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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本技術報告是以 J 公司目前所推動的製程簡化來做為研究的主

題。J 公司為自行車零件製造商，目前推動的製程簡化主要是針對善

製程天數較長及成本較高的產品進行流程之改善，所以本研究以 J 公

司產品中的束仔做為製程改善之主題。 

本報告首先介紹目前束仔的製造流程，以及磨砂跟震動的原理。

分析發現磨砂與震動兩者之間有需多相同之處，所以探討以震動來取

代磨砂製程，再利用實驗設計的方法，利用震動條件的設定來達到所

需要的良品，再將改善後的結果展開到各產品。 

本報告利用實驗設計法來求得影響震動條件的最佳水準，在實驗

中震動頻率為控制因子，所以在實驗設中固定震動頻率，考慮藥水比

例、石頭比例及震動時間為自變因子，每個自變因子分別設定 3 個水

準，利用實驗設計應用應用軟體(Design Expert)設計 7 次實驗，並檢

視實驗後的產品良率來決定影響震動因子的最佳自變因子水準。 

本報告利用實驗設計法來探討利用震動取代磨砂的可行性，在過

程中學習到如何利用實驗設計法在一連串的試驗中刻意改變製程參

數值，以便觀察並找出影響製程輸出變數之因素來得到最佳參數，本

報告也建議 J 公司可以將此結果可利用到各項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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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roject aims to study the simplification in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in Company J. Company J is a manufacturer of bicycle parts. 

Recently, Company J plans to improve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on the 

parts with long processing time and high cost. This study aims to improve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of seatclamps.  

The current manufacturing process is first introduced in this report. 

The principles of polishing and vibration are then provided. Some 

similarities was found between polishing and vibra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find the possibility of replacing polishing by vibration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of seatclamps. Using the method of Design of 

Experiment (DOE) to identify the import factors with the best levels of 

vibration to produce good-quality seatclamps without through the process 

of polishing. The methodology may extent to improve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of other products in Company J.  

In this study, the method of DOE is adopted to find the best level of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quality of vibration on seatclamps. In the experiments, 

the vibration frequency is set to be a control factor. The ratio of solutions 

(AL10 vs. AL32), the ratio of tumbling media (cones vs. tetrahedron), and 

the length of vibration are considered as independent factors. Three levels 

are set for each independent factor. Seven experiments are performed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provided by the software application of Design Expert. 

The best level of each independent was obtained based on the results.  

The method of experiment design has been to study the possibility of 

replacing polishing by vibration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of 

seatclamps, and to obtain the best levels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for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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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vironment in vibration process. Same procedure can be used to find 

the best parameters in manufacturing process for other products in 

Company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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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自行車產業為台灣外銷經濟命脈，然而自行車產業之產品具有

相同之特色，即是產品生命週期長，但客戶的需求隨流行趨勢不斷地

改變，使得自行車的零件生產趨向少量多樣。在近年腳踏車零件市場

因同業競爭激烈，研究個案 J 公司為了滿足顧客訂單需求，必須以優

質且平價的策略攻佔市場。國內自行車零件市場受到大陸、及國外越

南、印尼等地工廠的人工費及原物料取得較便宜，所製造成本低影響，

國內許多客戶紛紛提出降價需求，以每年 3~5%的幅度下降，所以在

J 公司為了可以符合客戶需求的價錢及交期，必須在製程上有所改變，

減少生產成本以能符合客戶所需，這樣公司訂單才能不間斷，方可永

續經營，所以 J 公司為了降價必須減少成本，降低製造費用。本研究

探討利用震動取代磨砂於束仔(如圖 1 所示)的生產製程來減少成本，

而束仔與快拆(如圖 2 所示)會組合成束仔快拆(如圖 3 所示)，就是裝

在自行車座管下方鎖緊座管避免鬆脫的零件。 

 

圖 1 束仔 

 

圖 2 快拆 
 

圖 3 束仔快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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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束仔生產流程 

目前 J 公司的束仔生產流程如圖 4 所示，首先 J 公司的業務人員

每天會將客戶要求的產品規格、數量需求轉換成 J 公司的訂單報表，

而生管人員每日都會依據收到訂單報表上客戶所需的產品規格、數量

及要交貨的日期來安排生產的排程。當生管人員接到報表後會依需求

表上的所需原物料的缺料狀況對採購人員提出原料需求訂單，而採購

人員也會依生管人員排定的原料入料日期來進料。 

 

圖 4  束仔加工流程圖 

如圖 4 所示，當原料進廠後會先在原料倉等待品保人員的檢驗，

原料檢驗完成後，生管人員就會開立工單並且排定加工時程，首先是

先將檢驗完成的原料移轉到外包裁切廠進行裁切，裁切廠會依生管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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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將原本 3 米長的原料裁切為客戶訂單上型號所需的寬度，裁切完工

