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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經歷了 2008 年國際金融海嘯之後，國際間捆包機械進出口都呈現低迷的狀態，我國的

捆包機械出口金額卻能在低迷的市場中沒有降低出口金額反而提升了出口數量和金額，說明我

國的捆包機械產業來說還有非常大的潛力。為了提升我國捆包業者的國際競爭力，我們提出創

意問題解決理論（theory for solving inventive problems, TRIZ）的趨勢方法來分析捆包機未來的

發展方向。 

  我們首先從歐洲專利局選出 7 個關於捆包機導槽的設計專利，並且加以分析其技術和功

效，並整合出它們的技術功效矩陣。之後，藉由分析這些技術的演進趨勢，預測捆包機導槽的

可能發展方向。我們的結論是：1. 捆包帶導槽會朝著單一化和模組化的方向演進；2. 導槽的

彎曲和扭曲的程度會朝著單方向的彎曲演進；3. 整個導槽的造型就會朝著 1D 的方向演進。最

後，我們使用 CREAX CreationSuite 來分析目前捆包機專利，了解現有捆包機專利所屬的公司

彼此之間的競爭力分析以及捆包技術與其他產業技術之間的關係。 

關鍵詞：捆包機，創意問題解決理論（TRIZ），技術功效矩陣，演進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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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the international strapping machin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have been in recession. However, the amount of strapping machine exports from Taiwan 

increased in U.S. dollars, indicating that Taiwan’s strapping machine industry is highly competitive 

and has great potential. To increas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national strapping machines, a 

TRIZ (theory for solving inventive problems) trend is used to provide an insight in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trapping machines.  

     Seven patents of strapping machine chutes were chosen from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for 

analysis and integrated as a technology and function matrix. Thereafter, the evolution trend of 

technology was evaluated to predict the possible developments of strapping machine chute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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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concludes the following: (1) chutes will evolve toward unity and modulation; (2) the level of 

twisting and deflection will be simplified to deflection only; and (3) the profile of chutes will evolve 

into 1D direction. Finally, CREAX CreationSuite was utilized for examining the strapping machine 

patents to understand the assignee companies and their competitive edg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in strapping machines and other industries. 

Key Words: strapping machine, TRIZ, technology and function matrix, evolution trend 

 

一、緒論 

（一）研究背景和重要性 

  國內外在捆包機械業上的競爭非常激烈，在國內已有數

十家大小的捆包機械業，在國外也有大約十家較大的捆包業

在一起競爭，但是我國的捆包業者卻極具競爭性。以美國捆

包機的進口值為例，如圖 1，由 2009 年得知由於 2008 年金

融海嘯美國的捆包機進口金額大量銳減（由 2008 年的 7 千

萬美金降至 2009 年的 3 千 2 百萬美金）；但由圖 2 得知我

國出口到美國捆包機的金額沒有降低反而增加（由 2008 年

的 239 萬美金升至 2009 年的 264 萬美金），這顯示出我國

在 出 口 至 美 國 的 捆 包 機 業 是 極 具 競 爭 性 的 （ 參

http://www.itis.org.tw/index.jsp）。為了在產品上的創新，除

了在原本只有橫向的捆包機基礎上再做升級外，還必須以原

本的設計再做縱向捆包和十字捆包的創新改良，才能使本國

的捆包機械業更具國際競爭力。而在現今的捆包機專利中，

針對縱向與十字的捆包機專利，大部分的專利都是在研發導

槽元件，進而有較方便的縱向與十字捆包。所以本研究以分

析 TRIZ 的演進線來探討並進一步去找到捆包機演進趨勢，

以幫助國內捆包業者更具競爭力。 

 

二、文獻探討 

（一）TRIZ 

  創意問題解決理論（theory for solving inventive 

problems,  TRIZ）的解決問題手法有以下：矛盾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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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美國捆包機進口金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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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台灣捆包機出口至美國的金額趨勢 

 

（contradiction matrix）、演進線（rules of evolution）、質

場分析（substance-field analysis modeling）、效應（scientific 

effects）、76 標準解（76 standard solutions）等手法 [5, 9]；

在這些方法中以演進線對未來的創新問題解決最具貢獻。因

為演進線不像其他方法僅是用正確的步驟解決問題，而更是

以實用的手段解決對的問題。 

（二）演進線 

  演進線：依據 Mann 所整理的 33 條演進線，以產品的

特性分為時間（time）、空間（space）及介面（interface）

等三大群組來做研究 [6]，分析目前專利技術與未來發展趨

勢 [2, 7]，空間方面以球鞋的鞋底為例，如圖 3，實心橡膠

鞋底（完全實心）－＞簡單的氣墊鞋（中空結構）－＞多氣

墊球鞋（多重中空結構）－＞空隙間填充凝膠（多重中空結

構中填充物質）。這個例子說明空間的分割趨勢總是向著超

系統過渡（trend of transition to the supersystem）。此時系統

內部的資源會逐漸耗竭。在此使用其次趨勢：增加參數的差

異性。圖 3 的例子取自 Creax Innovation Suite 軟體的空間分

割（space segmentation）之趨勢演進線。 

  時間方面以路燈例，如圖 4，一般路燈（與外界完全沒

有協調）→具有定時器的路燈（與外界有一些協調）→具有

光線感應的路燈（與外界協調）→具有太陽能的路燈（在協

調之間，具有收集超系統能源的能力）。這個例子說明時間

的動作協調趨勢，總是朝著增加系統的動態性來移動。圖 4

的例子取自Creax Innovation Suite軟體的動作協調性（action 

coordination）之趨勢演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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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球鞋鞋底的演進線趨勢 

