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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工程司106年度

機電能源領域

產學計畫優良成果專刊

編輯說明
科技部工程技術研究發展司為鼓勵學界從事應用研究，並推廣產學計畫成果，
增進產學交流，每年於 10 月和 11 月間，分為化材民生、電子資通、機電能源三大
領域，分別舉辦「產學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暨績效考評會議」。
在這些會議中，邀請產學界專家及同儕研究者對產學合作計畫執行成效進行考
核，並頒發獎項，獎勵成果優良計畫研究人員。發表類型包括：先導開發型（含先
導型、開發型）及應用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分為口頭簡報或海報張貼發表。參加
者以舉辦日前 1 年內結案之研究計畫為原則。
舉辦這些活動的目的在於提供產學成果交流平台，鼓勵學界積極參與產學計
畫，協助國內產業開發和建立關鍵技術，同時亦鼓勵企業積極參與學術界應用研
究，培植企業研發人才，增進產品附加價值及管理服務績效。
本輯為 106 年 11 月 9 日在逢甲大學舉辦的「科技部工程司 106 年度產學合作
計畫成果發表暨績效考評會 - 機電能源領域」得獎計畫簡介，特此收錄，敬請各
界參考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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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球面微透鏡陣列應用於開發點陣列掃描式無光罩式
微影機台

計畫基本資料

計畫基本資料

編
號 MOST 105-2622-E006-007-CC2
執行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主持人 / 共同主持人 李永春 / 鄭正元、郭鴻飛、方怡欽
參與人員 簡弘量、楊聰偉、林駿廷、羅振豪、賴世勳、高偉、許正清
合作廠商 迅得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全瓷義齒積層製造技術開發
編
號 MOST 104-2622-E-027-005-CC2
執行單位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主持人 / 共同主持人 楊哲化 / 蘇程裕、汪家昌
參與人員 李伯賢、吳宗翰、吳孟霖
合作廠商 晶瀅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簡介

技術簡介

本研究製作可客製化之義齒，以超薄層厚 (20μm) 進行積層製造，其燒結後之相當層厚約為 16μm，為一高
階製造系統基礎技術之精密加工基礎技術。

本研究團隊過去十多年來在準分子雷射微透鏡陣列加工的基礎之上，結合現已成熟之數位光學投影技術，發
展出一種高精度的陣列式 UV 光點曝光技術與系統，應用於無光罩式、任意圖形、高精度與高解析度的 UV
光阻曝光技術。

科學突破

光點陣列在斜掃描架構下，曝光的圖形解析度可以達到 1μm 以下，最小線寬可以達到 10μm 以下；配合
雙軸運動平台，曝光面積大小可以超越 300x300 mm2 以上。

本計畫以獨創的 C3S(Ceramic Solvent-based Slurry Stereolithography) 積層製
造技術，使用漿料式鋪層配合光硬化樹脂進行固化，再進行後端的脫脂與
燒結製程，在燒結過程中較為穩定均勻，可有效改善捲曲與變形的情形。
此為完全自主的積層製造加工方式，尤其在精微尺寸工件的表現上，具有
世界上其它製程方式所無法比擬的優勢。

產業應用

產業應用

此一光點曝光系統以美國德州儀器公司 (TI Inc.) 所發展
且已成熟廣泛應用之數位光學投影技術與元件為控制核
心，因此可以快速變換與投射複雜之光學影像，可發展
各種產業之工程應用，包括：高階印刷電路板或 IC 載板、
軟性電路板、一般光罩製作、具微米級精度的 3D 列印
或 3D 成型技術等等。由此三年期計畫的支持，已完成
無光罩式曝光機台的雛型機開發，也為臺灣本土 PCB
產業，掃除關鍵技術上的發展障礙，讓企業在自行發展
技術上有了一線契機。

本計畫國內發明專利獲證 3 件 ( 證書號碼 I602674、I560043、I411540)，
申請中1 件 ( 申請號 00594437)。本計畫所研發之技術移轉至晶瀅生醫股
份有限公司，應用於商用臨床牙技單位。在成本方面，以圓盤塊材體積

科學突破

先導開發型計畫

直徑94mm 、厚度16mm 計算，相較於合作企業目前所使用之 CAD/CAM 技

工程科技通訊

術，本計畫使用之 3S 技術在空間利用率和材料利用率上皆有顯著增加，計
畫完成後合作企業藉此降低成本，獲取更高的產值和產能。
● （上）機台實體圖；（下）氧化鋯客製化義齒
● 無光罩式曝光機台之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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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太陽能多晶矽晶碇之可靠度
MOST 104-2622-E-007-022-CC2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所）
桑慧敏
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基本資料

計畫基本資料

編
號
執行單位
主 持 人
合作廠商

瓩級史特靈引擎及其在太陽聚焦發電應用關鍵技術開發
編
號 MOST 105-2622-E-006-006-CC2
執行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所）
主持人 / 共同主持人 鄭金祥 / 康尚文、江雨龍
參與人員 施効谷、黃上庭、吳喜翔，王承緯，葉桓銘、鄧德彰、劉杰儒、楊錫堯、李駿閎、黃景煜
合作廠商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簡介
太陽能電池之「多晶矽鑄造融化段」製程各階段結束時，爐內未融化之矽料需達到某特定的理想高度，作業
人員會以自身經驗評斷探測時間點並使用石英棒探測矽料高度多次，記錄時間與高度。本研究動機欲以較少
的探測次數達到目標高度。

