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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成果與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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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人工智慧製造系統(AIMS)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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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s

Integrate the strengths of 

AIMS 11 project teams 

and create the synergy of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s to enable 

high-impact innovations.

Collect manufacturing big 

data to facilitate empirical 

research and hands-on 

training for AI talents. 

Organize big data or AI 

competitions i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Ho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create joint 

research programs with 

leading research institutes 

worldwide to elevate 

Taiwan’s global visibility and 

influence in AI.

Incubate spin-off companies 

from AIMS project teams and 

bring in spin-in companies to 

create an energetic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Develop AI solutions to 

empower Taiwan’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enhanc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s well as to 

export these solutions to 

emerging countries.

願景：以台灣製造優勢為利基，打造世界級、有產業影響力的智慧製造研究中心。

使命：推動人工智慧於智慧製造的前瞻技術開發及產業應用，協助AI產業化和產業AI

化，培養人才，協助台灣產業升級轉型。

Vision & Missions of AIMS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Talent

cultivatio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Visio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cosystem

AI產業化

產業AI化 人才培育 國際合作

智慧製造平台
與生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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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S計畫團隊及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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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主持人 機構 計畫名稱及研究領域

1 林沛群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以AI探索複雜系統的動態運動生成與控制機制

2 李慶鴻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AI於智慧機台系統開發

3 賴尚宏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深度學習應用於機器人視覺之最佳化(2/5~5/5)

4 楊秋忠 國立中興大學 土壤環境科學系
智慧農業循環經濟:開發「無人有機廢棄物的人工智慧快速處理廠」
之設計及建構

5 劉庭祿 中央研究院 資訊科學研究所 源於GAN的深度學習技術與網路精簡化在電腦視覺的應用

6 鄭志鈞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應用人工智慧於機聯網工具機之控制、預防維護與加工技術之研發

7 鍾文仁 中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應用於模具製造之整合式智慧規劃與排程系統

8 陳添福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實現深度學習於產業服務之邊端智慧系統架構與其設計流程

9 簡禎富 國立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工業 3.5 的智慧製造與大數據分析解決方案

10 廖崇碩 國立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應用於先進製程之大數據智慧分析與決策系統學

11 李怡俐 國立清華大學 科技法律研究所 競爭或合作？人工智慧在人文社會的應用與影響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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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策略規劃數位決策

 聰明生產資源調度系統

 智慧機台與健康設備

 雲網端服務基礎建設

 台灣智慧製造生態系統的推展與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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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解決方案

專利佈局
技術藍圖

前瞻技術
競爭優勢

產業加值
創新創業

Synchronization

Society & Humanities perspective 

for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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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S智慧製造技術佈局與落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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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產業應用任務功能技術

企業策略規
劃數位決策

雲網端服務與
基礎建設

智慧機台與
健康設備

聰明生產與
資源調度

需求預測

智能收益管理

智慧供應鏈

先進排程系統APS

智慧節能優化

決策導向抽樣技術

智能化整機整線製造單元

機台零件健康監測技術

加工品質預測

雲端學習平台

Edge AI

資料即時回饋

航太產業

精密金屬加工產業

精密機械

半導體產業

PDCCCR

全面資源管理

大數據分析

虛實整合系統CPS

工程資料分析EDA

智慧代理人MAS

統計與實驗設計

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

電腦視覺

Digital Twin

Robotics

機器人視覺

AR/VR

深度學習雲端平台

平行運算與優化

工業物聯網技術

感知Sensor技術

ICT產業

智能參數優化與控制

機器人加工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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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AI化
漢翔航空聰明生產之智能解決方案(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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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與漢翔航空合作，執行「台灣聰明生產之智能解決方案應用於航太產業」計畫，
針對產品報價快篩與成本檢核、機械手臂去毛邊技術開發、智慧刀具管理系統、零件噴
漆瑕疵AOI辨識檢測系統與加工機台監測技術開發等主題，提出創新AI 製造應用技術，
實際於航太產業製造場域驗證共同開發之解決方案，落地導入航太製造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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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AI化
以航太產業鏈為導入之實證場域

航太產業聯盟
A-Team 4.0

讓產線變得有彈性，即時回應客戶
的需求，創造價值。

企業策略規
劃數位決策

智慧機台
與健康設備

聰明生產
資源調度系統

雲網端服務
基礎建設

優化製程參數、發現異常；
提高製造效率，同時穩固
飛安品質。

即時掌握多樣少量的生產特性，搭
配後端的供應鏈管理系統，即時彈
性調度生產順序。

老舊機台智能化，進行資料分
析與數位決策。並透過雲端製
造平台，鏈結航太產業與供應
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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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報價快篩與成本檢核
計畫團隊：國立清華大學簡禎富教授 團隊成員：馬綱廷、莊承儒、黃沛敏、陳家安、郭品妤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議題 AS-IS TO-BE 執行績效

盤點現行報價流程，
建立預測模型架構

成本檢核時間的指標為降
低原本成本檢核時間15%

生料、標準件、生產成本
已建立預測模型 分析時間30分鐘

對不同類型
料件建立價
格預測模型

生 料

以Random Forest選擇重
要feature，以SVR建模
• 金屬板片MAPE：16%
• 蜂巢MAPE：14%
• 擠型件MAPE：93%

以MAPE為計算預測誤差
標準，已較現行預測方法
平均改進5%以上

去除Outlier後重新分析
• 金屬板MAPE：11.17%
• 金屬片MAPE：11.89%
• 金屬管桿MAPE：30.17%
• 擠型件MAPE：22.23%

標 準 件
以SVR建模、標準件分類做
分群
MAPE=20265.61%

以MAPE為計算預測誤差
標準，已較現行預測方法
大幅改進

以Random Forest建模、物料號
碼分群，去除Outlier後重新分析
MAPE：13.28%

生產成本 許多相同資料具不同 y 值，
無法建模

相同名目尺度之類別下，
可用相近面積得出參考值

相同名目尺度之類別下，可用相
近面積得出參考值

二、研究方法與模型架構

三、分析成果

四、報價系統操作流程 五、結論與後續工作

智慧製造推動策略

資料集
• 期間：2015 - 2020年

• 資料總計

1. 生料 (6,475筆)

2. 標準件 (21,465筆)

3. 生產成本(63,880筆)

4,318筆 1,963筆

836筆 814筆

1.原有特徵 (總計28項特徵)
特徵#1、特徵#2、特徵#3、特徵#4、特徵#5、…、特徵#28

2.透過與領域專家討論 (需將計量與計價單位做資料預處理)
• 將特徵#7、特徵#8、特徵#9之計量單位進行統一
• 將計價之單位進行統一 (基礎計量單價*單位轉換率值*匯率)
• 剔除用於單位轉換的資訊
• 剔除重複性質的資訊

3.保留特徵 (使用14項特徵)
特徵#2、特徵#5、特徵#6、特徵#7、特徵#8、特徵#9、特
徵#11、特徵#12、特徵#13、特徵#14、特徵# 25、特徵
#26、特徵#27、特徵#28

