 年 8 月營收

東台精機發布2021年8月單月合併營收為新台幣885,974仟元，

較上月減少10%，主因為歐洲正逢暑假期間及部分子公司出貨

遞延受到影響，但較去年同期增加 59%。2021 年 1~8 月合併營

收 6,608,725 仟元，較去年同期增加近 30%。

就集團整體而言，來自工具機營收占 82%，電子設備營收占比

18%。在產品應用面的表現，汽機車產業約占營收 43%，電子業

約占 18%，航太業約占 7%。市場面表現，以台灣、大陸為主要市

場，約占 71%，亞洲其他地區則約 11%，歐美地區則占 18%。

半導體製造商 ROHM 針對生活家電、工

控裝置和小型物聯網裝置，研發出防水

等級達 IPX8 的小型高精度氣壓感測器

IC「BM1390GLV（-Z）」。

在智慧手機和穿戴式裝置等應用中，

氣壓感測器已被廣泛運用於獲取室內

導航和活動追蹤器的氣壓差資料。近

年來，隨著其應用範圍的擴大，對於

防水性能優異、體積更小、更能抵抗

外部變化影響的氣壓感測器需求也越

來越大。因此，ROHM 新推出一款小

型氣壓感測器，具有 IPX8 等級的防

水性能，並且有強大的抗溫度變化和

應力的能力。新產品是以多年累積的

MEMS 和控制電路技術，與 ROHM 獨

創防水技術相結合，雖然封裝尺寸僅

2.0mm×2.0mm×1.0mm，卻達到 IPX8

等級的防水性能。新品於 8 月開始投入

量產。

ROHM 推出新款 IPX8 防水

等級小型高精度氣壓感測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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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使用者在硬體元件與軟體工具

方面打造出精實的視覺系統，Basler 擴

大 CXP-12 系列產品，將 CoaXPress 2.0

相機介面的優點與廣泛適用的視覺元

件結合，並透過統一的 pylon SDK 管理

多通道 CXP-12 相機與介面卡，最終實

現兼具高度靈活性與成本效益的多相

機系統。Basler 以優化效能降低了系統

建置的成本與複雜度。

Basler擴展其 CoaXPress 2.0市場版圖，

推出多款新產品，包含新型號 boost

系列 CXP-12 相機、兩款新的多通道

CXP-12 介面卡，以及各種相應配件。新

的 boost 相機搭載兩個 port，以及 Sony 

Pregius S 感光元件（包括 IMX530、

IMX531、IMX532），支援最高解析度

2400 萬畫素以及最高幀率 150fps，並

且能夠有效率地與新款的二通道及四

通道介面卡連接使用。加上其餘元件，

如 C-mount 與 F-mount 鏡頭、同軸傳輸

線，以及有助於簡化測試及整合流程的

評估套件等，即構成完整的 CXP-12 產

品套裝。boost 相機與介面卡經過特嚴

密的整合，並由成熟的 pylon 相機軟體

套件做為統一控制的 SDK。

Basler 推出新款 CXP-12 元

件–相機與介面卡

為突破邊緣裝置受到快取記憶體和系

統記憶體限制所形成的運算性能瓶頸，

凌華科技推出業界第一款搭載 80 核心

處理器、採用 COM-HPC Server Type 模

組標準、突破性能功耗限制之邊緣運

算模組電腦 COM-HPC Ampere Altra。

全新的 Server Type 模組電腦瞄準邊緣

平台需求，在工作負載方面能夠可靠有

效進行最高密集運算。凌華科技 COM-

HPC Ampere Altra 邊緣運算模組電

腦是以基於 Arm Neoverse N1 架構之

Ampere Altra SoC 單晶片系統為核心，

在相對低的熱設計功耗下，提供可與

x86 架構匹敵之運算性能，並有效降低

設備總擁有成本（TCO），且大幅省電。

凌華 COM-HPC Ampere Altra 邊緣運

算模組電腦以 Arm v8.2 版 64 位元 80

核心處理器達到高效低耗比，最高運作

時脈達 2.8GHz，熱設計功耗僅175瓦。

COM-HPC Ampere Altra 以混合式架構

提供 3 條 PCIe Gen4 x 16 通道，可搭

配加速卡以增加整體運算能力，以應付

嚴苛的工作負載，如即時／近乎即時應

用，包括自動駕駛、站點式與移動式機

器人、醫療造影及機器手臂手術、量測、

影像串流等。

凌華新款 COM-HPC Server Type

模組電腦瞄準邊緣平台需求

智慧電網是引領綠色能源發展的先決

條件，讓綠能聰明的分配到各地。為了

加大綠色能源使用效率，許多先進國家

都已經實裝了各式規模不等的智慧型

電網，運用智慧電網技術，將智慧型電

子裝置（IED）等電網監控設備之相關

資料迅速回傳到控制或設備管理中心，

例如預測性負載監控、預先切換、高準

確度電壓變換等變電所應用，以提高

電網供電之穩定度。在這些不同的電網

之中，以美國為首的智慧電網採用的是

Westronic 公司所開發的 DNP3 規格，

而歐洲各國所使用的智慧電網則多遵

循 IEC 61850 的規範。

IEC 61850 標準的目的是規定要求並提

供框架，以實現不同供應商提供的智能

電子設備之間的互操作性。該協議可以

使用高速交換以太網在 TCP/IP 網路或

變電站 LAN 上運行，以達成低於 4 毫

秒的必要響應時間用來進行保護性中

繼。透過 IEC 61850 實現電力系統互通

性，應用領域涵蓋範圍包含電力系統之

發電、輸電、配電及變電。

泓格科技電力通訊閘道器

助力智慧電網設備即時監測

西門子 Aprisa 佈局和繞線方案 獲 GlobalFoundries 22FDX 平台認證

西門子數位化工業軟體旗下的 Aprisa 佈局和繞線解決方案，近日

獲得 GlobalFoundries(GF) 的 22FDX 平台認證。雙方公司將協同

合作，將 Aprisa 支持技術納入GF 製程設計套件 (PDK)，以協助共

同客戶充分利用 22FDX 平台優勢。此前西門子已與 GF 建有良好

的長期合作關係。

在最新的認證需求下，Aprisa 工具通過了一整套嚴謹的測試，確

保西門子的佈局和繞線軟體可以支援 22FDX 設計功能。GF 的

22FDX 平台具有同類最佳的效能和功耗，為需要極小待機功耗和

低漏電流的大批量設備提供理想選擇，其設計成本與 28 nm 的晶

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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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市場對高精準度 GNSS 解決方案

