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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機械元件之功能與關聯建立機械設計模組之研究 

 

劉正良  陳育琛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國科會計劃編號： NSC-92-2212-E-002-055 
摘 要 

    本研究嘗試以機械元件的功能與關聯建立機械設計模組，將機械元件依功能分類，配合功能類

別間特徵外型之關聯，表現於機械設計模組上。依據元件特有的屬性，設計者可以依設定的屬性選

擇適當的元件。依據功能類別間的關聯利用設計模組搜尋相搭配的元件，搭配以屬性選擇適當的元

件，進而組成整個系統，以輔助設計者從事打樣設計的工作。 

關鍵詞：功能分類、特徵外型、屬性、機械設計模組、打樣設計 

 

A Study of Mechanical Design Module  Establishment Constructed by Functions  
and Relationship of Mechanical Elements  

 
Abstract 

This work attempts to establish the mechanical design module from the functions and attributes of 
the mechanical elements. The mechanical elements are classified by their functions and function pairs. 
Their relationship of the characteristic shapes and functions are represented in the mechanical design 
module. Through choosing suitable elements based on matching attributes and the uses the mechanical 
design module , the whole mechanical system is thus established. Consequently, mechanical design module 
can assist designer in carrying out layout design, so that the designer can show his design concepts 
systematically.  

Keywords: classification of design functions, characteristic shape, attribute, mechanical design 
module , layout design 
 

1. 前言  

機械設計是偏重心智表現的行為，一般認為設計是需要經驗與創意的，加上現今的系統日益複

雜，需要更長的訓練與更多的人力才能完成，所以有了設計方法的產生[1][2]，嘗試以系統化的方

法，讓設計人員有所依循，能更有效率的從事設計工作。設計方法雖提供了標準化的程序，但在實

際的設計工作上，仍需要設計人員以經驗來判斷及選擇設計方案或元件，且沒有實用的方法能加以

輔助，因此經驗仍是設計人員最重要的資產。如何有系統的幫助這些設計人員拓展自己的知識與經

驗並做出正確的決定，就成了一個新的需求。 

所謂的「經驗」並不是一個可以具體描述的東西，而是許多心靈層面表現的總稱，傳統的哲學

家認為經驗是人類主動認識能力的成果，結構主義者則提出了「結構」一詞來統一具體與抽象、內

容與形式的關係。李維史陀[3]認為「結構」是超越經驗的，是內在的而先天的，且無意識地影響著

人類的行為。結構主義的方法在於將所有的系統視為由有限的模式以各種組合方式表現出來的，而

最初的模式就是「結構」[4]。無論是語言學、社會學或是心理學都可以採用結構主義的方法而產生

了結構語言學[5]、結構社會學與結構心理學等。 

而機械的系統是由有限的機械元件加以選擇組合之後所組成，與語言學的結構相近，因此將結

構主義的方法應用在機械設計上，提供了研究機械設計一個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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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的設計問題遠較從前複雜，單純地以圖面直接進行設計已經無法順利達成設計的目標，因

此出現各種設計方法，提供了設計者在進行設計時可以因循的步驟。而在機械設計中，雖有許多方

法及工具可以幫助分析性的設計工作，然而對非分析性工作的輔助工具則相當缺乏，其原因是從事

設計者不瞭解非分析性機械設計的結構，所以無法建立針對非分析性工作的輔助工具。 

如果能夠找出機械系統的基本結構，解析設計人員在進行設計時的心裡歷程，就能夠將機械設

計的經驗以特定的模式保存下來，進而建立輔助設計的工具，如機械設計模組。而結構主義提供了

一種研究方法，透過「深層結構—轉換規則—表層結構」之觀點，來探討事物的本質及其表象的關

連，及其中轉換的過程。對機械設計而言，結構主義的方法不僅是將已存在的零件、圖形加以分析

整理，更能探討設計者在進行設計時心智運作的過程並且加以保存，所以結構主義的方法論提供了

一種新的概念來詮釋機械設計。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提供一種方法，建構機械設計模組及應用設計模組幫助設計。應用此方法可

將既有的設計以圖與表的方式保存原設計者所運用的知識與巧思，藉此建立完整的機械設計模組，

且可以不斷的擴充。而應用機械設計模組的方法，可讓設計人員在進行新的設計時，能夠藉由機械

設計模組的資料，進行合理的設計，建立機械系統的打樣圖。 

 

2. 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 

2.1.結構主義的基本概念 

結構主義者所說的「具體的存在」指的是該事物特殊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能與其他事物的存在