後再移轉送至外包整型廠做整形，整型加工主要是將原本材料是沒有

硬度，原料經過裁切完外型會有所變化，所以需要將裁切完的原料整

型到依照公司所發行的圖面原料型狀，整型完成後，會再移轉回廠內

讓品保人員做檢驗，主要是檢驗裁切寬度是否跟圖面相符，整形後形

狀是否也與圖面尺寸相符，品保人員檢驗完成後會利用系統通知生管

人員可以移轉至下一個製程。 

生管人員接到訊息後會將整型完成的物料移轉送至外包熱處理

廠做熱處理製程，熱處理加工主要是利用高溫使鋁合金內部的物質進

行變化，使鋁合金的硬度拉升，達成一定的規範，完成熱處理製程後

再移轉回 J 公司進行檢驗，品保人員會使用硬度計來量測鋁件的硬度

是否達到標準，檢驗完成物料達到標準後，品保人員會利用公司內部

系統通知生管人員，生管人員就會移轉至廠內的加工線上，進行加工

的製程。 

加工製程要就是將原料物件進行鑽孔、剖溝、攻牙及進行造形的

加工製程，這些加工尺寸也須依場內所發行的圖面加工尺寸及條件來

進行加工，在廠內加工時包括作業員、技術員、品保人員都會做抽驗

動作，主要確保加工尺寸精準度，加工完成後這時生管人員就會再度

移轉至外包進行磨砂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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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砂加工其主要是將物件表面上的凹洞、鋁屑及一些小瑕疵來磨

除，這時外包磨砂廠商會依生管人員排定物件的需求數量及何時移轉

回 J 公司，移轉回 J 公司後會在待震動區等待檢驗，完成檢驗後，震

動班人員就會將物件進行震動加工。 

震動加工是為了使物件的表面更加完好所進行的加工製程，震動

完成後，震動班人員會將物件移轉至外包陽極收料區放置，這時品保

人員會再進行檢驗，檢驗震動後物件的尺寸是否有問題，當尺寸都沒

有問題，物件就再度的移轉至外包陽極廠進行表面陽極處理。 

表面陽極處理是利用電壓、電流與化學藥劑使鋁物件進行上色，

達到生管人員所需的顏色，陽極完成後陽極廠商再移轉回 J 公司，這

時生管人員會利用公司內部系統作業進行通知，通知物料入廠的時間

及數量，當裝配現場幹部接到通知後就會跟物料人員領料物件來進行

組裝作業，裝配現場幹部會依業務下單的指示進行組裝，組裝完成後

品保人員會再進行最後一次的最終檢驗，檢驗完成後就可以進行出貨。 

1.3 研究目的 

在束仔的加工過程中有很多製程都是需要委外加工的，而委外加

工的製程存在許多隱藏浪費的問題，例如等待移轉(轉出及轉入)的時

間、轉移的時間及委外的加工時間常是無法掌控，本研究將探討圖 4

流程圖中虛線的流程，利用在廠內進行的震動製程來取代委外加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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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砂製程以減少委外製程時間的不確定性(如：交期、成本及品質)。 

1.4 研究方法及預期成果 

本研究主要探討 J 公司在束仔這項產品，在不影響產品品質的前

提下，利用在廠內進行的震動來取代外包的磨砂製程的可能性。本研

究將首先探討影響震動品質的原因，利用實驗設計的方法來設定震動

製程的最佳參數，如果在不影響品質的條件下，震動製程的最佳參數，

本研究預期將可有效地降低製程的時間及成本。 

一、 減少時間 

目前磨砂製成都是委外加工的，在廠內加工完後會先置放於待磨

砂區等待委外廠商來載回去加工，加工完後隔天再載回廠內進行震動

加工的製程，其中等待及移轉的時間皆為不必要的浪費。雖然利用震

動取代磨砂製程會增加震動製程的時間，但如果利用在廠內進行的震

動製程來取代磨砂是可能的，便可以消除外包製程的等待、轉移及加

工時間，應可以有效地減少束仔整個製程的時間，有助於製程及交期

上的控制。 

二、 降低成本 

由於磨砂製程都是委外製程，需有移轉時間、委外加工成本、等

待時間成本等，而件磨砂製程的成本是以件計酬，加工件數愈多，外

包成本及時間就愈高，如果可以改用震動來取代磨砂，由於震動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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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方式進行，雖然利用震動取代磨砂會增加部分的成本，但由於束

仔原先就必須進行震動的製程，所增加的成本若平均分擔於各束仔，

應可以有效地減少束仔的單位加工成本。 

如果本研究之結果可以利用震動來取代磨砂製程於束仔中，研究

之結果應可以有效地符合客戶對於縮短交期及降低成本的需求。 

1.5 結論 

研究個案 J 公司為了滿足顧客訂單需求，必須以優質且平價的策

略佔攻市場，因受到國外的人工製費便宜，及原物料取得較便宜，所

以製造成本較低的影響，客戶平均每年會提出 3~5%幅度的降價要求，

J 公司為了可以符合客戶需求的價錢及交期，必須在製程上有所改變。

符合客戶所需，訂單才能不間斷，方可永續經營。經由圖 4 束仔生產

流程，發現 J 公司目前的生產流程有以下問題： 

一、束仔加工過程很多都是委外加工的 

二、在委外及廠內的移轉也有諸多問題，例如移轉的時間、等待的

時間、委外廠商的加工時間無法掌控，在進行 1.3 研究目的本

研究主要探討 J 公司束仔這項產品如何在製程上縮短時間以及

降低成本來符合客戶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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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節主要是敘說磨砂及震動製程的原理，並介紹利用震動取代，