快速成長的需求，包括無人飛行載具

（UAV）、服務型機器人、機器自動化、

微移動及其他先進導航應用等自駕應

用，u-blox 推出新的 PointPerfect 定位

服務。PointPerfect 是全新設計的先進

GNSS 增強數據服務，具備超準確、超

可靠以及即時可用等特點。

透過行動網路或 L 頻波段衛星訊號，

PointPerfect 可在歐洲和鄰近美國的大

陸範圍內進行均勻覆蓋的廣播，包括離

海岸線12 海浬（約 22 公里）以內的任

意數量終端裝置，以提供公分級的定

位準確度，而且收斂時間僅需幾秒鐘。

此外，採用 SPARTN 訊息格式，並與輕

量和安全的 MQTT IoT 供應協定結合，

可形成即時、頻寬最佳化的解決方案。

PointPerfect 以開放式 SPARTN GNSS

校正數據格式為基礎，在使用時不必受

限於單一硬體供應商，可與 u-blox 的定

位和通訊模組緊密運作，提供從晶片到

雲端的一站式解決方案。PointPerfect

可透過直覺的 Thingstream IoT 服務供

應平台提供，此一企業級雲端平台經過

驗證，支援高達數十億封訊息。

u-blox 全新 PointPerfect GNSS

定位校正服務 cm 級準度

法商施耐德電機全方位的數位解決方

案能逐步改進營運模式，並幫助企業擁

有具有競爭力的敏捷、創新與穩定的品

質。通用自動化導入「即插即用」的自動

化軟體元件以應對特定業務的挑戰。可

互操作和攜帶型通用自動化解決方案

通過輕鬆整合最佳品種元件，幫助優化

成本和性能。此應用程式具備非特定

廠商和硬體相容的兩大特性，使用者可

輕鬆實施新方法改善生產流程。施耐

德電機透過強大軟體解決方案與世界

領先的軟體公司合作，加速其數位化轉

型，實現自動化和數位化。

在數位化支出需求漸增的趨勢下，施耐

德電機業界首款雲端式的資料中心基

礎設施管理（DCIM）是一套以雲端為基

礎、獨立於廠商且安全的解決方案，能

夠隨處監控您的 IT 實體基礎設施。英

國的醫療信託與施耐德電機合作，透

過 DCIM 實施遠端監控，並善用數據驅

動決策，輕鬆管理分散式 IT 和關鍵電

源系統。此外，隨著勞力漸趨分散、產

線各種臨時變化以及更快速的現場反

應需求，邊緣運算也成為後疫情時代數

位改革專案不可或缺的一環。

施耐德電機以邊緣運算

助企業強化數位化競爭優勢

宜鼎國際，瞄準 5G 應用，推出全球首

款工業級 PCIe Gen 4x4 固態硬碟，以

雙倍容量、雙倍頻寬及雙倍傳輸速率，

將積極導入 5G 基礎設施、mmWave 毫

米波設備、智慧路燈及 AIoT人工智慧

物聯網等高階市場應用。

宜鼎全新工業級 PCIe Gen 4x4 固態硬

碟採用112 層 3D TLC 先進堆疊製程，

整體儲存效能較前一代 PCIe 3.0 帶來

雙倍成長，推升儲存容量至 4TB，提

升傳輸速率至16 GT/s。該系列亦支援

NVMe 1.4 技術，能有效減少讀寫耗損

與延遲，帶來更高的穩定性。而在資

安防護方面，均符合國際 AES-256 及

TCG OPAL 2.0 高階加密標準。此外，考

量諸多 5G 及 AIoT 設備暴露在條件嚴

苛的戶外環境，全新系列均支援工業級

寬溫技術，讓儲存設備在 -40 至 85℃

的環境下都能穩定運作。不僅如此，為

提供客戶更極致的產品讀寫效能，宜鼎

也正積極導入 Namespace 命名空間技

術，未來 Gen 4.0 系列產品將能依照儲

存資料的使用頻率，進行分隔存取，藉

此提升使用效率、降低重複讀寫次數並

延長使用壽命。

宜鼎國際首款工業級 PCIe Gen 

4x4 SSD 瞄準 5G 應用

Microchip 首款碳化矽 MOSFET 可降低 50% 開關損耗

為了進一步擴充廣泛的碳化矽 MOSFET 分離式和模組產品組合，Microchip 推出一款全

新生產就緒的 1200V 數位柵極驅動器，為系統開發人員提供多層級的控制和保護，以實

現安全、可靠的運輸並滿足嚴格的行業要求。對於碳化矽電源轉換設備的設計人員來說，

Microchip 的 AgileSwitchR2ASC-12A2HP 1200V 雙通道數位柵極驅動器採用 Augmented 

Switching 技術，具備生產認證且可完全配置的優點。為確保可靠、安全的運行，2ASC-

12A2HP 柵極驅動器為碳化矽 MOSFET 電源系統提供了多層級的控制和更高的保護水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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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閱平面雜誌

CTIMES+智動化各一年11期+年鑑

超值優惠

零售價 NT$5160

(加贈過期各3本)

3,420元

訂閱平面雜誌

CTIMES+智動化各二年22期+年鑑

超值優惠

(加贈過期各6本)

零售價 NT$9120

6,840 元

親愛的訂戶，您可以透過以下方式訂購 CTIMES 及智動化雜誌：

▲ 劃撥訂閱 填妥下方劃撥單後至郵局劃撥匯款即可

▲ 信用卡付款 填妥背面信用卡及訂閱資料，傳真至24小時訂閱專線

匯款後請填妥背面匯款及訂閱資料傳真至02-2585-5519▲ 匯款/ATM轉帳

訂購單請見背面

銀行：國泰世華 013 中山分行 
帳號：042-03-500039-3 
戶名：遠播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智動化 SmartAuto」雜誌以最專業、完善的內容，

深入探討自動化產業的技術進展與應用趨勢，並加

入觀點剖析與業界動態，讓讀者快速掌握自動化與

智慧化產業的全貌，並以網路與平面雙重平台，提

供翔實而綿密的產業訊息。

CTIMES作為一個大C世代的領導媒體，會以提供業

界各種Component與Convergence的報導與服務為目標

。從晶片到電子產品，再從網路通訊到各種事物的

連結與自動化作業。CTIMES的媒體平台旗下擁有

CTIMES(零組件雜誌)、智動化月刊兩本平面刊物外

，也有CTIMES中文網(繁、簡體)、CTIMES英文網與

智動化科技網，以及其他網路內容或功能服務。並

定期舉辦各種實體研討會，也接受各種客製化的媒

體行銷服務，是業界人人得以利用的極佳媒介。

客服專線： 分機 225(02)2585-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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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訂購單 FAX:02-25855519

公司名稱

姓名 部門

訂戶地址 

聯絡電話 分機

手機 統一編號

付款方式

電子郵件(必填)

我已詳細閱讀並同意以下條款:因業務上需要，本公司特向您蒐集本訂閱單所需個人資訊，僅作為本公司營
運期間辨識訂閱戶資訊、寄送出版物及各項優惠資訊與調查分析之用途。您可隨時向本公司請求查閱、更
正或補充個人資訊、提供複本，及請求刪除或提止使用。如有任何問題請您與本公司聯絡(02)2585-5526。
如資料填寫不完整時，可能影響您收受刊物或優惠訊息之權利。
如收件人非您本人時，請務必向收件人告知並確認此「CTIMES雜誌特別聲明」。

個資法聲明

注意事項
如月初雜誌出刊後隔周尚未收到當期雜誌者，請逕撥本公司服務專線，我們將立即為您補寄。若逾三周通
知者，將不再進行補寄。

郵政劃撥

匯款  國泰世華銀行(013) 中山分行

帳號16854654 / 戶名 遠播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匯款後五碼     匯款日期

戶名 遠播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 帳號 042-03-500039-3

信用卡

VISA

卡號

卡別

持卡人簽名

刷卡總金額 NT$ 元

有效期限 檢查碼(mm/yy) (必填/卡背末3碼)

(務必與信用卡簽名相符)

/

Master JCB 聯合信用卡

廣告業務洽詢： (02) 2585-5526
產服部總機 135

angelia@ctimes.com.tw
amy@ctimes.com.tw
grace@ctimes.com.tw

A. 訂閱 自 年 月

雜誌掛號郵資： 一年250元 二年500元

B. 訂閱 自 年 月

新訂戶一年11期+年鑑 1800元 贈過期雜誌3本

續訂戶一年13期+年鑑 1620元 

新訂戶二年22期+年鑑 3600元 贈過期雜誌6本

續訂戶二年26期+年鑑 3240元 

新訂戶一年11期+年鑑 1800元 贈過期雜誌3本

續訂戶一年13期+年鑑 1620元 

新訂戶二年22期+年鑑 3600元 贈過期雜誌6本

續訂戶二年26期+年鑑 3240元 

(各11期+年鑑)