 

 
 

圖 4. 路燈的演進線趨勢 

 

  介面方面以音響為例，如圖 5，單一音響（單一系統）

→立體音響（二個系統）→次低音音響加上立體音響（三個

系統）→環繞音響（多個系統）。這個例子說明類似元件的

單、雙、多介面趨勢總是向著超系統過渡，在此使用其次趨

勢：增加系統的整合性。圖 5 的例子取自 Creax Innovation 

Suite 軟體的類似物件的單、雙、多（mono-bi-poly-similar 

objects）之趨勢演進線。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十字與縱向捆包機專利解析。一開始

會先從專利公告方面來做搜尋，主要是以美國與歐洲專利方

面來做查找，之後依據搜尋的相關專利整理後，接著會選出

其中的幾個專利來仔細的研讀分析，整理出專利的功能與技

術，再分析其演進方向與目的。其中歐洲的專利搜尋結果就

會包含美國專利。最後再以 CREAX CreationSuite 分析目前

搜尋到捆包機專利，以其中的技術領域的分析、發明者分

析 、公司別的專利分析、產品 DNA 分析、公司間專利相

關分析、公司專利領域分析、專利價值分析、演進線分析、

質場分析，來了解其中演進過程與未來的需求。研究方法架

構圖如圖 6。 

（一）專利檢索分析 

  專利是公開的資訊，透過專利檢索可以從專利公報中

獲得相關技術的資訊，根據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圖 5. 音響的演進線趨勢 

 
 

圖 6. 研究流程圖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統計，專利文獻包

含全世界 90-95% 的研發技術成果，若在研發初期能有效運

用專利資訊可縮短 60% 的研發時間，節省 40% 的研究經

費 [3]。 

  對捆包機做專利的檢索與分析，除了解現今的捆包幾

專利資訊與技術外，還可以針對專利的部份來做專利迴避設

計，發展現有專利的替代技術，回避可能發生的侵權問題，

還可以更進一部發展未來專利的研發方向與機能，節省在研

發方面的時間與經費 [1, 4]。 

  本研究主要分析的專利以「歐洲專利局（EPO）」這個

專利網頁來做搜尋。檢索關鍵字：TTL/strapping AND

（apparatus or machine），其中共有 1,219 筆資料。並從其

中任意選擇較七筆作為本研究的對象。以上搜尋的結果整理

為表 1。 

  然後我們在從上面所搜尋出的專利，分析專利中其功效

及技術，藉以了解捆包機的發展演進趨勢。本研究利用選取

之 7 筆專利所分析出的技術和功效如下，以 T 代表專利技 

 

表 1. 捆包機專利 

專利編號 發證日期 申請日期 

DE4100276(C2) 1994-02-10 1991-01-07 

DE4230730(A1) 2005-05-25 1992-09-14 

EP0515105(B1) 1995-05-31 1992-11-09 

DE19632728(A1) 1999-07-15 1996-08-14 

De10103409(A1) 2004-11-18 2001-01-26 

DP1207107(A1) 2004-08-18 2001-11-01 

US7150222(B2) 2006-12-19 2004-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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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F 代表在此技術下所執行的功能。這些專利的順序是以

申請日期的先後來排序的。 

（二）專利技術與功能分析 

1. 專利一 

專利號碼：DE4100276 （C2） 

申請時間：1991-01-07 

捆包機類型：十字捆包 

專利摘要：1. 捆包導槽由 3 條有彈性的聚合材料的帶狀物

所組成。2. 在捆包機橫向導槽上方有一缺口，

位於縱向捆包與橫向捆包的交界處，橫向在下縱

向在上，如圖 7，橫向的導槽並沒有完全封閉，

此一空隙可以令縱向捆包帶子通過。捆包機導槽

在帶子經過時是屬於封閉狀態，在進行捆包時，

會經由螺線管來使導槽產生空隙，如圖 8 與   

圖 9。3. 縱向與橫向導槽固定。 

 

 
 

圖 7. 專利一縱向橫向導槽交叉圖 

 

 
 

圖 8. 專利一捆包機導槽封閉狀態 

 
 

圖 9. 專利一捆包機導槽開放狀態 

 

技術及功效：以下我們說明不同的技術所產生應對的功效。 

T1 捆包帶分配器（strap dispensers, part 34, 38 in 圖 10） 

  F1 放置用來捆包的帶子 

T2 捆包帶累加器 I（strap accumulators, part 36, 40 in

圖 10） 

  F2 增加捆包時的速度 

T3 捆包帶累加器 II（strap accumulator, part 42, 46 in

圖 10、圖 11、圖 12） 

  F3 用於帶子捆緊時拉回的帶子可放置的空間 

T4 可擺動的柵欄（swingable gates, part 130, 132 in 圖

13、圖 14、圖 15） 

  F4 捆包物到達捆包地點時停止 

 