介紹磨砂與震動的原理原則及如何加工，跟加工時所需的設備及配備。 

2.1  磨砂之原理 

磨砂是一種對金屬與塑膠物件表面進行塑型處理的一種加工方

式，藉由使用磨砂機與磨砂工具(砂帶、砂輪)將物件表面進行處理，

依客戶的標準進行粗磨、細磨及拋光等不同層次的磨砂加工處理。(久

鼎金屬，2009) 

一般物件經由金屬加工完畢後，物件無法直接進入市場銷售，須

對金屬(塑膠)物件進行表面處理，例如：去痕、拋光、表面平整、去

毛邊等製程，使得物件可以符合市場銷售之規格標準才能包裝進入市

場銷售，或者進行下一段製程最後組裝出貨，以下將對磨砂所需之設

備、流程及應用分別說明。 

2.1.1 磨砂加工設備 

磨砂的設備以磨砂機為主(如圖 5 所示)，並利用砂帶(如圖 6)或砂

輪(如圖 7)，砂帶磨削屬於軟性磨削方式，是一種具有磨削、研磨、抛

光多種作用的複合加工工藝，砂帶上的磨粒比砂輪磨粒具有更強的切

削能力，所以其磨削效率非常高(Sweet，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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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磨砂機 

   

(a) 安裝前                 (b) 安裝後 

圖 6 砂帶 

   
            (a)安裝前                  (b)安裝後 

圖 7 砂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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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帶磨削效率高表現在它的切除率、磨削比(切除工件重量與與磨

料磨損重量之比)和機床功率利用率三個方面都很高磨砂帶以粒號

(也就是磨砂係數)作為區分，在 J 公司有區分 180 粒號、240 粒號、

320 粒號、400 粒號、600 粒號，粒號數字越高磨砂之成品表面就越細

越光滑，相對來說磨砂粒號數字越低成品表面就越粗糙，每樣工件都

有一定所需使用的砂帶。(久鼎金屬，2012) 

而砂輪主要是在輔助砂帶無法磨到的地方，就是比較曲面不平順

的位置，砂輪也有區分，例如菜瓜布砂輪、海綿砂輪等等… 

2.1.2 磨砂加工過程介紹 

啟動磨砂機台再來啟動馬達之後輸出動力最後帶動轉軸，機台上

一般有二至三個轉軸可供使用，依需求決定使用數，將磨砂工具(砂帶

或砂輪)置於轉軸上，由轉軸帶動使砂帶或砂輪具備旋轉力道，然後將

需進行表面處理之物件，與轉動中的砂帶、砂輪接觸，藉由物件與砂

帶、砂輪接觸的磨砂運動，來對物件表面進行修整，由於此金屬表面

處理模式，相對依賴人工技術及經驗來判斷事否達到客戶的需求，因

此難以將此製程自動化，故磨砂加工之成本一般受人事費用影響，隨

著人工成本的提高，磨砂製程所需的成本都顯著地落在高成本區。 

2.1.3 磨砂應用 

物件經由加工處理後的成品，通常需要再進行表面處理才符合市



 
 

10 

場需求標準，成品剛加工完，表面較常出現的問題諸如：表面不平整、

凹凸缺陷、氧化、腐銹、焊接端突出、物件表面切邊銳利(毛邊)等現

象，因此需要進行表面處理，藉由磨砂處理，將表面修整、塑型、拋

光等，使之物件符合客戶之需求標準，目前台灣金屬、塑料之產品，

再經由後續的加工完成之成品，大多乃需經這一道磨砂處理之工序，

是加工鏈占據重要腳色的一環，在加工成品之成本亦是。 

2.2  震動之原理 

震動是由震動馬達帶動裝有大量工件、研磨石、研磨劑和水的工

作槽，配合底座與工作槽間的彈簧彈力，產生高頻率且不斷的相互磨

擦作用，使工件達到其加工目的 (春錫機械震動研磨機使用手冊) 。 

震動是一種利用石子與工件表面進行敲撞處理的一種加工方式，

藉由震動機台(圖 8)的高頻率振動使加工物件與研磨石或鋼珠及研磨

劑等均勻混合後，以螺旋渦流狀滾動，使得工件上的氧化膜、凹洞、

裁切痕、磨砂痕減少或消失，達到表面品質要求 (久鼎金屬，2009) 。 

魏秋建(1997)等人提出振動研磨方式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盆型，

另一種是碗型(圖 9)。盆型震動機筒槽比較寬而且比較淺，適用於少

量生產，人員容易撿取，而碗型震動機有一個類是甜甜圈的筒槽，筒

槽也比較深，適用於大量生產，在震動結束後在筒槽上緣處放上自動

篩選盤就可以將工件和磨料自動分離，不用人工一一撿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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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震動機台運轉示意圖(資料來源:春錫機械，ROTAR 震動研

磨機使用手冊) 

 
 