雜誌掛號郵資： 一年250元 二年500元

港澳→航空掛號 $3350元

亞太地區→航空掛號 $3690元

歐美非→航空掛號 $3940元

C. 海外訂閱

一季 3期 270元 半年 6期  510元

一年12期960元 二年24期1800元

D. 數位版雜誌

 截止日2021.4.30止

2021年 智動化年鑑優惠價480元

數量____本金額_____

E. 2021年智動化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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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IoT）與工業物聯網（IIoT）端點經常

會採用局部控制區域，有些端點甚至要連接

遠離主機微控制器位置一公尺外的簡易型感測器。傳

統的作法，會使用SPI或I2C介面以便與這些感測器進

行通訊。然而由於控制演算法日益複雜，要部署的感

測器也越來越多，微控制器必須使用更多SPI與I2C線

路，才可觸及這些感測器，這樣子會增加接線的複雜

性，進而提高配置與維護的成本，尤其是距離拉長的

時候。

本文說明開發人員如何利用Maxim Integrated的1-Wire

通訊協定，以符合成本效益的單一線路加上接地方式

連接IoT感測器；並且探討1-Wire通訊協定的優點，包

括大幅延伸感測器的範圍，以及在相同電線上提供電

力與數據。同時會介紹一款橋接裝置，可將1-Wire訊

號轉換成SPI或I2C，以及介紹一款開發套件與軟體，

協助設計人員著手開發。

延伸IoT與IIoT感測器的用途

IoT與IIoT網路的延伸，在擴充功能性的同時，也讓

系統與製程更加有效率。這當中涉及使用感測器收

集資料。在家裡某個房間中可能有一個恆溫器，其中

含有溫度感測器，若是自動化大樓或IIoT網路則會在

房間，甚至在整個大樓或設施中放置多個溫度與濕度

感測器。舉例而言，額外的感測器可能放在暖通空調

（HVAC）管道中，並且搭配壓力感測器。保全系統

也有可能會使用不同類型的感測器，而且也有可能放

在不同的位置。

製造以及輸送帶系統使用感測器的情況也越來越常

見，以便監測製程並記錄資料，藉此進行分析，例如

如何讓系統更有效率以便節省能源，同時還可提升安

全性。

這些應用最常見的感測器有環境型，包括溫度、濕度

與壓力；至於視覺型感測器，包括可見光與電容量接

近感測器；位置感測器則包括微機電系統（MEMS）

加速計、MEMS陀螺儀、振動感測器。

MEMS技術的小型化與進展得以讓封裝內的感測器尺

寸比指甲更小，且僅消耗數百mA。絕大多數感測器

都可輕鬆透過SPI或I2C通訊介面進行存取，兩種介面

幾乎任何微控制器都有內建。介接這些簡易型感測器

時，若單純只是為了進行溫度取樣，就打造整個IoT

透過1-Wire通訊有效連接
IoT端點中的感測器

文╱Rich Miron

關鍵字╱感測器、MEMS、緩衝器、匯流排、通訊協定

本文說明開發人員如何利用1-Wire通訊協定，以符合成本效益的單一線路加上接地方式連接

IoT感測器；並且探討1-Wire通訊協定如何大幅延伸感測器的範圍，以及在相同電線上提供

電力與數據。



October 2021  SmartAuto   83 sp
ec

ia
l l

ss
ue

或IIoT端點或子節點，其實是不實際的。因此通常較

簡單且更快速的作法是鋪設直接連到感測器的SPI或

I2C通訊線路就好。

在某些情況下，仍會使用類比感測器，例如高溫熱電

偶與一些壓力感測器。在這些情況下，微控制器會介

接感測器端的SPI或I2C類比數位轉換器，以便以本機

方式對類比感測器進行取樣。如此即可避免類比感測

器線路上出現壓降，進而提升準確性。

介接遠端的SPI與I2C感測器

延伸SPI與I2C數據線路的範圍，微控制器即可與這

些感測器通訊。然而，I2C的範圍限制在一公尺以

內，SPI的限制也差不多。此外，全雙工SPI需要四個

引腳，包括每個SPI的單獨周邊選擇引腳。

有鑑於此，若要觸及匯流排上的四個SPI周邊，就需

要七個引腳，加上電源及接地，總共會有九個引腳。

半雙工I2C則需要兩個引腳，再加上電源與接地，要連

接周邊，共需要四個引腳。同時，許多高速訊號都會

增加電磁干擾（EMI），然後產生串音，這會降低訊

號完整性並降低系統可靠度。需要的解決方案，必須

能降低功耗與資料寫入，並簡化操作，同時還可與既

有的I2C和SPI感測器維持相容性。

為了解決連接更遠的遠端感測器問題，同時減少電線

數量，Maxim Integrated開發出1-Wire通訊協定，只需

透過一條電線加上接地，就能連接絕大多數的SPI與

I2C感測器。比起SPI的六條電線與I2C的四條，1-Wire

可減少電線數量至兩條，並可同時傳輸數據與電力至

最遠100公尺。

運用1-Wire

使用1-Wire時，遠端感測器具有1-Wire通訊橋接器，

可將1-Wire通訊協定轉換成相容的SPI或I2C訊號，以

便介接感測器。1-Wire橋接器與感測器都只要透過

1-Wire訊號再加上接地線即可寄生受電，如此即可在

小型區域中佈建1-Wire訊號，也因為使用更少電線，

因此能夠節省成本。

SPI與I2C都採用專屬時脈訊號，而1-Wire則內建時脈

並搭配數據訊號。SPI可針對各個周邊，使用個別選

擇訊號對特定周邊進行定址；I2C則使用沿著數據線

傳輸的7位元匯流排位址；相較之下，I2C則採用56位

元位址，以硬接線方式接到各個單獨的通訊橋接器。

寬廣的定址範圍不僅可在匯流排上增加獨特周邊的數

量，也可提升安全性，因此惡意人士更不容易猜到

1-Wire匯流排上周邊裝置的位址。

1-Wire周邊匯流排的字組大小為8位元。微控制器

1-Wire匯流排主機可位元響應1-Wire通訊協定，但亦

有簡易UART驅動程式的支援。因此甚至能讓8位元微

控制器當作1位元匯流排主機。1位元匯流排可含有

SPI或I2C周邊，但無法兩者兼備。此一致性可預防匯

流排上產生衝突與衝撞，並可簡化通訊協定的編程作

業。

實際的1-Wire解決方案

若設計人員想要在1-Wire匯流排上介接SPI或I2C周

邊，Maxim Integrated提供DS28E18Q+T1-Wire對I2C/

SPI橋接器搭配命令定序器。

在圖1中，當IO處於高位時會從匯流排擷取寄生電

源，並可在SENS_VDD引腳上取用以供電給周邊裝

置。橋接器會緩衝並轉換1-Wire命令成適當的I2C或

SPI命令。

IO引腳與GND會連接到1-Wire匯流排，並以其狀態

機傳送到前端。每個裝置會以56位元ROMID進行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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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DS28E18Q+T1-Wire對I2C/SPI橋接器搭配命令定序器可介接1-Wire匯流排IO與GND
引腳。（source：Maxim Integrated）

