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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從產品概念設計階段有系統建立一個「創新設計流程」，有效地整合品質機能展開
(QFD)、創新發明問題解決理論(TRIZ)及價值工程(VE)理論把顧客的需求轉換成相對應之工程
特徵，同時解決工程特徵技術性矛盾及限制進行元件創新設計，並透過創新元件之功能分析、
評估，進而找出價值較低之元件，利用 TRIZ 理論及理想化思維解決其問題，甚至加以修減，
形成成本更低、功能性更高之新型設計產品方案。本研究將此流程應用於「突擊步槍人槍介
面設計」，研究成果使人槍介面具備舒適性、便利性、穩定性、模組化等滿足顧客需求之設計
特色，並可提供國軍未來輕兵器系統創新設計參考。
關鍵詞：品質機能展開，創新發明問題解決理論，價值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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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is based on conceptual design to systematically build a procedure of creative design
that effectively combines the theories of QFD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value engineering
theory and TRIZ (Theory of Inventive Problem Solving) to transform customers’ demand into the
corresponding project characteristics. Meanwhile, it can solve the technical contradiction and
restriction to do element creative design. In addition, the elements of lower value can be found out by
TRIZ theory as well as the new schemes which cost less and are in higher function will be produced.
This study applies the procedure on assault rifle interface design, as such, it not only makes the rifle
interface comfortable, convenient, stable, and modulize which meets the customers’ satisfactory, but
provides reasonable references of the creative design on the light weapon system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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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品質機能展開(QFD)應用

一、前 言

QFD 方 法 可 將 顧 客 的 聲 音 (Voice of
Customer；VOC)，有效結合企業製造、開發、
技術、採購等方面功能，進而轉化成工程的聲
音(Voice of Engineering；VOE)，讓工程師可
以很容易瞭解其間的關聯與重點，迅速掌握設
計與生產的關鍵和顧客的需求；品質機能展開
是一個結構化的規劃工具，可以確保所設計生
產出來的產品能滿足顧客的期望、縮短產品開
發的時間、容易設定產品開發方針、減少工程
設計變更次數[1]。
顧 客 的 需 求 語 言 一 般為抽 象 表 現 的 概
念，因此對產品開發人員而言關鍵在於如何將
顧客需求轉化為其產品設計、相關製程參數，
並使最終產品特性能滿足顧客所需。因此
Bergquist 與 Abeysekera[2]認為在產品開發階
段應藉由 QFD 手法開發符合顧客需求產品。
McLaughlin 與 Stratman[3]認為 QFD 能提供一
完整的轉換模式以將市場需求轉化為產品屬
性及其相關之製程能力，並將製程特性、產品
特性以及顧客需求間的關係進行鏈結。

在產品開發的系統設計過程中，最重要的
議題乃是滿足消費者需求。過程通常伴隨著需
求確認、問題定義、產生概念設計進而創造發
明等。為了滿足消費者多元化的需求，其中釐
清問題並確認設計目標，通常設計者可經由反
覆的與需求顧客確認得知，但在從文字敘述的
規格與需求清單中產生設計概念的思考創新
過程通常是靠個人的經驗累積與瞬間的靈感
以產生設計概念，並以嘗試錯誤與腦力激盪等
方法去尋求解決方向。然而現今的開發新的構
想或看法方法種類繁多，如水平思考法、腦力
激盪法、公理設計、價值工程、品質機能展開、
創造思考問題解決、設計 6 標準差、發明創新
問題解題理論等。本研究系統性地整合不同的
群體決策、創新及設計等方法於創新產品開發
上，期望能找到符合產品概念階段之設計流
程。
本研究從產品概念設計階段，針對顧客需
求有系統建立一個「創新設計流程」，運用品
質機能展開(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
QFD)把顧客的需求轉換成相對應之工程特
徵，同時有效地整合 TRIZ 理論解決工程特徵
技術性矛盾及限制進行元件創新設計，並以價
值工程(Value Engineering，VE)進行產品元件
之功能分析、評估，進而找出價值較低之元
件，利用 TRIZ 理論及理想化思維解決其問
題，甚至加以修減，形成成本更低、功能性更
高之新型設計產品方案。本研究將此流程應用
於「突擊步槍人槍介面設計」個案探討，針對
突擊步槍人槍介面進行創新設計，解決創新設
計過程中的矛盾問題，避免因錯誤的設計概念
造成設計與實際需求目標的偏離與差異。使突
擊步槍人槍介面各總成具備舒適性、便利性、
穩定性、模組化設計等特色，研究成果可提供
國軍未來輕兵器系統創新設計參考。

