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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已有許多車廠透過汽車租賃或 Car Sharing 專案，來推廣
新能源汽車的使用，如【表 1】所示。其中，滴滴出行提出未
來 5~10 年，旗下所提供的移動服務車輛中，EV 占比將從目
前不到 1%，提高到 50~70%。( 現階段滴滴出行在平台上登
記的車輛數高達 2,000 萬輛；其中，EV 車輛為 20 萬輛。)
表1 中國新能源車租賃及汽車共享專案
時間

2014/6

企業名稱

專案內容

■ 合資成立新能源汽車租賃與汽
北京汽車、台灣 車共享營運公司
富士康科技
■ 合資公司採用北京汽車電動車

簡單則最好：
論扣件金屬成型之
設計
文 / Peter Standring

款作為營運車輛
2015/5

2016/11

力帆汽車

VW、滴滴出行
網約車公司

■ 成立汽車分時租賃營運公司，
採用該公司的力帆330EV、力帆
620EV

我們所知的金屬成型

■ 滴滴網約車於2016/9月宣布
計畫在5年內投入100萬輛新能源
車用於汽車租賃及專車服務。

金屬成型並不是一種冶金術。想當然爾，我們都知道
必須要有金屬才能將它成型，但金屬的科學實則是透過超
過一世紀的嚴謹研究累積的知識，才得以驗證出來的高深
學問。

■ VW與中國滴滴出行簽屬合作
協議，希望能透過與滴滴的合作推
動在中國市場的電動車輛銷售；並
在移動服務領域上與滴滴展開全面
合作。

同樣地，我們可以透過早期建築經驗來檢視金屬遇到
各種力道時會怎麼運作。針對永久變形涉及的應力(stress)
與應變(strain) 所做的學術分析已經發展到數值模擬軟體
的階段。

四、結語
根據 2017 年 4 月底中國工信部、發改委、科技部所聯
合發布的《汽車產業中長期發展規劃》中，更提出產能過
剩風險已經顯現的警告。除了產能過剩的問題外，雪上
加霜的是，大型的本土汽車品牌正從較小品牌手中奪取
市場份額；包括美國 GM、Ford 等這些外資廠商在中國的
市場利潤，均已呈現下滑現象。
整體來看，中國汽車市場規模雖不斷變大，但成長
趨緩、已步入中速狀態，且市場競爭日趨激烈。但在新能
源車方面，中國政府大力推動電動車的政策已有所奏效，
根據美國 IEA 近期的報告顯示，從 2016 年的電動車銷售
數量來看，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動車市場，
2016 年有超過 4 成的電動車在中國賣出，該數據是美國
的兩倍。除了政策加持外，整體新能源車產業在經濟規
模擴大後，伴隨著技術提升、多元化商業模式的發展，預
期將成為中國汽車產業另一個翻轉成長的主要力道。

1. 中國NEV範圍包括EV、PHEV、FCEV。
2. 資料來源:中國汽車技術研究中心(CATARC)合作報告
3. 資料來源：Markline資料庫根據中汽協、各整車廠廣宣
與報導資料進行預估。
4. (以全長10m以上的非快充類EV客車進行估算)根據2015
年版的補貼政策，中國中央政府補貼金額為40萬元人民
幣的情況下，若地方政府的補貼與中央政府為1：1，則總
補貼金額可達到80萬元人民幣。但2017年調整後的補貼
政策，以前述案例情況，中央與地方合計總補貼金額最
多僅45萬元人民幣，減少35萬元人民幣。
5. 2016年12月20日，中國國務院<政府核准的投資項目目錄
>中提到：今後將控制新增傳統燃油汽車產能，原則上不
再核准新建燃油汽車市場企業。新建新能源汽車生產企
業需具有動力系統等關鍵技術和整車研發能力。

透過這些先進的系統，我們可以設定工具和工件的幾
何數值、輸入材料以及其流體特性、摩擦條件和工具的移
動，然後按下按鈕便能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於需要時反
覆模擬。
雖然用這些軟體工具來預測成功與失敗率是很棒的事
情，但這些工具產出的分析結果受限於系統使用的演算技
術以及建立模型所使用之數據的精準度。因此操作這些軟
體人員的最低要求是必須有解讀力與直覺力，並了解軟體
的侷限。
年輕的鍵盤操作者可能很快就可以得到結果，但睿智
的長者的腦袋能夠做出理智的判斷。若材料製造商能夠讓
顧客取得產品的製程數據，大家都會受益，金屬成型的模
擬技術就會通用全球。同樣地，如果金屬成型設備的製造
商提供產品相關的運動學(kinematic)數據，且該數據型態
可以讓模擬軟體使用的話，就能看到每一個模擬軟體的下
拉式選單會出現其中兩個基本變量。
如果說「專業」這個詞隱隱代表了對於某個主題的知
識與了解，那麼上述的金屬成型目前發展看起來還不錯。
但若不考慮這一點，從「程序」觀點來看的話，實則並非如
此！