圖 9 碗型震動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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鋁製品擠行料的工件上都會有層氧化膜，如沒經過震動處理製成

就進行陽極製成會造成陽極製成結果的不良，未經震動的產品在陽極

製成後表面會起化學變化，造成表面霧化不光亮。 

影響震動的因素如下: 

1. 震動頻率：震動機台的震動頻率會影響到工件的在機台內的翻轉

速度，震動頻率越高，翻轉速度就越快，相反的，震動頻率越低

翻轉速度就越慢，翻轉速度快代表工件在震動桶內所接觸撞擊次

數越多，這樣會使得工件成品的表面就會更好更平整。目前 J 公

司所使用的震動機台，頻率都是相同設定為 45HZ。 

2. 藥水：藥水的主要功能在軟化金屬工件的表面，為一種介面劑。

在 J 公司的震動製程中使用兩種藥水，分別為 AL32 及 AL10。藥

水 AL32(如圖 10)的 PH 值偏酸，呈透明無色，為單純將金屬的表

面軟化，所在以震動的過程中比較不會起泡泡。而藥水 AL10 (如

圖 11)的 PH 值偏弱酸，呈黃褐色，由於藥水中含有類似清潔劑的

成分，能清洗表面的髒污，所以在震動的過程中會起泡泡。 

3. 震動機台容量：機台容量大小代表一次性生產的產品數量或是可

加工工件大小，如果體積較大或長度較長之工件，需要較大容量

的機台，而大機台雖然可以對較大之工件加工，也可以一次加工

比較多數量的工作，但越大之機台每次震動加工成本越高，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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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震動藥水(AL10)            圖 11 震動藥水(AL32) 

各工廠會依各自的需求來選擇機台的大小，因為如產工件很小，

也是可以用小之機台的來節省操作之成本。 

4. 震動石：震動石與磨砂製程中的砂帶類似具有粒號之分，粒號數

字越高、磨擦係數就越小，粒號數字越低、磨擦係數就越高，磨

擦係數決定工件表面被磨擦的速度快慢。震動石頭的大小及形狀

有所不同，常是要依據震動工件的大小及形狀來決定搭配的震動

石，震動石大小不同主要是要來增加翻轉密度，讓工件接觸面積

增多，石頭形狀不同主要是看工件的形狀角度問題，不同角度就

需要不同形狀的震動石，例如：圓錐狀(圖 12)主要專攻工件上比

較大面積的部位，用途於粗磨-重研削，而三角形(圖 13)主要專

攻工件上比較死角的地方(春錫機械網頁)。震動石頭材質也都有

區分，有陶瓷珠及小鋼珠用於拋光用，而塑膠石用於研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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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震動石(圓錐形)     圖 13 震動石(三角形) 

5. 震動時間：震動時間主要是影響到表面粗細度，時間越長表面就

越光滑，時間越短表面就越粗糙。 

 

2.3  震動取代磨砂 

在上述說到磨砂的原理原則跟震動的原理原則這兩者之間存在

著很多相同之處，例如磨砂主要是一種對金屬與塑膠物件表面進行塑

型處理的一種加工方式，藉由使用磨砂機與磨砂工具(砂帶、砂輪)將

物件表面進行處理，依客戶的標準進行粗磨、細磨及拋光等不同層次

的磨砂加工處理。而震動主要是一種利用石子與工件表面進行敲撞處

理的一種加工方式，藉由震動機台的高頻率振動使加工物件與研磨石

或鋼珠及研磨劑等均勻混合後，以螺旋渦流狀滾動，使得工件上的氧

化膜、凹洞、裁切痕、磨砂痕減少或消失，達到表面品質要求。磨砂

的砂帶就等同於震動的石頭，兩者皆是對表面進行加工來達到客戶所

需求的品質，在這樣製程有相符合的狀況下，就在思考利用震動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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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磨砂，經過網路查詢到有關震動機台的介紹有說到三次原震動研磨

機，震動研磨乃將所要研磨處理之工件投入充填了研磨材料與研磨藥

劑之內襯桶內，利用外加震動馬達之震動力，使桶內之工件與研磨材

料旋轉流動快速磨擦，以迅速達到工件表面修邊磨光之效果，並大量

節省 人力。採用世界上先進的螺旋翻滾流動，三次元振動的原理，

使零件與研磨石相互研磨。從而去除工件表面的毛刺，氧化皮，油污

等。根據工件材質及形狀的差異可對應選擇不同的震動石及震動藥水。

可有效提高工件表面的光整及光亮度。(富鈿震動，2014) 