 
 

圖 10. 專利一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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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捆包過程示意圖 

 

 
 

圖 12. 捆包完成示意圖 

 

 
 

圖 13. 專利一正視圖 

 

 
 

圖 14. 專利一後視圖 

 

 
 

圖 15. 專利一上視圖 

 

  F5 使捆包物平整 

T5 使捆包物成直角的板子（bundle-squaring plates, part 

140, 142 in 圖 13、圖 15） 

  F6 使捆包物固定 

  F7 使捆包物的垂直表面與行進方向垂直 

T6 捆包物擠壓裝置（bundle-pressing devices, part 160, 

162 in 圖 15、圖 16） 

  F8 使捆包物固定 

  F9 使捆包物平整 

T7 捆包帶導槽結構（channel structure, part 182 in 圖

7、圖 17） 

 

 
 

圖 16. 使捆包物平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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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專利一縱向橫向導槽交叉正視圖 

 

  F10 由 3 條有彈性的聚合材料的帶狀物所組成，

以中間較短的帶狀物所擁有的空間來輸送捆

包帶 T8 橫向導槽的固定裝置（mounting 

assembly, part 190 in 圖 7、圖 17、圖 18） 

  F11 使導槽固定住 

  F12 裡面有一彈簧可以使捆包帶在拉緊時，導槽

出現空隙，並且在捆包帶離開導槽後，使導

槽可以回到閉合狀態，此時空隙消失 T9 螺線

管（solenoid, part 240,376, 378 in 圖 8、圖 9） 

  F13 通電後收縮彈簧令捆包導槽出現空隙使捆包

帶離開導槽 T10 支撐管（supporting pipe, part 

292 in 圖 7） 

  F14 用於支撐縱向捆包導槽 

T11 縱向導槽的固定裝置（mounting block, part 318 in

圖 19、圖 20） 

  F11 使導槽固定住 

  F12 裡面有一彈簧可以使捆包帶在拉緊時，導槽

出現空隙，並且在捆包帶離開導槽後，使導

槽可以回到閉合狀態，此時空隙消失 

其餘的功能： 

T12 連接頭（strapping heads, part 26, 28 in 圖 10、    

圖 11、圖 12） 

 

 
 

圖 18. 專利一橫向導槽結構 

 
 

圖 19. 專利一縱向導槽 

 

 
 

圖 20. 縱向導槽固定裝置 

 

  F15 穿帶子於導管內 

  F16 使帶子通過全部的導槽回到原點後，拉緊帶

子 F17 剪掉多餘的帶子 

  F18 熔接帶子並固定 

T13 輸送帶（conveyors, part 22, 24 in 圖 10、圖 11、    

圖 12） 

  F19 用於捆包物進出 

  F20 運送到捆包位置，和在捆包後運出 

2. 專利二 

專利號碼：DE4230730（A1） 

申請時間：1992-09-14 

捆包機類型：縱向捆包 

專利摘要：1. 導槽簡化（形狀），專利一中的縱向導槽是

彎曲且扭曲，彎曲的弧度與形狀變化大（L 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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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形），上升的兩個導槽在捆包物的同一邊。本

專利雖然有彎曲，但形狀的變化較小（像是一個

扭曲的 8 字型，上升的兩個導槽在捆包物的兩

邊）。2. 兩個滑動件所形成的導槽（專利一的

導槽是由 3 個帶狀物所構成，因此本項專利將導

槽的構成元件減少）。3. 導槽為不可移動（固

定）。 

技術及功效：以下我們說明不同的技術所產生應對的功效。 

T1 兩個共同作用的滑動件所成形的的導槽（parts 5, 6, 

in 圖 21、圖 22, parts 32, 32 in 圖 23） 

  F1 拉緊帶子後捆包，在捆包物上形成一縱向捆包

其餘的功能： 

 

 
 

圖 21. 專利二上視圖 

 

 
 

圖 22. 專利二正視圖 

 

 
 

圖 23. 兩個滑動建構成的導槽 

T2 連接頭（part 7 in 圖 21） 

  F2 穿帶子於導管內 

  F3 使帶子通過全部的導槽回到原點後，拉緊帶子 

  F4 剪掉多餘的帶子 

  F5 熔接帶子並固定 

T3 捆包平台（part4 in 圖 21） 

  F6 使捆包物在其上移動的平台 

  F7 在捆包物停留在中間時進行捆包 

3. 專利三 

專利號碼：EP0545105 （B1） 

申請時間：1992-11-09 

捆包機類型：縱向捆包 

專利摘要：1. 導槽簡化（形狀），該導槽形狀為一體成形。

2. 導槽為不可移動（固定）。 

技術及功效：以下我們說明不同的技術所產生應對的功效。 

T1 一體成型的導槽（part 5、9、10、11、12、13 in

圖 24） 

  F1 拉緊帶子後捆包，在捆包物上形成一縱向捆

包。 

其餘的功能： 

T2 連接頭（part 6 in 圖 25） 

  F2 穿帶子於導管內 

  F3 使帶子通過全部的導槽回到原點後，拉緊帶子 

 

 
 

圖 24. 專利三上視圖 

 

