烘焙/食品器具專業設計/製造

三能食品器具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器具龍頭活用3D設計，客製服務/高端品牌齊飛
產品
Solid Edge Classic
商業挑戰
設置創新研發中心，投資 3D 設
計能量

在兩岸食品 / 烘焙器具市佔率超過
50% 的領導品牌，藉由新創的研發
中心導入 3D 設計資源，既強化客製
訂單的處理能力，也投入研究新素
材、新製程和新產品系列，逐步開
發永續經營的新種子。

義美食品、復興航空，還有中國的達利集團、
盼盼食品等兩岸知名的烘焙大廠。
這家創立於 1982 年的烘焙器具大廠，研製
的產品多達二千個品項，主力有烤盤、多連
式、吐司盒、台車、慕司圈、打蛋器、派盤
/ 披薩盤等系列，在台中大里與江蘇無錫設

成功關鍵
食品器具高市佔率，創設研發中心追求永續

有生產據點。該公司在台灣烘焙器具市佔率

同步建模效益

如果有機會拜訪三能烘焙器具集團位於台中

達到七成，部分產品在中國市佔率有五成；

板金直覺式編輯介面，提高設計

大里的總部，走進產品展示樓層時，可能會

其中單是麵包用的烤盤，兩岸年銷量就超過

對那一面叫得出名字的客戶列表，感到震撼

160 萬個。

建置 3D 元件 / 模組圖庫，湧現

變更修改效率

──有統一麵包、85 度 C、全家便利超商、

應用成果
客製訂單時限短，同步建模有利
快速打樣
3D 縮短溝通落差，曲面加渲染
破解難題
無需額外網路金鑰，彈性在內外
部移動討論
與研發部相互合作，主導 3D 設
計專業

solidedge.siemens.com

「SolidEdge 的板金模組能介接
生產現場和研發部的系統，讓我

們順利處理虛擬或產線問題。而

同部建模功能不像順序建模般，
過度講究修訂原則，反而加速客
製訂單的打樣效率。」
研究工程師
鄭原皓

「不像其他廠牌的軟體，SolidEdge
無需採購額外的網路金鑰，就能在
不同電腦使用，不受限於初始安裝
的電腦，或無法在公司其他網路埠
使用。」
研發中心副總監
蔡德昌
三能集團不但持續擴充生產線，充裕供應市