金屬成型程序
在3D空間的真實世界裡，沿著或環繞笛卡爾XYZ座
標軸的移動(movement)會定義所謂的六自由度(six degrees of freedom)，本體藉著此自由度得以移動。另一事實
是，一個物體只能承受三種荷載，意即張力、壓縮力和剪
切力。但如果等同的力道，不論是張力或壓縮力，同時沿著
每一個座標軸施加到一個容易延展的金屬立方體上時，所
導致的流體靜應力在只會壓縮的狀態下產生彈性變形，或
是在拉伸的狀態下最終導致突發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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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金屬在「塑性」的範圍內變形，軸差(剪切)應力(意即X、Y、Z軸荷載
之間的應力差距)必須不同，且差距必須達到金屬的降伏應力。讓學生學得
很痛苦的莫爾應力圓圈圖就能展示如何善加運用金屬成型設備。以滾壓薄
金屬條這個簡單的例子來說，它說明了施加橫向的前/後張力會如何使輥輪
間隙的作用力大幅降低。這是多數累進式變形的科學原理，在此原理中，透
過連續或不連續的擊打，使工件在一連串的階段中變形。一個典型的例子就
是透過捶打來使鉚釘閉合，或在閉合的階段中讓工具去滾壓或環繞式施壓
成型的鉚釘頭部。
考量工具的形狀和工具移動的軌跡，金屬成型過程的分類方式完全等
同於金屬切削過程。使用機床時，「成型」作業包含了將擁有某個形狀的工
具埋入工件中，使工件成型出與工具相對的幾何形狀。這等同於在單一作業，
或在任何的單站式開/閉模成型作業中，將鉚釘閉合。
用車床來打個比方，做為另一種方式，一把單點切削刀具可以用來「生
成」一個形狀。不同於成型作業的是，此與工具的幾何形狀無關。同樣地，這
類似旋轉鉚接作業或滾壓成型作業。
車床的單點螺絲切削作業會結合「成型」與「生成」的元素，如同橫向滾
軋的作業(1)。

學習過程
「需求乃發明之母」 這句老諺語說得可真沒錯。當工程師在20世紀初
期知道發明更大型的設備絕對不是最好的進化方式時，開始對累進式變形的
過程有了興趣。他們認識到，透過減少工具和工件之間瞬間接觸的面積，就
能利用大幅縮減的力道來達成所需的變形。這代表要採用更多複雜的機械
式移動(而非以往傳統的單軸式移動)，因此成了應該要達成的目標。

圖1. 布里德的鉚接工具

從東歐集團國家的出現直到蘇聯解體的這段期間，累進式變形有了可觀
(美國專利號 2, 739, 726)
的研究進展。這些「管制經濟體(command economies)」中，缺乏有競爭力的
市場、製造業集中化以及受教程度高卻厭倦平淡的勞動人口透過自己想出的金屬成型的創新製程，發展出如雨後春筍般眾多的
創意設計來改善工件使用的材料。
隨著全球對製造業的成本意識與環保意識變得更重要，許多汽車和航太產
業開始採用累進式變形的情況也讓人非常感興趣。當然今日所有的製程都採用
CNC機台，這在多軸、多工具的累進式變形方面來說，代表著要先知道如何設定
機台以獲得想要的結果。
這就是麻煩所在。設定複雜的成型機所需的知識是企業所屬的一種「專利資
訊」，是企業經過投資以取得的資訊。提供套裝模擬軟體的人會喜歡有這種機會
來投資研發製程的框架。若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取得「專利資訊」! 身為產業的
供應商，模擬軟體的開發商就會想把產品銷售給其他在同一市場下競爭的企業。
自古以來，資訊的交換一直都是透過四處周遊的銷售人達成的。像蜜蜂傳
播花粉，銷售人不管到了何處都會播下新點子的種子。觀察線上的訂購將如何影
響、改變、取代古老的知識傳遞。

累進式變形應用在緊固作業
專利局總充斥著新舊的創新點子來應用在緊固住金屬零件的專用機械上，或
用來生成形狀以緊固住金屬零件。有三個例子可以說明簡單且合理的點子是怎麼
想出來的，通常是因為有欲望想要獲取新的專利，或因為想展現設計師精湛的工
程技藝。但接下來您就會看到，若對製程沒有基礎的了解，每重複做一次工就會與
「優良的實務作業」更漸行漸遠。

圖2. 德松與其他人的鉚接裝置
(美國專利號 2, 185, 939)