 2.4  實驗設計 

英國統計學者 Fisher (1937)提出了實驗設計的基本概念，提出如

何利用機率的概念於安排各實驗中影響結果的因素及水準，並根據實

驗的結果來進行推論。簡單地說，實驗設計是一種統計方法可以用來

瞭解影響製程結果的因素(或稱為製程參數)，除此之外，可以更一步

獲得影響製程因素的最佳水準以提升製程的品質。 

由於製程的結果並非是固定不變的，同樣的因素設定下仍會有不

同的結果呈現，而實驗設計可以利用較少但必要的不同組合的製程水

準(實驗)來生產產品，並分析結果來決定最佳的製程水準的組合，並

不需同將所有的組合進行多次重覆的試驗來獲得結果，對產業界而言，

是一種可以節省成本及時間來獲得最佳準程水準設定的方法。 

http://blog.sina.com.tw/url_verify.php?tit=%E6%8C%AF%E5%8B%95%E7%A0%94%E7%A3%A8%E6%A9%9F%E5%8E%9F%E7%90%86&ref=http%3A%2F%2Fblog.sina.com.tw%2Ffutienvibrator%2Farticle.php%3Fpbgid%3D30516%26amp%3Bentryid%3D634065&url=https%3A%2F%2Fwww.facebook.com%2Fnotes%2F%25E5%25AF%258C%25E9%2588%25BF%25E9%259C%2587%25E5%258B%2595%25E7%25A0%2594%25E7%25A3%25A8%25E6%25A9%259F-%25E7%25A0%2594%25E7%25A3%25A8%25E7%259F%25B3-%25E7%25A0%2594%25E7%25A3%25A8%25E5%258A%2591%25E5%258F%258A%25E6%258C%25AF%25E5%258B%2595%25E7%25A0%2594%25E7%25A3%25A8%25E5%25B0%2588%25E6%25A5%25AD%25E4%25BB%25A3%25E5%25B7%25A5%2F%25E6%258C%25AF%25E5%258B%2595%25E7%25A0%2594%25E7%25A3%25A8%25E6%25A9%259F%25E5%258E%259F%25E7%2590%2586%2F141351542890089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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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CRS 分析原則 

ECRS 分析法，即取消（Eliminate）、合併（Combine）、調整順序

（Rearrange）、簡化（Simplify）。 

一、 取消(Eliminate)：首先考慮該項工作有無取消的可能性。如果所

研究的工作、工序、操作可以取消而又不影響半成品的質量和

組裝進度，這便是最有效果的改善。例如，不必要的工序、搬

運、檢驗等，都應予以取消，特別要註意那些工作量大的裝配

作業；如果不能全部取消，可考慮部分地取消。例如，由本廠

自行製造變為外購，這實際上也是一種取消和改善。 

二、 合併(Combine)：如果工作或動作不能取消，則考慮能否可與其

他工作合併。合併就是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對象變成一個。如

工序或工作的合併、工具的合併等。合併後可以有效地消除重

覆現象，能取得較大的效果。當工序之間的生產能力不平衡，

出現人浮於事和忙閒不均時，就需要對這些工序進行調整和合

併。有些相同的工作完全可以分散在不同的部門去進行，也可

以考慮能否都合併在一道工序內。 

三、 重排(Rearrange)：重組也稱為替換，就是通過改變工作程式，使

工作的先後順序重新組合，以達到改善工作的目的。例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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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工序的對換、手的動作改換為腳的動作、生產現場機器設備

位置的調整等。  

四、 簡化(Simplify)：指工作內容和步驟的簡化，亦指動作的簡化，

能量的節省。 

經過取消、合併、重組之後，再對該項工作作進一步更深入的分

析研究，使現行方法儘量地簡化，以最大限度地縮短作業時間，提高

工作效率。簡化就是一種工序的改善，也是局部範圍的省略，整個範

圍的省略也就是取消。ECRS 原則針對每一道工序流程都引出四項提

問。任何作業或工序流程，都可以運用 ECRS 改善四原則來進行分析

和改善。通過分析，簡化工序流程，從而找出更好的效能、更佳的作

業方法和作業流程 (陳德望 2013) 。 

2.6 結論 

利用上述理論，此計畫在研究將 J 公司的問題點帶入上述理論，

使得製程獲得改善，並且將 J 公司的目標導入改善的製程，使得震動

製程能達到去磨砂化並且取代其製程，運用第三章的實驗設計法來使

得產品達成品質最佳化及製程標準化，來達到節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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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問題陳述  

   束仔於 J 公司目前的製程中，都是必須於廠外進行磨砂後才於

廠內進行的震動，如以現在的廠內的震動製程所提供的條件，要利用

震動來取代磨砂製程的結果是沒辦法達成，不良率可說是 100%。 

於 2.4 節中提及，在實際的製程中是有可能利用震動來獲得磨砂

所需的成果，因此本研究在探討利用震動取代磨砂於 J 公司束仔製程

的可能性。但影響震動的因素有 3~4 種，因此，本研究利用實驗設計

的方法來探討利用震動取代磨砂的可能性，並進一步探討影響結果的

製程因素水準，以期可以改進製程產出率、降低製程變異改善產品品

質及降低生產成本。 

本研究利用實驗設計法來找出最佳參數，現階段的震動所需要的

條件為頻率、時間、石頭、藥水這幾項，這些條件是根據與 J 公司合

作多年的震動設備廠商及震動加工廠所提供的專家所提供的。 

3.2 研究流程 

如前一節所述，影響震動的因素為震動頻率、時間、使用石頭及

藥水，由於機器的震動無法由 J 公司調整，因此，本實驗設計中的控

制因子為震動頻率，在本實驗中固定震動頻率為 45Hz，在此條件下

來觀察使用的藥水、震動石及震動時間對品質的影響。設定此實驗之



 
 