 
 

圖 25. 專利三正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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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4 剪掉多餘的帶子 

  F5 熔接帶子並固定  

T3 捆包平台（part 1 in 圖 25） 

  F6 使捆包物在其上移動的平台 

  F7 在捆包物停留在中間時進行捆包 

4. 專利四 

專利號碼：DE19632728（A1） 

申請時間：1996-08-14 

捆包機類型：縱向捆包 

專利摘要：1. 導槽更加簡化（形狀），以前的導槽不在同

一平面，且較長，現在本專利的導槽呈 U 型並

且在同一平面，且較短。2. 導槽為可移動（左

右）。 

技術及功效：以下我們說明不同的技術所產生應對的功效。 

T1 樞軸（pivot axis, part 38 in 圖 26、圖 27）  

  F1 改變帶子導槽位置，便於包裝物行進 

  F2 移動到包裝物上方來進行縱向捆包 

 

 
 

圖 26. 導槽移動示意圖 

 

 
 

圖 27. 專利四側視圖 

其餘的功能： 

T2 連接頭（part 20 in 圖 26） 

  F3 穿帶子於導管內 

  F4 使帶子通過全部的導槽回到原點後，拉緊帶子 

  F5 剪掉多餘的帶子 

  F6 熔接帶子並固定  

T3 捆包平台（part 14 in 圖 26） 

  F7 使捆包物在其上移動的平台 

  F8 在捆包物停留在中間時進行捆包 

5. 專利五 

專利號碼：DE10103409（A1） 

申請時間：2001-01-26 

捆包機類型：縱向捆包 

  本專利有二種設計結構，設計一中的元件 42 是為了讓

捆包帶由導槽滑出後能沿著元件 38 滑向捆包物的縱向中心

位置以便完成縱向捆包，其中元件 38 可以減少 U 型導槽 28

的轉動幅度。而設計二藉由不同的 U 型導槽 28 和元件 24

的結合，使得 U 型導槽 28 的轉動幅度一樣可以減少。由於

U 型導槽 28 在轉動後已位於縱向的中心，因此不需要設計

一中的元件 42。 

（1）設計一：專利摘要：1. 導槽為可移動（左右），是藉

著捆包帶的控制器官元件 38（band control organ）使

導槽移動距離縮短，其作法為元件 38 經由元件 U 型

框（u-shaped frame）28 旋轉碰觸元件物件偵測器官

（volume notice organ）42。本專利的機構使得元件 28

的旋轉位移縮減。技術及功效：以下我們說明不同的

技術所產生應對的功效。 

T1 樞軸（pivot axis, part 34 in 圖 28） 

 

 
 

圖 28. 設計一正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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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 改變帶子導槽位置，便於包裝物行進。 

  F2 移動到包裝物上方來進行縱向捆包 

T2 物件偵測器官（volume notice organ, part 42 in    

圖 28） 

  F3 偵測元件 38 的碰撞並引導捆包帶於縱向中心

位置 

T3 捆包帶控制器官（band control organ, part 38 in   

圖 28） 

  F4 使帶子出來導槽後滑向包裝物上方捆包 

其餘的功能： 

T4 連接頭（part 22 in 圖 28，圖 29） 

  F5 穿帶子於導管內 

  F6 使帶子通過全部的導槽回到原點後，拉緊帶子 

  F7 剪掉多餘的帶子 

  F8 熔接帶子並固定  

T5 捆包平台（part 14 in 圖 28，圖 29） 

  F9 使捆包物在其上移動的平台 

  F10 在捆包物停留在中間時進行捆包 

（2）設計二：專利摘要：1. 導槽為可移動（左右），移動

幅度變小。2. 捆包機所需空間變小（省空間）。這是

由於元件 28 與捆包物的側邊呈平行狀。技術及功效：

以下我們說明不同的技術所產生應對的功效。 

T1 樞軸（pivot axis, part 34 in 圖 30） 

  F1 改變帶子導槽位置，便於包裝物行進 

  F2 移動到包裝物上方來進行縱向捆包 

T2 捆包帶控制結構（band control mechanism, part 24 in

圖 30） 

  F3 節省空間，在導槽停止轉動時也不會超出機台 

  F4 減少轉動的角度 

其餘的功能： 

 

 
 

圖 29. 設計一側視圖 

 
 

圖 30. 設計二正視圖 

 

T3 連接頭（part 22 in 圖 30 和圖 31） 

  F5 穿帶子於導管內 

  F6 使帶子通過全部的導槽回到原點後，拉緊帶子 

  F7 剪掉多餘的帶子 

  F8 熔接帶子並固定  

T4 捆包平台（part 14 in 圖 30 和圖 31） 

  F9 使捆包物在其上移動的平台 

  F10 在捆包物停留在中間時進行捆包 

6. 專利六 

專利號碼：EP1207107（A1） 

申請時間：2001-11-01 

捆包機類型：縱向捆包 

專利摘要：1. 導槽更加簡化，由立體的 L 形變為平面的 U

型，之前專利的 U 型所在平面是位於工作平台

的平面之外，現在專利的 U 型所在平面是在工

作平台的平面上如圖 32，這樣的設計，使結構

簡化。2. 導槽為不可移動（固定）。3. 具有兩

個夾持器（元件 12）移動帶子，夾住帶子後離

開導槽移動。4. 具有兩個手臂（arm）11 其中 

 