科學突破
本研究提出函數型資料分析法，對原始資料做「明智」的轉換，並由轉換後的資料建立預測模型找出數據內
隱藏的模式。進一步，本研究以多支晶錠為樣本進行分析。

先導開發型計畫
工程科技通訊

此研究提供線上作業人員一套有邏輯的探測方法，最多只需 4 次探測，比現有的少 50%，並保證具有相同準
確度，將可有效減少探測次數，節省至少 600 萬 / 年，同時能減輕作業人員負擔，降低石英棒溶解於矽湯中之
負面影響。

為促進國內聚焦型太陽熱能發電系統之關鍵技術與產業發展，本計晝主要目標在於整合史特靈引擎、太陽熱
能追縱系統、高溫液態金屬熱管、陽光接收器之高溫吸收膜等關鍵技術，構成一碟式史特靈太陽聚焦式熱能
發電系統，經由碟式陽光反射器將陽光反射並聚焦於陽光接收器。

科學突破
全程計晝完成後將建立一座驗證用可獨立運作之瓧級發電系統，主要技術指標
為：(1) 液態金屬熱管熱接收最大可達 3kW。(2) 陽光接收高溫吸收膜可耐溫度
800℃、吸收率達 92%。(3) 太陽追日聚光效率達 90%。(4) 史特靈引擎發電功
率 1kW、熱功效轉換效率 35%。

產業應用
本計畫後續將積極與產業界洽談技術轉移，並協助相關產業建立製造能量，俾
使各項成果活化成為新興產業。預估可技轉授權商品包含 1 kW 史特靈引擎、
高溫吸收膜、高溫液態金屬熱管、相關週邊測試設備及自行開發之分析工具
等。
● 將太陽光聚焦於直接照射式吸收器並驅使史特靈引擎進行發電

1 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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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應用

技術簡介

11

新型音叉式物位計

輪胎接地排水特性模擬分析與實驗方法之開發
計畫基本資料

計畫基本資料

編
號 MOST 105-2622-E-197-001-CC2
執行單位 國立宜蘭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主持人 / 共同主持人 胡毓忠 / 張培仁
參與人員 李泓緯、黃柏瑄
合作廠商 桓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編
號
執行單位
主 持 人
參與人員

MOST 105-2622-E-167-003-CC2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管衍德
陳智堯、葉念綺、夏艾妮 (ANITA SEPTIANI)、陳韋廷、董吉娜 (DASHNYAM GERELEE)、游莉
安 (AINDRI YULIANE)、呂俊龍
合作廠商 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簡介
技術簡介

本計畫研發新型音叉式物位計。

本計畫目的是藉由與國內知名輪胎大廠合作的契機，開發出輪胎接地排水特性模擬分析與實驗方法。

科學突破
本計畫研發特殊的焊接材料與焊接工法，可完全隔絕音叉振動傳導至物位計承座，使良率由 50% 提升至
100%，而所開發新產品「平板型音叉物位計」將先前之多層堆疊的壓電驅動器改良為單層壓電驅動器，搭配
驅動電極和極化區域的新設計，可將物位計的體積減少 50%，而訊號強度是國外競爭產品的四倍。

科學突破
由實務知識發展出輪胎數值排水的分析手法與實驗方法，可提供輪胎廠將輪胎開發製作完成後檢視輪胎花紋
設計在排水上的微小差異性，足以決定濕地操控的性能表現，有助於該廠現有的開發流程。

先導開發型計畫

產業應用

產業應用

本計畫衍生國內新型專利申請中 1 件 ( 申請號 106213311)，產品原型已試產，掌握關鍵專利。本計畫所開發
之「平板型音叉物位計」技術導入之後：填料滲透焊接隔絕導振，產品良率 100%，銷售成長 30%。

本研究成果有助於輪胎廠開發高性能輪胎使用，此相關技術已有部分納入該公司的 SOP；亦至少有一款輪胎
先用過類似的技術完成驗證後正式生產。

工程科技通訊

● 實驗用輪胎接地大型流場可視化水槽及排水寬度判別方法

● CFD

模擬與實驗之比較 ( 出處：結案報告 )

( 出處：結案報告 )
● 音叉物位計研發團隊；前右為國立宜蘭大學計

● 音叉物位計產品系列

畫主持人胡毓忠教授，前左為桓達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群組計畫總主持人廖基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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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 綠漆製程自動收板設備研發
MOST 105-2622-E-159-003-CC2
明新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黃信行
楊明烽、林聰景
展勤科技有限公司

技術簡介

計畫基本資料

計畫基本資料

編
號
執行單位
主 持 人
參與人員
合作廠商

奈米級生醫高分子敷料多功能性生產設備與製作技術
之開發
編
號
執行單位
主 持 人
參與人員
合作廠商

MOST 105-2622-E-110-004-CC2
中山大學機電系
林韋至
劉欣翰、洪培軒、黃昱隆、葉奕廷、陳亦寧、紀巽元、卓訓瑜、王仁宏、乙陳豪
飛統自動化實業有限公司

本計畫整合六軸機器手臂與影像視覺，開發出一套 PCB 防焊綠漆製程的自動化收板設備。

技術簡介

科學突破

本技術分為兩部分，一為客製化之設備，具精準定位、可替換性收集板 ( 平面與滾筒式 ) 與可遠端操控之功能，
透過自動控制之電紡機台，開發一種以聚己內酯為材料，不沾黏、高體表面積比 ( 具高吸水及透氣性 )、材料
強
降解速度慢、藥物釋放控制能力强的奈米級生醫高分子敷料。