2.2 TRIZ 應用
創新發明問題解決理論(TRIZ：Teoriya
Resheniya Izobreatatelskikh Zadatch；TIPS：
Theory of Inventive Problem Solving)是前蘇聯
發明家 Altshuller 所提出的。TRIZ 理論發展至
今已超過半個世紀，目前應用此理論創新發明
的產品不勝枚舉，如盧啟宏[4]以 TRIZ 之創新
方法並配合矛盾矩陣之輔助，找出具可行及符
合多功能投幣機構之設計。宋明弘[5]整理有
關 TRIZ 的解決工具有：資源、質場分析、76
標準解、技術效應、演進模式及創新性問題解
決演譯法。朱晏樟[6]整合 TRIZ 與功能分析之
設計方法，利用 TRIZ 方法產生創新概念，以
功能分析將現有產品及創新概念轉換為基礎
功能模型與功能元件模組。Wang et al.[7]利用
TRIZ 方法來改善品質機能展開表的 VOC 部
分；Bassler and Grawatsch [8]則運用預測未來
情境需求的技術(Scenario Technique)以結合
QFD 與 TRIZ 方法，來改良產品的設計。上
述 TRIZ 理論發展與應用之相關學術著作係多
針對一般大眾產品之創新設計與開發，除廖健
雄[9]及孫懷谷[10]等學者將 TRIZ 理論應用於

二、文獻探討
本研究文獻探討首先針對用來轉化顧客
需求的品質機能展開 QFD 作說明；其次探討
用來解決創新問題的 TRIZ 理論之相關文
獻；接著將價值工程於產品設計應用之相關文
獻進行探討；俾利作為研究參考依據。
134

中正嶺學報 第四十一卷 第二期 民國 101.11
JOURNAL OF C.C.I.T., VOL. 41, NO. 2, NOV., 2012

M14 步槍扳機創新機構設計的研究改善外，鮮
少運用於輕兵器研發與創新設計領域。

研究相關文獻、專利資料蒐集
及現有突擊步槍人槍介面分析
兵監單位專家訪談 兵工廠專家訪談
（需求單位）
（設計製造單位）

2.3 價值工程於產品設計應用
價值工程是美國 General Electric 公司於
1947 年發展出來的，是一種降低成本、分析
元件功能、提高產品價值及經濟效益的方法。
針對價值工程應用於產品開發設計文獻包
括，賴自堅[11]採用價值工程之觀念，針對產
品再設計步驟流程，藉由機能展開、功能分析
配合產品參數資料庫（產品問題、使用機能、
製造成本）計算，引導出改善問題點及發展出
系統化設計程序。黃世慶[12]藉由價值工程以
及其它多重技術整合到新產品開發上，並建議
一個三階段的品質屋展開模式於整個開發流
程中。劉棨庭[13]提出一套系統化整合 TRIZ
方法與價值工程理論的產品簡約設計流程，有
效地將不同功能的子系統整合為一個新的產
品，降低成本，增加產品價值。陳銘仁[14]提
出一套系統化產品創新流程，藉由功能屬性分
析步驟與產品價值的角度，找出問題進行改
善，設計經由連結分析給予各項功能的參數數
值，進行評估以降低產品的成本，來增加產品
的利潤。林芳如[15]利用價值工程建構一套協
同產品開發之價值模式，尋找可創造最大產品
價值之方案。
上述 QFD、TRIZ、價值工程理論發展與
應用之學術著作多針對一般大眾產品之創新
設計與開發，鮮少運用於輕兵器研發與創新設
計領域。本研究運用品質機能展開理論把顧客
（兵監、兵工廠專家）的想法融入產品概念設
計發展過程中，將需求轉換成相對應之工程特
徵及元件設計需求，同時運用 TRIZ 理論解決
技術性限制與矛盾，並結合價值工程之功能分
析、策略編輯及價值評估等方法，藉以設計符
合目標顧客需求的突擊步槍人槍介面，達到顧
客滿意的目標。