相區分的具體標誌，所謂的「結構」包含「形式」與「材質」，並且是一種「存在的方式」，一個具

有獨特結構的事物應該要發揮其功能才是具體的存在。那「結構主義」又是什麼？當人感覺到某些

現象時，由於感官的運作方式，以及人腦整理、解釋外來刺激的方式，使人會賦予這些現象一些特

徵[4]，就是人類把周遭的時空連續體切割成片段，相對的，人類製作物品、安排儀式、或者記述歷

史時，也都以所認識的自然為模擬的對象。 

結構主義之父李維．史陀認為哲學家和人類學家的基本任務要做到最精確、最有意義和最簡單

明瞭地描述人類群體的社會行為，說明和解釋各種社會現象，在結構主義者看來，結構主義實際上

是處理這些問題，並為回答這些問題而整理事實材料的一種方法，結構主義者把自己的哲學看做是

一種方法論。它的精髓與基本部分是由一系列叫做「結構主義的方法」所構成的[4]。 

欲將結構主義的方法應用在機械設計上，必須將一些結構主義的基本觀念，以機械設計的觀念

加以解釋，以下就是一些應用於機械設計中的結構主義重要觀念。 

一、物件— 關聯 

在結構主義的觀念中，所謂的「結構」並不僅僅是單純的將所有分子相加在一起，而是其中的

分子以某種形式存在著，且還包含許多的限制與關聯所一同組成的。如果以「物件」來當作結構中

最小的組成分子，而「關聯」是決定結構形式的性質，則可以說一個結構是由其中所有的物件經由

某些關聯而組成一個具有特定形式的集合。由此觀點來看，機械系統亦可視為一種結構，因為在機

械系統中的零件彼此之間組合都具有特定的關聯。 

二、二元性 

在結構主義者看來，所有的動物都具備有某種區分範疇的能力，而這些區分出來的範疇基本上

是成雙成對的。在這些基本範疇的基礎上，再形成更複雜的、反應各種相互關係的範疇。所以一切

關係最終都可以還原為兩項對立的關係，於是在結構主義的方法看來，每個關係中的每個元素，都

可以根據自己在對立關係中的位置以及在整體模式中的相對位置，被賦予其本身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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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機械元件而言，某種元件之所以會存在，會被人們使用至今，必定是其具有與其他元件不同

的特性。如果能找出各種機械元件間的二元對立關係，便能定義出機械元件在整體機械系統中的相

對位置。 

三、轉換概念 

結構主義認為所有能觀察到的人類行為與社會現象，都是源自於一個人類深層的普同結構，但

這個普同結構是無法被觀察到的，而且外顯的現象十分複雜，也無法直接歸納出結構的本體，因此

結構主義者提出了「轉換」的概念。結構主義者透過「深層結構— 轉換規則— 表層結構」的觀念對

事物的本質與表象進行研究，換句話說，轉換規則的建立就是找出深層結構的方法。 

如果將設計完成後的機器視為外顯的表層結構，其表現了設計者深層的普同結構，那麼應用結

構主義的方法應該也能找出一套機械設計的轉換規則，以得到機械設計的深層結構。有了機械設計

的轉換規則後，便可應用來輔助從事新的機械設計。 

四、類項與聯組 

在索緒爾研究語言的共時性之後，發現類似性關係與連接性關係這兩種主要的關係。前者為一

種互相對比而又可以互相替換的類似關係，索緒爾稱其為類項關係（associative relations）；後者為

一種構成語言序列的各元素之間的連接關係，稱之為聯組關係（syntagmatic relations）。在語言的序

列中，一個元素的價值不但取決於與那些能替換它的元素間的對比，也取決於序列中在這元素前後

的各項元素。所以類項關係決定了可相互替換的元素間的對比，而聯組關係則決定了組合的可能

性，即可能組成各元素間的序列的關係[5]。 

2.2 機械設計模組 

以結構主義的方法來進行機械設計結構的建立，先前之理論發展是從結構主義語言學中獲得其

與機械設計的關連，再建立結構主義觀點的設計模式，最後逐漸發展出以模組的形式來表現機械設

計結構。以下就對機械設計模組發展的一系列做回顧。 

2.3 結構主義與機械設計的關連 

Liu 和 Lee [6]從結構主義的觀點探討機械設計，曾嘗試找出將結構主義觀念與機械設計加以

連結的可能性，探討了機械設計與語言的相關性，如表 1所示，並指出語言行為及設計行為都是符

號思考的過程，在設計的過程中，設計者同時運用圖像和語言的符號來進行思考，此兩種符號是設

計者藉以思考與傳達訊息的媒介。 

表 1 機械與語言結構的類比 [6] 