 
 

圖 31. 設計二側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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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捆包帶移動前 

 

引導溝（guide groove）13 讓夾持器 12 在其中滑

動。夾持器將捆包帶從導槽取出後沿著引導溝被

帶入垂直位置，預備作捆包動作如圖 33 所示。 

技術及功效：以下我們說明不同的技術所產生應對的功效。 

T1 兩個彎曲導槽（part 11 in 圖 32） 

  F1 拉緊帶子後會使帶子移動至包裝物上方。 

T2 兩個夾持器（part 12 in 圖 33） 

  F2 夾持住捆包帶，並且在彎曲導槽上移動到捆包

位置。 

其餘的功能： 

T3 連接頭（part 10 in 圖 32） 

  F2 穿帶子於導管內 

  F3 使帶子通過全部的導槽回到原點後，拉緊帶子 

  F4 剪掉多餘的帶子 

  F5 熔接帶子並固定  

T4 捆包平台（part 2 in 圖 32） 

  F6 使捆包物在其上移動的平台 

  F7 在捆包物停留在中間時進行捆包 

7. 專利七 

專利號碼：US7150222（B2） 

 

 
 

圖 33. 捆包帶移動後 

申請時間：2004-12-08 

專利摘要：縱向捆包 

捆包機特色：1. 導槽模組化，整個導槽可分解為數個模組，

因此可以依據捆包物大小作適當模組的組合

（見圖 34）。2. 導槽為不可移動（固定）。

3. 具有一帶子滑動裝置元件 17（見圖 35），

之前專利五設計一需要元件 42 檔板來限制捆

包帶移動後停止，現在檔板消失，藉由慣性，

捆包帶脫離導槽沿著元件 17 方向移動後作縱

向捆包。4. 帶子的轉向裝置（使帶子行進方向

作旋轉改變，見圖 36），此裝置使導槽結構簡

化不需變形。 

 

 
 

圖 34. 模組化裝置 

 

 
 

圖 35. 專利七透視圖 

 

 
 

圖 36. 帶子轉向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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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及功效：以下我們說明不同的技術所產生應對的功效。 

T1 帶子的轉向裝置（strap twisting segment, parts 23, 

24, 25 in 圖 34; or part 28 in 圖 36; or parts 23, 24, 

25, 27, 28, 29 in 圖 37） 

  F1 使帶子行進的方向依照縱向做旋轉的改變（由

水平方向轉為垂直方向，或反之） 

T2 帶子導槽轉角裝置（corner deflection element, part 

30 in 圖 34） 

  F2 改變帶子的行進角度依照水平或垂直方向做

旋轉的改變 

  F3 使得捆包帶導槽模組化 

T3 帶子水平移動裝置（a direction of deflection, part 17 

in 圖 35） 

  F4 使帶子在拉緊後到達包裝物上方 

T4 偏離運送方向的L形導管（strap guide duct which is 

mounted laterally offset from the direction of 

conveyance, part 16 in 圖 35 or the whole thing in 

圖 37） 

  F5 引導捆包帶 

  F6 避免碰撞捆包物 

其餘的功能： 

T5 連接頭（a feed unit, part 15 in 圖 35） 

  F7 穿帶子於導管內 

  F8 使帶子通過全部的導槽回到原點後，拉緊帶子 

  F9 剪掉多餘的帶子 

  F10 熔接帶子並固定  

T6 捆包平台（bench, part 12 in 圖 35） 

 

 
 

圖 37. 導槽透視圖 

  F11 使捆包物在其上移動的平台 

  F12 在捆包物停留在中間時進行捆包 

（三）技術與功能矩陣 

  由以上七種捆包機專利的功能與技術，將其主要技術做

分類： 

1. 捆包機導槽 

  主要是用來讓捆包帶通過的通道，依照設計技術的不同

會衍生出各種功能（例如：橫向捆包與縱向捆包），不過這

些功能的主要目的都是捆包。 

2. 連接頭 

  主要是在於穿帶子於導管內，使帶子通過全部的導槽回

到原點後，拉緊帶子後進行熔接與切除多餘的部分。 

3. 輸送帶 

  輸送帶子到捆包平台，在捆包後離開捆包平台。 

4. 捆包平台 

  進行捆包作業的地方。 

  在以上 7 種捆包機專利中主要創新與改良的技術都專

注於捆包機的導槽，藉著創新捆包機導槽技術，來完成縱向

的捆包或是十字捆包，以上七種專利的捆包機導槽相關技術

功能做分析產生出多種專利的技術功效表如表 2 和附表一。 

 
四、TRIZ 在縱向與十字捆包機應用 

  本研究將藉由捆包機專利表上的專利做分析，來了解捆

包機專利功能與技術，找到其演進趨勢，接著運用 TRIZ 中

的演進線來預測下一個產品的功能可能演化的方向，便可以

了解未來捆包機需要的功能並且朝著這方面來開發。 

（一）專利演進 

  藉由先前的捆包機專利技術分析，了解到捆包機主要創

新改良都是基於捆包機的導槽技術作創新改良。以下先從所

分析的 7 種專利的功能技術來了解捆包機專利的演化方 

 

表 2. 各捆包機專利導槽相關技術 

 專利一 專利二 專利三 專利四 專利五 專利六 專利七

T7(T1a) T1(T6a) T1(T7a) T1(T8a) 1. T1(T12a) T1(T14a)

T8(T2a)    T1(T8a) T2(T13a) T2(T15a)

T9(T3a)    T2(T9a)  T3(T16a)

T10(T4a)    T3(T10a)  T4(T17a)

T11(T5a)    2.   

