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vation 創新之鑰

當時尚遇上高科技

國產金屬3D列印
開創傳統產業新契機
精緻時尚的珠寶金工產業，與先進高技術的雷射 3D 列印，兩者的結合不僅見證臺灣在 3D 列印技術研發
的新里程碑，同時也拓展了文創市場的新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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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

年 是 全 球 3D
列 印 成 長

最 快 的 一 年， 根 據 Wohlers

Associates 的調查顯示，3D 列
印服務與系統及材料的產值
在 2014 年達到 41.03 億美元，
比 2013 年 成 長 35.2%。 其 中
又以高階金屬 3D 列印設備最
具爆發力，2014 年總共售出
543 臺，比 2013 年成長 54.7%
之多。
臺灣目前在這塊新興市場
的市占率雖僅有 1.6%，但急
起直追的腳步極具競爭力。
工研院日前正式發表第一臺
國人自製的雷射金屬 3D 列印

工研院南分院執行長徐紹中表示，3D 列印的材料從塑膠到金屬皆可，產業應用也從傳統模型打樣
或翻模鑄造，躍升為直接製作功能性的商品與零組件。

設備，成本僅需進口設備的
一半，再加上完全自主研發的製程與材料，可望以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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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射光谷為 3D 列印奠基

解決方案來加速國內 3D 列印產業的發展及應用創意的

回顧 2012 年時，經濟部技術處結合工研院、金屬中

實現，工研院結合臺南市金銀珠寶商業同業公會及九個

心，共同規劃雷射光谷關鍵技術開發暨整合應用科專計

設計單位，共同發表超過 50 件 3D 列印金工文創作品，

畫推動策略；2013 年則成立南部雷射光谷育成暨試量

成功樹立了新里程碑。

產工場，希望將研究成果落實到產業界，並突破目前高

階雷射模組和設備仰賴
進口的現況。
相關工作除了希望帶
動 光 學、 機 電、 製 程、
材料及設備的高值化，
也要與南部光電、精密
機 械、 模 具、 醫 材、 文
創藝術等產業連結，將
南臺灣打造為先進雷射
技術及衍生應用產業群
聚 的「 雷 射 光 谷 」。 截
至目前為止，這項計畫
共有 100 多家公司參與，
而且有 70 多家公司推出
成品，成果相當傲人。
工研院南分院執行長
徐紹中表示，3D 列印的

透過金屬 3D 列印設備印出，交由原設計單位拋光研磨及電鍍等後處理，做出媲美傳統製作的金工飾品。

材料從塑膠到金屬皆可，
產業應用也從傳統模型打樣或翻模鑄造，躍升為直接製

涵蓋雷射源開發、先進製程技術、產品試量產與設備開

作功能性的商品與零組件，以金屬 3D 列印為例，就能

發。其中的先進製程技術包括積層製造試量產區，涵蓋

直接應用於汽車、航太零組件、特殊水路模具、客製化

材料、製造、後處理的一貫化試量產服務，可望提供醫

醫材及文創珠寶等民生消費產品。

材、模具、文創產業進駐研發服務。

近年來，工研院更已運用金屬 3D 列印技術協助國內

經濟部技術處顧問林秋豐認為，產業效益必須涵蓋上

廠商開發 LED 燈具、光學鏡片與汽車零件之模具；在醫

中下游，而且不只是產業界，也要納入中南部的學界，

材方面則協助廠商設計製造手術器械、手術導板，並與

擴大對 3D 列印的應用創意和想法，工研院與新創公司

國內的教學醫院合作製造具仿生結構的 3D 列印骨釘，

的合作及策略聯盟所展現的優異成果也很值得肯定。他

現正進行動物試驗中。

說：「最重要的是，包含設備、雷射頭、金屬粉體在內，
工研院都已能自主研發且掌握關鍵技術，有能力提供整

自主研發帶動產業應用

體解決方案，可帶動更多的產業應用。」

工研院南分院積層製造與雷射應用中心主任洪基彬

工研院發表的金屬 3D 列印設備有 AM100 和 AM250

指出，雷射技術發明於 1960 年，發展至今正是成熟階

兩種規格，分別可製作 10x10x10 及 25x25x30 立方公分

段，包括德國和日本在雷射應用都創造了優異的經濟效

體積工件，以金屬粉末經雷射燒熔層層疊加成型，成

益。因此，雷射光谷的推動背景，不僅是呼應南部產業

品精細度可達 50 微毫米（um），相當於頭髮的半徑，

高值化政策，目標更要在 2020 年成為全球雷射關聯產

緻密度超過 99%；若以鈦合金粉末製作，拉伸強度達

業之創新與生產的重要聚落，相關作法包括關鍵組件自

950MPa 以上，已達醫材等級規格需求。洪基彬說，3D

主、雷射創新應用和產業生態建構。

列印的設備、製程和材料，甚至到設備外觀的造型設

而在工研院成立的雷射技術育成暨試量產工場，就

計，全都是工研院從無到有研發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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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珠寶金工產業加值