別，並以8位元的1-Wire系列代碼作為前綴，藉此指明

DS28E18Q+T的修訂版本。如此即可透過微控制器的

韌體，提供特定DS28E18Q+T的唯一識別資訊，就可

靈活地在裝置系列中指出任何變更。裝置有48位元的

唯一序號，搭配8位元的循環冗餘檢查（CRC）碼。

前端會使用144位元組命令緩衝器，將轉換後的資料

傳送到命令定序器，緩衝器中含有來自IO匯流排的

128位元組資料，及內部用的16位元組。命令定序器

會處理命令並在緩衝器中儲存多達512位元組的I2C或

SPI命令，以便之後傳送到周邊裝置，而不是由1-Wire

匯流排依序處理命令。

此512位元組緩衝器亦可讓DS28E18Q+T協調其本身

內部的電源活動，如此一來，在與周邊裝置通訊的時

間，也可維持寄生電力。命令定序器可在傳送指令到

I2C/SPI主控與GPIO控制器時維持此時間，並由控制器

處理資料，以便符合I2C與SPI標準。

外接的470nF電容會接至CEXT引腳，可在1-Wire匯流

排工作期間當作DS28E18Q+T的儲備電源。寄生電源

可供連接到SENS_VDD引腳的周邊裝置使用。若是SPI

作業，四個引腳SS#、MISO、MOSI與SCLK可提供全

雙工通訊給連接的周邊。I2C作業僅會使用兩個引腳

搭配交替功能引腳SDA與SCL。SPI作業用的引腳SS#

與MISO，在I2C作業中並不會使用，因此可當作一般

用途I/O（GPIO）搭配交替功能SPIOA與GPIOB。如此

即可提供更高靈活性，可用來點亮感測器位置的診斷

LED，或管理感測器或ADC上的配置引腳，以更改裝

置的行為。

透過DS28E18Q+T，微控制器上的單獨UART就只需要

兩條電線加上接地匯流排，即可跟相同1-Wire上的眾

多感測器進行通訊；每個感測器都可連接到最遠100m

外的DS28E18Q+T。此特點在HVAC系統僅可沿著風

道佈設兩條電線時特別實用，如此即可在各個出風口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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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監測溫度與濕度。監測阻礙可能導致的熱點或冷

點，有助於提升系統的效率。

1-Wire的開發

若要開始使用1-Wire通訊協定進行開發，Maxim 

Integrated提供DS28E18EVKIT#評估系統。此系統含有

硬體開發板（圖2）與軟體。

此評估板可讓開發人員對DS28E18Q+T進行編程與監

測。若是開發用途，此板件隨附的USB配接器可將板

件介接到Windows電腦的USB連接埠。開發人員需要

下載並執行DS28E18EVKIT#評估套件軟體協助進行開

發。如圖3所示，評估軟體可對DS28E18Q+T與其連接

的周邊進行編程與監測。

此軟體可傳送命令到DS28E18Q+T評估板，並針對目

標SPI或I2C周邊進行配置。可選擇周邊裝置的位址範

圍，並用要執行的周邊裝置命令填滿512位元組的命

令定序器記憶體。

此軟體亦可協助針對目標微控制器來配置UART驅動

程式，如此即可省去學習1-Wire通訊協定所有細節的

麻煩，開發人員亦可在其應用中使用評估板，即可省

下打造並配置感測器節點的時間與心力。

結論

隨著IoT與IIoT系統添加更多感測器，感測器的接線越

趨複雜與昂貴，特別是距離拉長時。傳送電力到感測

器也是考量之一，會讓感測器網路的架設更為複雜。

如本文所述，透過1-Wire通訊協定與相關硬體能讓感

測器網路的介接更加簡便且有效率，只需透過單一電

線加上接地，即可供應數據與電力。

（本文由Digi-Key Electronics提供）

圖2：Maxim的DS28E18EVKIT#評估板能讓開發人員輕鬆將
SPI或I2C周邊裝置連接到1-Wire匯流排。隨附的軟體可用來對
匯流排及周邊裝置的行為進行編程與監測，並有助於產生微
控制器裝置的驅動程式。（source：Maxim Integrated）

圖3：DS28E18EVKIT#評估軟體能讓開發人員透過USB配接器配置板載DS28E18Q+T，並監測其行為。512位元組
的命令定序器記憶體可儲存資料，然後傳送到周邊裝置以便執行感測器作業。（source：Maxim Integ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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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一些設施的燃料耗盡仍然會帶來生活不

便生活，甚至危及生命。無線感測器可以協

助人們保障燃料箱中的燃料不被耗盡。

在遠端監控儲槽液位方面，蜂巢式物聯網和低功耗藍

牙技術都發揮了重大作用，協助防止燃料、或在農業

及工業的生產或運輸中所需的任何液體耗盡。

農場場景

有些農場的規模很大，十分驚人。歐洲最大的農場是

位於羅馬尼亞的一塊面積為570平方公里的耕地，這

與新加坡的國土面積已經不相上下。但是如果與世界

上最大的農場，也就是位在中國黑龍江省牡丹江市的

超級農場相較起來，簡直不值一提。牡丹江農場占地

面積達90,000平方公里，飼養了大約十萬頭乳牛。從

農場的一端開車到另一端再返回，需要花費12個小

時，因此以往酪農每日往來農場非常耗時，而用來工

作的時間只剩下很少。

如今，憑藉支援LTE-M網路的蜂巢式連接技術，可以

使位於農村偏遠區域的儲存槽以無線方式上傳其資

料，讓使用者以智慧手機、平板電腦或電腦通過雲端

平台來監控燃料、水或肥料的儲量水位。

去年推出的CoreKinect  TankTrack就是一款採用蜂巢

式物聯網技術來實現農場儲槽液位監測器的方案。它

包含一個電池供電的無線儀表讀取器，可以使用四個

永磁體連接到任何氨、丙烷或柴油的儲槽上。通過

Nordic  nRF9160支援的LTE-M網路蜂巢式連接技術，

可將儲槽液位水準和GPS位置資訊發送給農場工作人

員，從而能從遠端對物料短缺時，及時採取措施。

呼應工業需求

一系列工業應用已驗證遠端液位監控解決方案在該領

域具有重要的價值。廢水、化工和石化以及採礦行業

都需要對流體進行間歇性觀察，以確保儲槽不會耗盡

或溢出，或者流體從儲槽中流出的情況符合預期。

即便工業設施傳統上依賴於有線感測器網路，隨著無

線網路被投入應用來提供更便捷的部署、重新配置和

更換等操作，這種趨勢正慢慢地發生轉變。

無線感測監控不遺漏 
精確掌握儲槽液位耗能

文╱Alf Helge More

關鍵字╱無線感測、遠端監控、儲槽液位、液位監測、藍牙、LTE-M

憑藉支援LTE-M網路的蜂巢式連接技術，可以使位於農村偏遠區域的儲存槽以無線方式上傳

其資料，以連線設備通過雲端平台遠端監控燃料、水或肥料的儲量水位，精確掌握整體耗能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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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可以部署這些無線解決方案來取代成本高昂且

會影響生產的電纜鋪設工程，並且以無線感測器來連

接那些難以觸及的物料物品。這些感測器可以使用獨

立的電池持續運行數年。

對於產生更高資料速率的遠端儲槽或感測器，蜂巢式

物聯網不僅是具有低功耗的遠端監控解決方案，還具

備很好的經濟效益。

防盜油應用

車隊管理公司Verizon  Connect表示，燃料成本可能佔

到公司總體支出的30%。由於影響卡車燃料使用的因

素太多了，比如速度、突然剎車、加速、風和發動機

空轉，因此很難判斷過度使用燃料是否因為粗心駕

駛，還是因為「盜油」（skimming，非法排放燃油給

其他車輛或出售）。由於卡車運輸行業每年有將近

100億美元柴油被盜竊，因此解決這個問題已成為當

務之急。

來自俄羅斯的M2M和物聯網設備製造商Escort  Group

推出無線燃油液位感測器產品，這款解決方案利用

Nordic  Semiconductor的系統單晶片nRF52832  SoC提

供支援的低功耗藍牙技術。感測器設備在成功連線之

後，將以無線方式將資料發送到支援低功耗藍牙和

GPS的追蹤設備，而後者可將資訊傳輸到雲端。這樣

一來，車隊管理人員就可以通過雲端查看詳細的資訊

內容。

Escort  TD-BLE燃油液位感測器還提供「黑盒子」功

能來減弱電磁入侵（electromagnetic  tampering）的影

響，這是為了盜由試圖干擾感測器的訊號來達到受監

控的時間，這看起來似乎很聰明，但是人們仍然可以

通過感測器上的Nordic  SoC恢復過去三十天的確切歷

史紀錄，為車隊經理提供必要的資料以調查任何可疑

事件。

對於農戶、車隊經理和工業營運而言，在人們無法監

測液位時，無線液位監測解決方案可以持續地監測儲

槽液位，這樣可讓所有人都能夠做出及時有效的判

斷，不必盲目猜測燃料將於何時耗盡，同時還能夠降

低成本、提高效率及增強安全性。

(本文作者Alf  Helge  More任職於Nordic  Semiconductor

公司)