重要的技術突破包含：完成收板夾具建置，可適應多種不同的 PCB 類型，並能穩定夾持與移載；完成 PCB 的
影像辨識與定位技術，可配合機械手臂拾取 PCB，並適應多種收板方式；完成以 LoRa 技術建立生產線 IOT
監控系統。

先導開發型計畫

產業應用
本計畫完成智慧型收板系統的規劃，可協助相關產業投資建立大型自動化系統，以因應未來更多訂單的需求。

科學突破
本計畫開發一套能夠在使用者輸入所需的敷材表面形貌與特性需求後，系統即可透過資
料庫內的參數，分析並計算電紡製程中所需的所有參數，製造出最佳化的敷材。在開發
奈米級生醫高分子敷料及其製作技術方面，藉由實驗取得敷材之最佳生產參數，並透過
物理和化學之表面修飾方式，改善敷材表面特性，增進纖維母細胞的增生及貼附等行為。
最後，則將此部份取得之實驗數據，建立成一資料庫，並儲存於系統中，提供製作敷材
使用。透過敷料實驗和電漿表面修飾實驗，製成的敷材表面孔隙率達到 30%，材料表面
濕度增進 30%。

產業應用

工程科技通訊

藉由本計畫，本團隊協助飛統公司因應來趨勢，研發跨足生技產業之技術，從簡單機械
製造跨足生技產業類別，開發符合生醫產業標準之新型敷料生產線、機台，進一步創造
新的市場與產值，擴展公司未來競爭力。同時使國內具有量產及生產功能型敷料之技術。
● （上圖）三軸電紡機台（ 下圖）仿生工程實驗室

學生參加「2017 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 人工作業與智慧自動化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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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型計畫

階層式馬達線上運轉狀態分析系統之研製

計畫基本資料

計畫基本資料

編
號
執行單位
主 持 人
參與人員
合作廠商

2000 Hz 直流電阻點銲機開發及其性能評估

MOST 104-2622-E-011-020-CC3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張宏展
鄭育明、薛聿明、沈緯璋、程于真、謝政甫、呂錦河、曾思憲
安華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編
號
執行單位
主 持 人
參與人員
合作廠商

MOST 104-2622-E-020-006-CC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材料工程研究所
曾光宏
林柏諭、陳智升
金元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簡介

技術簡介

本計畫研製智能故障診斷與運轉監測系統，可有效提昇馬達運轉壽命及系統可靠度，且具備整合電氣檢測法
及振動檢測法的技術開發，對於檢測設備自製國產化及培育專業技術人才將有相當大的貢獻。

針對多層高強度鋼電阻點銲技術，本計畫與合作廠商共同建立之新式功率變頻直流電源控制技術，除了可降
低銲機電力能源耗損外，亦可避免因熱量過度集中而發生銲核飛爆現象，進而可改善銲核直徑縮減缺失及防
治銲核縮孔缺陷產生。

科學突破
利用嵌入式馬達故障檢測系統，量測三相感應馬達的電壓、電流及振動訊號，再透過 TCP/IP 將大量的量測訊
號快速傳送至「階層式馬達線上運轉狀態分析系統」，於伺服器端經快速離散傅立葉轉換等技術，進行電氣
與振動訊號之分析。

產業應用

應用型計畫

此系統已納入臺灣電力公司「臺中電廠智慧電網之高壓馬達狀態監
測與診斷系統研發」計畫之部份前端嵌入式系統，進行現場實證與
示範應用；未來若評估可行有效，將全面推廣至所屬電廠之高壓馬
達，後續商機無限。目前法人研究機構，包括：工研院、資策會正
積極與本計畫研究團隊進行相關合作。

科學突破
採用多層金屬板件與車身剛性升級之設計理念製造汽車車體結構雖可強化駕乘人員的安全防護，然多層金屬
板件係電阻點銲技術難度最高之搭接方式。本計畫除了研發多層高強度鋼點銲搭接技術外，亦完整建置高
強度鋼直流點銲參數資料庫。本計畫創新研發之多層金屬板件點銲搭接技術 ( 已取得臺灣發明專利，證書號
I580502) 具有提升銲接品質、提高生產效率及降低作業成本等功效。

產業應用

工程科技通訊

● 硬體架構及實體圖

本計畫研發之脈衝直流點銲技術可適用於高厚度比之多層高強度鋼搭接作
業，業經實證可獲致 100% 鈕釦型破壞之優良銲接品質。本計畫另衍生「局
部電阻加熱技術」。該技術係採用主持人與合作廠商共同開發之脈衝直流電
阻加熱機，進行金屬管件或銲管局部加熱處理 ( 如彎曲成形、銲前預熱及銲
後應力釋放等 )。局部電阻加熱技術現已完成三件技轉授權案，技轉授權金
累計達 1,600,000 元。主持人與合作廠商將以本計畫成果作為合作開端，建
立長期產學夥伴關係，導引學界充沛研發資源，協助合作廠商深化核心技術
與厚實研發能量，進而達成臺灣金屬製品產業創新加值目標。
●（上圖）傳統多層高強度鋼直流點銲技術除了易形成銲核縮孔缺陷外，另於外層鋼板易產生熔融不良瑕疵