4.數值特徵值標準化
各資料的特徵scale存在差距，透過標準化（ ）
重新縮放個特徵的scale，避免影響建模，造成誤差

STEP 1 資料預處理

STEP 2 特徵萃取

1. 以Pearson相關係數為基礎，尋找與單價
接近強烈正相關(1)或強烈負相關相關(-1)
的特徵，作為投入建模的重要特徵

2. 以Tree-Based方式針對名目尺度的
特徵進行評估，計算各特徵的重要
性，數值越大代表該特徵越重要。由
高重要性往下選擇，測試各種特徵的
預測效果

1. 以Grid Search針對SVR參數調整優化
2. 透過Cross Validation建構模型，避免overfitting與結果評估
3. 對預測成果不佳的數據分類或分析，並回饋領域專家，擬定對策

STEP 3 模型建構

STEP 4 結果預測
平均絕對百分比誤差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MAPE)
• 90%訓練資料、10%測試資料
• 假設MAPE 為 5，則表示預測結果較真實結果平均偏離 5% 

審視以往過去報價經驗，業務報價案多，且報
價時程太短，物料訪價準確困難，再加上舊有
流程涉及較多人工且瑣碎之非標準化步驟，導
致價格準確度及成交率較低。因此希望透過AI
預測建模技術，進行成本綜整作業流程、了解
成本結構，提高報價效率和成本信心度，提高
價格競爭力。並期望由現行之報價流程升級成
為數位轉型之報價流程

生料 標準件 生產成本 (金屬片_群組#1)
• 金屬板、金屬片可直接應用
• 金屬管桿、擠型件待去除outlier精進

MAPE：

• 目前以「特徵#1」做分群之結果，
優於前述生料之結果

• MAPE<10%者多、>30%者比例低
• 去除Outlier降低MAPE的效果不錯

• 挑選各分類預測不準確及離群的資料回饋領域專家，藉此分析原
因，增加模型準確度，且測試資料已使用十摺交叉驗證，使模型
具備可信度

• 檢視各物料分類合併的可行性，減少模型建構與維護數量，使模
型易於使用

物料成本－生料：
匯入Excel檔後，由「特徵#6」判斷可否找到對應的儲
存model

If 可（為金屬板、金屬片、金屬管桿）：
使用該model做預測

If 不可（為擠型件）：
找到以「特徵#12」儲存的model做預測

生產成本：
匯入Excel檔後，由「特徵#5」、「特徵#6」和「特徵#7」找到對應的組別，並判斷有無完全
相同的「特徵#8」與「特徵#9」的組合
If 有：直接使用該組合的參考值
If 無：利用相近面積，使用最接近組合的參考值

• 後續將繼續整合自製生產成本資料與持續
精進標準件之預測準確度

• 透過特徵工程篩選重要特徵後，後續可與
資訊部門合作開發API，也透過數位轉型數
位決策的需求調整Input data與作業流程，
期望可將報價流程電子化

* 此價格僅為範例，非真實資料

* 圖中價格僅為範例，非真實資料

數據較分散

特徵#5(1) 特徵#6(1)
特徵#7:0.125 特徵#8:58

數據較集中

特徵#5(1) 特徵#6(1)  
特徵#7:0.071 特徵#8:12



機台負載刀具分群結果驗證概念圖

DTW是用於測量兩個時間序列之間相似性的演算法，任
何可以轉換成線性序列的數據都可以通過DTW將時間序
列進行延伸和縮短來進行分析。

Manufacturing Tool Behavior Analysis

本團隊並與漢翔航空合作，針對其機匣製造過程中成本佔比最大的刀具管理，進行分析及使用預測。我們採用相同的時間序列智慧分群技
術，進行刀具使用行為模式樣本分群，搭配該公司的刀具管理系統，擷取刀具使用特徵，並預測刀具異常損耗。

Dynamic Time Warping (DTW)

智慧刀具管理系統
共同主持人：清大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廖崇碩教授

OOO機台_1月 OOO機台_2月 OOO機台_3月

Clustering Approach for Time-series Data

Tree-based Density Peaks Clustering

此演算法的優點在於能夠針對任意形狀的分群及分群點
數的精確控制，有效減少分群群數過多的問題。

單一機台刀具運行相同製程在不同月份之行為模式比較



台灣聰明生產之智能解決方案應用於航太產業
零件噴漆瑕疵AOI辨識檢測系統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系李哲榮

目標：建立航太零件噴漆瑕疵AOI 辨識檢測
系統，改良人工辯識疲勞情況，降低
人為疏失，正確判斷零件噴漆瑕疵。

效益：降低人為疏失，提升品質穩定性，結
合自動化系統，提升生產效率，避免
客訴事件。

要求規格：
 最小瑕疵： 0.5mm的凸點

1.0mm的凹點
 輸送帶速度：30cm/s
 工件尺寸： 寬<30cm、

高度差<1 cm

資料處理 (去除雜訊、強化影像)

• 背景與雜訊的去除

• 對比與亮度的自動調整

演算法設計（瑕疵萃取、資料分析）

• 魚眼與顆粒瑕疵的特徵值萃取

• 標記與資料分析

系統整合（效能優化、使用者介面設計）

• Real-time的影像瑕疵識別

• 使用者介面設計

執行步驟

偵測鐵板

•以高斯降噪去除部
分雜訊

•使用erosion增強邊
界訊號

•去除背景

•找出鐵板邊界

尋找 ROI 

•使用Erosion處理
ROI

•使用Canny Edge
Detection 找出鐵板
內物件

•切除孔洞

判定區塊

•將圖切成區塊，針
對每個區塊平行進
行運算

•決策樹演算法：根
據區塊的特徵加以
分類

標示瑕疵

•將符合瑕疵標準的
區塊合併(BFS)

•面積夠大

•對比夠深

•框出所在位置。

軟體設計

檢測設備 檢測畫面

檢測結果 討論與改善
以圖片上的顯示為準，precision和recall可到100%。
以實際物件的觀測標記為準，recall可以達到98%以
上，但是precision在40%左右。

經過觀察工廠有嚴重的落塵與毛絮。這些落塵會對於程式的產生
干擾。降低precision。

大部分沒找到的瑕疵都是位於較暗處或是圖片尚不明顯。

目前無法判定魚眼(凹陷)或是顆粒(凸起)的
需要進一步平行加速，目標在5秒之內
使用者介面還需要做使用者調查並改進



振動、機電整合、機器人實驗室
Vibrations, Mechatronics & Robotics Labs

機械手臂去毛邊技術開發
指導教授：張禎元 特聘教授 學生：疏晢、蔡涵皓、鄭力維

研究方法

研究成果

研究成果

計畫內容

未來研究目標

本計畫主要目標為提供產線自動化之解決方案，旨在透過機械手臂取代耗時且繁瑣的現場人員動作，
藉由機械手臂高度彈性的動作姿態以及可控切削參數之加工策略，來進行複雜曲面加工物件之毛邊毛
刺去除，可改善現有產線自動化之痛點並提升加工生產效率。

• 此計畫透過機械手臂上裝載可拆換式之雕刻主
軸來進行物件去毛邊動作，藉由採集雕刻及研
磨等動作之力量特徵作為控制變量，結合轉軸
力矩控制單元以及機械手臂抑振演算法使物件
去毛邊可更加細緻精確。