確認顧客需求
是否完整

否

否

是
運用QFD一階展開將顧客需求轉換成工程需求
運用QFD二階展開將工程需求轉換成元件設計需求
元件功能分析(Function Model)

選擇TRIZ
工具

衝突問題

技術衝突

物理衝突

技術衝突
工具

質場分析
工具

知道做什麼但
不知如何進行

系統需要
改善
預測工具

效應工具
是

人槍介面創新設計方案
價值工程/分析
元件功能分析

評估系統元件

修減系統元件
評估

是否修減
系統元件
否
人槍介面概念創新設計

圖 1. 研究架構流程圖

3.1 品質機能展開(QFD) 理論
品質機能展開一般以「品質屋(House of
Quality)」矩陣來分析顧客需求、產品特性、
工程特徵與製程特性等之間的關係，主要分為
六個部份[16,17]，如圖 2 所示：
(1) 顧客需求(VOC)：顧客需求的清單。
(2) 技術需求/工程特徵(VOE)：一系列相關且
重要的產品技術與工程特性。
(3) 規劃矩陣：市場中顧客的認知，包括企業
或競爭者的反應之相對重要程度。
(4) 關係矩陣：團隊對於顧客需求(VOC)與技
術需求(VOE)間之相互關係的看法。
(5) 技術相關矩陣（屋頂）：確認產品在設計
階段的技術需求間是為相輔相成或互相矛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整合品質機能展開、TRIZ 與價值
工程等理論，透過顧客需求有系統建立一個
「創新設計流程」以突擊步槍人槍操作介面為
例進行創新設計研究，流程如圖 1 所示。茲將
本研究將相關理論應用說明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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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的情況。
(6) 技術優先：藉著矩陣運算來排定技術需求
的優先順序，衡量競爭產品的技術所到達
的水準以回應顧客之所需。
技術相關矩陣（屋頂）係指技術需求/工
程特徵上的正相關（相輔相成）或負相關（矛
盾）的相關性。當有負相關出現時，即代表其
對應的兩項技術有矛盾或衝突，尚待技術能有
突破式的創新以解決。

3.2.1 效應工具
效應是兩個或兩個以上參數在一定的操
作條件下所產生的交互作用，且參數間彼此交
互作用的結果，會產出一定水準的輸出參數。
本研究人槍介面間參數交互作用可透過效應
資料庫(Effects Database)轉換至適合的屬性和
質能，流程圖如圖 3 所示。其中，能量或場包
括機械能、聲能、熱能、化學能等。質量包括
固體、液體、氣體或混合體。定量和定性表示
固體轉換成液體的可量化和其特性[18]。

(5)
技術相關矩陣
(2)
技術需求/工程特徵
(1)
顧
客
需
求

(4)
關係矩陣

交互作用
參數轉換

(3)
規
劃
矩
陣

質 量

參數轉換種類
定 性

能量或場

(6)
技術優先

定 量

篩選合適方案
圖 3. 效應工具流程圖[10]

圖 2. 品質屋

本研究運用 QFD 將顧客需求轉換成工程
需求後，根據第一階段的品質機能展開結果繼
續將工程需求重點進行第二階段的品質機能
展開，俾利瞭解各項工程需求之內部元件設計
需求，展開的結果使本研究獲知能夠滿足顧客
真正需求的技術需求特徵，另外，針對各項工
程需求之內部設計之矛盾運用 TRIZ 理論進行
創新設計。

3.2.2 預測工具
預測工具包括八種型態，流程圖如圖 4 所
示。若不將技術流程區分成這些型態，則其現
象是隨機且無法預測的。透過以往資料的現象
觀察分析，區分型態後將可達到可預測性
[18]。
需要改善的系統

3.2 TRIZ 理論
本研究將 QFD 分析結果進行元件功能分
析，包括釐清系統、子系統目的(Purpose)，人
槍介面元件與元件間的相互關係(Actions)，人
槍介面元件和外界環境的交互作用的一般性
功能，進而發現問題所在，以選擇 TRIZ 工具
進行改善及創新設計。
根據功能分析結果選擇 TRIZ 工具進行改
善及創新研究，針對「已知道要做什麼不知道
如何進行」時運用效應工具篩選合適方案；
「衝
突問題發生」時採用質場分析工具及技術衝突
工具篩選合適方案，「系統需要改善」時利用
預測工具篩選解決方案，茲將 TRIZ 分析工具
說明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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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預測工具流程圖[10]