（下圖）新式多層高強度鋼脈衝直流點銲技術可防治銲核產生中心縮孔缺陷與熔融不良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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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聲音品質之銅鐘幾何結構設計方法

計畫基本資料

計畫基本資料

編
號
執行單位
主 持 人
參與人員
合作廠商

小型奈米級超精密定位裝置之開發

MOST 105-2622-E-020-001-CC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所
王栢村
蔡俊郎、劉得江、葉明遠、李致緯、吳盈輝
三希典藏有限公司

編
號 MOST 105-2622-E-151-005 -CC3
執行單位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主持人 / 共同主持人 何信宗 / 王鴻猷
參與人員 陳皓瑋、廖文煇、梁維純、門亭均
合作廠商 特典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簡介

技術簡介

本技術建構完整之銅鐘聲音品質評估與開發流程，透過三希典藏有限公司提供之銅鐘進行逆向工程最佳化，
首先將銅鐘幾何參數化，且透過模態分析，獲得理論之模態參數，接著鑄造出實體銅鐘後，進行實驗模態分析，
獲得實際銅鐘之模態參數，最後將理論與實驗之模態參數進行比對，且進行聲音量測分析，獲得銅鐘敲擊之
發聲頻率。

本計畫目的是開發一個小型奈米級的超精密定位裝置，其位移解析度需達到 10~100nm 之間。而且為了符合
應用所需，需要將尺寸限制在 10cm 以內。

科學突破

應用型計畫

本計畫核心價值在於結合「電腦輔助分析」與「實驗模態分析」技術，進行銅鐘之銅鐘內壁幾何設計，經反
覆驗證，可預測不同銅鐘內壁幾何其聲音響應，且透過王栢村教授所開發之聲音量測軟體 (Sound Measurement
System, SM)，可即時進行銅鐘之聲音特性評估，供研發、製造、品管人員進行聲音特性探討 (R-test) 與聲音品
質評價應用。

科學突破
在本研究中，提出一種利用黏滑驅動原理的壓電型超精密定位裝置，可以較簡單的單電壓信號達到驅動目的。
為了確認此超精密定位平台的諸項動態特性，在此計畫執行過程中，經歷了相關的性能量測實驗，確認計畫
執行目標的達成。

產業應用
本計畫由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做創新產品設計與分析，先製作出原型機測
試性能後，再由特典工具股份公司負責生產製造之量產技術與品管。小
型化壓電馬達的產品售價極高，而且研究這種精密機械的技術有助於國
內產業升級，投入這類產品的設計與生產製作，將有助於提高產品利潤，
進而提昇國內技術者的薪資。

產業應用

工程科技通訊

分析與實驗之模態振型對應良好，成功驗證實體結構等效
於有限元素模型、銅鐘實體之發聲頻率呈現 1：2 之倍頻
效果，驗證倍頻音之銅鐘幾何結構設計方法之可靠度，未
來可應用於不同銅鐘之倍頻音音色之設計與開發。本計畫
利用最佳化設計技術，進行結構外型設計，發展出新式階
梯與波浪型銅鐘，這項技術也能應用逆向工程最佳化，可
針對需求進行優化，使佛教之銅鐘產業，也能具科學化、
理性化、標準化。

● 壓電驅動超精密定位平台相片

● 許萬全總經理（右）與王栢村教授（右二）

及參與人員討論對產學合作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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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節能控制盒開發與穩定性研究探討
MOST 104-2622-E-027-022 -CC3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機械系
莊賀喬
吳冠霖
亞得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基本資料

計畫基本資料

編
號
執行單位
主 持 人
參與人員
合作廠商

UV-LED PCB 平行光曝光機之光學模組技術開發
編
號 MOST 105-2622-E-008-011-CC3
執行單位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系、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主持人 / 共同主持人 陳奇夆 / 曾世昌
參與人員 郭信宏、葉雲熒、徐安永、鄭澔、鍾奕晨、顏崎展、洪榮賜、李彥佑、李杰熹、鄭秉瑞、楊登順、
張家愷、吳東育
合作廠商 科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簡介
本計畫將動態調變電壓激發角技術應用在冷藏冰箱上，使冷藏冰箱在最佳耗能狀態下運轉。

科學突破
此技術是利用半導體元件雙向性三極閘流體作為調控電壓激發角之元件，並開發出新型節能控制器，本計畫
以電流、功率、冰箱內部溫度與濕度和壓縮機機殼溫度為實驗架構參數，控制邏輯是經由感測電流作為回授
訊號再決定電壓調變範圍，最後比較冷藏冰箱內部溫濕度變化，驗證製冷能力未被改變。

產業應用

應用型計畫

本產品能自主偵測冷凍冷藏設備的負載變化 ( 電流 ) 藉由半導體元件 Triac 去調整電壓，達到節能之效果，且
經由第三方德國 TUV 公司認證結果，110V 冷藏冰箱經由節能控制盒其節能率高達 15%，參加了 2015 年台北
國際發明展獲得了金牌獎之殊榮，本計畫的成果也已經商品化，衍生出其他節能合作的主題；例如馬達、空
調系統的節能產學合作計畫等等。本計畫的執行學生吳冠霖畢業後，目前也已經到亞得力科技公司上班。