 物件切削力量評估

 物件切削粗糙度評估

 曲面物件穩固夾持治具

• 動態加工剛性補償系統
• 機械手臂抑振控制整合
• 曲面複雜物件去除毛邊效果研析

針對複雜曲面加工物件設計氣壓自動化夾治具，
其後將結合機械手臂上下料系統及檢測系統達成
自動化去毛邊任務。

物件切削深度及轉速會大幅影響其主軸切削應
力，並會對此物件產生受力偏移之刀紋，藉由分
析各條件力量可最佳化切削參數，並使手臂主動
補償加工偏差。

物件加工粗糙度為亦會受到切削參數所影響，藉
由量化之加工誤差可做為手臂補償控制之基礎量
值，藉此觀察振動對精度之影響。

取樣位置(mm)

表
面

粗
糙

(𝜇𝜇
m

)

取樣位置(mm)

切
削

合
力

(N
)



Build model by AI algorithm

AI Diagnosis

Health Assessment
• Health condition monitoring
• RUL prediction

Diagnosis model 

Machine
Tool

Acquisition & Noise reduction
• Self-made 3-axis accelerometers
• Wavelet noise reduction

Data
Acquisition

Feature
Extraction

AI
Algorithm

Health
Assessment

Data Acquisition

Extract effective features 
• Time-Frequency
• Frequency
• Time

Feature Extraction
X軸馬達座

主軸

Y軸軸承座

Z軸馬達座

訊號擷取系統規格
使 用 通 道：20 (加速規)

16 (熱電偶)
取 樣 率：5120 (加速規)

(Sample/s) 2 (熱電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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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聰明生產之智能解決方案
加工機台監測技術開發
中正大學機械系 鄭志鈞特聘教授

機台健康監測技術
提供工具機中軸承零組件之健康狀態資訊
使用者可於軸承故障前預先進行保養維護

實切驗證-主軸熱變位補償技術

量測系統設計 具深度學習之熱變形補償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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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MS中心與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合作，對台灣製造業導入智慧製造以及推動數
位轉型的現況調查，建構企業數位轉型與智慧製造關鍵能力健檢問卷。

• 對台灣製造業發起問卷調查，以營運管理、生產製造及資訊技術部門中高階主管
為對象，共回收樣本共139份，聚焦五大主要產業類別：電子、半導體、金屬製品
、機械設備、化學製品等，並進行企業深度訪談，彙整台灣製造業的數位轉型個
案經驗。

 依據製造策略、流程、參與度三面向的數位轉型準備度結果

，將受訪企業分成新進者、追隨者、與領先者，且給予數位

轉型路徑參考策略。

• 短期先建立有感戰果

• 流程合理化先於數位化與系統化

• 聚焦單一製造策略推動數位轉型

• 設計協作方式擴大組織內的參與程度

 110/1/13(三)共同舉辦2021台灣智慧製造展望論壇，

邀請日月光資深副總經理陳光雄、AIMS中心主任簡禎富

、以及友達光電新事業暨投資副總經理楊本豫、研華策略

投資代表劉蔚廷、勤業眾信顏曉芳資深會計師和溫紹群執

行副總經理等專家對談。

產業AI化
台灣製造業智慧製造與數位轉型關鍵能力研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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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AI化
建置清華大學智慧製造與循環經濟實證場域

 AIMS中心與吾福精密於109/12/2假科技部進行「Bosch模組化之機電一體培訓系統」機
台捐贈儀式，於清華大學科儀中心建立一實證場域(預計110年4月啟用)，設計智慧製造技
術理論與實務結合的課程，提供校內相關系所教學與研究使用，培育智慧製造人才，以發
揮本場域使用效能與最大效益。

 跨院系跨領域的智慧製造產學合作平台，結合Bosch Rexroth i4.0自動化產線、機械手臂
加工、AGV無人搬運車、精密雷射加工、AOI自動化檢測等軟硬體設備，提供先進智慧製
造技術與應用之實證研究與教學場域。

• 透過在校、在職人才培訓，連結產業與人才，加速智慧製造的發展，促成產學平臺與知識經濟的升級。

• 利用培訓、試做活動加強企業熟悉技術，降低企業升級成本投入與不確定。

• 透過場域開發新技術，作為α-site驗證，進而導入於合作廠商產線進行β-site驗證與落地導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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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AI化
臻鼎科技-清華大學聯合研究中心

 透過本中心與臻鼎科技建立產學雙贏的長期合作關係，以研發
PCB智慧製造、先進材料及技術，協助台灣PCB產業維持國
際領先之地位，並培養高階研發人才，提供經濟成長新動能。

 臻鼎科技為世界級PCB領導廠商，共同設立產學功能性「臻
鼎科技-清華大學聯合研究中心」，可擴大校內參與的範圍與
長期合作關係。

• 已展開6項合作研究計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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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鍾文仁教授團隊成立一
「 InterAgent.io 塔台智能網絡有限公司」 (107年)

中研院劉庭祿教授協助成立「aiXpert華捷智能股份
有限公司」(108年)

台灣大學李綱教授成立「iAuto Technology艾歐圖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簡禎富教授研究團隊「紫式大數據決策股份有限公司（DALab Solutions x 

Associates Co., Ltd.）」並進駐清華育成中心 (107年)

中興大學楊秋忠院士成立「地天泰農業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榮獲募資超過3億元

AI產業化
中心計畫團隊成立(或協助)已成立6家新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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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產業化
交通大學陳添福教授新創團隊 GoEdge.ai

 交通大學陳添福教授團隊執行109年科技部價創計畫：資料驅動之Edge AI

應用開發平台與資料服務生態系

12

瑕疵檢測

AOI檢測
安全監測

製程調校

AI協助生產調校

機台監測

預防性保養

虛擬量測

產品生產預測

APPLICATION RESULTS

DATA

TECHNOLOGY & PLATFORMS

Dr. Op t

生產流程參數調校優化

服務平台

資料驅動AI快速開發

端到端AI自動生成平台
數值、 圖像、 文字

Edg e-AI生成平台

模型優化調校與
執行包生成

整合性雲與端推論服務

無縫串聯雲 & EDGE
晶片推論系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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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簽約成立「臻鼎科技-清華大學聯合研究中心」，並主辦多場臻鼎科技-AIMS中心產學交流
會(Meet up)，以「PCB智慧製造與先進製程技術研發」為主軸，整合研究團隊相關資源，專注
智慧製造、先進製程與先進材料等前瞻技術研發及跨領域有商業潛力的應用研究。

 7/21(二)主辦「2020科技部AI跨域交流觀摩會」，邀請旺宏電子吳敏求董事長、耐能科技劉峻誠
創辦人蒞臨專題演講，並安排4個AI創新研究中心12個頂尖AI計畫團隊進行成果展示與交流，吸
引超過500位產學研專家報名與會！

 與景碩科技合作，設計&辦理智慧製造培訓課程，以提升及深化企業高階主管的智慧製造及數位
轉型等的概念，提升人員在智慧製造、品質管理、人工智慧技術等數位決策及人工智慧技術等
實務能力。

 與新漢智能商討工業4.0智能解決方案置入實證場域，透過新漢智能製造解決方案的展演，結合
本中心在先進智慧製造機台開發與AI技術應用，以發揮本場域使用效能與最大效益，更可結合
研究能量，落實智慧製造，協助台灣製造產業升級與轉型。

產學鏈結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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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鏈結 (2/3)