    T1(T8a)   

捆包

機導

槽相

關技

術編

號

    T2(T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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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以專利的申請時間做排列並且解析與先前技術的差別與

改進，再分析目前此專利可能潛在的缺點。 

1. DE4100276（C2） 

  與先前的捆包機來比較，此項捆包機改善了在捆包時旋

轉捆包物的缺點。由於之前的設計需要旋轉捆包物，造成捆

包物形成傾瀉而不易捆包，而本設計不需旋轉捆包物因此捆

包作業整齊並容易完成。縱向與橫向捆包同時進行，大大的

節省了作業時間。缺點在於裝置過於複雜，體積龐大。在包

裝的物件上，相容性太低，只限定於固定尺寸包裝物。 

2. DE4230730（A1） 

  較之前的專利，在導槽上的設計是以兩個滑動件做結合

的導槽。較先前技術的導槽為簡化。 

3. EP0545105 （B1）  

  較之前的專利，構造上較為簡單，導槽為一體成形，省

去了大量的體積，使的較為精簡。可是在製造上需要一體成

形，製造出來為固定大小不能做改變，壞掉後維修需要全部

更換。帶子在快速通過轉彎處會造成卡住或轉向錯誤。 

4. DE19632728（A1） 

  簡化了先前捆包機結構，比之前的專利要簡單。把帶子

導槽設計成 U 型的旋轉式。在捆包物進入捆包平台之前導

槽偏離輸送帶，在要捆包時再轉動到包裝物上方。其缺點為

整個導槽在捆包前必須完全旋轉到定位，因此造成時間的浪

費 [9]。 

5. DE10103409（A1） 

• 設計一：較先前的專利，此專利優化了在導槽的旋轉

時間縮短。 

• 設計二：與之前的專利相比，此專利較為節省空間。 

6. EP1207107（A1） 

  較之前的專利，並不是利用橫軸來轉動導槽，而是使用

兩個彎曲的導槽，帶子會經由兩個夾持器夾住，再經由兩個

彎曲的導槽到達捆包物上方，在帶子拉緊後完成捆包。因此

移動導槽所需的能量減少。 

7. US7150222（B2） 

  較之前的專利，此項專利在帶子的轉彎處設置了方便帶

子轉向的裝置，帶子在快速通過導槽時不至於卡住或是在捆

包時出現錯誤。並且在移動帶子到包裝物上方的裝置，改為

設置在上方滑向包裝物，相較於之前的專利，此項專利較不

容易出現錯誤。而且此專利將導槽模組化，因此可依照捆包

物的大小，增減導槽的模組數，這使得捆包作業更具彈性。 

（二）專利趨勢與演進 

  就先前的分析得知 7 項捆包機專利的功能與技術都是

以捆包機導槽方面研發，本節以捆包機導槽技術（縱向或十

字捆包）的趨勢分析，進而了解捆包機導槽未來演進趨勢。 

1. 三個帶狀物構成 → 兩個滑動件構成 → 一個固定件構

成 → 模組化。演進趨勢：早期的專利導槽構造較為複

雜，之後導槽以簡化、優化、有彈性易製造與低維修成

本來方面演進。 

2. 彎曲與扭曲 → 彎曲。演進趨勢：向導槽的容易製造、

維修方面演進。 

3. L 形（3D 空間） → 8 字型（3D 空間） → U 型（2D 但

與在工作平台不在同一平面） → U 型（2D 但與在工作

平台在同一平面）。演進趨勢：早期的導槽在設計上，

為了達到縱向捆包的目的，在導槽的設計上會比較長，

之後新設計的導槽長度再慢慢的減少。而且結構愈趨簡

化。 

4. 固定 → 移動 → 移動量減少 → 新的固定模式。演進

趨勢：原始的導槽是造型很複雜的固定元件，之後藉由

移動導槽的使用，使導槽的造型簡化。進一步考慮減少

導槽的移動量，到了最後的理想狀態便是不移動，此時

新的固定導槽造型出現。根據此趨勢，導槽的結構會由

3D → 2D（目前狀況），最後會到達 1D 的結構（未來狀

況）。此原則符合演進線的簡化原則，在演進線有許多

趨勢，這些趨勢可用於不同情況，有些趨勢是相反的，

例如在曲面的分割上可由平滑的曲面 → 曲面具有 2D

的突出部 → 曲面具有 3D 的突出部 → 粗糙的曲面具

有活化的孔隙，如圖 38。另外線性構造的幾何圖形演進

也有從 1D 進化到 3D 的現象，如圖 39。圖 38-39 的例子

取自 Creax Innovation Suite 軟體的曲面分割和線性幾何

模型（space segmentation）之趨勢演進線。但是在此研究

有逆向的趨勢，從 3D → 2D → 1D，其目的是在減少材

料的使用。 

 