技術簡介
本計畫研究主要在設計一種可符合環保節能、綠色製造目標的 UV-LED PCB 平行光曝光機之準直全反射光學
透鏡及設計與組裝驗證 UV-LEDPCB 平行光曝光機之光學模組，以及模擬分析 UV-LED PCB 平行光曝光機之
液態矽膠 (LSR) 射出成型製造準直透鏡技術。

科學突破
在光學模組光學模擬分析技術方面，我們建立光場演算技術，完成光場分布函數演算程式與商用軟體驗證。
根據演算程式結果，當距離目標面與出光面直徑比率 7 倍時，可得曝光機光場均勻度 94.1％，商用軟體驗證
結果是 94.9 ％，明顯可滿足均勻度 90% 的目標要求。

產業應用
本計畫成果有助提升 UV-LED PCB 平行光曝光機的競爭力，以及提升液態矽膠設計與製造能力和液態矽膠射
出成型模流分析能力。本計畫技術也可以延伸應用在 UV-LED 固化曝光裝置、類平行光與旋轉式 UV-LED 平
行光曝光機，及準直型太陽光模擬器等綠色化設備或裝置。

工程科技通訊

● （左圖）矽膠準直透鏡外觀示意圖

（右圖） UV-LED 加準直透鏡的配光曲線
● （左圖）即時監測紀錄系統；（右圖）長時間耗能累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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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基因演算法與決策樹於液晶面板自動光學檢測瑕
疵分類

應用類神經網路與基因演算法於鎂合金與銅異種金屬
銲接參數最佳化之研究

計畫基本資料

計畫基本資料

編
號 MOST 105-2622-E-009-016-CC3
執行單位 國立交通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主持人 / 共同主持人 張永佳
參與人員 蔡易達、歐明鴻、黃淑君、黃駿杰、葉居易
合作廠商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OST 104-2622-E-211-002-CC3
華梵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張志平
馮敬家、邱禹舜、朱佳荷
聯興興業有限公司

技術簡介

技術簡介

本計畫協助技嘉開發一套可配合自動光學檢測的面板品級分類系統，以壞點存在的數量作為面板的分類標準。

本研究將發展一套經濟且有效之多重品質特性田口實驗設計法，解決大量連
續型參數及水準之多重品質特性實驗設計問題。

科學突破

應用型計畫
工程科技通訊

科學突破

本計畫先以自行設計的演算法對自光學設備所取得的面板影像進行前
處理，透過銳化處理、高斯平滑、影像切齊以及影像旋轉校正等手法
降低面板影像之雜訊並統一影像之格式與型態。再搭配技嘉所提供的
實際面板影像資料，以基因演算法篩選可代表影像特性之特徵向量作
為提升決策樹的輸入變數，進而依壞點瑕疵的種類建立分類模型，以
提高面板檢測效率。

本研究利用理想解類似度順序偏好法 (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 TOPSIS) 與類神經網路 (Artiﬁcial Neural Network,
ANN) 訓練最佳化參數設計函數架構，結合基因演算法 (Genetic Algorithm,
GA) 的柔性演算法 (Soft Computing, SC) 搜尋最佳參數水準組合，找出銅
與鎂合金異種金屬板材銲接最佳化參數水準組合。

產業應用

產業應用

本計畫將機器學習與資料探勘的方法帶入技嘉科技，並且以實作的方
式展示此做法於線上自動光學檢測的可行性與有效性。自動光學檢測
系統的建立是智慧製造中的一項重要基礎，而機器學習的方法可將企
業所收集到的大量資料轉化為有用的知識，進而產生智慧。技嘉目前
正在利用本計畫的產出為參考，建立系統整合其面板自動檢測流程，
並繼續開發效能更好的檢測技術，為其日後建置智能製造的基礎。

本計畫已獲得國內新型專利 2 件 ( 證書號碼 第 M 529572 號、第 M 555259
號 )；國內發明專利 1 件 ( 申請號 105117902) 申請中。本計畫利用田口方
法、實驗設計、TOPSIS、類神經網路與基因演算法建置搜尋最佳解流程，
並應用於金屬銲接產業之鎂合金與銅異種金屬銲接，未來可延伸至其它金
屬、塑膠、汽車與 PCB 板等產業點銲及銲接製程參數訂定，可以減少開
發或改善時間，增加生產效率，提升產業技術，使業界更具競爭優勢。

上圖 ) 新型專利證書
( 下圖 ) 產學合作成果討論

●(

● （上圖）影像擷取系統；（下圖）計畫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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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執行單位
主 持 人
參與人員
合作廠商

25

UV 雷射直寫成型石墨烯微加熱器陣列於可攜式保溫裝置

技術簡介

編
號
執行單位
主 持 人
參與人員
合作廠商

MOST 105-2622-E-040 -004 -CC3
中山醫學大學
莊正利
謝宗彧、林德平
台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本研究計畫以奈秒脈衝 UV 雷射加工系統為架構，利用雷射高速直寫和影像拼接技術，直寫成型石墨烯薄膜
沈積在玻璃基板之電極結構，藉此開發微加熱器陣列應用於可攜式保溫裝置。

技術簡介

科學突破

本計畫結合國內唯一具大型動力鍋爐設計、製造、建造與營運管理能力之台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共同開發
SA 213-T91 合金鋼管之冷作彎管製程。