 AIMS中心12/2於科技部盛大舉辦「AIMS計畫成果發表會」，特別邀請科技部前瞻司
陳國樑司長蒞臨致詞，活動安排智慧製造專題演講、吾福精密 x AIMS中心捐贈儀式、
AIMS x Deloitte台灣製造業智慧製造與數位轉型關鍵能力調查報告、AIMS中心團隊
成果簡報、AIMS x AIDC 計畫成果報告等，吸引超過220位產學業界人士報名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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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專題報導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 (AIMS)介紹、團隊成果與AI趨勢相關資訊，並已於
108/7/5 首 播 ( 科 技 看 非 凡 ) ， 報 導 AIMS 、 團 隊 成 果 與 AI 趨 勢 相 關 資 訊 ， 影 片 :

https://youtu.be/mUYk1WX5Elc，迄今瀏覽數達1,330次以上。

 完成AIMS計畫團隊研究成果紀錄片，推廣研究團隊研發能量及成果，透過主辦的活動均會以輪播
方式播出，播出次數超過100次，宣傳效果良好

 完成專書2本、英文摺頁1份、中英文DM各1份，並已於108年7月起創刊電子報，至今已發送17期
中文電子報，3期英文電子報。

產學鏈結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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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目標

捷克
申請TACR-MOST 2021~2023共同研
究計畫。持續申請共同研究計畫。

德國
已簽署MOU，申請共同研究計畫
Future Fab

加拿大
2020.3簽署MOU，規劃申請共同研究
計畫。

越南
規劃未來成立台越共同研究中心、智
慧製造人才培育計畫

 選擇互補且能擴散智慧製造研究成果之夥伴合作，加深與捷克CIIRC、德國
Infineon、加拿大amii、越南河內國家大學，雙方於智慧製造之合作關係，
且共同執行計畫並導入場域。

 對象：捷克、德國、加拿大、越南

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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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成立清華大學跨院國際博士班學位學程-智慧製造與數位決
策組，打造跨界、跨領域的頂尖博士人才。

 108年成立「智慧製造跨院高階主管碩士在職專班，整合清大跨
院師資、國內外產業師資，以培育台灣產業智慧製造升級和AI產
業實踐的領軍人才。目前總人數44人，第三屆招生中(22人)。

 開設智慧製造深度學習學分班(15人)，並與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
分院合作於院內開設AI學分班(15人)，以持續培養更多AI智慧製
造與智慧醫療之優秀人才。

 與景碩科技產學合作，開設智慧製造課程，培育智慧製造人才。

 AIMS中心、團隊109年度共培育博士畢業生32名、碩士畢業生78

名、學士碩士生2名，總人數共112名，成效顯著。

人才培育

17

計畫主持人 子項 總人數

簡禎富
博士(畢業) 1

碩士(畢業) 6

廖崇碩
碩士(畢業) 2

學士(畢業) 2

賴尚宏
博士(畢業) 3

碩士(畢業) 41

李怡俐
博士(畢業) 10

碩士(畢業) 2

劉庭祿
博士(畢業) 1

碩士(畢業) 14

鄭志鈞
博士(畢業) 4

碩士(畢業) 6

林沛群 碩士(畢業) 2

李慶鴻
碩士(畢業) 2

博士(畢業) 11

鍾文仁
碩士(畢業) 3

博士(畢業) 2

培育總人數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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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S中心-計畫團隊成果

18



計畫分項
（一）單機械手臂之高速運動機制與軌跡生成

（二）單機械手臂之抓取任務

（三）拋光研磨

（四）足式機器人之機構設計

（五）智能載具之A.I.技術應用研究

（六）以AI探索人類動作操作技能與仿效

引言
本計畫擬在「類人」的架構下，以動態運動生成為技術核心和目標，以機器人（內含無人駕駛車）為應用情境，

來探索單機械手臂和雙機械手臂的操作、機械足的移動、智慧車輛的操控、和人在駕駛和操作的學習機制。讓人所
具備的操作和移動功能，可以在機器人上重現。更進一步的，對應到智慧製造上的需求，以單手臂和雙手臂進行產
線上的物件操作和安裝任務，以無人駕駛堆高機進行廠房內的料件運送和安置，同時，也更扎根的，探索人類在駕
駛車和老師傅在操作物件時的學習機制。

以AI探索複雜系統的動態運動生成與控制機制
李綱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鄭力瑋 蔡育伸 李東霖 曾俊為 陳俊翰
林宗育 陳俊儒 楊嘉瀚 柯志澔

林沛群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王霆皓 劉軍 鄭惟中 朱佑麟 丘雅竹 王右勛 鄭文彥 劉承岳
劉民偉 何光展 林郁衡 蘇庭頤 陳亮傑 賴景裕 劉育如 陳予和

連豊力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林柏佑 蕭詠隆 李俊學 莊佳芸
黃國郡 王捷 賴橋

（五）智能載具之A.I.技術應用研究

 結合語義分割優化模型與二維光達點雲之物件辨識與
測距

 提出一種新的神經網路模型架構，將Dilated CSPDarkNet結合
全局語意資訊模塊(GCM)與局部語意資訊模塊(LCM)，能在
模型參數量上減少約50%，同時於模型計算量上減少約30%

 此模型能在單張低規的Nvidia GTX 1060的GPU卡下達到
6.5fps的推論時間

 結合2D LiDAR可以進行即時物件分割以及測距

 High Fidelity XiL 實虛混合模擬

 結合VRXPERIENCE (VRX)虛擬環境與車
輛x-by-wire HiL測試平台建立智駕車輛之
XiL模擬驗證平台，並以此平台開發結合
Model-based control與AI技術之智能化x-by-
wire車輛操控技術及edge-AI模組

 運用高擬真度XiL模擬技術研發可適用於室
內/室外之自主運具(AMR)及結合子、母車
之自駕運輸系統

 基於地面優化之常態分布轉換演
算法的自主駕駛3D光達定位系
統

 以兩次參數最佳化，有效降低常態
分佈演算法在計算上的複雜度，使
演算法在運作上具有更高的效率

 分割地面與物體的點雲，地面點雲
用以估測Z、Pitch與Row，物體點
雲用以估測X、Y與Yaw

 自主移動機器人之實時視覺定位
與不確定性估測系統

 該系統訓練卷積神經網絡，以在端到
端學習中從單個RGB圖像估計智能載
具的姿態和不確定性

 此研究透過單個RGB估測姿態與不確
定性，因此可在給定環境中全局重新
定位，從而解決了機器人迷路、遭到
綁架和初始定位問題

 機器人在室內精度為2.7m和9.27°，在
嵌入式系統上實時運行，每幀花費
49ms的時間進行計算

（一）單機械手臂的高速運動機制與軌跡生成

 虛擬力規：以各軸扭力資訊推估終端受力

 所用之手臂模型 : 動力學模型 + 摩擦力模型 + 非線性項

𝑀𝑀 𝜃𝜃 �̈�𝜃 + 𝐶𝐶 𝜃𝜃, �̇�𝜃 + 𝐺𝐺 𝜃𝜃 + 𝐵𝐵𝑚𝑚�̈�𝜃 + 𝐶𝐶𝑚𝑚�̇�𝜃 + 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 𝑠𝑠𝑓𝑓𝑠𝑠𝑓𝑓 �̇�𝜃 + 𝑀𝑀𝑀𝑀(𝜃𝜃,𝜃𝜃 ̇,𝜃𝜃 ̈)

