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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本專題設計的主要理念為改善圖書館黏貼標籤之效率，讓書標黏貼的位置更

加精準並縮短黏貼的時間，以增進圖書管理之效率。 

    本專題藉由機構之分析與治具之原理，導入專題製作當中。利用製圖軟體輔

助機構設計、模擬與組裝，藉由 3D 立體製圖軟體模擬機構動作。使用 CNC 加工

中心機、高速車床及其他加工技術輔助製造，並將機械組立。 

    本專題成品之斜角及後擋板的設計，可讓書本方便置入且快速定位。在距離

後擋板 25mm 處設置開口，當作貼標籤的基準，使標籤精準的黏貼於距書本底部

25mm 上，並改善圖書館黏貼標籤的效率，此「圖書標籤黏貼固定器」已在本校

圖書館使用，反應良好。 

    本專題製作係將所學之專業知識應用於解決生活中的問題，並達到專題製作

務實致用之目的。 

貳、研究動機 

    因為經常到圖書館借書時，看見圖書館的管理員，為了幫學校的每本書都貼

上彩色的書籍標籤，而這個彩色標籤的位置都要相同。而管理員們貼標籤時都以

腿夾著書的方式來完成這大量的工作，這種方式不但腳會很痠，而且位置也不精

準，效率也不高。因此突發奇想，是否能運用我這三年所學的專業技能與知識，

設計出一個方便又高效率的治具來增進圖書館黏貼標籤作業之效率。 

一、研究目的 

（一）設計「圖書標籤黏貼固定器」使書籍更加方便固定與定位 

（二）設計「圖書標籤黏貼固定器」使書籍標籤黏貼位置更加準確 

二、設備及器材 

（一）工具機：鑽床、銑床、車床、CNC銑床                                

（二）使用材料：銅棒、銅板、鋁板、塑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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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使用儀器及軟體：電腦、數位相機、Auto Cad 2010、Microsoft Word 2007、

Auto Desk Inventor 2010、Solid Works 2010 

（四）使用材料、刀具及工具機之數量需求，如表 1-1 

  表 1-1 材料、刀具及工具機表 

名稱 數量 單位 備註 

CNC 銑床 1 台  

車床 1 台  

鑽床 1 台  

鑽頭 若干 支 依照需求選用不同的尺寸 

帶鋸機 1 台  

銑刀 若干 支 依照需求選用不同的尺寸 

車刀 若干 支 依照需求選用不同的尺寸 

壓克力板 若干 片 依照需求選用不同的尺寸 

銅柱 若干 支 依照需求選用不同的尺寸 

鋁板 1 片 依照需求選用不同的尺寸 

M6x1 螺栓 若干 支  

M4x0.8 螺栓 若干 支  

扭轉彈簧 1 支  

滾珠軸承 4 個  

 

 

 



3 

 

参、研究方法 

 

圖 3-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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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獻探討 

治具在工業時代前就被各個領域大量的使用，其主要目的是為重複性的準確

度及重複某部分的動作，並且增加工作效率，來減少一些時間。例:當複製鑰匙

時，原始的鑰匙通常被固定於治具上，如此機器就能藉由原始鑰匙外觀的導引複

製出新的鑰匙(維基百科，2014)。 

因為經濟上的原則會產生不同的治具，因此有許多類型的治具是客製化的，

有些是為了增加工作效率、重複特定動作、使工作更加精確、簡化工作的難度。

因為不同公式的引導所設計出來的治具是不同的，所以相似的治具也可能會因為

不同的時間和地點及用途而產生。 

 

圖 3-2 定盤上固定治具類。 

資料來源：民國 103 年 3 月 8 日 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Jig_0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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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理論 

(一)力矩 

    為一物體對某點或某軸線所產生轉動之量，物體之轉動之難易，依力矩(M)