3.2.3 質場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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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物質間的關聯互動，具有一個場在其間
作用。這兩個物質，一種稱為功能主體，另一
是功能作用體，而場為一種能量。利用質場分
析方式來進行發展改良的流程如圖 5 所示。此
工具可依據 Altshuler 等所提出的 76 個標準問
題解作為特定物理問題的解決方法[18]。

3.3.1 元件功能分析
功能分析係探討元件彼此間，及元件與外
界環境的交互作用，藉以定義元件於系統中之
功能。運用功能分析可以展現系統元件設計目
的及其系統表現，進而發現問題所在，再探索
其他方法來加以改進。功能分析可以藉由建構
「功能模型(Function Model)」來完成，一個完
整功能模型包含：
(1) 系統目的(Purpose)、元件(Component)及超
系統(Super System)。
(2) 元件與元件、元件與目的、及元件與超系
統之間相互關係，即功能作用(Actions)。
為了更精確描述與分析系統功能作用，可
將功能作用分為有益功能及有害功能。其
中有益功能又可區分正常功能、不足功能
及過度功能。

指定功能主體
指定功能作用體
定義場的作用
改變期望的質場模型
分離
狀況
相依

主次
系統

系統轉換

時間 空間

相轉換

相改變 相改變現象 多相現象

篩選解決方案

3.3.2 評估系統元件

圖 5. 質場分析工具流程圖[10]

3.2.4 技術衝突工具

在功能模型中，系統元件與作用是可以調
整改變的，目的為藉由元件與功能作用的改
變，使得系統效能、性能更加精進，產品功能
價值更高。當吾人思考以何者原件或功能作用
進行簡化或改良時，透過對其進行價值評估
(Evaluation)可以做為輔助決策工具，評價計算
後的結果可以縮小選擇範圍。系統元件評價方
式組合包含：功能等級(Function Rank)、問題
等 級 (Problem Rank) 及 策 略 編 輯 (Strategy
Editor)等三類：
(1) 功能等級：功能等級係由功能作用位置與
遠近決定，依照下列法則決定之[19]：
法則 1：元件直接執行在系統目的上的作
用，其作用等級為 B。
法則 2：元件執行在執行作用 B 的元件上
的作用，為 1 階附屬(Auxiliary)作用，其作
用等級為 A1。
法則 3：同理，元件執行在執行作用 Ai 的
元件上的作用，為 i+1 階附屬作用，其作
用等級為 A(i+1)。
法則 4：元件提供在超系統上之作用，其
等級為 A1。
法則 5：將最低功能作用等級設定為 1（附
屬作用階數愈高，功能作用等級愈低）。
法則 6：Ai 等級值= A(i+1) 等級值+1。
法則 7：B 等級值= A1 等級值+2。
依照法則 1~4，可訂定功能等級如表

TRIZ 所謂的衝突(Contradictions)，當試圖
改善一個產品或製程的工程特性時，卻導致另
一個工程特性惡化。面對如此技術上的衝突，
傳 統 方 法 採 取 妥 協 (Compromise) 方 式 。 但
Altshuler 認為，一個具有創意的解決方案，設
計時即可找出這些惡化因素，且可完整有效地
消除之。Altshuler 針對最具創意的 40 萬個專
利案件中，發現 39 個工程特性的改進和惡化
因 素 組 成 一 個 衝 突 矩 陣 表 (Contradiction
Matrix)，並歸納出解決這些衝突的 40 項發明
原則。因此將希望改善項目 (Object-affected
Harmful Factors) 與 避 免 惡 化 項 目 (Area of
Stationary Object)放入此矛盾矩陣，可得知解
決工程參數矛盾之相關發明原則。

3.3 價值分析理論
此理論係以系統化方法，分析原產品元件
設計之功能、成本與問題，進而找出價值較低
之元件加以修減，形成成本更低、功能性更高
之新型設計產品方案。本研究整合價值工程分
析理論於創新設計流程中，將 TRIZ 人槍介面
創新設計方案進行價值工程分析，包括元件功
能分析、評估系統元件、修減系統元件等功能
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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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策 略 編 輯 ： 藉 由 「 成 本 降 低 (Cost
Reduction) 」 、 「 價 值 提 升 (Value
Increasing) 」、「 問 題 排 除 (Problem
Elimination)」等策略，針對系統所有元件
進行價值評估，計算結果即為系統之各元
件價值；將前述功能等級、問題等級或元
件成本代入公式中，即可求得各元件價值
評估值，評價公式如表 3。