 虛擬力規之應用-擦桌子：擦桌子(二維平面定施力)=>平面移動過程是否能準確預測、同時
確認觀測器之正確性

 洞棒組裝實驗(空間中的力控制)=>驗證虛擬力規可以達成一般需使用真實力規之力控制任務

Quattroped TurboQuad大腳 新輪腳鋁件版
輪半徑(m) 0.1 0.13 0.13
重量(g) 686 1369 966

最大腳長(m) 0.175 0.22 0.445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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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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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機械手臂的抓取任務

 物體識別、姿態辨識、夾取

 Q-PointNet架構

 夾取姿態辨識與決定夾取模式

（六）以AI探索人類動作操作技能與仿效

 建立機械手臂進行加工之拋光研磨參數智慧演算法

 使用工研院開發之模擬軟體(EzSim)，建立實際加工研磨拋光生產單元

 建立一個以工件表面粗糙度品質，砂帶磨耗與速度關係模型

 藉由類神經網路+基因演算法計算出研磨最佳化參數組合

◆模擬平台與實際加工平台 ◆不同加工關係與參數調整◆工件加工數據收集

（四）足式機器人之機構設計

 雙自由度之輪足變形機構 結論
（一）ML相較傳統模型有更高的估測準確度，透過虛擬力規可降低設備成本

（二）以RGBD相機和多感測器夾爪結合深度學習技術實現被遮擋物之取件任務

（三）透過Transfer Leaning訓練出的模型，依據工件之粗糙程度自動選擇砂紙號數；

（三）透過Fast R-CNN找出工件瑕疵

（四）為實現更動態之運動而開發之雙自由度輪足變形機構

（五）智慧車輛：建置自主駕駛模擬系統、利用各感測器達成物件偵測、空間定位之應用

（六）建立實際研磨拋光平台，透過NN和GA將研磨參數最佳化

（三）拋光研磨

 以研磨表面影像判斷研磨的砂帶號數

 瑕疵檢測

 Faster R-CNN，計算速度較快，在類似網路架構中也有
較高準確度，符合瑕疵檢測應用之期待

 順應性的力控制研磨機構

 研磨頭旋轉同時能控制 Z軸位移調整研磨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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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Machine Tool System Goes Cloud

Speed

SmoothAccuracy

Continues the works on system identification and servo tuning, Machine Dr.
and Machining Expert are now serving on the cloud. Functions including
virtual feed drive models creation, three-stage servo tuning, and suggestion
on machining parameters to suit your quality and speed needs. The cloud is
open for access on http://www.smt-system.nchu.edu.tw/

Adaptive Thermal Balance + Thermal-error Compensation

Intelligent thermal accuracy system: AI is used to establish the thermal error
estimation and optimization control model for temperature rising – thermal
deformation of machine tools. Based on this model, adaptive thermal balance
(ATB) and intelligent thermal-error compensation technologies are integrated to
enable a total solution for ultimate thermal accuracy and stability of machine
tools. The ATB control system and user-interface are developed and is just one
step away from commercialization.

 Zero Thermal-
Tilting-Error at 
TCP achieved

 ATB + Intelligent 
Thermal error 
compensation

Grinding Wheel Passivation Prediction

Detachable
Sensor

Workpiece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prediction of grinding wheel passivation through
the auxiliary of an accelerometer to avoid excessive grinding that could cause
damage on the surface of the workpiece. The accelerometer is attached inside
a jig while the workpiece is on the top of the jig box. The preliminary result
shows that this design helps to monitor the health of the grinding wheel and
the quality of the workpiece and has a great potential to work in real-time.

Grinding auxiliary system: using 1DCNN and DE algorithm

We propose an intelligent grinding system using Taguchi-based 1DCNN (T-
1DCNN) to build prediction models and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rithm to
search the machining parameter space for an optimal parameter set. The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of prediction is around 13%. The system also
provides functions to create new data so that system can re-learn and update
the model, and this helps to keep the system in a stable state.

Machining Quality Prediction with Vibration Signals

Time Domain and 
Frequency Domain 
Statistical Feature

Frequency 
Domain Sweep 

Feature

LSTM Neural Networks

Surface Profile IMF
Surface Profile IMF

Vibration IMF

LSTM Network

Different surface profiles may result in similar surface roughness average (Ra)
value. Features of vibration signals are extracted to predict the surface profile of
milling process by 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 network. The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MAPE) of prediction results is 24.17% for surface
profile , and 15.65% for Ra.

EDM Hole Drilling Assistant

Hole Drilling
Electrode

Workpiece

1DCNN Model

Extended the methodology of Machine Dr. on an EDM hole drilling machine, a
virtual machining system is developed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on time, quality,
and electrode wearing. Also, the voltage and current signals of the machine are
collected while drilling. A simple network with one-dimensional CNN layers takes
these signals as input and predicts the likelihood of drill-through in time.

Cyber-Physical Mechatronic System

A mechatronic virtual machine simulator is established. This simulator integrates
the CNC, servo-drive dynamics, machine tool dynamic, and CAM. Based on this
virtual machine mechatronic simulation platform, we can evaluate the optimal
mechatronics, components life for advanced machine tool systems.

205 mm x 13 mm x 31.75 mm WA 60 HV Grinding Wheel (OM x500)
30Min 60Min 90Min 120Min 150Min 180Min 210Min 240Min 270Min 300Min 330Min 360Min

S45C Workpiece (ZYGO x10)



深度學習應用於機器人視覺之最佳化

主持人：賴尚宏教授

共(協)同主持人：邱瀞德教授、許秋婷教授、李哲榮副教授、周志遠副教授、李濬屹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Fine-grained Dynamic Inference for Semantic 
Image Segmentation 
• Problem: Existing early exit models cannot 

exit at finer grained levels.
• Auto-Dynamic-DeepLab(ADD): Use NAS 

(Auto-DeepLab) to search the architecture
• densely connected cell 
• Earlier decision maker

Source-Guided Adversarial Learning and Data 
Augmentation for Domain Generalization

• We propose a generalization framework 
by including 

(a) an adversarial learning branch
(b) a data augmentation branch

• In the data augmentation branch, we 
propose to augment latent data which 
exhibit diverse style.

• In the adversarial learning branch, we 
propose to learn a target-
discriminative representation by  novel 
source-guided adversarial learning.

• Targets：
• Designing next generation of lightweight with high accuracy inference  CNN models for the edge device or IoT devices.
• Finding the optimal trade-off between model’s resource usage and performance.

• Proposed Solutions：
• Compound scaling  by balancing the resolution/depth/width.
• Uniformly scale all dimensions subject to a ratio constraint.
• Group candidate networks based on hardware resource contratint.
• Group-based elimination tournament for candidate models.

• Contributions 
• Proposed model, EfficientNet-Lite family, outperform several 

state-of-the-arts CNN models such as MobileNet family, with less 
parameter usage and higher Top1-Accuracy on ImageNet.

• Proposed EfficientNet-Lite9 with only 1.3M parameters outperforms 
Mnas-small(CVPR2019) and  becomes the smallest model on ImageNet.

EfficientNet-Lite : Extremely lightweight and efficient CNN 
models for object classification on the edge devices

Fig. 1. Proposed methods

Fig. 2. Our System flow Fig. 3. Our EfficientNet-Lite family outperform other ConvNets. In particular L9 achieves
65.46% top-1 accuracy higher than Mnas-small with 0.56% but being 1.46x smaller.

