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太集裝設備製造、精密機械鈑金製造

台灣懷霖工業
好設計成就好製造，航空集裝設備商致勝秘訣
產品
Solid Edge Classic
商業挑戰
利用 3D 設計軟體，因應頻繁
的客變，提升鈑金加工效率
成功關鍵
選用 Solid Edge 提升鈑金加工
效率和精準度
西門子 PLM 軟體合作夥伴敦
擎科技給予支持
軟體人機介面親和好用
應用成果
透過 Solid Edge，減少設計過
程的時間浪費
圖稿更精準、拆圖更容易，縮
短加工時間
建立 3D 圖稿網路資料庫，鈑
金加工降低錯誤率
平板電腦線上看圖拆圖，建立
無紙化環境

台灣第一、全球十大的航空集裝設備
商，運用 Siemens Solid Edge 強大
的設計功能與鈑金模組，成 功在設
計與鈑金作業之間，建立高效率、高
精準度的工作品質，並打造無紙化的
環保環境。
專精航空集裝設備 30 餘載，躍升全球 ULD
十大品牌
創立於 1970 年代的台灣懷霖工業（下稱懷
霖），原本從事 機械外罩的研發製造，以大
樓配電盤和電信配線箱為主。1984 年，懷
霖響應國家推動航太工業政策，參與工業局

的主導性計畫，後續 30 多年成功在航太領
域繳出好成績。
懷霖順利轉型的關鍵，在於跟工研院合作研
發全系列的航空用集裝設備（ULD）
，包括貨
櫃、貨盤和貨網等產品，可直接安裝固定於
各型飛機艙內。
歷經 30 多年在航太領域的深耕，懷霖不但
領先同業，取得美國聯邦航空總署的設計許
可證書；也躍居台灣第一且最具規模的航太
品牌，更是全球 ULD 十大製造廠當中，唯一
的亞洲品牌。