客製訂單多，同步建模有利快速打樣

場需求，在商品開發力更有兩把刷子；除了

三能的研發中心既是集團重要的研究單位，

標準商品外，也承接許多訂製品。然而，他

引進 3D 系統的任務之一，是把設計相關的

們的研發能量並不止於此。

元件與模組，轉換成 3D 圖庫。這項工程對
於既有特殊規格、又要求快速完成的客製

2017 年，在常規的產品研發部之外，該公

訂 單，特 別 有 效 益。一 旦 能 善 用 模 組，就

司增設了創新研發中心，由副總監蔡德昌領

可減少重覆設計浪費的時間，有助於提高

軍。新單位導入 SolidEdge 3D 建模系統，一

設計效率。

方面處理研發部委託的 3D 案子，一方面投
入研究各種新素材、新製程和新產品系列，

在啟用 SolidEdge 後，同步建模、板金模組

肩負開發公司永續經營的新種子。

等功能，很快就展現效益。研發中心的工程
師鄭原皓就表示，板金模組能與現場實務介

接，也能銜接研發部的系統。現在，不管是

非僅如此，產品使用不同的材質，也會影響 「有了 SolidEdge 和 Keyshot 的

虛 擬 或 產 線 實 際 遇 到 的 問 題，可 以 透 過

設計考量。例如，有一款輕量型多連吐司盒，

SolidEdge 處理。

改用成本較低的鋁合金後，因為材質偏軟，
加熱過程會硬化，強度比較高，因而在設計

高度搭配，給客戶提案時，雙方

都能清楚看到設計細節，不再有
對方說不清，或我們做不對的落
差問題。同樣的，這種效益也出

另一方面，三能原本使用的軟體並沒有同步

時就要考慮如何在製程做取捨。另外，有的

建模功能，因此使用順序建模的情況較多。

客戶會要求把幾個多連款式銲接在一起，讓

但有了 SolidEdge，當客製訂單需要快速打

一次烘焙的吐司量最大化。這時，吐司盒之

樣，反倒能短時間完成。鄭原皓認為，同步

間要怎樣銲接才會好看，也透過 3D 圖面看

研究工程師

建模不像順序建模那樣講究修訂原則，反而

效果，邊做邊調整。

鄭原皓

有利於快速打樣的處理。
另外，三能也運用 Keyshot 的渲染功能，協
此外，SolidEdge 的整體持有成本也較具吸

助某家中國的速食連鎖業者，做出底座有弧

引力。「不像其他廠牌的軟體，SolidEdge 無

度的托盤，達成便於堆疊收納的目的。

需採購額外的網路金鑰，就能在不同電腦使
用，不受限於初始安裝的電腦，或無法在公

鄭原皓舉例，「當兩個方型托盤直接堆疊，

司其他網路埠使用。」鄭原皓表示：「如此一

可能會傾斜或歪掉。如果盤子底部有適當的

來，當我們在會議室、其他部門或外部地點

弧度，就可以像超市購物籃那樣，堆疊不倒。」

需要開圖檔討論時，確實方便許多。」
縮短圖面溝通落差，曲面加渲染解難題
此外，SolidEdge 和 Keyshot 的高度搭配，
也讓三能在公司內外部，都提高設計溝通效
率。例如，該公司接很多訂製專案。像是麵
包廠要的《多連吐司盒》，必須配合生產線
的尺寸與輸送帶的間距，這些資料現在都會
顯示在 3D 圖面。
鄭原皓表示：「我們去提案討論時，客戶可
以清楚看到所有設計細節，溝通更明確。不
會像以前雙方只能靠平面圖去討論或想像，
常有對方說不清，或我們做不對的落差問題。
同樣的，用了 Keyshot 也幫助公司設計部和
製造現場之間的溝通效率。」

現在公司設計端和製造端的溝通
討論。」

三能選 SolidEdge 的原因之一，在於軟體的
運算核心是西門子自有的，支援的檔案格式
多，可以讀取中繼檔或其他軟體的格式。鄭
原皓直言，「這個特點讓我們有辦法讀取客
戶的 CAD 檔，並且用曲面和渲染功能，順利
處理這個案子。」
新創刀具品牌，專攻中高階市場
三能的主力銷售採通路模式，供應給烘焙材
料與器具行為多，同時也經營訂製業務，客
群遍佈台灣各大連鎖餐飲店、連鎖超商以及
連鎖咖啡店、連鎖速食店等。
然而，這筆訂單做得出來，正巧是在三能引

目前三能的研發部和研發中心各司其職，又

進 SolidEdge 之後。當初，客戶自己的 CAD

相互合作。鄭原皓表示：「公司的訂製品設

軟體只能做曲面，但無法精確調整弧度，導

計由研發部門負責。但因為我們研發中心對

致初始設計圖做出來的托盤，底座角度有偏

3D 建構能力較強，於是有些急迫的案子，

差，堆疊的密合度和預期高度，不甚理想。

兩方就會合作解決。像前面提到的多連吐司

為了修正這個問題，該客戶向三能尋求幫忙。

盒就是一例。」

方案 / 服務

2018 年，三 能 新 創 一 個” SANNENG 「雖然這些刀具很簡單，但中間的開發過程

Solid Edge Classic

Premium” 品牌，創業作是鋼材的主廚刀。

一點都不馬虎。我們反覆研究，也跟特約廚

這個品牌系列走中高價位的刀具，最貴的售

師和製造端多方討論。」鄭原皓表示，未來

客戶業務
三能食品器具公司，專業研製
烤盤、多連式、吐司盒、台車、
慕司圈、打蛋器、派盤 / 披薩盤
等 系 列，客 群 遍 佈 亞 洲 各 國，

價達四千多元。負責研發的研發中心工程師， 還將有一系列的 Premium 刀具，鎖定家用
就採用 SolidEdge 做設計，從刀具握把的人

市場，因此在刀具的配色或外盒包材的選用，

體工學、鈦金屬鍍膜到抗菌處理等細節，處

都會營造家用的溫馨感。無疑地，研發中心

處可見心思。

設立的創新研究初衷，正在研發設計人員的
努力下，一步步交出亮眼的成績單。

並於 2017 年新創刀具品牌，專
攻中高端市場。
http://www.wxsanneng.com
客戶所在地
臺灣
台中市

「這個特點讓我們有辦法讀取客戶
的 CAD 檔，並且用曲面和渲染功
能，順利處理這個案子。」

合作夥伴
敦擎科技

研究工程師
鄭原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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