以多達 13 層的球中球展示品為例，每一層都能自由

珠寶金工是高價值、高難度的限量精品產業，但正面

移動，它透過金屬 3D 列印一體化成型，而非個別完成

臨老師傅凋零、舊有工具無法傳承、年輕人不願投入及

再加工套疊，精緻度更上層樓。臺灣吉而好也分享參與

知識管理等四大問題，金屬 3D 列印設備不但有效解決

經驗，該公司以複合性材質的結合為特色，將加工金屬

這些問題，更能透過加工來協助廠商進行加值。

結合皮件、水晶及陶瓷等多元化組合，希望透過 3D 列

臺南市珠寶公會表示，由於老師傅愈來愈少，黃金和
珠寶業者提供的訂作商品平均要一至二個月才能完成交

印和傳統東方設計的結合，達到降低價格、吸引年輕族
群的效果。

到消費者手上，有些供不應求的狀況。因此，希望藉由

徐紹中分析金屬 3D 列印應用於珠寶設計的優勢，首

和工研院的合作來解決產業困境，運用 3D 列印結合老

先是動件一體成型，例如：不用鎖螺絲就能列印出球中

師傅的工藝做出最完美的成品。

球立體設計；其次，表面微細結構的呈現，如粗化，必

包括臺灣吉而好、唐草、漢鉑、點晴、藏愛等設計單

須靠噴砂處理，但金屬 3D 列印的雷射技術則可一次到

位都已發表作品，一開始是先由設計師提供 2D 或 3D

位，且具三維立體互通的表面孔洞結構，很適用於醫材

設計圖，由工研院透過金屬 3D 列印設備直接印出，再

產品；再者，異質材料的結合如金屬、寶石和木材變得

交由原設計單位進行拋光研磨及電鍍等後處理，做出媲

更容易，金或銀的加工成分比例從 0% 到 100% 都能精

美傳統手工或 RP 脫蠟鑄造製作的金工飾品。如此一來，

準調整，這是傳統技法做不到的事。

工序可減少二至七道製程，材料成本可精準計算，更重
要的是，從接單到列印只需要半天，最適合需要客製化
及零庫存的網路行銷。

製程創新開拓新藍海
工研院以先進的金屬 3D 列印技術，為金工飾品提供

工研院希望藉由科技的輔助，與珠寶金工產業共同解決老師傅日漸凋零的困境，做出更完美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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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解決方案並推動試量產只是第一步，接下來就是促
成自主營運，例如：業者可單獨或聯合購置設備，涵蓋
設計、製造、出貨，為消費者提供一站購足的整合服
務，同時也促進珠寶飾品的產業群聚，建構完整的產業
生態。
洪基彬指出，臺灣珠寶金工產業的產值極為驚人，透
過推動 3D 列印應用於金工飾品，可望以製程創新來開
拓新藍海。尤其雷射 3D 列印擁有高度客製化、接單即
做和成品獨特性等優點，特別適用於金工文創飾品等高
附加價值的產業。
以製程面來看，3D 列印只有設計、列印與加工等三
大步驟，失誤率低，相較於需要六大工序且耗時又複雜
的傳統金工鑄造作業，可節省至少 50% 的時間；另一方
面，3D 列印過程裡未使用的金屬粉末幾乎都可回收，
材料耗損率及直接成本會比傳統作法更低。
珠寶金工產業適用的 3D 列印設備為 AM100，其作業
面積一次可列印 9 ∼ 80 款不同設計的戒指，部分體積
較小的醫材也適用於這套設備。設備以雷射產生足夠熔
融金屬粉末的能量，透過重複執行的粉體鋪層和雷射燒
熔過程讓創意成型，未被燒熔的部分仍維持在粉末狀
態，光是一枚直徑 2.5 公分戒指平均要約 1,000 層的金
屬積層，金屬積層愈多，細緻度就愈高。

將 3D 列印應用於珠寶設計，可一次到位呈現表面微細結構，而且
讓異質材料更容易結合，突破傳統技法的限制。

洪基彬表示，就工研院研發的 3D 列印技術而言，包
括金、銀、白金在內的貴金屬加工都不是問題，最大的

3D 列印競賽勇奪珠寶類公開組首獎。

障礙反而在材料成本，例如欲製作 2.5 公分高的戒指必

至於在工業應用部分，主要是採用 AM250 3D 列印設

須準備約六公斤的粉末，以黃金為例，每次開機的材料

備來製造零組件，成品強度低於鍛鑄但優於鑄造。而

成本可能就是百萬起跳，即使加工後殘餘的粉末可以完

在醫材領域，試量產驗證技術已協助臺灣創新生醫公

整回收，但仍是一筆不小的投資。也正因為如此，工研

司成立，亦透過授權製程技術與協助發展金屬醫材產

院目前提供的材料以不鏽鋼粉體、鈦合金粉體、鋁合金

品，來輔導澄洋公司技術升級與產品轉型。

粉體、麻時效鋼粉體、模具鋼粉體、多元合金粉體和碳
化鎢

結合金屬粉體為主，以降低業者的進入門檻。

東台精機董事長嚴瑞雄本身也是雷射光谷推動促進
會副理事長，他強調，3D 列印是全新的工法，積極發
掘新工法的優勢及原有工法做不到的事，才能發揮這

工業及醫材應用進展快速

項新技術的優勢。東台精機深耕航太與汽車產業之加

工研院在雷射金屬積層製造的三大應用方向包括工

工設備，而且已經獲得 AM250 的技術移轉，預定於近

業、醫材和文創，而且都已有具體成果。以文創為例，

期內發表相關產品；另外還有精鋼及嘉鋼公司也將與

運用雷射金屬積層製造技術所設計的「蘭花金簪」兼具

工研院合作，投入生產金屬 3D 列印材料，加速國內

髮簪、手環與精油芳療等三重功能，去年在新加坡國際

3D 列印產業的發展。

Industrial Technology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