19 

自變因子為藥水比例、震動石比例及震動時間及各因子水準的設定分

別呈現於表 1 及表 2。 

表 1 實驗因子配置 

實驗因子 項目 

藥水 1. AL10 
2. AL32 

震動石頭種類 
1. 錐形石頭 

2. 三角形石頭 

 

表 2 自變因子的水準 

自變因子 
因子水準 

水準 1 水準 2 水準 3 

藥水比例

(AL10:AL32) 
(2:1) (5:1) (1:0) 

石頭比例 

(錐形:三角) 
(2:1) (3:1) (4:1) 

震動時間 2 小時 3 小時 4 小時 

 

在表 1 當中實驗因子有兩項，分別為藥水與石頭，在藥水方面還

有兩個項目，分別為 AL10 及 AL32，AL10 這藥水中含有類似清潔劑

的成分，能清洗表面的髒污，而 AL32 為軟化金屬表面以，而在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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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頭方面也有兩個項目，分別為錐形石頭，功效是在對金屬大面積表

面進行研磨，另一個項目是三角形石頭，功效是針對比較死角的地方

進行研磨，尺兩種石頭加在一起使用可以使束仔這產品研磨品質更穩

定。本實驗設計的進行步驟如下: 

步驟 1：從待震動區拿取原料 500pcs 來倒入震動桶 

步驟 2：設定藥水比例 

步驟 3：設定石頭比例 

步驟 4：開啟震動機電源開始動作 

步驟 5：震動時間過 2 小時，先抽樣拿取 10PCS 

步驟 6：震動時間過 3 小時，再抽樣拿取 10PCS 

步驟 7：震動時間過 4 小時，震動桶內原料 480pcs 全部取出後做全檢

動作，此全檢是品保人員及生產單位人員一同全檢，全檢完

之後分別將 2 小時取樣的 10pcs、3 小時取樣的 10pcs 及 4 小

時取出的 480pcs 都送委外陽極廠做表面陽極處理。 

步驟 8：陽極回來再依 2 小時、3 小時、4 小時的東西全數檢查，陽極

後再全數檢查原因是因為陽極製程會再有酸洗製程，以及染

色製程，這些製程有可能會讓震動完陽極前的東西表面原本

有不良的改變成良品，或者是原先良品的東西變成不良品，

所以陽極結束後需由品保人員及生產單位人員一同進行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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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實驗設計之方法，本研究將依上述步驟進行 7 次實驗，由於

產品的檢查是分別於震動時間 2 小時及 3 小時的抽檢及 4 小時後的

全檢。所以以其他兩因子的高、低水準的組合再加上中心點複製 3 次

來進行 7 次實驗，利用實驗設計軟體 Design Expert 產生 7 次隨機實

驗中各次實驗的參數設定如表 3。 

表 3 實驗設計中震動機藥水及石頭比例設定 

No. 1 2 3 4 5 6 7 

藥水比例 5:1 2:1 1:0 2:1 5:1 5:1 1:0 

石頭比例 3:1 2:1 2:1 4:1 3:1 3:1 4:1 

 

表 4 是紀錄本次實驗設計 7 次實驗中每次實驗的結果，從表中發

現 3 小時抽樣中的不良率有 0%，這是因為在抽樣時並沒有抽到不良

的東西，並不代表全良品，因為在第 4 個小時是全撿，所以不代表 3

小時就是比 4 小時的良率好，因為在抽在表中我們發現在第六次實驗

時不良率異常偏高，此次不良率偏高原因是因為原料在震動製程前表

面就有發生凹洞過深的異常，此凹洞過深過震動也無法克服，所以第

六次時驗完數據就不列入本次實驗設計中，最後利用 Design Expert 軟

體來分析其它六次的實驗結果來檢視成果。圖 14為利用Design Expert 

來進行分析，而其中的第 6 組為本實驗第 7 次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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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實驗設計表格 

No. 1 2 3 4 5 6 7 

藥水比例 5:1 2:1 1:0 2:1 5:1 5:1 1:0 

石頭比例 3:1 2:1 2:1 4:1 3:1 3:1 4:1 

不良率 

(陽極前) 

2 小時 80% 100% 80% 85% 80% 90% 80% 

3 小時 0% 30% 10% 30% 20% 60% 20% 

4 小時 7.5% 20% 20% 15% 10% 45% 25% 

不良率 

(陽極後) 

2 小時 30% 20% 20% 40% 30% 100% 20% 

3 小時 0% 10% 0% 10% 10% 30% 10% 

4 小時 4% 2.5% 2% 5% 6% 30% 2.5% 

 
 

 

圖 14 Design Expert 分析 

 

圖 15 是陽極前的分析結果，結果顯示因為實驗有些是隨機性，隨

機性對結果沒有顯著的結果，沒有一些外來的隨機性因素來影響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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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不論藥水比例(因子 A)或石頭比例(因子 B)以及兩者之間的交