圖1所示的是所謂的旋轉式或軌道式鉚接系統簡易設計。在這個例子中，所
示的槌具是用來使中空的鉚釘閉合，但它可能也擁有一個端部，會使其他種類的
鉚釘閉合。工具固定架轉動的時候，傾斜的槌具軸線在固定架中會導致槌具繞著
頭部的滾動軸來滾動。圖中球體的作用就像是一個壓緊環，而工具與工件接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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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注意，樞軸點(垂直軸線和傾斜軸線的交叉處)就位在下方
食指與筆的表面上。這個因素是所有槌具設計的重要關鍵。簡易的
幾何形狀分析會顯示，由於變形的鉚釘表面不同於槌具的表面，
所以在幾乎任何接觸點上，鉚釘之軸線和槌具之軸線的雙圓周率
關係也會各自不同。這代表槌具受鉚釘表面的摩擦力所驅動的沿
著軸線上的角速度可能大於或小於鉚釘的角速度。因此，在這個具
體的例子裡，有需要讓槌具沿著自身的軸線轉動以減少表面的刮
痕。
圖2中的樞軸點位在一個水平面上，平面與被鉚接的材料頂部
保持一致。我們把焦點回歸到筆的例子上，等同於用下方的拇指與
食指垂直夾住筆。必須要讓上方的手指沿著虛軸轉動並同時使之
往左或右移，形成螺旋式的移動。
明顯地，這個動作發生時，下方手指和拇指的樞軸點會形成那
隻筆移動軌跡的鏡像。此外，在此動作的同時，你會注意到，筆沿
著自身軸線旋轉的方向相反於上方手指旋轉的方向。這就是前述
的摩擦效應。

圖3. 德拉高恩的鉚接系統 (美國專利號3, 990, 285)

除了解決槌具軸線在受控的情況下發生傾斜的問題之外，槌
具/鉚釘接觸面(位於樞軸點之上或下)的幾何形狀之間的差異會導
致表面嚴重刮傷和翹起。此外，槌具的設計似乎沒把圖1所示的自
軸旋轉相關要求或是可能採用的潤滑方式納入考量。
筆者承認圖3的設計十分極端，而且在一年後取得的專利中確
實被設計者簡化了。

成的摩擦力會導致槌具沿著自身的軸來滾動。須注
意的是，圖1所示的只是眾多設計當中的其中一種，
而最先出現的設計可能來自於1908年的布里德先
生(2)。
設計師稱圖2法國人的點子可以用在飛機產業。
原則基本上等同於第一個情況，但不包括接下來要
講的這個狀況。槌具的固定架在垂直的位置上開始
動作，且它的軸線在過程中會傾斜到圖所示的位置
上。明顯地，此操作必須逆轉才能取出槌具，必須
透過使用彈簧來達成。
第三個例子(圖3)在筆者眼中似乎是一種創意
設計工程的大雜燴。此圖所示的設計基本上是重疊
了前兩者的形式，但以此例來說，槌具的固定架除了
會沿著自身的軸線轉動之外，編號21的軸桿(負責驅
動編號65、66、67的小齒輪)也會驅使固定架轉動。
從眾多案例中選出的以上三個例子，顯示出縝
密分析的工程師可能會有的疑問：「我們到底想達
成什麼？」
拿出一支筆，用你的兩根食指垂直夾住它，這
是在模擬槌具的軸線。現在將位於上方的手指往左
或右移，同時讓下方的手指保持靜止不動，模擬槌
具的軸線傾斜的樣態。接著讓下方的手指保持靜止
不動，同時讓上方的手指沿著向上延伸的虛軸來轉
動，模擬工具的軸線在鉚接作業中的移動，也稱作
旋轉式或軌道式移動。

回歸到例子上，第三個例子(類似於馬西尼克為軌道式鍛造機
做的設計)是用兩根食指垂直夾住筆。透過緊固住前述的工具固定
架齒輪並以相同速度往同方向旋轉，就有可能讓槌具的軸線沿著
圖1所示的垂直軸線做轉動。若讓齒輪以相同速度往不同方向轉
動，就會使槌具的軸線從某一邊晃過去另一邊，就好比支撐著筆
的下方手指靜止不動時讓上方的手指在平面上由右往左再往後移
動。
藉著選擇不同的齒輪比，這個設計可能會使槌具的軸線依循
一個連續的螺旋式移動軌跡向內與向外移動，或透過更多晃動與
更少滾動(反之亦是)做花瓣式移動。在此具體的例子中，槌具沿著
自身的軸線轉動後就被緊固住了。藉由考量到時常變動的尺寸、
形狀，以及工具與工件接觸的位置，就能推測出在鉚釘上形成的
槌具迴轉效應。要模擬出這種接觸的狀況很不容易，因為模擬會
同時呈現出各種移動產生的正面與負面結果。

結論
所有工程師都應該要意識到，藉由搞懂設計，良好的設計會
做到功能上的簡便性。若已知最終得出的解決方案是對的，那麼
花費時間去勾勒出真正的問題所在終將得到回報。解決方案的簡
便性要夠證明最初投入的心血值回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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