不論是蜂巢式物聯網和低功耗藍牙技術，在遠端監控儲槽液位方面都能夠發揮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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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第三波工業革命之後，3D列印技術目前已成

為一門顯學，此技術即是積層製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AM）[1]技術。積層製造技術已經廣

泛應用於醫療產業、航太與工業設計等領域。

分秒必爭的時代，提升生產效率已經成為業界最重視

的目標之一，由於積層製造技術可以擺脫傳統生產流

程耗時與高成本的缺點[2,3]，能夠替產業帶來極高的

生產效益。於塑膠射出成型實務上，成型週期（cycle 

time）以冷卻階段所花費的時間最冗長，此一現象在

較大的塑膠射出成型件更加顯著，因此於講求高產能

的塑膠射出成型模具，更需要有別於傳統塑膠射出成

型模具的直進直出冷卻水路。

為了提高生產效率，塑膠射出成型的冷卻時間必須減

少，傳統冷卻水路（cooling channel）減少塑膠射出

成型的冷卻時間有限。為了進一步提升冷卻效率，進

而發展出順形冷卻水路（conformal cooling channels）

[4]，此種水路可以完全浮貼產品幾何外型分佈，因此

可以均勻且有效率的將模具熱量帶走，以提高塑膠射

出成型件的生產效率。

模具產業可以代表一個國家興衰的指標，若一個國家

的模具產業蓬勃發展，即表示該國家的經濟根基非常

穩固。根據實務經驗，運用直接造模法以高分子材料

來製作具有順形冷卻水路的快速模具最方便，然而運

用一般製程參數所製作快速模具內部順形冷卻水路的

真圓度不佳。因此，如何提升快速模具內部順形冷卻

水路的真圓度成為重要的研究議題。

由於熔融堆積成形系統的製程參數與所製作快速模具

內部順形冷卻水路的真圓度息息相關，當冷卻水路的

真圓度不佳，將有兩個缺點：

(a) 單位時間通過冷卻水路的冷卻液體積量將減少，

進而降低冷卻效率；

(b) 冷卻水路容易累積水垢，進而降低冷卻效率。

為了使列印具有冷卻水路快速模具的模面與快速模具

內部的冷卻水路均具備優良真圓度，本研究運用研究

可以製作快速模具內部順形冷卻水路較佳真圓度的最

適製程參數，並運用傳統與最適製程參數製作具有順

形冷卻水路的射出成型模具，並實際運用於射出成型

以及評估其效益。

3D列印冷卻水路真圓度
量測分析

文╱郭啟全、邱紹軒、謝秉修、黃昱銘

關鍵字╱熔融堆積成形、真圓度、田口實驗設計、冷卻水路、列印溫度

熔融堆積成形（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FDM）系統的製程參數與所製作快速模具內部

順形冷卻水路的真圓度息息相關。本文敘述在冷卻水路內部不須支撐材料條件下，研究可以

製作快速模具內部順形冷卻水路較佳真圓度的最適製程參數，研究結果顯示影響列印冷卻水

路真圓度的最大製程參數為列印溫度，其次為風扇速度、列印速度和移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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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方法與步驟

圖1為檢測列印試片真圓度的

流程圖。圖2為Teklink 3D列印

機實體圖；圖3為聚乳酸線材

實體圖，聚乳酸線材是桌上型

3D列印機中最常用的材料之

一，主要的原因為聚乳酸線材

源自於玉米和甘蔗等農作物，

可以再生以及可生物降解，此

種材料能在低溫下列印，而且

成型平台不需要加熱。圖4為

500倍放大顯微鏡實體圖。

圖1：檢測列印試片真圓度的流程圖

圖2：Teklink 3D列印機實體圖

圖3：聚乳酸線材實體圖

圖4：500倍放大顯微鏡實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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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為真圓度定義的示意圖，其中，R
o
、R

i
以及R

d
表示

最大外圓的半徑、最小外圓的半徑以及設計外圓的半

徑。圖6為列印後試片量測真圓度的情形。射出成型

品為一個運用於鑄造的管帽（pipe cap）件，外徑、

高度與厚度分別為23mm、15mm以及1mm。順形冷

卻水路的射出成型模具設計圖，公模仁的長度、寬度

與高度分別為62mm、62mm以及31mm，母模仁的長

度、寬度與高度分別為62mm、62mm以及27mm。

真圓度（%）= 






 −
− )

R
RR(1

d

o i
× 100 （%）         (1)

討論成果

圖7為列印失敗試片的實體圖。結果發現，試片有嚴

重牽絲現象，而且壁厚（wall thickness）與噴嘴孔徑

（diameter of nozzle）的倍數不正確。圖8為列印成

品的實體圖。由結果可以明顯發現，影響列印成品的

真圓度最大的因子是列印溫度，貢獻度約占93.75%， 

風扇速度、列印速度以及移動速度的貢獻度分別約

占3.09%、1.91%以及1.25%。根據各貢獻度可以計

算出各控制因子與水準表的最佳S/N比為最佳組合

參數。最適製程參數為列印溫度160℃、風扇速度

4,050rpm、列印速度40mm/s以及移動速度50mm/s。

圖5：真圓度定義的示意圖Maximum contour最大輪
廓Minimum contour 最小輪廓Actual contour實際輪廓
Designed contour設計輪廓

圖6：列印後試片量測真圓度的情形

圖7：列印失敗試片的實體圖

最大輪廓

最小輪廓

實際輪廓 設計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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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列印成品的實體圖 圖9：驗證最適製程參數的真圓度量測結果

為了驗證最適製程參數的效益，本研究再隨機選三組

非最適製程參數來進行列印，結果明顯發現運用最適

製程參數所列印的成品其平均真圓度，明顯優於非最

適製程參數所列印的真圓度。

圖9為驗證最適製程參數的真圓度量測結果，此量測

運用最適製程參數來進行列印。三個成品的真圓度分

別為89.1%、93.2%、94.6%，三個成品的平均真圓

度值約為92.3%。下列為三個成品的量測數據顯示狀

況。

第一組非最適製程參數為列印溫度170℃、風扇速度

4050rpm、列印速度50mm/s以及移動速度70mm/s，三

個成品的真圓度分別為91.5%、93.2%、91%，三個成

品的平均真圓度值約為91.9%。

第二組非最適製程參數為列印溫度180℃、風扇速度

4500rpm、列印速度60mm/s、移動速度70mm/s，三

個成品的真圓度分別為91%、90.5%、88.7%，三個

成品的平均真圓度約為90.1%。第三組非最適製程參

數為列印溫度160℃、風扇速度4050rpm、列印速度 

60mm/s以及移動速度90mm/s，三個成品的真圓度分

別為92.7%、92.7%、89.1%，三個成品的平均真圓度

約為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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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及圖11為運用最適製程參數製作具有順形冷卻水