微加熱器陣列之電極結構將使用 ANSYS 軟體設計與模擬，探討不同電極結構之薄膜電熱元件轉換效率。此外，
石墨烯薄膜剝蝕機制採雷射加工參數調控，包括雷射脈衝能量、雷射脈衝重複頻率和振鏡掃描速度。實驗最
後使用三維共焦顯微鏡和掃描式電子顯微鏡量測雷射電極圖案化後之絕緣線表面形貌；四點探針量測石墨烯
薄膜片電阻值；奈米壓痕儀器和分光光譜儀分別用於量測石墨烯薄膜機械和光學特性；拉曼光譜儀分析石墨
烯薄膜物理特性；熱像儀量測微加熱器陣列加熱溫度。

應用型計畫
工程科技通訊

產業應用
此產品衍生推廣應用於高附加價值醫材和創意產業之微加熱器、熱感測器和恆溫裝置。

科學突破
本研究結果證實市售 SA213-T91 合金鋼管經適度應力釋放後，可提高冷作彎管之成型性，降低缺陷之發生率。

產業應用
本研究由相關實驗與分析結果建立 T91 合金鋼管冷作彎管製程參數與相關學理機制，並優化冷作彎管之製程
參數，協助合作廠商突破彎管製程之技術瓶頸，成功開發操作簡單且製造成本相對低廉之冷作彎管製程技術。
此一冷作彎管製程技術可協助合作廠商提升其國際競爭力。而 T91 合金材料並非侷限於鍋爐過熱器爐管之應
用，該合金材料亦可應用於核子反應器之關鍵零組件，故本製程技術開發之學理與機制亦可應用於該材料之
冷加工，期望提升國內特殊鋼材之冷加工技術，創造更大商機。

合金鋼
管經冷彎後之外觀
圖：(a) 經 噴 珠 與
應力釋放處理，(b)
僅經應力釋放處理

● SA213-T91

● （左圖）紅外線熱像儀量測石墨烯加熱器裝置實體照片

(a) 和加熱器溫度分佈實
體照片 (b)；（右圖）以「雷射微加工系統研發暨相關產業應用」榮獲 106 年度國
家實驗研究院傑出科技貢獻獎學術研究類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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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基本資料

計畫基本資料

編
號 MOST 105-2622-E-492-011-CC3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主持人 / 共同主持人 曾釋鋒 / 鄭璧瑩、蕭文澤
參與人員 鍾健愷、倪載恩、周世彥
合作廠商 澤達光電有限公司

大型動力鍋爐過熱器 SA 213 T91 合金鋼管之冷作彎管
製程開發

27

基於光固化蠟成型技術之快速熔模鑄造試製產線開發
MOST 105-2622-E-020 -002 -CC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黃培興
黃威儒、吳維仁、潘振晨
恆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MOST104-2622-E005-016-CC3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范光堯
林哲毅、盧文貴、張端麟、羅壬佑、張家銘、謝皓宇、許熇尹
州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簡介

本計畫在鑄件毛胚的試製過程，透過光固化臘成型技術的開發取代傳統的射
臘模具。

本研究嘗試以文獻應用於平板捲曲的輥軋製程製備不同厚度板材，供後續 U 形型材的連續輥軋製程使用。

光固化蠟成型技術可協助業者實現快速試製的目的並降低開發設蠟模具的
成本，有系統的研發及控制光固化過程蠟的黏彈、縮尺與流變行為，並抑制
缺陷、優化蠟模型精度。

產業應用

應用型計畫
工程科技通訊

本技術可協助業者適應質精、多樣的高值化航太及生醫零組件訂單製程。

科學突破
研究中，藉有限元素軟體 DEFORM 分析，除就減薄寬度、減薄區域中心距的 U 形型材幾何參數對輥軋成形
結果的影響外，尚就製程參數加以討論。

產業應用
本計畫開發可一道次產製具減薄特徵且輕量的槽壁，合作企業已投資一新產線，應用研究成果於具高附加價
值的金屬型材連續輥軋產製。可授權推廣及運用的項目包括：電腦輔助設計軟體上將減薄幾何形成輥輪、依
型材斷面幾何形成花圖、於電腦輔助連續輥軋模具設計軟體上設計輥軋模具、產生商用有限元素軟體的分析
運行文件等關鍵技術。

藉由光固化蠟成型機 ( 圖 a) 製作出後扣元件，將列印出之模型結合矽膠膜技術複製出矽膠膜 ( 圖 b)，將矽膠
膜拿至射蠟機射蠟，在微小孔洞處置入砂心 ( 圖 c)，並將蠟模組樹後之流路系統 ( 圖 d)，將流路系統進行沾
漿淋砂，得到殼模 ( 圖 e)，將殼模脫蠟、燒培、澆鑄等流程，經後處理得到之精密鑄造元件 ( 圖 f)

● 局部減薄輥軋製程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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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執行單位
主 持 人
參與人員
合作廠商

技術簡介

科學突破

●

計畫基本資料

計畫基本資料

編
號
執行單位
主 持 人
參與人員
合作廠商

U 形型材具不同板厚的帶狀金屬平板連續輥軋製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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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待機電力管理與過電流保護之智慧插座研發
MOST 104-2622-E-346-001-CC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辜德典
黃琮棋、黃韋翔
合家科技有限公司

編
號
執行單位
主 持 人
參與人員
合作廠商

MOST 104-2622-E-150-017-CC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劉煥彩
洪嘉男、張珉傑、施凱仁、甘宗達、曾子倫
榮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技術簡介