Dynamic Attention Based Visual Odometry (DAVO)

By Prof. Chun-Yi Lee at Dept. Computer Scienc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KubeShare
● Goal: Enable GPU sharing in container-based computing platform (i.e., Kubernetes)
● Benefits: Using fewer GPUs to complete more deep learning workload in shorter time
● Accepted by HPDC: top ranke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Open source: https://github.com/NTHU-LSALAB/Kube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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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beShare-DevMgr:         
create vGPU, and 
provide GPU identity 

KubeShare-Sched: 
mitigate fragmentation & 
interference problem

vGPU Device Library:   
control GPU usage and 
allow elastic GPU sharing.

• We introduce DAVO to dynamically apply different attention weights
• The dilated pose estimation module contains two branches
• One for translational pose estimation, the other for rotational pose estimation
• The pose estimation network employs dilated convolutions to enhance FoV of it

Exp. on 3D Face Recognition

DepthGAN Depth Estimation Exp.

RGB-D Face Recognition Model

RGB-D Face Recognition &
Depth Estimation form RGB Images 

• Motivation：
• Depth information 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face recognition.
• However, lack of 3D face dataset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of 3D face recognition.
• We ai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depth data augmentation.

• Contributions：
• We propose a RGB-D face recognition model and

DepthGAN, a depth estimation model.
• Depth images can be acquired by using RGB images and

predicted segmentation masks.

Depth Estimation Model

Awards and Honors：
 First and third place - ICIP 2019 Grand Challenge on Mosquito Breeding Site Hunting for Dengue Fever Control
 Second Place - NVIDIA AI at the Edge Challenge：Autonomous Machines & Robotics

An embedded robot navigation system that integrates SLAM, global planning, local control, and visual perception together.
 Forth place - CVPR 2020 Challenge on Computer Vision for Physiological Measurement

https://github.com/NTHU-LSALAB/KubeShare


1. Query-Driven Multi-Instance Learning (AAAI 2020)

 Introduction: We introduce a query-driven approach
(qMIL) to multi-instance learning where the queries aim
to uncover the class labels embodied in a bag of
instances. Each MIML bag in our formulation is
annotated only with a binary label indicating whether the
bag contains the instance of a certain class and the
query is by word2vec of a class name.

 Method: We construct a qMIL network model that
achieves a generalized compatibility measure for query-
visual co-embedding and yields proper instance
attention to the given query. The bag representation is
then formed as the attention-weighted sum of the
instances' weights and passed to the classification layer.

2. Learning Camera-Aware Noise Models (ECCV 2020)

3. Self-similarity Student for Partial Label Histopathology Image Segmentation (ECCV 2020)

4. Video summarization with anchors and multi-head attention (ICIP 2020)

5. 業界合作：

 飛捷科技 Flytech

 華捷智能 Berry AI

 Taiwan AI Labs

Smart Retail Applications/Solutions

 開發以智慧零售為應用情境的電腦視覺技術

 開發以智慧服務為應用情境的電腦視覺技術

 發展基於人工智慧技術之相關智慧醫療應用

 發展可有效率建構適用於各種edge devices的類
神經網路架構學習方法

 Introduction: How to effectively model imaging sensor
noise is a fundamental problem for image processing
and computer vision applications. Previous work mostly
adopts statistical noise models, but real-world noise is
far more complicated and beyond what these models
can describe.

 Method: We propose a data-driven approach, where a
generative noise model is learned from real-world
noise. The proposed model is camera-aware, that is,
different nois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camera
sensors can be learned simultaneously, and a single
learned noise model can generate different noise for
different camera sensors.

 Results

 Introduction: Video summarization is a challenging task that automatically
generates a representative and attractive highlight movie from the source video.
Previous work explicitly exploits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video to train a
summarizer. However, their method typically uses fixed-length segmentation,
which breaks the video structure or requires additional training data to train the
segmentation model.

 Method: We propose an Anchor-Based Attention RNN (ABA RNN) for solving the
video summarization problem. ABA RNN provides two contributions. One is that
we attain the frame-level and clip-level features by the anchor-based approach,
and the model only needs one layer of RNN by introducing subtraction manner
used in minus-LSTM. We also use multi-head attention to let the model select
suitable lengths of segments.

Deep Learning for Emerging Computer Vision Applications

劉庭祿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資訊所

陳煥宗 教授
清華大學資工系

鮑興國 教授
台灣科技大學資工系

Real-world image denoising.

Real-world image denoising using camera-aware noise model.

 Motivation: Delineation of cancerous regions in gigapixel whole slide images (WSIs)
is a crucial diagnostic procedure in digital pathology. This process is time-consuming
because of the large search space in the gigapixel WSIs, causing chances of
omission and misinterpretation at indistinct tumor lesions. To tackle this issue, the
development of an automated cancerous region segmentation method is imperative.

 Method: For each patch, we first sample its similar and dissimilar patches according
to spatial distance. A teacher-student model is then introduced, featuring the
exponential moving average on both student model weights and teacher predictions
ensemble. While our student model takes patches, teacher model takes all their
corresponding similar and dissimilar patches for learning robust representation
against noisy label patches. Following this similarity learning, our similarity ensemble
merges similar patches' ensembled predictions as the pseudo-label of a given patch
to counteract its noisy label.

Classificati
on

MI
L

MIML qMI
L

The proposed qMIL neural network architecture

An overview of the proposed noise-modeling framework

An overview of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

Comparison with related techniques

The proposed model training pipeline

Performance of models trained from various noisy label ratios

Anchors and attention mechanism

Multi-attention (N) module

Stage-wise illustration of the proposed approach/architecture

Comparison with other methods on SumMe and TVSum

Variants of supervised-learning tasks



應用人工智慧於機聯網工具機之控制
、預防維護與加工技術之研發

中正大學機械系、台灣大學機械系、高科大電機系、國家實驗研究院
鄭志鈞 周至宏 陳世樂 謝文馨 劉德騏 蔡孟勳 高永洲 陳峰志 姚志民

Mission (CAD-CAM)

Data acquisition

Data base

AI decision

臥式中心機

五軸中心機

機械手臂

車銑複合機

機械手臂

Product

子計畫D 
切削模擬

機聯網雲端平台

子計畫B 
主軸及進給軸
之軸承診斷

子計畫C 
刀具磨耗預估
溫升熱補償

子計畫C 
智控模組

子計畫A
製造單元之學習控制

Data
Data

Decision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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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與模擬機台路徑轉角誤差驗證

1

2 3

Start point

1

2 3

誤差(um) 實驗 模擬 差異(%)

第一轉角 61.4 55.4 -9.8

第二轉角 57.9 54.5 -5.9

第三轉角 58.1 55.5 -4.5

位
置
命
令

虛擬機台

真實機台 實際路徑

虛擬路徑

比對完成後
可透過虛擬模型
產出更多虛擬數據

虛擬控制迴路

輸出

輸出

RD-Recurdyn模擬結果
EXP-實驗結果
CMD-命令路徑

工具機動態分析虛擬數據

工具機熱分析虛擬技術

馬達熱生成

支架表面對流

滑台表面對流

進給軸表面對
流

AC軸表面對流

基座表面對流 地腳固定

立柱表面對流

立柱馬達熱生成

CT-350之FEM模型

整機溫度

刀具溫度

總變形量

X方向變形量Y方向變形量

Z方向變形量

 訓練架構

標註刀腹位置 Mask RCNN training

 應用 Mask RCNN 尋找刀腹

透過RCNN刀腹位置 影像處理尋找刀具磨耗

應用流程圖■

刀
具
磨
耗
影
像
處
理

Predicting the roughness quality and monitoring the
health of grinding wheel by applying AI algorithm along
with accelerometers and microphone.