www.siemens.com/solidedge

“ 透過西門子代理商敦擎團隊的
協助，我們順利在無線網路環

境導入 Solid Edge，從雷射折
曲、焊接組裝到點料作業等，
都轉換成無紙化環境，減少紙
張使用，對環保盡份心力。”
懷霖董事長劉華宮

重視設計力，Solid Edge 減少時間浪費

得頭昏眼花。但 3D 軟體可以立即看出材料

探究懷霖在航空集裝設備的經營要素，產品

裁切後，是否無縫搭接？是否吻合沒間隙？

設計力是關鍵之一。該公司不吝投資先進設

哪裡有干涉或間隙，很快就檢查出來，一目

計 與 製 造 系 統，其 中 導 入 3D 設 計 的

了然。
」

Siemens Solid Edge 系統，更在設計與鈑金
加工兩大重點範疇，顯著提升生產效率和精

Solid Edge 帶來的另一 個差 別是，以前 2D

準度。

要看懂實虛線，工程師得有立體概念，才能
正確組合所有側邊和正面的圖面。而有了組

懷霖董事長劉華宮肯定，Solid Edge 的使用

合，才談得上展開。但有了3D 建構出來的圖，

確實減少設計過程的時間浪費。他表示，
「以

要拆解很方便，也很快就知道做出來的產品

前用 2D 軟體，設計圖有很多實虛線常常看

樣貌。

“我們將發揮在 Solid Edge 累積的使用經驗，有效
用於開展新產品項目，取得更好的研製優勢。
”
懷霖董事長劉華宮

Solid Edge 鈑 金 效 益高，效率 與準度同步

另一方面，西門子的代理商敦擎科技也派專

上揚

人協助懷霖做重要的係數設定。這個工作涉

對懷霖來說，Solid Edge 的鈑金模組堪稱使

及使用的模具加工機和獨特的專業技術，必

用效益的榜首。該公司一座導入 3D 四年多

須逐一在 Solid Edge 進行細部設定，才能讓

的工廠，就以平板電腦線上看圖的無紙化環

鈑金作業達到最佳精準度。

境，建立台灣先進又環保的鈑金廠標竿。
舉例來說，一個物件原先一次就折好，但實
劉華宮指出，「鈑金的第一道關卡就是拆圖。

際展開時會有困難。也許板子尺寸不夠，要

早期師傅用 2D 軟體拆圖，必須有相當的視

拆成兩塊，否則現場沒辦法製造。早期的做

圖能力，才做得好。用了 Solid Edge 後，設

法是先拆成兩件，並重新建構 3D 圖，再把

計者可以看得很清楚，設計出來是不是合客

兩板子結合起來。現在省事多了，懷霖依據

戶的意，全部設計好彙整之後，要拆圖也有

加工實際需求，
任意從 3D 圖拆解成兩個工件，

自動展開功能。展開後，一件一件拉出來非

而不必再經 歷無謂的「拆解→建構 3D→再

常方便，效率確實提高很多。
」

拆解」試錯過程，省時又精準。

而線上看圖的作業方式，讓銲接師傅做雷射
折曲時，直接從網路資料庫把圖號叫出來，
就能在平板電腦縮放自如，看清楚組件的折
曲和接合細節。這種無紙化的作業，顯著減
少現場焊接人員可能發生的錯誤，加工處理
速度也更快。
導入瞄準成熟時機，係數設定精益求精
然而，懷霖也經歷過一段觀望時日，才接納
採用 Solid Edge 的鈑金自動展開模組，關鍵
在於效果和速度都有顯著提升。
「這類拆圖功能早就有，但當時仍採取單件處
理、再建構 3D 的做法，遠不如我們直接用
2D 建構和拆圖來得快。
」劉華宮直言，
「但
Solid Edge 無論在鈑金效果或處理速度，都
符合我們的期望。現在，圖稿可從任何地方
拆解，沒有制式的順序讓整體鈑金作業彈性
高，速度又快。
」

劉華宮肯定，「這是我們一直想要的功能，

此外，劉華宮也提到 Solid Edge 擬真功能帶

縮短客戶變更設計的處理時間。客戶無論再

來更真實的配色效果。有別於以往的單色限

怎麼頻繁變動細節，我們都能迅速回應。
」

制，擬真功能在設計產品特別派上用場。因
為懷霖有自己的廠內噴漆設施，鈑金件的配

設計生產兩端透通，好設計才有好製造

色透過擬真功能多次模擬定稿後，就可以根

另一方面，有時候生產加工現場的師傅會反

據色卡去調色，噴出一模一樣的外觀顏色。

應，不妨改用其他尺寸或板材來做比較好。
這時 Solid Edge 能讓設計和生產兩端的人員
直接在 3D 圖面討論優化，並觀看調整後的
結果，進而產生更有利於生產的好設計。
非僅如此，3D 軟體也讓懷霖降低新手工程
師的學習門檻、加快上手速度。劉華宮舉例，
「以前鈑金工程師要做到 99% 準確度，大概
要訓練 2~3 年，這其中因為誤差而耗損的材
料不計其數。但採用 Solid Edge 以來，不但
拆圖準確度提高，材料報廢率也大幅減少。
」

“本公司向來不吝投資先進的設計與製造系統，特別
在導入Siemens Solid Edge系統後，確實在設計、
客變與鈑金加工等重點項目，顯著提升生產效率和
精準度。
”
懷霖董事長劉華宮

方案 / 服務
Solid Edge Classic
客戶個人業務
台灣懷霖工業從事航太相關產
品、精密機械鈑金設計製造，
並提供貨網於桃園國際機場的
就近維修服務
www.fylin.com.tw
客戶所在地
臺灣
台中市
合作夥伴
敦擎科技
www.solid-edge.com.tw

無紙化環境，鈑金拆圖盡在平板電腦
懷霖鈑金廠的作業改變，也邁向全網路、無
紙化環境。現在銲接人員讀取網路資料庫的
3D 圖檔，透過同步建模功能，就能直接在
鈑金端拆圖施作。這種做法一來減少紙張輸
出，由主管級員工配備的專屬工業平板電腦，
直接點看拆圖──也保證資料更新，排除可
能的失誤。
目前，懷霖把產線的作業流程，經過 Solid
Edge Viewer，把 所有工作分配在詳列在網
路系統。明天的工作分配，今天生管就編派
好輸入系統，同時也備妥相關的圖號，讓人
員清楚知道隔天的任務內容，上工就位更有
效率。
劉華宮表示，「透過敦擎團隊的協助，我們
順利在無線網路環境導入 Solid Edge，從雷
射 折曲、焊 接 組 裝 到 點 料作 業 等，都 轉 換
成無紙化環境，減少紙張使用，對環保盡份
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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