語言 機械 
意義 功能 
文章 系統 
段落 次系統 
句子 模組 
字 零件 

2.4 語言學在機械設計的應用 

Liu 和 Shyu [7]從轉換生成語法的觀點探討機械設計之創新行為，以語言學的方法來建立機械

設計的模式，他認為機械設計有語言之創造性特質，都是以有限的元素產生無限的設計，可以發揮

無限的創造力。而藉由界定設計語法中的語素—「基本設計單元」，即可在各設計範疇中套用，如

同語言一般。語法的轉換規則可幫助設計過程的表達，並可輔助設計者從事系統的合成。 

而後黃凱立從結構主義與結構語言學之觀點建立機械設計模式之雛形[8]，認為若把零件當成

機械系統中最小的設計單元，則這樣建構出的機械設計模式將無法應用於零件本身的設計，另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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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下而上的設計不合乎一般設計習慣。所以他根據結構語言學中「詞組律—轉換規則—詞組結構」

之研究方法，探討由零件出發的構詞學。以「零件功能基」為機械系統中之最小單位，希望能從零

件之設計語法衍生至機械系統之設計語法，找出其他可能的設計方法。 

綜觀以上所述，使用結構主義與結構語言學建構機械設計模式應該是可行的，其中以結構主義

中「深層結構—轉換規則—表層結構」是建構模式時最重要的理論基礎。 

2.5. 以結構主義建立機械設計模組 

Liu [9]以機械元件中具有特定功能之外型組合，來對機械設計做另一種詮釋。機械系統就像一

連串以功能呈現的元件所組成的結構，根據結構主義的概念，機械元件的功能外型的組合就像語言

的文法，因此對功能的描述為外型的合成提供了新的意義。使用功能外型合成的方法，或可產生許

多不同的機械設計方案。 

徐任俊從結構主義的觀點出發，認為要解決機械設計中「經驗」所造成的問題，必須找出機械

設計本身之普遍性結構，也就是結構主義中的「深層結構」[10]。徐君採用了「功能」與「形狀特

徵」做為模組的兩個座標軸，將物件依據兩軸線排列於模組上。 

劉正良與魏麟孫以系統設計的觀點建構機械設計圖譜 [11]，以系統設計的觀點探討零組件間

的關聯，建構一表達「系統內各零組件之間的關聯」的架構，這架構包括了兩個基本軸線「流動性

關聯」與「非流動性關聯」，使用者可利用此架構系統化地表達已知系統內各零組件的關聯。此研

究中認為機械設計模式（mechanical design pattern）是機械系統間或零組件間的一些可行的組合，

可完成一特定之功能需求。經由座標軸的訂定，每個模式都有固定的表現形式，模式內的各零組件

彼此相關聯而可被視為一個整體。 

 

3. 設計模組的產生 

3.1 機械設計模組的要素 

機械設計中所使用到的元件包羅萬象，完全熟知掌握極為不易，希望能藉由機械設計模組，快

速而有系統的幫助設計者瞭解各元件的各種性質與元件之間的關係，進而幫助設計者利用機械設計

模組進行設計。 

機械設計模組必須具備的要素為功能、屬性、及關聯，功能與屬性定義出元件於模組上的位置，

關聯則定義出元件之間的關係。也就是以功能與屬性表現出元件本身的性質，以關聯表現元件與其

他元件組合的方式，而機械設計模組則是能將這些資訊有系統地保存並清楚地表達出來的一種方

式，或說是表現機械設計的深層結構。 

3.2 機械設計模組的基本性質 

機械設計模組基本要素為功能、屬性、及關聯，若以結構主義的「類項」與「聯組」來比喻，

同功能的元件可視為同一類項關係，而功能之間的組合方式則可視為聯組關係，而屬性則是決定同

一類項內各元件的差異。 

一、功能 

Wilson與 Sadler [12]對何謂機械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機器就是一個擁有明確動作，並且執行

有用工作能力的相關部分的組合。其中「執行有用工作能力」指的就是機器的功能。若根據設計方

法的角度來說，從事系統化設計的程序是：釐清目標、訂出需求規格、建立功能結構、尋找可用的

物理原理、建立工作結構，在確定設計工作的目標跟規格之後，最重要的是建立機械系統的功能結

構，因此需要瞭解各個元件的功能，才能知道如何達成設計的要求。 

二、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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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的機械設計中，選擇機械元件的方式多是根據設計者自身的經驗，使用一般最常用的元