 
 

圖 38. 曲面分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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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線性幾何模型的演進 

 

五、CREAX Creation Suite 分析 

  運用 CREAX Creation Suite 分析目前捆包機相關專

利，以如下 9 項專利分析，來了解目前捆包機專利。技術領

域的分析、發明者分析、公司別的專利分析、產品 DNA 分

析、公司間專利相關分析、公司專利領域分析、專利價值分

析、演進線分析、質場分析。 

  於 Creation Suite 輸入關鍵字 strapping machine 可以搜

尋出 1580 個專利。首先在摘要中輸入關鍵字，結果顯示在

摘要中輸入的關鍵字為 strapping machine 如圖 40 中的 1 所

示，其結果共有 1580 個專利如圖 40 中的 2 所示，每一個專

利的專利號可由如圖 40 中的 3 所示。 

（一）技術領域的分析 

  在這個分析裡，有關 strapping machine 的技術被分類如

圖 41。這些技術可以依照它的類似性用顏色分為三群。這

些顏色各代表這些分群的技術分類。其中的專利技術包括如

下：Hay or straw presses (2486 patents)、Slotting machines (535 

patents)、Handling or piling blanks (7713 patents)、Hand-tools 

for fastening (3160 patents)、Hand-tools for fastening (3160 

patents)、Sheathing for packaging (10008 patents)、Making 

metal hose(s) (1994 patents)、Making wire fabrics (871 

patents)、Working by laser beam (5084 patents)、Drum(s)[= 

containers](43898 patents)、Shop conveyer systems (15818 

patents)、Affixing of labels (1022 patents)、Making cardboard 

case(s)(1622 patents)、Making cardboard case(s)(1622  

 

 
 

圖 40. 用關鍵字在摘要中搜尋 

 
 

圖 41. 技術領域分析 

 

patents)、Working horn or ivory (8645 patents)、Press(es) in 

general (2782 patents)、Metallurgy of iron or steel (3796 

patents)、Metallurgy of iron or steel (3796 patents)、Metallurgy 

of iron or steel (3796 patents)、Separating of isotopes (7297 

patents)、Treatment of steel alloys (1324 patents)、Desulfurising 

of metals (1077 patents)、Desulfurising of metals (1077 

patents)、Building(s) implements (6422 patents)、Registers [= 

counters](450 patents)。如果說對於捆包機的輸送帶，想要對

其創新可以在技術分類中的 Shop conveyer systems (15818 

patents) 中查找到相關的專利並且做深入的研究。 

（二）發明者分析 

  我們可以發明者來做分析來了解捆包機專利方面的權

威，進而知道目前捆包機有哪些新的發明，並且朝著哪些目

標改善。其結果如圖 42。由圖中可得知 Pearson Timothy 是

目前擁有捆包機專利最多的發明者，他一共擁有 247 項的專

利，並且此作者對於捆包機專利的研發也重不間斷，到目前

為止都有他最新的專利發表，想要對捆包機專利做深入探

討，可以先閱讀此發明者的專利。 

（三）公司別的專利分析 

  我們可以依據捆包機專利上的所屬公司來了解目前市

面上的這些公司對於捆包機專利方面的進展，這些公司的類 

 

 
 

圖 42. 發明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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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可能非常不一樣但是都使用相同的技術，這指出本項的專

利有多元性的應用。分析的結果如圖 43。本圖指出 Illinois 

Tool Works、Mosca、Transpak、SMB、Signode、等公司都

有參與相關專利的研究，其中以 Illinois Tool Works 有最多

的專利，共有 517 個。 

（四）產品 DNA 分析 

  我們可以依據產品 DNA 分析，了解本產品與其他產品

共用的性質，並且知道本項產品與其他區域的那些產品連

接，分析出相關的關鍵字與應用是目前沒有想到的。由    

圖 44 可知，捆包機含其他 pneumatic、modular、bale、

sealless、automatic 這 5 個關鍵字有相關連，並且這 5 個關

鍵字還會有其他相關連的關鍵字。由於原始的圖案中這 5

個關鍵字是分散的，因此，將其簡化如圖 44 所示。 

（五）公司間專利相關分析 

  公司間專利相關分析，以公司所擁有的專利再以專利分

類號做分類後，和其他家公司做分析，可以了解的不同公司

間有那些專利其他公司所沒有的，或是那些專利其他公司也

有在研發。分析結果如圖 45，圖中以 Transpak 和 Signode

兩家公司做分析，相同的專利分類號有：C08J、B29D、

B29L、B65H、B29C、B65B、B65D、B23K，Transpak 獨有 

 

 
 

圖 43. 公司別的專利分析 

 

 
 

圖 44. 產品 DNA 分析 

 
 

圖 45. Transpak 和 Signode 兩家公司專利分析 

 