研磨加工之砂輪磨耗/元件品質即時預測系統

刀具磨耗
SVR模型

2

210

1

系統架構

刀具影像拍攝模組

機邊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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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磨耗量預估

主軸扭矩

加速規

刀具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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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耗估測流程

訓練模型

特徵萃取 特徵篩選 建立SVR模型

亮點三計算磨耗量

應用

特徵萃取 SVR模型

ISO 8688 磨耗定義

預估磨耗量

剩
餘
壽
命



應用於模具製造之整合式智慧規劃與排程系統
計畫主持人： 鍾文仁教授 單位：中原大學智慧製造研發中心

整合ModifiedATC的排程深度學習

智慧排程於實際場域的驗證

𝑤𝑤𝑗𝑗：權重值
𝑝𝑝𝑗𝑗：加工時間
LS：最晚必須開始時間
ES：最早可開始時間
𝑆𝑆𝑙𝑙𝑎𝑎𝑓𝑓𝑘𝑘： LS – ES
I𝑗𝑗 (𝑓𝑓)值越大，優先排序

𝐼𝐼𝑗𝑗 𝑓𝑓 =
𝑤𝑤𝑗𝑗
𝑝𝑝𝑗𝑗

exp( −
𝑆𝑆𝑙𝑙𝑎𝑎𝑓𝑓𝑘𝑘
𝐾𝐾 𝑝𝑝

)

排程問題在製造產線中攸關產能與成本的管控，企業也追求如何將預排程結果能夠如期交貨(即延遲最少)，但將外部因素如機
台異常、急件插單、零件反修等考量進來後，排程問題即變得複雜，透過電腦運算也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要藉由排程系統自
主安排產線運作將不符合實際需求，其中常用的排程演算法有以下幾項：
(1) FIFO(First In, First Out)
(2) EDD(Earliest Due Date)
(3) SPT(Shortest Processing Time)
(4) MS(Minimal Slack)
(5) ATC(Apparent Tardiness Cost)

本研究所使用的Modified ATC排程演算法，以SPT、MS這兩項派工法則為綜合考量，來達到多目標最優排程之效果，先藉由
關鍵路徑法(Critical Path Method)取得各製程最晚必須開始時間(LS)與最早可開始時間(ES)並計算各製程空閒時間(Slack)，利
用Slack搭配各製程之權重(wj)，來計算機台上各製程的修先順序(Ij)，並可以變動參數K來調整排序的規則是偏向MS法則或是
SPT法則，藉此來減少工單中製程延誤的數量，並有機會進一步縮短總工時。透過75筆製程進行EDD、Modified ATC、以及整
合Fuzzy演算法之Modified ATC的演算結果如下：

排程於製造產線扮演進度管控之腳色，而目前排程系統最大的挑
戰在於發生異常的應對處理，尤其零工式生產的狀態下更是難以
靠單一系統完成任務，為突破上述瓶頸，團隊於計畫前兩年已經
開發多目標排程演算法、應用多智慧體之排程系統、應用機器視
覺之製造規劃系統、以及排程可視化分析系統，為了在實際產線
上驗證系統可行性，於中原大學知行領航館1F建置智慧製造場
域，團隊也建置一MES系統作為物理狀態的中介層，派發排程工
單以及分析產線狀態，透過MES-CPS 平台與DDS(Da ta
Distribution Service)串接，做為系統與現場溝通的橋樑，並搭配
可視化介面的開發，能清楚且即時的監控目前專案進度與機台加
工狀況，串接 E R P 系統並告知客戶目前專案進度。

EDD之排程結果總工時為70hr，且有15項製程
延遲。

以EDD結果利用Modified ATC並且將各機台
的可變參數K統一設定為1.0，可將總工時縮
短為68hr，並將製程延遲數量從15減少為9
項。

Modified ATC可再藉由 Adapted Neuro Fuzzy
Inference System (ANFIS) 學習各機台K值的
調整，藉由調整各機台K值，讓各機台依現況
產生不同的製程排序法則，此時可在降低工單
上製程延遲的數量為6項，總工時為69hr。

由比較結果顯示，雖然整合結果未必可再縮短工時(結果二之69hr)，但是以務實狀況來說，工廠會以是否能如期交件為重點，因此縮短延遲數量，
會是工廠主要著重的重點，當製程皆能準時交貨時，再考慮總工時的優化。而作為當前工單狀況輸入給ANFIS作為K值設定判斷的主要有三個指
標，分別為下：
(1) Average Slacks Ratio (ASR)：機台上總空閒時間與工時總合的比例[空閒時間總和/ (空閒時間總和+製程工時總合)]
(2) Critical Job Ratio (CR)：機台上臨界製程數量比例，此臨界值設定為0.6，當製程空閒時間(Slack)/工時<臨界值時，則會判此製程為臨界製程
(3) Due Date Tightness (DDT)：計算機台上製程交期的緊張度 1 – [(交期 / 製程數) / ( 工時總和+ 空閒時間總和)]

研究透過計算ASR、CR與DDT等因子，計算製程機台之間最小的延遲時間，而K值則顯著影響ATC產生製程優先序，再依照作業優先序進行排程。
可以得出結論，在某些Job-shop調度情況下，可以使用ANFIS來搜索k值以達到總拖延的最小值，通過使用訓練方法（反向傳播或混合方法）來優化
ANFIS，訓練數據的選擇決定了ANFIS的準確性，ANFIS可以適用於Job-shop系統的任何配置，例如工作站數量、產品或作業的平均數量、到期
日、處理時間和延遲時間的變化。

75筆製程 75筆製程 75筆製程

機台 EW01 EW02 CNC01 CNC02 EDM01 EDM02 Desk01 Equator01 Wash01

K值 0.08 0.02 0.08 0.37 0.08 0.29 0.08 0.07 0.06

比照組 結果一 結果二

依照工件到達機台的先後順序進行加工。
依照所有工件中最早交期時間來進行依序加工。
依照加工時間越短越優先進行加工。
依照工作的寬裕時間與該工件加工時間之差，較小者為優先處理。
依照所有工件的延遲時間成本排序，來達到排程優化。



工業3.5的智慧製造與大數據分析解決方案
主持人：國立清華大學 簡禎富講座教授

智慧工廠
智能參數優化

數位決策
決策導向虛擬量測

智慧供應鏈
風險指標與智能預警

聰明生產
多目標智能生產調度

全面資源管理
營運績效指標與評估解決方案

針對應用的產業，建構基於風險評估的虛擬量測模型，以提升製程批次控制的
補償效度
• 釐清虛擬量測結果對製程批次控制的影響關係，並模擬製程批次控制補償與
虛擬量測結果間的效度容忍區間。同時，蒐集實證案例所需數據資料，並對
所蒐集數據進行資料檢視與前處理，排除格式錯誤及遺失資料等問題