技術簡介

為有效達到節電與用電安全性，本技術針對待機電力管理設計出智慧插座。

計畫中太陽能發電之儲能電池組採用十二顆鉛酸電池 (12V) 串聯而成。鉛酸電
池在經過幾次充放電下，電池電壓通常會產生不平衡情形。如果沒有適當的保
護，可能會導致鉛酸電池因為過度放電而提早損壞。因此本計畫發展鉛酸電池
串聯時所需的平衡電路，以延長電池的壽命，避免電壓或欠電壓情況發生。

科學突破
該插座可偵測負載用電情況自我學習其負載用電模式，並在離峰時段自行切斷電源，同時亦具備過電流保護
之功能，以提高家庭用電之安全性。此外，本技術亦結合藍芽通訊技術，使用者可透過手機或平板電腦等可
攜式裝置隨時與智慧插座連線以了解家庭負載用電狀態，並可自行微調其負載啟閉時段以提高其用電調整之
彈性，同時亦可結合後端主站系統，以遠端下達需量反應控制之指令。

產業應用

應用型計畫
工程科技通訊

本計畫申請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1 件 ( 智能化電力管理系統、裝置及模組 )，研發成果目前與合作廠商進行下一
代產品之研發，並整合至藍芽晶片 ARM 處理器當中，藉以減少成本與縮小體積。所發展之技術可應用於智慧
家庭與智慧電網等相關領域。

科學突破
本電池監測與管理系統具備了電池平衡系統、溫度感測系統、電壓監控系統、
電流監控系統、過充保護監測、過放保護監測、預充保護監測。此管理系統將
由三個平衡控制板完成。該控制板電路成本低，體積小，使用上安裝非常方便。

產業應用
本計畫已獲得 2 件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M505115、M531062)。榮王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專長於電池模組化製造，目前積極開發儲能型鉛酸電池模組。本次產學
計畫為了能夠延長鉛酸電池模組的使用壽命，而努力開發能延長鉛酸電池模組
的平衡保護板。本平衡保護板能夠在負載充、放電的情況下，使鉛酸電池模組
壓差變小，此平衡演算法使得鉛酸電池模組可平衡的對電池充、放電。鉛酸電
池模組在充、放電的過程中，會遇到過充及過放而使模組損壞。本研究加入過
充保護、過放保護以及預充保護，使得鉛酸電池模組能夠在安全的模式下進行
充、放電。

● ( 上圖 ) 電池平衡電路；( 中圖 )

電池平衡最大平衡電流；( 下
圖 ) 電池平衡曲線

左圖 ) 手持式行動裝置監控智慧插座之人機介面；( 右圖 ) 智
慧插座進行家電待機電力管理前後之耗能狀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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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執行單位
主 持 人
參與人員
合作廠商

獨立型太陽能發電之儲能管理系統開發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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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Macro Executor 於 CNC 工具機熱溫升量測與補償
MOST 104-2622-E-167-020-CC3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陳紹賢
呂建緯、林孟穎、黃文宣
力勁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編
號
執行單位
主 持 人
參與人員
合作廠商

MOST 105-2622-E-006-027-CC3
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陳維新
黃馨毅、郭育志
鼎樫科技股份有恨公司

技術簡介

技術簡介

本研究針對高精度 CNC 工具機主軸不同形式熱誤差進行量測與分析。使用龍門型綜合加工機進行實驗，配合
量測設備在高精度 CNC 工具機建立熱位移量測系統。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以數值方法探討熱電發電器之輸出功和效率，並藉由操作條件之最佳化控制，找到熱電發
電器的較高輸出功率。

科學突破

科學突破

本研究以迴歸分析法建立熱變形之數學補償模型。並透過 Macro Compiler 與 Macro Executor 補償方式，改善
溫升熱變形。

熱電發電器在熱面及冷面的溫度分布近似於正弦函數，其具有不同的溫差振幅及相位角。研究顯示，熱電發
電器的平均功率和效率能隨著溫度之振盪而明顯增加、但平均吸收熱只有些微影響。增加熱端表面的溫度振
幅及相位角可以有效地提昇熱電發電器之性能。當相位角為 0°時，在冷端表面小的溫度振幅，熱電發電器
之性能比大的溫度振幅還要好。當熱電發電器之 ZT 值從 0.736 增加至 1.8，相位角為 180°之平均效率可增
強 1.71 倍，並且最大平均效率為 8.45%。總而言之，相位角為 180 °時，在熱端表面大的溫度振幅是最佳化
性能可行的操作。

產業應用

應用型計畫
工程科技通訊

本研究已達到有效隔離熱源就能有效改善熱變位的影響，未補償前期精度為 0.03mm，經補償後精度約為
0.013mm，其精度大為改善。本實驗使用之量測方法、數據分析技術與補償方式可應用於其他類型工具機。

產業應用
本開發技術對於振盪溫度在熱電發電器應用方面具有技術創新性及獨持性，可應用於日夜溫差大的環境 ( 如
沙漠 ) 及批次式反應爐。由於本計畫成功開發出模擬工具以預測熱電發電之行，由此另衍生一計畫研究案「燃
油發電機煙氣廢熱發電系統開發計畫」，設計燃油發電機煙道，以有效擷取廢熱進行熱電發電。

● 實際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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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執行單位
主 持 人
參與人員
合作廠商