路的真圓度和模具。

結論

由於熔融堆積成形系統的製程參數與所製作快速模具

內部順形冷卻水路的真圓度息息相關，當冷卻水路的

圓度不佳，單位時間通過冷卻水路的冷卻液體積量，

將減少以及冷卻水路容易累積水垢，進而降低冷卻效

率。

從研究中可觀察驗證影響列印冷卻水路真圓度的最大

製程參數為列印溫度，其次為風扇速度、列印速度及

移動速度，貢獻度分別約為93.75%、3.09%、1.91%

以及1.25%。優良冷卻水路真圓度的最適製程參數

為列印溫度160℃、風扇速度4,050rpm、列印速度 

40mm/s以及移動速度50mm/s。所列印試片內部冷卻

水路的真圓度可高達94.6%。運用最適製程參數所製

作具有順形冷卻水路模具的模面與快速模具內部的冷

卻水路均具備優良真圓度，射出產品的表面佳以及具

備優良真圓度。

本研究成果可以提供精密機械相關產業於研發階段所

需樣品的試作，因此具備產業利用性與工業實用價

值。

（郭啟全1、邱紹軒2、謝秉修3、黃昱銘3為明志科技大

學機械工程系1教授、2研究生、3專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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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運用傳統方法所製作具有順形冷卻水路的真圓度

圖11：運用最適製程參數所製作具有順形冷卻水路
模具的射出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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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發泡射出製程中，

會先透過螺桿將超臨

界狀態流體（N2或CO2）與融

膠混煉成均勻單相流體，而勻

相混合物在射出過程中因瞬間

釋壓造成熱力學不平衡，使得

熔膠中的超臨界流體透過相變

化產生數以萬計之微小氣泡，

經模具冷卻固化而得到具有泡

孔結構之成品。

若採用Han and Yoo氣泡成長

動力模型，可以模擬出氣泡成

長的過程與氣泡成長動力。然

而，當產品的幾何外觀複雜度

變高，以及使用不同製程時，

模內壓力並非都是低壓狀態，

例如肉薄處的熔膠壓力還是非

常大，甚至大過飽和壓力；另

一方面，抽芯製程（圖1）還

會帶來額外的保壓，因此模內

的氣泡並不會因釋壓而持續成

長，反而可能會因為模內熔膠

導入新發泡預測模型 
氣泡收縮行為將無所遁形

文╱白承弘

關鍵字╱氣泡、預測模型、發泡製程、動力模型

氣泡製程多樣且複雜，應用範圍廣泛，因此精準掌握其過程的變化是重要關鍵。若能透過微

觀模型準確預測氣泡尺寸，將有助於相關各類性質的預測，並提高產品設計與生產效能。

圖1：抽芯過程示意圖

氣泡收縮效應問題

     預設定義範圍
脫模

1.填充階段：

由於體積填充過程中的即時壓
降，在型腔中發生預發泡。

3.核心回饋（紅色箭頭）：

通過降低型腔壓力引起二次發泡。

4.冷卻階段然後脫模

2.保壓階段：

利用延遲時間的保壓使預先發泡的細胞重新
溶解，形成均質的細胞結構，而氣泡收縮效
應通常發生在這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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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增加而萎縮。此時Han and Yoo模型就有

所侷限，而無法準確模擬出氣泡縮小的現象。

氣泡萎縮的歷程實驗

為了改善舊有模型的不足，Moldex3D與日本

金澤大學（Kanazawa University）合作開發出

Modified Han and Yoo。由金澤大學Prof. Taki

提供的氣泡動力模型與試片實驗數據[1]得

知，隨著壓力釋放（如圖2右上角所示），氣

泡會超越自由能量障壁（Energy Barrier）而成

核成長；如果對氣泡增加壓力，氣泡則會逐漸

萎縮直到溶解回熔膠中（可以說是回到熔膠與

氣體混和的初始狀態）。這時若再將壓力釋

放，氣泡將會在相同位置成核成長。實驗結果

也與此氣泡動力模型有非常貼近的趨勢，驗證

了氣泡被加壓而導致萎縮的歷程（圖3）。

圖2：氣泡萎縮實驗

圖3：模擬結果與實驗比對

由於氣泡消失後經過的時間很短， 

因此溶解的N2濃度仍然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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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使用Han and Yoo 模型進

行肉薄幾何模擬時，無法精準

掌握氣泡萎縮的歷程，因此有

許多因加壓而消失的氣泡數量

被低估。現在Moldex3D 2021

版本中，新增了Modified Han 

and Yoo的選項（圖4）。

與原有的Modified Han and 

Yoo模型比較後可發現，使用

Modified Han and Yoo模型可

以較精準地預測出這些萎縮的

氣泡（圖5）。同理，若將此

模型應用於抽芯製程，亦可更

精確得知氣泡全部溶回熔膠所

需要的保壓時間。

泡製程非常多樣且複雜，應用

範圍廣泛，因此精準掌握其過

程的變化顯得格外重要。若能

透過微觀模型準確預測氣泡尺

寸，將有助於熱傳、機械強

度、聲學吸收、低介電系數等

巨觀性質的預測，進而提高產

品設計與生產效能。

（本文作者白承弘為科盛科技

研發一處工程師） 

參考資料

[1] K. Taki et al., “3D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
TAL OBSERVATION OF BUBBLE 
GROWTH AND COLLAPSE IN 
NITROGEN-GAS SATURATED 
MOLTEN POLYMER FOR THE 
CORE-BACK FOAM INJECTION 
MOLDING”, ANTEC 2021 – 
SPE.

圖4：Moldex3D 2021新增Modified Han and Yoo選項

圖5：Han and Yoo（左）與Modified Han and Yoo（右）模型功能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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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效馬達的無感測器磁場導向控制

基於無感測器磁場導向控制（FOC）永磁同步

馬達（PMSM）的先進馬達控制系統的快速普

及，這種現象的背後有兩個主要驅動因素：為提高能

效及加強產品的差異化。雖然有證據顯示採用無感測

器FOC的PMSM可以實現這兩個目標，但需要一個可

提供整體實現方法的設計生態系統才能取得成功。有

了整體的生態系統，設計人員才能夠克服在系統設計

過程中的各種挑戰。

為什麼選擇PMSM？

PMSM馬達是一種使用電子整流的無刷馬達。它經常

與無刷直流馬達（BLDC）混淆，後者是無刷馬達系列

的另一個成員，也使用電子整流，但在結構上略有不

同。PMSM的結構可針對FOC進行優化，而BLDC馬達

經過優化後可使用6步整流技術。經過優化後的PMSM

可獲得正弦波反電動勢（Back-EMF），而BLDC馬達則

獲得梯形波反電動勢。

這些馬達各自使用的轉子位置感測器也不同。PMSM

通常使用一個位置編碼器進行操作，而BLDC馬達則使

用三個霍爾感測器（Hall sensors）進行操作。如果考

慮到成本，設計人員可以考慮實施無感測器技術，以

省去磁體、感測器、連接器和接線的成本。去除了感

測器還有助於提高可靠性，因為這可以減少系統中可

能故障元件的數量。當比較無感測器PMSM和無感測

器BLDC時，使用FOC演算法的無感測器PMSM可在使

用類似硬體設計以及接近成本下提供更出色的性能。

轉移使用PMSM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目前正在使用有

刷直流（BDC）或交流感應馬達（ACIM）的應用。主

要優點包括具有更低的功耗、更高的速度、更平穩的

轉矩、更低的可聞噪音、更長的使用壽命和更小巧的

尺寸，從而使應用更具競爭力。但是，要想實現使用

PMSM的這些好處，開發人員必須採用更複雜的FOC

控制技術以及其他應用特定演算法，才能滿足系統需

求。雖然PMSM比BDC或ACIM的成本更加昂貴，但它

具有更多優勢。

實現朝向先進馬達控制的
趨勢轉變

文╱Nelson Alexander

關鍵字╱FOC、PMSM、BLDC、馬達控制、生態系統

基於無感測器磁場導向控制（FOC）永磁同步馬達（PMSM）的先進馬達控制系統的快速普

及，提高效能及加強產品的差異化為兩大驅動主因，但還需要一個可提供整體實現方法的設

計生態系統才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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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上的挑戰