• 已對預訂目標建構三大子目標，分別為虛擬量測模型、批次控制補償、風險
決策模型。未來將針對三大子目標個別建構相應模型，最終以集成方式在不
確定型風險下擬訂批次控制補償策略

目前已與美光科技進行合作

運用歷史需求資料及機台生產限制，以最大熵值法及再訂購點，建構計畫性
庫存決策支援系統，找出最小製作數量與再訂購點以降低生產及缺貨次數
• 因應不同產品的下單特性制定最適最小製作數量，以減少生產數量。再訂
購點可在庫存數低於一定量時先行製作，避免因缺貨降低客戶滿意度

• 最大熵的模型中，找出在資料分布最大化熵的數值。並分析過去歷史資料
的平均數及標準差之分佈，找出最少應該製作的製作生產數量及再訂購點

• 製作次數由8845次減少至7929次 (減少10.36%)
缺貨次數由3859次減少至2536次 (減少34.28%)

目前已與堤維西 / 德國Infineon合作研究

透過數學規劃與啟發式演算法，整合多部門投資決策流程、優化決策品質、
有效降低決策時間與減少過度投資的成本浪費
• 梳理多部門決策流程與問題，並蒐整多部門投資決策流程歷史資訊與決策
情境參數，模式化決策問題，如產能配置優化與投資決策模型，初步使用
整數規劃求解，優化現行人工產能配置規劃作業與投資方案

• 已有過去產品需求與產能配置的歷史紀錄，並建構出數學模型與初步求解
結果，且建構相關視覺化圖表與報表，提供多部門決策依據與建議，後續
將依歷史資訊比對決策效度

目前已與旺宏電子 / 漢翔進行合作

針對應用的產業透過數學模型建模方法，建立長短線生產模式參數模型，以達成最適化產能安排及換線
時間最小化
• 收集廠程作業所需工單資料進行資料分析，合併相同料號工單以優化工單數量，將工單指派機台進行
排程，建立代排工單之系統模組。與現有人工排程比較，結果顯示快速縮短加工時間、減少延遲工單
數及提升優化效率

• 已建立短線生產模式數學模型進行工單排程，
將持續開發長短混線數學模型，並驗證排程
效度與現有人工排程的比較

目前已與台灣國際航電 (Garmin) 進行合作

利用機器學習方法與優化技術，針對應用產業，建構參數優化系統。藉優化
技術降低停機次數與生產時間，提升彈性生產整體效能
• 整合所有不同打線程式參數組合下的停機頻率、打線時間與線數等歷史資
料進行資料分析與建模，以XGBoost等分類方法做為停機預測模型。使用
混淆矩陣各指標做為模型效度評估，並提供推薦優化參數以增進生產效益

• 建立機台停機預測分類模型，針對其中一項產品進行驗證。將對所收集不
同型態資料持續進行參數優化與模型改善

目前已與日月光 / 臻鼎進行合作

計畫KPI
產學合作件數 / 金額：2 件 / $2,820,000

技術轉移件數 / 金額：2 件 / $ 426,000

國際鏈結：頂尖學術期刊《Nature》跨海專訪、台越智慧製造產學合作研討會

新創育成家數 / 募資金額：1 件 / $4,000,000

SCI Q1期刊論文：6 篇



應用於先進製程之大數據智慧分析與決策系統

計畫主持人：清大工工 廖崇碩教授
共同主持人：清大工工 侯建良教授，中研院資訊所 呂俊賢教授

Applications of Big Data Analysi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Advanced Process Control and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Overlay Sampling Prediction

Alignment mark 與 Overlay mark 抽樣選點示意圖

黃點：選擇量測的 testkey

抽樣 抽樣

步進機的曝光示意圖 Overlay 示意圖 Rule-based演算法之分群結果 Data-driven 演算法之分群結果

Rule-based 演算法之成效

Time series Behavior Clustering Result

分
群 刀具 刀具類

別
累積負
載率

平均累積
負載率

1

CU000002 捨棄式
刀片

111.71 0.1

FC001126 成型刀 69.86 0.06
FC001667 成型刀 34.39 0.03

HD000123 快速鑽
頭

79.43 0.07

2

EM000492 圓鼻刀 227.62 0.21
EM000637 球端刀 275.66 0.26

MS000033 捨棄式
刀片

270.24 0.25

3

SF000012 捨棄式
刀片

301.45 0.28

SF000032 捨棄式
刀片

811.37 0.75

SM000008 捨棄式
刀片

280.96 0.26

機台負載刀具分群結果驗證概念圖

本團隊與高科技半導體製造公司合作，從去年起專注在黃
光微影覆蓋誤差預測，除了設計智慧分群演算法協助判斷
光罩覆蓋誤差並實際上線測試外，今年度進而開發抽樣選
點演算法，並建立完整的外推模型，以加速抽樣測試過
程，並期望達到精準的黃光製程外推預測。

Dynamic Time Warping (DTW)

Tree-based Density Peaks Clustering

MODEL 3MODEL 2MODEL 1

Original Dataset

Learning

New Dataset 1 New Dataset 2

Incremental Learning

Algorithm Design Performance

黃光微影覆蓋誤差(Overlay)是指各層間光罩圖案位置的
誤差。在曝光結束後，會量測Overlay以確保其控制在容
許的誤差範圍內。但在考量人力及時間成本下，量測
Overlay時會以抽樣的方式量測少許 testkeys，再利用高
階外推模型預測所有testkeys 的曝光結果。

藉由本團隊開發的「階層式減點」技術Two-phase
Hierarchical Sampling with Incremental Learning，
可達到抽樣量測點數大幅減少。目前測試階段與公司使用
的昂貴商業軟體結果比較，成功率達90%以上，並成功應
用於Rule-based 以及 Data-driven兩種模型。後期階段
希望達成Residual M+3S誤差小於10%。

實驗結果顯示，我們的演算法(藍色)、ASML商業軟體(紅
色)、Full Map(綠色)的減點之外推residual M3S，可發
現藉由我們的演算法可以大幅減少及優化抽樣量測點數，
達成前期階段與公司目前使用商業軟體的成功率相似度達
90%以上，後期階段並達成Residual M+3S誤差10%以
內。

User Behavior Analysis Algorithm Design Manufacturing Tool Behavior

本團隊與高科技廠商合作，利用我們的智慧分群演算法及
機器學習技術，透過員工行為紀錄分析、協助管控該公司
的資訊安全。我們採用時間序列智慧分群技術，將各種資
訊行為辨認且分類。若發生異常行為，類似個人信用卡的
使用異常判斷，系統即會精準發出警訊，警示員工可能有
異常行為，或是其電腦主機可能遭到外來駭客入侵。

DTW是用於測量兩個時間序列之間相似性的演算法，任
何可以轉換成線性序列的數據都可以通過DTW將時間序
列進行延伸和縮短來進行分析。

此演算法的優點在於能夠針對任意形狀的分群及分群點數
的精確控制，有效減少分群群數過多的問題。

本團隊並與漢翔航空合作，針對其機匣製造過程中成本佔
比最大的刀具管理，進行分析及使用預測。我們採用相同
的時間序列智慧分群技術，進行刀具使用行為模式樣本分
群，搭配該公司的刀具管理系統，擷取刀具使用特徵，並
預測刀具異常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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