之大小而定，力臂(d)為由 O點之作用力(F)之垂直距離，我們稱之為力臂 (李榮

華，2011)。 

(二)摩擦定律 

    當相互接觸兩物體之表面，發生相互運動時，可導致一種阻止其運動之反

作用力，稱為摩擦力(frictional force)，簡稱摩擦(friction) (李榮華，2011)。 

1. 摩擦力(fs)及摩擦係數(μ)，與接觸面積大小無關，僅與接觸面性質有關。 

2. 兩物體接觸面間之摩擦力(fs)與接觸面之正壓力(N)之大小成正比，摩擦係數

(μ)不因壓力的增減而改變。 

則：Fs=μN 

(三)彈簧 

    一般利用彈簧彈性變形的原理設計機械時，是利用彈簧的下列四項功能： 

1. 吸收震動、2.產生作用力、3.儲存能量、4.力的量度。 

 依彈簧所承受的負荷種類來分： 

1. 壓縮彈簧：彈簧所承受的負荷主要為壓力者。 

2. 拉伸彈簧：彈簧所承受的負荷主要為張力者。 

3. 扭轉彈簧：彈簧所承受的負荷主要為扭力者(葉倫祝，2012)。 

    為了要使壓板及滑塊的位置回復，我們這一組利用了扭力彈簧及壓縮彈簧。

來增加扭力及壓力，讓壓板及滑塊順利的讓位置回復。 

(四)軸承 

    機構傳動中，用來支持、引導並限制傳動軸在一定位置運動的機件，可分為

滑動軸承與滾動軸承 (葉倫祝，2012)。 

1. 滑動軸承:軸與軸承間係面接觸，且其相對運動滑動者。 

2. 滾動軸承: 把鋼珠或滾子放進軸與軸承兩者之間，呈現點或線接觸者。滾動

軸承啟動時阻力較小、潤滑容易、磨損小，適合精密配合，可長時間高速運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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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機構設立 

    黏貼書本標籤屬於連續重複的動作，要盡可能把動作的次數減少，因為書

籍的量大時，只要把動作減少到越簡單，就可以省下越多的時間，而且書本標籤

黏貼位置需要一致，所以要設計一個簡單快速就把書本定位與固定好的裝置，以

增加工作效率。 

 

(一)固定器基座與壓板設計 

    首先考慮了固定書本的方式，我們參考了虎鉗的概念，因為夾持書本不需要

太大的力量，所以將導螺桿去除，替換成了用壓縮彈簧的力道來夾持書本，如圖

3-3，沒了導螺桿活動邊可以更快速的移動，這麼一來就不用為了要夾持不同大

小的書而浪費時間了。 

 

 

 

圖 3-3 彈簧夾持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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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本在夾持時，必須先將活動邊向右移動後書本才能放入開口內，後來想到

可以把活動邊設計成可以做一定角度的旋轉，如圖 3-4，平常時呈現傾斜、夾持

時因書本底部抵住活動邊壓板底端，產生一作用力而活動邊旋轉中心與壓板底端

之距離形成一力臂因而產生一力矩，使活動邊壓板呈垂直狀態，平時呈現傾斜的

目的在於讓書本可以進入開口內，就可以多省下一個移動活動邊的動作，這麼一

來只要單手拿到書本就可以進行固定書本的動作了。 

(二)壓板旋轉設計 

    活動邊壓板的旋轉動作是藉由彈簧所產生了力來進行的，為了降低彈簧的負

荷，所以旋轉中心的軸承選用了低摩擦的滾動軸承。 

    後來詢問了圖書館老師常見的書本厚度為 15mm~40mm，依據此數據進行了開

口的設計。 

 

圖 3-4 機構簡略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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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固定書本的動作模擬 

    書本放入開口時，如圖 3-5，向下推至底部，藉由斜面來產生水平分力，使

滑塊整體向右移動，壓縮了彈簧，如圖 3-6，產生力來固定書本。 

       

        圖 3-5 書本放入開口           圖 3-6 書本完成固定 

    當書本抽離時，彈簧所累積的位能先使活動邊壓板傾斜至 15°，如圖 3-7，

後始滑塊整體向左移動至固定塊，回到了原位，如圖 3-8。 

 

          圖 3-7 書本抽離                   圖 3-8 回歸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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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本與標籤的定位設計 

    因圖書館書本管理之需求，陳列書櫃上的書籍標籤位置需要一致，如下圖

3-9，且標籤位置需距離書本底部 25mm，以方便工作人員及借閱者查尋書籍。 

                      

圖 3-9 書櫃上的書籍 

    為了達到書本的標籤黏貼位置一致，在標籤架上設置了一個固定的後擋板當

作基準，方便書本放入標籤架後定位，且在距離後擋板 25mm 處設置了壓板開口，

作用是當作書本標籤的黏貼位置，如圖 3-10；壓板本身具有厚度會使貼標籤時

不利於作業，所以開口處倒角目的在於方便手在貼標籤時增加活動空間，且保護

手不被銳處割傷。 

  

圖 3-10 後擋板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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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結果 

一、書籍更加方便固定 

以往的黏貼標籤的方式，如圖 4-1。用大腿夾住固定書本，在用 25mm 的紙

片定位標籤並黏貼，此種方式動作繁雜且耗體力，黏貼位置又不準確。 

                          