的專利分類號：B31B；Signode 獨有的專利分類號：B32B。 

（六）公司專利領域分析 

  此分析在了解目前市面上相關捆包機械的生產公司，目

前含有哪些專利領域，以了解此公司專利分布狀況和目前發

展的領域。如圖 46，以 SMB 此公司的專利領域分析來了解，

其專利分類號分為 7 大部分，然後再細分每項領域的專利。 

（七）專利價值分析 

  專利價值分析（patent value analysis），分析專利的重

要程度，依照專利的分數來評定此專利的重要程度，分數以

專利的引用次數、專利家族大小、最新的專利來做評分，使

我們在查找相關專利時可以更快找到較具參考價值的專

利。分析的結果如圖 47 由上到下代表了專利的非常重要到

不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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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SMB 專利領域分析 

 

 
 

圖 47. 專利價值分析 

 

（八）演進線分析 

  演進線分析（evolutionary potential analysis）是創新發 

明非常有用的工具，他根據不同的性質譜（ property 

spectrum）上的不同的性質水準可以得知下一個要演進的性

質水準。例如：如果將狀態視為一個性質譜，則它的性質水

準可以分為：固態、液態、氣態、場和等離子體（plasma）。

本研究的技術演進線如圖 48 所示。圖中的雷達圖指出在 601

個專利中絕大部分的專利和形狀（shape）的性質譜有關。

和味道（taste）的性質譜較沒有關係。點選雷達圖中的形狀

的性質譜可進一步知道哪些專利是和形狀的性質譜有關

的，其結果如圖 49，共有 601 個專利在其中。相對的關於

味道的性質譜之專利僅有 0 種。 

（九）場分析 

  場分析（field analysis），可以進一步知道這 1580 個專

利是用到哪些場來解決問題的。由圖 50 可知道共有 670 個

專利是屬於機械場的。在機械場之內可以進一步細分是用哪

一種機械場完成的，例如箭號所指的是張力所形成的機械 

 
 

圖 48. 捆包機的技術演進線 

 

 
 

圖 49. 有關形狀（shape）的性質譜 

 

 
 

圖 50. 場分析 

 

場，點選該框框可知道共有 550 個專利是屬於張力所形成的

機械場這個範圍，如圖 51。 

 

六、結論 

  我國捆包業者在經歷 2008 的金融海嘯後仍然屹立不搖

並且向上成長出口金額。這說明雖然捆包機是一個傳統產

業，但是我國的捆包機械產業還有非常大的發展潛力。為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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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機械場中的張力相關專利 

 

提升我國捆包業者的國際競爭力，我們提出 TRIZ 的趨勢方

法來分析捆包機未來的發展方向。 

  我們首先從歐洲專利局選出 7 個關於捆包機導槽的設

計專利，並且加以分析其技術和功效，並整合出它們的技術

功效矩陣。這 7 個專利的申請日期從 1991 年到 2004 年，藉

由分析這些技術的演進趨勢，預測捆包機導槽的可能發展方

向。我們的結論是：1. 捆包帶導槽會朝著單一化和模組化

的方向演進，從這 7 個專利的技術分析得知捆包機的導槽的

演進趨勢為：三個帶狀物構成 → 兩個滑動件構成 → 一個

固定件構成 → 模組化。由此可知導槽朝著簡化、優化、彈

性化的方向來演進。2. 導槽的彎曲和扭曲的程度會朝著單

方向的彎曲演進，原始的縱向捆包機所使用的導槽是彎曲且

扭曲的，新的導槽除去扭曲的現象。這使的導槽容易製造並

且捆包帶在導槽中行進也較順暢。3. 整個導槽的造型就會

朝著 1D 的方向演進，導槽形狀的演化如下：L 形（3D 空間） 

→ 8 字型（3D 空間）→ U 型（2D 但與在工作平台不在同

一平面）→ U 型（2D 但與在工作平台在同一平面），這種

演化使得結構愈趨簡化。我們可以預測導槽的幾何形狀會由

3D → 2D → 1D，其目的是在使結構簡化並且減少材料的使

用。 

  最後，我們使用 CREAX CreationSuite 來分析目前捆包

機專利，了解現有捆包機專利所屬的公司彼此之間的競爭力

分析、捆包技術與其他產業技術之間的關係以及捆包機的技

術演進線。在公司之間的競爭我們發現國外的捆包機業者：

Illinois Tool Works、Mosca、SMB、Signode 都有許多專利。

但在國內僅有 Transpak 具有顯著專利數。並且 Transpak 和

Signode 這兩家公司具有相同的專利分類號如：C08J、

B29D、B29L、B65H、B29C、B65B、B65D、B23K，但是

Transpak 獨有的專利分類號為 B31B；而 Signode 獨有的專

利分類號為 B32B。這指出兩個公司的共同性以及它們的獨

特性。在技術的演進線上，大部分的捆包機專利都侷限於幾

何形狀的創新，少有在狀態、顏色、對稱性以及孔洞性這方

面的創新研究。這指出還有很多的空間可以在這些性質譜上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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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附表 2 

 
 

  由以上兩個附表得知，有些專利（如專四、專五-1、專五-2）利用相同的技術（如 T8a），完成多個相同的功能（如 F7a、

F8a）。有些專利（如專二、專三）使用不同的技術（如 T6a，T7a）完成相同的功能（如 F6a），有些專利（如專一）使用

不同的技術（如 T2a，T5a）完成多個相同的功能（如 F2a，F3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