熱電模組發電效率提升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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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率呼吸式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之流道散熱設計
計畫基本資料

編
號 MOST 104-2622-E-027-025-CC3
執行單位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主持人 / 共同主持人 顏維謀 / 陳震宇
參與人員 曾銘祥、梁家豪、蘇建豪
合作廠商 呈友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簡介
本研究著重於開發呼吸式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其優點包含：效率高、噪音低、污染低、輕量化、免充電，
以及應用範圍廣泛等。

科學突破
1. 經實驗發現本計畫所製作的呼吸式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之電池堆中心與流道末端處溫度最高。
2. 實驗中發現 Cell A 電池堆內部水份較充足，於氫氣出口端有水氣產生；然而 Cell B 電池堆因開口率較大，
電池內部雖然溫度較低，但水份相對較乾。
3. 經實驗與數值模擬之溫度比較，其趨勢一致，且實驗與數值模擬結果皆顯示 Cell B 之流道散熱效果較 Cell
A 佳。而從實驗之極化曲線可清楚發現，Cell B 能提供較高的功率密度及電流密度。

應用型計畫

產業應用
呈友公司自 2017 年起每年可增加 10 組 1 kW 呼吸式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堆系統之訂單，每套燃料電池系統售
價為新臺幣 20 萬元，將因此增加 200 萬的產值。
● 上圖為柴油發電機之廢熱回收系統模擬模型；下圖則為此系統之

TEG 溫度分布模擬結果，從結果中可以看到 TEG 模組之冷、熱面
溫度分布。其中，越接近中央，平均溫度越高

工程科技通訊
● 大功率呼吸式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之流道散熱設計成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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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工程司 106 年度
「產學合作計畫成果發表暨績效考評會」機電能源領域得獎名單
獎項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合作廠商

發表時間 106/11/9( 四 ) 13:00~16:50

簡報優良獎

王栢村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基於聲音品質之銅鐘幾何結構設計方法

三希典藏有限公司

發表地點 逢甲大學 人言大樓 B1 啟桓廳 / 第四會議廳 / 第六會議廳

簡報優良獎

何信宗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小型奈米級超精密定位裝置之開發

特典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論文張貼 人言大樓 B1 中庭

簡報優良獎

莊賀喬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智慧型節能控制盒開發與穩定性研究探討

亞得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陳奇夆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UV-LED PCB 平行光曝光機之光學模組技術開發

科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特優獎

張永佳

國立交通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所）

應用基因演算法與決策樹於液晶面板自動光學檢
測瑕疵分類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特優獎

張志平

華梵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應用類神經網路與基因演算法於鎂合金與銅異種
金屬銲接參數最佳化之研究

聯興興業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特優獎

曾釋鋒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儀器科技研究
中心

UV 雷射直寫成型石墨烯微加熱器陣列於可攜式
保溫裝置開發

澤達光電有限公司

一、先導開發型計畫 ( 按獎項及姓名筆劃排序 )
獎項
簡報特優獎

附錄
工程科技通訊

主持人姓名
李永春

執行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計畫名稱

合作廠商

非球面微透鏡陣列應用於開發點陣列掃描式無光
罩式微影機台 (3/3)

迅得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特優獎

楊哲化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全瓷義齒積層製造技術開發 (2/2)

晶瀅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桑慧敏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所）

提升太陽能多晶矽晶碇之可靠度

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
公司

海報展示特優獎

莊正利

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暨碩士
班

大型動力鍋爐過熱器 SA 213 T91 合金鋼管之冷
作彎管製程開發

台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優良獎

鄭金祥

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所）

瓩級史特靈引擎及其在太陽聚焦發電應用關鍵技
術開發 (3/3)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海報展示優良獎

黃培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基於光固化臘成型技術之快速熔模鑄造試製產線
開發

恆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特優獎

胡毓忠

國立宜蘭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新型音叉式物位計

桓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良獎

林栢村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金屬產品開發技
術研發中心

先進高強度鋼板在伺服沖床之成形研究

直正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良獎

范光堯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U 形型材具不同板厚的帶狀金屬平板連續輥軋製
程研究

州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良獎

辜德典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含待機電力管理與過電流保護之智慧插座研發

合家科技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良獎

劉煥彩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獨立型太陽能發電之儲能管理系統開發設計

榮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良獎

陳紹賢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應用 Macro Executor 於 CNC 工具機熱溫升量測
與補償

力勁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良獎

陳維新

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所）

熱電模組發電效率提升之研究

鼎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良獎

顏維謀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
系（所）

大功率呼吸式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之流道散熱設
計

呈友股份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良獎

瞿志行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所）

基於參數化手部模型之輔具客製化設計

雲太資訊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特優獎

管衍德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輪胎接地排水特性模擬分析與實驗方法之開發
(2/2)

海報展示特優獎

黃信行

明新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PCB 綠漆製程自動收板設備研發

展勤科技有限公司

海報展示優良獎

林韋至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奈米級生醫高分子敷料多功能性生產設備與製作
技術之開發

飛統自動化實業有限公
司

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應用型計畫 ( 按獎項及姓名筆劃排序 )
獎項

主持人姓名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合作廠商

簡報特優獎

張宏展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階層式馬達線上運轉狀態分析系統之研製

安華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

簡報特優獎

曾光宏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材料工程研究所

2000 Hz 直流電阻點銲機開發及其性能評估

金元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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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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