圖 4-1 過去的方式以腿部夾持書本 

    使用固定器後的黏貼情形，如圖 4-2，用彈簧的力量來夾持書本，取代了用

腿部夾持書本，此種方式方便且夾持穩定，又不耗費人力，並且提高了作業的效

率。 

                          

圖 4-2 使用固定器後夾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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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書籍標籤黏貼位置更加準確 

    如圖 4-3，後擋板成為書本底部的基準、距離後擋板 25mm 的壓板開口成為

了黏貼標籤的位置，就算放入不同大小的書，也可以達到標籤距離書底 25mm 的

要求，經過實際量測，如圖 4-4，標籤確實有準確的在 25mm 的位置，使得每一

本大小不同的書籍就算在書櫃上，標籤的位置也能統一，更利於書籍的查詢與管

理。  

    開口處的倒角使得手部活動空間更大，且保護手部不被銳處割傷，黏貼標籤

時更有利於作業。  

                              

圖 4-3 後擋板距離壓板開口 25mm 

                              

圖 4-4 標籤位置實際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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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圖書館的老師實際使用後，確實比以往人工黏貼的方式快上了許多，達

到快速的定位與固定書本，標籤位置一致之目的，降低了人力的困擾，提高了作

業的效率。 

伍、討論 

一、由於滑塊上的重量太重導致移動不順。 

討論:我們原本使用的材料為鋁，從前文理論探討中可知摩擦力與材料重量之正

向力有關，因鋁重量較重造成了正向力增大，以至於摩擦力增大，所以後來使用

了密度較小的塑鋼，來減少正向力的大小，以達到減少摩擦力的效果。 

二、活動邊壓板的重量造成無法順利傾斜 

討論:我們將活動邊壓板的重量減少，方法是將非功能尺寸的料給去除，並且在

加上扭轉彈簧，用扭轉彈簧的彈簧力與接觸點形成力矩來平衡壓板的質量所造成

的力矩。

 

             圖 5-1                             圖 5-2 

    如圖 5-1，活動壓板重量產生一個向下作用力(F)，因為活動邊壓板與旋轉

固定中心 O點會造成的力矩 M=F×d，所以增加一個扭轉彈簧來增加扭力，必須施

以接近於 M的反方向扭力，如圖 5-2，來使壓板轉回原本的角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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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結論 

    在這個科技發達的時代，任何的設計都從以前的「簡單」、「迅速」，到現

在所有設計的功能都已經複雜化，但是，設計的目的主要就是要讓使用者能夠方

便且可以滿足使用者的需求。所以我們這一組所設計的固定架主要就是以「方

便」、「快速」、「精準」的理念來讓圖書館員可以迅速的將書給放入固定架裡，

在將書的標籤給貼上，這樣子速度不僅比以前用大腿夾著書的在貼標籤的方式快

上了許多，而且黏貼書標的位置也更加一致。 

    依照實務需求的設計理念，我們設計的這個固定架不僅操作簡單且大幅減少

了貼書標的時間，若是按照原本貼書標的方式，不僅會讓大腿很酸而且會浪費很

多的時間，使用的方法很簡單，只要將書置入固定架內在將標籤貼上就好，再將

書拿起來，整個活動邊壓板就會因為彈簧而回到原本的位置，貼標籤的過程比以

往方便且快上了許多，減輕了人力的負擔，提高了作業效率，更利於圖書之管理。 

    在整個的固定架設計及製作之後，我們這一組覺得還有許多的地方可以改

進，在之後的製作的方面可以以「使用者可以更加方便的使用」的方面為理想而

繼續研發，我們這一組希望未來設計的固定架可以配合機電整合，製作一個自動

化的固定架。而在這一次的研究，我們學到了整個團隊之間該如何去溝通、怎麼

樣的去分工、培養整個團隊的默契，透過網路及書籍的查詢，老師的指導，以及

圖書館員的測試，訓練了我們在發現問題的時候如何去「分析問題」以及「解決

問題」。感謝老師們在這一段時間的教導，我們這一組才能夠如期的完成作品。 

柒、參考資料及其他 

1. 維基百科 (2014)。治具。2014 年 3 月 8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BB%E5%85%B7 

2. 吳榮輝(1986)。工模與夾具。龍展圖書。 

3. 李榮華(2011)。機械力學 I。龍騰文化。 

4. 葉倫祝(2011)。機件原理 I。全華圖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