但是，要實現使用PMSM的優勢，必須瞭解實現先進

FOC馬達控制技術時固有的硬體複雜性，同時還需

要掌握這一領域的專業知識。圖1給出了使用三相電

壓源逆變器（inverter）的三相無感測器PMSM控制系

統。控制逆變器需要三對相互關聯的高解析度PWM訊

號，以及大量需要訊號調整的類比回饋訊號。此系統

還需要硬體保護功能來實現容錯，同時利用高速類比

比較器實現快速回應。這些實現感測、控制和保護所

需的額外類比元件增加了解決方案的成本，而典型的

BDC馬達設計或簡單的ACIM每赫茲電壓（V/F）控制

並不需要這些元件。

此外，還有為PMSM馬達控制應用定

義元件規格和進行驗證所需的開發

時間。要應對這些挑戰，設計人員

可以選擇一款合適的微控制器，以實

現與專為PMSM馬達控制客製化元件

規格的高度類比整合。這將會減少

所需的外部元件數量並優化物料清單

（BOM）。高度整合的馬達控制元件

現已具有高解析度PWM，可簡化先

進控制演算法、用於精密測量和訊號

調整的高速類比周邊、功能安全所需

的硬體周逼，以及用於通訊和除錯的

序列介面的實現。

另一個較大的挑戰，即馬達控制軟體

與馬達機電行為之間的互動。圖2顯

示出標準的無感測器FOC方塊圖。要

將其從概念轉變為實際的設計，必

須瞭解控制器架構和數位訊號處理器

（DSP）指令，以實現需要快速大量

計算的控制環。

為實現可靠的效能，控制環必須在一個PWM週期內執

行。必須對控制環的時間進行優化，具體包括以下三

個原因：

1. 限制：使用不低於20 kHz的PWM交換頻率（時長為

50μs），以抑制來自逆變器切換的雜訊。

2. 為實現頻寬更高的控制系統，控制環必須在一個

PWM週期內執行。

3. 為支援其他幕後所需的工作（如系統監視、應用特

定功能和通訊），控制環必須以更快的速度運行。

因此，FOC演算法的目標應該是在10μs以內執行完

成。

圖1：使用三相電壓源逆變器的三相無感測器

圖2：標準無感測器FOC的方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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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製造商提供了FOC示範軟體是利用無感測器估

算器來估算轉子位置。但是，在使馬達開始轉動之

前，FOC演算法必須配置各種參數以匹配馬達和硬

體。必須對控制參數和係數進行進一步優化，以滿足

所需的速度和效率目標。

此時可以結合以下方法實現這一目標：1.使用馬達資

料表獲得參數；2.反復進行試驗。馬達資料表並不能

始終提供準確的馬達參數，或設計人員無法獲得高精

度測量設備，在這種情況下，開發人員將不得不借助

反復試驗的方法。這種手動調整的過程需要時間和經

驗。 

PMSM馬達用於許多不同的應用，運行在不同的環境

中，或者存在不同的設計限制。例如，在汽車散熱器

風扇中，當馬達即將啟動時，由於風的作用，風扇葉

片有可能向相反的方向自由旋轉。在這種情況下，啟

動採用無感測器演算法的PMSM馬達是一個挑戰，而

且有可能損壞逆變器。

一種解決方案是檢測旋轉方向和轉子位置，並利用這

些資訊在啟動馬達前主動煞住馬達令其減速至靜止狀

態。同樣，還可能有必要實施附加演算法，如每安培

最大轉矩（MTPA）、轉矩補償和磁場弱化等。這些

類型的應用特定附加演算法對於開發實用解決方案必

不可少，但它們也會延長開發時間並使軟體驗證複雜

化，進而增加設計複雜程度。

降低複雜程度的一種解決方案是，設計人員創建一個

模組化軟體架構，這種架構可將應用特定演算法添加

到FOC演算法中，同時不影響時效要求。圖3顯示出

典型的即時馬達控制應用程式的軟體架構。此框架的

核心是FOC函數，該函數提供了嚴格的時脈要求和許

多應用特定的附加功能。框架內的狀態機將這些控制

功能與主應用程式連接起來。這種架構在軟體函數塊

之間必須要有一個定義明確的介面，以使其實現模組

主要應用

機器狀態

硬體抽象層

 ADC校準和

補償
測試工具 監督演算法 外部介面 內核診斷

速度控制

電流控制

 換向和估計

圖3 ：FOC的應用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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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並簡化程式維護工作。模組化框架支援不同應用特

定演算法與其他系統監視、保護和功能安全程式的整

合。

模組化架構的另一個好處是將周邊介面層（或硬體抽

象層）從馬達控制軟體中分離出來，這便於設計人員

在應用功能和效能需求發生變化時，將其IP從一個馬

達控制器無縫遷移到另一個馬達控制器。

完整生態系統的需求

應對這些挑戰需要一個為無感測器FOC量身打造的馬

達控制生態系統。馬達控制器、硬體、軟體和開發環

境應協同工作，以簡化實現先進馬達控制演算法的過

程。 為實現這一目標，此生態系統應具有以下特性：

1. 一種用於自動執行馬達參數測量、設計控制環和產

生原始程式碼的先進工具，可讓沒有這方面專業領

域知識的設計人員能夠實現FOC馬達控制，可減少

撰寫複雜程式碼的時程和縮短非常耗時的除錯及驗

證程序。

2. 適用於FOC和不同應用特定附加演算法的應用框

架，用於縮短開發和測試時間

3. 具有確定性回應的馬達控制器以及可在單晶片中實

現訊號調整和系統保護的整合類比周邊，用於降低

解決方案總成本

圖4顯示出一個馬達控制生態系統架構的範例，其中

包括應用框架和一個用於高效能dsPIC33馬達控制數

位訊號控制器（DSC）的開發套件。此開發套件在基

於GUI的FOC軟體發展工具的基礎上構建，可以測量關

鍵的馬達參數並自動調整回饋控制增益。

此外，它還可為利用馬達控制應用架構（MCAF）在

開發環境中創建的專案生成所需的原始程式碼。解決

方案協議堆疊的核心是馬達控制庫，這種庫可以實現

應用程式的時效型控制環功能，並與dsPIC33 DSC的

馬達控制周邊互動。此GUI可與多個可用的馬達控制

開發板配合使用，支援馬達參數提取並為各種低壓和

高壓馬達產生FOC程式碼。

對高能效和產品差異化的需求推動了朝向無刷馬達的

轉變。全面的馬達控制生態系統，可以提供一種整體

方法，藉以簡化基於PMSM的無感測器FOC的實現，

這種方法應包含專用的馬達控制器、快速原型開發板

和可自動產生程式碼的易用FOC開發軟體。

（作者Nelson Alexander為Microchip資深行銷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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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套件

馬達控制應用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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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達控制硬體

圖4：Microchip馬達控制生態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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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自動化的明日世界

當各種資料可取用性提高、能夠支援從資料處理

到部署的完整工作流程工具的誕生，意味著除

了機器人和自動駕駛等最廣為人知的應用之外，AI模

型在其他應用扮演的角色也愈來愈重要。

為了開發以AI驅動的產品，工程師需要將AI整合至整

個系統設計的工作流程。該工作流程包括四個重要的

階段：

•	資料的準備（data	preparation）

•	建立AI模型（AI	modeling）

•	模擬與測試（simulation	and	test）

•	部署實現（deployment）

不論是哪一種應用，大部分的工程專案均是以類似的

工作流程進行；然而，產生的最終結果卻大不相同，

接下來舉例說明。

自動瑕疵偵測

自動檢驗與瑕疵偵測對於高吞吐量生產系統的品質控

制相當關鍵，許多產業採用檢驗與瑕疵偵測系統來找

出產品表面的缺陷或裂痕，部署AI瑕疵偵測演算法，

可以比傳統的影像處理等方法來得更快、更健全。

Airbus建立一個AI模型來自動辨識飛機內輸送管線的

瑕疵，他們將飛機內的輸送管線，以不同的照明條

件、角度、位置錄製成影片。在進行影片資料的標記

4種經過實證的AI演算法應用

文╱Johanna Pingel

關鍵字╱AI演算法、AI模型、自動瑕疵偵測、MEG、預測性維護

AI模型在各項應用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重要，為了開發以AI驅動的產品，工程師需要將AI整合