互作用對實驗解果皆無顯著影響，從這可得知藥水比例及石頭比例對

準時沒有影響，A、B 解無影響。 

圖 16 是陽極後的分析結果狀況也是一樣，外在的隨機因子對於

實驗結果沒有直接影響，在藥水比例、石頭比例及兩者之間對實驗結

果並沒有影響，根據這兩個陽極前及陽極後結果，不論是藥水比例、

石頭比例對我們的品質是沒有影響的。 

 

圖 15 Design Expert 陽極前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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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Design Expert 陽極後分析結果 

 

3.3 結論 

根據實驗設計之結果，藥水比例及震動石種類的比例對震動的品

質並沒有顯著性的影響，只有震動的時間對產品的品質有影響，束仔

在 4 小時的震動製程後品質可以符合 J 公司客戶的需求。因此，基於

成本的考量，在藥水比例及震動石種類的比例將以成本最小的藥水

AL32 及圓錐形震動石作為 J 公司在震動製程中的使用原料，並以每

批 4 小時來進行震動的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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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效益分析 

4.1 成本效益分析 

目前 J 公司改善前的束仔加工製程完會送委外加工做磨砂製程，

磨砂製程完會送回 J 公司做震動製程，震動製程完再送委外加工

做表面陽極製程，改善前以每批 2000pcs 來計算成本，改善前後

之製程成本比較如表 5 所示。 

表 5 製程改善前後成本差異表 

製程 
改善前 改善後 

方式 成本 方式 成本 

磨砂 外包 $1/件 - - 

震

動 

藥水 AL10: 1000cc. $43/批 AL32: 800cc. $24.8/批 

石頭 錐形石 0.6Kg $38.4/批 錐形石 0.6Kg $38.4/批 

電費 2 小時 $20/批 4 小時 $40/批 

總成本 $2010.4/批 $103.2/批 

 

改善前的製程為經由外包廠進行磨砂後，再於廠內震動 2 小時。

外包廠的磨砂作業成本為每件 1元；在廠內目前的震動藥水為 AL10，

每次使用 1000cc，所需成本為每次 43 元，使用 0.6 公斤的圓錐石，

震動時間為每批 2 小時，設備一馬力使用一小時的電費是 2 元，目前

J 公司震動桶為 5 馬力，所以每小時需花費 10 元，而每次震動時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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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時，所花費電費為 20 元。 

改善後，利用震動取代磨砂，首先節省了外包磨砂所需的費用，

但為了能有符合品質的產品，將震動時間提升至 4 小時。根據第三章

實驗設計的結果，藥水比例及石頭比例對品質並未有顯著地影響，所

以以最低成本的組合，使用 800cc.的藥水及圓錐石 0.6 公斤來進行震

動製程。仍以每批 2000pcs 來進行，每批所需成本僅 103.2 元，較原

製程縮減 1997.2 元。 

 

4.2 時間效益分析 

目前磨砂製程都是委外，以一批數量 2000pcs 來計算，廠內加工

完會放置帶磨砂區，須等待委外廠商來 J 公司載束仔回去磨砂，等待

時間大概 480 分鐘，而載回去車趟時間約 5 分鐘，在委外廠商做磨砂

製程，磨砂完時間須 480 分鐘，磨砂完放他們店面等隔天早上送回來

J 公司，等待時間是 480 分鐘，載回 J 公司車趟也是 5 分鐘，回到 J

公司放置待震動區及檢驗須等待 240 分鐘，之後震動班人員會過去待

震動區拿料做震動製程，震動加工時間為 120 分鐘，總和以上這些時

間總共加起來約 1810分鐘，以上這是磨砂製程的時間(如圖 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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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束仔改善前流程圖 

製程改震動取代磨砂，這樣流程時間就會有所改變，一樣以一批

數量 2000pcs 來計算，廠內加工完會放置待震動區等待 240 分鐘，之

後震動班人員會過去待震動區拿料過去震動，震動加工時間為 240 分

鐘，此震動時間比較長是因為用震動來取代磨砂這樣震動時間需要增

長，依第 3 章的實驗設計結果，震動時間才是決定震動品質，所以利

用震動取代磨砂所花費總時間為 480 分鐘(如圖 18)。 

表 6 為製程改善前與改善後的差異比較。是磨砂加震動時間花費

1810 分鐘跟改善後利用震動取代磨砂時間花費 480 分鐘，這樣兩者

相減可節省時間約 1330 分鐘。 

加工完待移轉
等待480分鐘

移轉委外車趟
時間5分鐘

磨砂製程加工
時間480分鐘

磨砂完待移轉
時間480分鐘

移轉J公司車趟
時間5分鐘

待震動區及檢驗
時間240分鐘

震動製程加工
時間120分鐘

總花費時間
18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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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8 束仔改善後流程圖 

4.3 製程相符 

磨砂主要功能是將工件表面修整、塑型、拋光等，使之物件符合

客戶之需求標準。震動功能使得工件上的凹洞或裁切痕及磨砂痕減少

或消失，達到表面品質的要求，震動與磨砂這兩者功能都是要達到陽

極前的表面處理品質，可使陽極後回來表面無不良，所以有製程相符

的地方，但要震動取代磨砂有一個先決條件，表面的凹洞或者是裁切

痕不能太過於深，因為太深或者是凹洞太大這就不是震動可以處理的，

所以如果經品保人員判定表面有過深的磨砂痕或者凹洞太大的工件，

也是要先經過磨砂之後再做震動製程。 

加工完待震動區及檢驗
時間240分鐘

震動加工製成
時間240分鐘

總花費時間
48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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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製程改善前後時間差異表 