件，再者根據元件的工作需求及環境要求來考量。如果將區別各元件的特性挑選出來，訂為元件的

屬性，依屬性將同功能的元件再加以區別，設計者在進行設計工作時，只要根據其所需要的屬性，

設定各屬性在需求上的重要性，進而篩選出合適的元件，即可方便地做出正確的選擇。 

三、關聯 

在結構主義的觀念中，結構與集合最大的不同在於結構具有特定形式的關聯，意即結構包括了

本質與關聯。而對機械系統而言，功能就是本質，元件的組合方式就是關聯，然而元件的排列組合

並不像語言一般是線性的，而是空間性的，所以機械元件之間的關聯是多維的，然而為了方便在模

組上表現機械系統的關聯，不至於太複雜而不易使用，本研究採用平面的方式來建立元件的關聯，

將元件以功能類別與關聯一起表現在機械設計模組中。 

3.3 機械設計模組的產生程序 

為了將機械設計的知識與經驗有系統的以機械設計模組的方式來表現，必須要一套有系統的程

序與方法將此抽象的經驗轉成具體的形式，本研究中建立機械設計模組的程序如下： 

一、決定元件分類 

為了將具體的機械元件抽象化以表現在機械設計模組上，以取代繁多的機械元件，所以必須先

決定機械元件的類別。決定類別的方式，需考量在概念設計階段，對建立功能結構的需求，因此以

功能作為元件的類別，將機械元件依功能分類，把同樣功能的元件集合在一起，以一個功能類別來

代表。再考慮到設計者建立功能關聯時的需要，將同功能的元件以次要的功能再次分類，讓同一分

類之下的元件有更高的同質性，同時表現於機械設計模組之中，使模組更細緻化。 

二、選擇元件屬性 

被歸類到同樣功能的元件，彼此之間仍然有許多差異性，這是因為這些同功能的元件在使用上

有著不同的考量。為了凸顯這些差異性，讓設計者辨別，也為了提供設計者在使用此類元件時，需

要被考慮的項目，所以必須依照此類元件的特性，定義出屬於這一功能類別元件的屬性。 

三、分析元件關聯 

表現機械系統結構的機械設計模組不只是一堆元件的集合，更具有元件之間的關聯，關聯是將

結構的形式外顯的重要因素。在建立元件的功能類別與屬性之後，便要對既有之機械系統做關聯分

析，尋找存在機械系統中普遍性的元件關聯。 

四、排列類別位置 

為了讓機械設計模組能清楚的表現元件的功能類別與關聯，類別與關聯必須經過適當的排列，

讓兩者可以清楚的表現在二維的平面上，構成能簡單使用的機械設計模組。 

根據以上四個程序，完成由功能類別圖示組成的機械設計模組，將元件以抽象化的功能類別代

表，並且保存熟練設計者的經驗，冀能兼顧設計的普同性與指導設計的實用性。 

3.4 機械設計模組的組成 

為了簡化機械設計模組，並增加其使用上的實用性，以便設計者從概念設計階段就能運用機械

設計模組，本研究的設計模組由兩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功能類別關聯圖」，第二部分則包含

了「功能類別之元件與屬性表」以及「同功能元件屬性比較表」。而設計者則可利用模組以及其中

的資料建立設計工作所需要的「需求功能打樣圖」及「需求元件打樣圖」。 

圖 1就是械設計模組建立與應用程序，圖中可以看出各階段所產生的圖表，以及設計者在任一

階段應該採取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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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計模組的元件分類 

結構主義認為事物的某個結構必須發揮其特有的功能才是實際的存在，以此觀念來看機

械元件，若要建立一個機械設計的模式，並且在概念設計階段就可以應用的話，以元件的功

能來做分類會比以外型或材質來分類為恰當。 

以下就以功能的觀點設定機械元件的類別，此分類方式乃是參考前述研究中的分類法[8, 

11]，並加以些許的調整以適合本研究之機械設計模組。其中標題所示的是主功能類別，而次

一級的標題則是次功能類別，如表 2 所示，其英文名稱是一般常用的名詞，而主功能類別的

代碼是取英文名稱之第一個字母的大寫來表示，次功能類別的代碼是以小寫的字母，並加上

其主功能類別的大寫字母代碼而成。 

在定出機械元件的功能類別之後，接下來就是將各種元件依據功能類別加以歸類，在本

研究中所列出的元件是參考徐灝主編的機械設計手冊[13]，從中挑選出來與傳動機構有關的常

用元件，若想擴充機械設計模組則需要日後增加更多的元件。 

 

 

表 2 機械元件功能分類 

主功能類別 次功能類別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代碼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代碼 

轉動類
(Revolution) 