至整個系統設計的工作流程。不論是哪一種應用，大部分的工程專案均是以類似的工作流程

進行，最後則產生不同的結果。

圖1：AI工作流程的重要階段。每一個階段建構在前一個階段所完成的基礎，並且關聯到未來會被整合至完整AI系統的AI模型建立過程。

資料的準備

資料清理和準備 模型設計和調整 與複雜系統的整合 嵌入式元件

企業系統

邊緣、雲端和桌面

系統模擬

系統驗證和確認

硬體加速訓練

互操作性

人類洞察力

模擬生成的資料

建立AI模型 模擬與測試 部署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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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ing）之後，他

們設計並訓練一個深

度學習網路，其中使

用如語義分割（seman-

tic	 segmentation）等技

術，找出輸送管線上的

通風口與線路位置，並

且有一使用者介面來即

時地呈現瑕疵偵測結

果。

MEG訊號解碼

訊號資料使用在AI系統

工作流程時，本身便存

在一定的挑戰。原始的

訊號資料很少被直接

加入到AI模型中，原因

是訊號資料通常帶有

雜訊且具有記憶密集

（memory-intensive）

特性。

輸入 卷積+回復 匯集 卷積+回復 匯集

全部連接 軟體最大化

 正常
 缺陷

特徵學習 新分類

圖2：一個簡單的CNN架構。自動地從影像學習特徵，以用來辨識不同等級的物件，在這個案例是正常和不良的零件。

頻率(kHz)

頻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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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z)

峰
圖

級
別

(窗
口

長
度

)

時間(s)

分布

連續小波變換 峰圖

時間(s) 歸一化頻率(xπ弧度/樣品)

圖3：訊號資料可以使用多種方法來轉換。這些圖片可再被使用
在CNN架構，以深度學習方法來進行資料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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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經常會再加上時間-頻率技巧來轉換資料，收集

模型學習所需的最重要特徵。工程師可透過多種方式

轉換他們的資料，並且使用在AI模型–舉例來說，他

們可以透過小波散射（wavelet	 scattering）的方法將

原始訊號資料轉換為「圖片」。

對於患有晚期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ALS）的病人，溝通會隨著疾病的

演變而變得更加困難。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

sity	 of	 Texas	 at	 Austin）研究人員開發了一種非侵入

性的科技，使用小波和深度神經網路來解碼腦磁波儀

（magnetoencephalography；MEG）的訊號，並且在病

患想像述說完整語句時，將這些語句偵測出來。

這些研究人員使用小波多重解析度分析來進行診斷，

並將MEG訊號分解到特定的神經震盪（neural	 oscilla-

tion）頻段。他們從經過降噪和分解的訊號中擷取特

徵，再使用這些特徵來訓練一個支援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和一個淺層的人工神經網路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N）。這個團隊還接著

客製了AlexNet、ResNet、以及Inception-ResNet等三個

預訓練的深層卷積神經網路，解碼MEG訊號，讓分類

的準確度從80%提高到96%以上。

以雷達為基礎的物件偵測

對於自主車輛來說，若要在夜晚、惡劣的天氣、較遠

的距離等情況下偵測行人與其他的物件，以雷達為基

礎的系統的表現會比攝影機來得更佳。AI分類演算法

可以被使用在雷達訊號來依照物件的特徵來區分出具

鑑別性的群組。

為了達到這項能力，PathPartner的雷達團隊開發了一

個以雷達點雲偵測（radar	 point	 cloud	 detection）為

基礎的分類器。他們在嵌入式平台上實現了這個分類

器，並且真正地在測試場景進行驗證。

在進行早期測試時，這個分類器偵測到一個人需要

花上5-8秒，生效時間過長。團隊將訊框時間（frame	

time）由每秒3幀增加為5幀，並且建立一組以前一組

特徵的移動平均值計算出的新特徵，來解決這個延

遲。經過測試與快速設計疊代，他們的物件辨識準確

率可達到99%。

圖4：以光譜圖（spectrograms）表示的雷達訊號，用來以具鑑別性的特徵進行三個物件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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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使用Classification	Learner	app進行故障診斷，其中比較了各種機器學習演算法，在部署實現之前找出最準確的模型。

預測性維護

因為機器故障而導致的停機，可能為仰賴製造和生產

的公司帶來相當昂貴的成本，而部署健康監測和預測

性維護系統可以將這些成本最小化，並且讓效率最大

化。預測性維護應用使用先進的統計和機器學習演算

法，在機器真正發生問題之前，先辨識出機器的潛在

問題。

Mondi	 Gronau的塑膠生產工廠一年的塑膠與薄膜產品

出貨量大約有1800萬噸，工廠內900名工人一天24小

時、一年365天地操作了大約60台塑膠射出、印刷、

上膠、與繞線機。

Mondi開發了一個健康監測與預測性維護的應用，其

中納入了以機器學習模型產生的預測，這項應用讓

設備操作人員可以在故障發生之前，就先接收到關於

設備潛在故障問題的示警，Mondi也將該應用做成一

個獨立的可執行版本，現在已經在工廠生產線上使用

中。

（本文由鈦思科技提供；作者Johanna	 Pingel任職於

MathWorks公司）



技術特輯

邀稿
《智動化 SmartAuto》雜誌以專業角度深入探討自

動化產業的技術進展與應用趨勢，並加入觀點剖

析與業界動態，讓讀者快速掌握自動化與智慧化

產業的全貌，並以網路與平面雙重平台提供詳實

的產業訊息，為兼具深度與廣度的自動化專業媒

體。

內容涵蓋範圍包括自動化控制系統、PLC控制器、

變頻器、PC Based、PAC控制器、工控網路、感測

技術、機器視覺、IPC Form Factor、SCADA、HMI

、運動控制、自動化整合技術、UPS、數位安全

監控、量測自動化、電力監控、嵌入式系統、物

聯網、智慧城市、智慧建築、智慧醫療、智慧交

通、智慧農業、POS、數位看板、環境監控、

CAD/CAM/CAE軟體、積層製造、線性傳動元件、

馬達與減速機、工業機器人、OT資安等。

投稿格式：

請以 Microsoft Office Word 編排的電子檔為主（請附上原始圖片及表格）

稿件以 e-mail 至遠播資訊編輯部，賜稿請註明姓名與聯絡電話。

＊註：若您希望配合某月主題刊登，請於投稿時註明，並請於當期主題前二

個月投稿以便進行編排作業。

來稿請寄：E-mail：fuhsia@ctimes.com.tw
遠播資訊 / TEL：02-2585-5526 ext.215  / 陳小姐

兆鎂新有限公司

ST Microelectronics

DIGI-KEY ELECTRONICS

華懋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明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立翔機電工業有限公司

Analog Devices

愛知時計電機株式会社

士林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谷家企業有限公司

封面

封底

封面裡

封底裡

P37

P43

P49

P53

P57

P61

P63

P67

P67

速博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模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擎罡實業有限公司

固大電機有限公司

捷寶實業有限公司

昕銳電機有限公司

司麥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百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宜大電線有限公司

P1

P3

P5

P7

P9

P27

廣告索引

月份 　技術特輯

1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月 
11月 
12月 

嵌入式處理器

檢測與辨識

 量測技術

馬達控制
電源管理
工業MCU

IIoT

機器學習

工業通訊

感測器

定位與導航

2022邀稿專題

＊註：2022年技術特輯專題內容若有更動，將在

          
本雜誌進行更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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