時間效益分析 

2000pcs 批次 

改善前每批製程時間 改善後每批製程時間 

製程項目 等待時間 製程項目 等待時間 

加工完待移轉 480 分鐘 - 

移轉委外車趟 5 分鐘 - 

磨砂製程加工 480 分鐘 - 

磨砂完待移轉 480 分鐘 - 

移轉 J 公司車趟 5 分鐘 - 

待震動區及檢驗 240 分鐘 待震動區及檢驗 240 分鐘 

震動製程加工 120 分鐘 震動製程加工 240 分鐘 

總花費時間 1810 分鐘 總花費時間 480 分鐘 

時間縮短：1330 分鐘/批次 

 

綜合以上效益看起來震動取代磨砂不管在成本或者是時間都是

大大的降低，成本方面每批次(2000pcs)降低了 1997.2 元，圖 19 顯示

了在製程改善前後在成本方面有了顯著地降低，主要是來自於磨砂製

程刪除所節省的金額；同樣地，製程改善前後時間方面每批次縮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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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分鐘，圖 20 顯示了在時間上也有顯著地減少，而主要減少的時

間大部分都是在等待運送的時間。製程的改善前後雖然在時間和成本

上有顯著地減少，但良率方面卻較改善前差一些，在改善前之良為

99.90%，而製程改變後的良率降為 99.87%，但僅降低 0.03%(如圖 21

所示)。雖然良率有些微的下降，但是長期看下來就算是重工也是非常

的划算，後續方面也是要搭配前段加工的改善，主要是改善在加工所

造成的凹洞及毛邊，讓凹洞不要太深、面積不要太大，而在毛邊部分

更減少毛邊產生以及鋁屑的附著在工件上，這樣也可以大大的提升產

品的良品率。 

 
                  

 

圖 19 成本差異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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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時間差異比較圖 

 
 

 

圖 21 良品率差異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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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為了可以符合客戶需求的價錢及交期，必須在製程上有所改變。

本研究利用實驗設計的方法，結果顯示利用震動取代磨砂製程是可行

的方法。 

本研究利用震動取代磨砂來減少成本、利用磨砂之原理原則，依

客人所需求進行粗磨、細磨、拋光等不同層次的磨砂加工處理。藉由

磨砂處理，將表面修整、朔型、拋光等，使之物件符合客戶之需求標

準，目前台灣金屬、塑料之產品，再經由加工完成之成品。 

利用實驗設計的方法，本研究將影響震動結果的因素藥水和震動

石比例，依不同的比例將進行 7 次實驗，分別針對 7 次的實驗檢驗了

震動 2 小時、3 小時及 4 小時的品質。 

從 7 次的實驗結果顯示，陽極前與陽極後的數據差異性頗大，由

此圖表得知陽極前與陽極後的不良率相差及震動時間越久產品的良

品率差異性越高。表 7 顯示實驗設計結果，顯示陽極前後的差異性的

數據為震動兩小時不良品差異 60%、三小時不良品差異 10%、四小時

不良品差異 22.5%。因此，可知僅震動時間的長短與產品的品質有關，

與藥水及石頭的比例無顯著關係。而且在每批次震動 4 小時後，不良

率可降低 22.5%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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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實驗設計結果 

No. 1 2 3 4 5 6 

藥水比例 5：1 2：1 1：0 2：1 5：1 1：0 

石頭比例 3：1 2：1 2：1 4：1 3：1 4：1 

不

良

率 

2 

小 

時 

(陽極前) 80% 100% 80% 85% 80% 80% 

(陽極後) 30% 20% 20% 40% 30% 20% 

不良率差異 50% 80% 60% 45% 50% 60% 

3 

小 

時 

(陽極前) 0% 30% 10% 30% 20% 20% 

(陽極後) 0% 10% 0% 10% 10% 10% 

不良率差異 0% 20% 10% 20% 10% 10% 

4 

小 

時 

(陽極前) 7.5% 20% 20% 15% 10% 25% 

(陽極後) 4% 2.5% 2% 5% 6% 2.5% 

不良率差異 3.5% 17.5% 18% 10% 4% 22.5% 

 

在前一章節中，以成本最小的藥水(AL10)及震動石(圓錐石)的組

合來進行震動的製程，僅需每次震動的時間設定為 4 小時。在這樣的

設定下，以每批次 2000 件來估計，利用震動取代磨砂，每批次可減

少 1997.2 元，而且製程時間可以縮短 1330 分鐘。 

本研究顯示，在束仔的製程中，利用震動來取代原製程的磨砂，

可以有效地降低生產成本及製程時間，也可以符合客戶需求的價錢及

交期，預期 J 公司訂單可不間斷，方可永續經營。本研究利用實驗設

計的方法，結果顯示利用震動取代磨砂製程是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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