Ir (輸入類) 
Input 

I 
(直動類) 
Linearity Il 

轉動類
Revolution Or 

輸出類
Output O 

直動類
Linearity Ol 

傳遞類
Delivery Td 

轉換類
Translation Tt 

離合類 Clutch Tc 
制動類 Brake Tb 

傳動類
Transmission T 

儲能類 Storage Ts 

圖 1 機械設計模組建立與應用程序圖 

分析關聯性  元件與關聯表示圖 

元件與功能特徵外型表  

功能類別關聯圖  

彙整特徵外型  

排列功能類別位置 

設計之功能打樣圖 依據功能類別關聯圖 

設計之元件打樣圖 利用屬性優劣表  

建
立
階
段 

應
用
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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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向類 Axis Ca 
徑向類 Radius Cr 

連結類
Connection 

C 
平面類 Plane Cp 
轉動類

Revolution 
Sr 

承接類
Support 

S 
非轉動類

Non-revolution 
Sn 

軸向類 Axis Pa 定位類
Positioning 

P 
平面類 Plane Pp 

機座類 Base B 
保護類 Guard G 

 

 
5. 參考實例 

以千斤頂[14]做為本研究實例應用的主要目的在於：藉由機械設計模組的引導，產生各種

元件的組合方式，從中獲得新的千斤頂結構的可能性。 

從需求表所列出的功能需求，決定千斤頂的功能結構，其輸出功能為承台直線向上的運

動，而輸入功能為人力的輸入，因此其中間功能應為力量與扭矩之轉換、扭矩之傳遞與放大

等。 

依功能類別可以發現與其相連的功能類別有輸入直動類（Il）、傳動轉換類（Tt）、連結平

面類（Cp）、承接非轉動類（Sn）與機座類（B）。 

根據功能結構，輸出之前所需要的功能是將扭矩轉換成力量，因此應該選擇具有將轉動

轉換成直動功能的傳動轉換類元件。根據功能結構「放大扭矩」，需要一對傳動轉換類的元件，

而在此設計中是轉動的傳遞，所以應該先選擇連結轉動類的元件作為中繼，接著才是以一組

傳動轉換類元件達成放大扭矩的功能。再來則是以傳動傳遞類元件達成「傳遞扭矩」的功能，

同樣也需要連結轉動類的元件來連結傳動轉換類與傳動傳遞類的元件。最後決定輸入的功能

是以輸入轉動類的元件來達成，而輸入轉動類與傳動傳遞類元件之間也需要連結轉動類的元

件。 

從上述概念的描述，可以產生如圖 2 之基礎功能打樣圖。圖中每一個圖塊代表了某種功

能類別的元件，線條則是代表兩元件之間的外型搭配關聯。而圖塊中的功能類別代碼請參見

表 2。 

 圖 2 千斤頂的基礎功能打樣圖 

Cr

Ol

Tt

Ir

Tt

Tt

Cr

Td

Cr

輸入

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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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圖 2 還不足以做為整個千斤頂系統的功能打樣，所以必須參考規格表以及功能關聯

圖，訂出其他需要的功能元件。在這個階段中必須將上一階段產生的功能打樣圖轉換成實體

的模組，意即必須分段將功能類別的圖示轉換成適當的元件，此時就要借助機械設計模組中

的元件功能外型以及功能類別元件與屬性等資料，幫助設計者搜尋相關的元件並加以選擇，

如圖3所示。 

平鍵

螺母

螺桿

手柄

傘
齒輪

傘
齒輪

平鍵

調心
滾子
軸承

平鍵

輸入

輸出

轉軸

機座

軸肩

推力
圓錐
滾子
軸承

軸肩

  
圖 3 千斤頂的元件打樣圖 

6.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結構主義的方法，嘗試以模組的方式表現機械元件的功能與關聯，模擬機械設

計的深層結構轉換成表層結構的過程，並將其應用於實際的設計工作上。 

本研究之機械設計模組是根據機械元件的功能與關聯，將元件分類並建立結構，繪成模

組，幫助設計者進行打樣設計。 

本研究以元件的功能建立一分類法，此功能分類除了將元件分類，亦做為將元件抽象化

的表示法。每一功能類別的元件都具有特定的屬性。而元件之間的關係則以元件的特徵外型

做為決定元件間關聯的依據，最後可以將實體機械系統轉化為以圖塊與線條表現的關係圖，

並發展成實體的機械系統。 

本研究若能以專家系統的方式建立元件的資料庫，便可利用專家系統進行元件的搜索與

比對，而電腦化之後也能讓資料的使用更為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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