1，並利用法則 5~8，計算功能等級數值，
如圖 6。將單一元件所提供的作用加總，
即為個別元件之功能等級數。再將功能等
級數最高者之數值設定為 10，其餘依比例
調整，即可得到所有元件之功能等級。
表 1. 法則對應決定等級表[19]

表 3. 評價公式[19]
策略

意義
在「成本降低」
Cost
策略下，元件的
K=1/C
Reduction
成本越高，其評
價值越低。
在「價值提升」
策略下，元件的
Value
功能重要度越
K=(F*F)/(P+C)
Increasing
低、問題越多、
成本越高，其評
價值越低。
在「問題排除」
Problem
策略下，元件的
K=1/P
Elimination
問題越多，其評
價值越低。
K：表元件的評價值。F：表元件的功能等級。
P：表元件的問題等級。C：表元件的成本。

圖 6. 功能等級數值計算[19]

(2) 問題等級：前述提及功能作用區分為有益
功能及有害功能。其中有益功能又可區分
正常功能、不足功能及過度功能。將有害
功能、不足功能及過度功能，設定為問題
功能，問題功能的等級值定義如表 2 所
示。問題等級則由功能模型中各問題作用
的程度計算出，各問題作用的程度多寡則
由設計者判定。將單一元件所提供的問題
功能作用等級值加總，即為個別元件之問
題功能等級數。再將問題功能等級數最高
者之數值設定為 10，其餘依比例調整，即
可得到所有問題元件之問題等級。

3.3.3 修減系統元件
在完成系統各元件價值評估計算後，針對
價值較低或問題較嚴重的元件進行修減
(Trimming)，對原有的功能或元件進行簡化與
合併，成為一個新的產品系統架構。如何解決
功能與元件進行簡化與合併後所產生的問
題，則應用 TRIZ 理論加以引導與解決。

四、結果與討論
4.1 QFD 建立與分析

表 2. 問題作用[19]
問題功能
有害功能
(Harmful Function)
不足功能
(Insufficient Function)
過度功能
(Excessive Function)

評價公式

本研究人槍介面一階品質機能展開，如圖
7 所示。經相關矩陣運算後其中工程需求排序
前六項分別為槍托、貼腮部、前握把、彈匣卡
榫、托肩部與護手，本研究將此六項工程需求
特徵間彼此相關性並進一步歸類為槍托總成
(含槍托、貼腮部與托肩部)；護手總成(含前
握把與護手)；彈匣總成(含彈匣與彈匣卡榫)
等三總成。

等級值
(Problematic Function)
即作用危害的程度，
範圍 0~20
即作用表現不足的程
度，範圍 0~20
即作用表現過度的程
度，範圍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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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人槍介面品質機能展開

在一階品質機能展開聚焦目標顧客之人
槍介面需求後，本研究再針對「槍托總成」
、
「護
手總成」與「彈匣總成」等工程需求項目進行
徵。
圖 8 為槍托總成二階品質機能展開，經相
關矩陣運算後工程特徵排序前六項分別為無
段式貼腮功能、軟質槍托底板、無段式槍托底
板、托肩板、折疊功能、多段式伸縮功能等。

第二階段的品質機能展開，俾利瞭解各項工程
需求之內部元件設計需求，展開的結果使本研
究獲知能夠滿足顧客真正需求的技術需求特
由圖 8 技術相關矩陣（品質屋頂）可看出其中
多段式伸縮功能+無段式貼腮功能、多段式伸
縮功能+無段式槍托底板、軟質槍托底板+托肩
板等工程特徵間彼此存在有技術上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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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槍托總成品質機能展開

另外，針對護手總成與彈匣總成進行二階
品質機能展開後，同樣由技術相關矩陣（品質
屋頂）可看出其中固定式前握把+扶握功能及
側壓式彈匣卡榫+後壓式彈匣卡榫彼此間存在
技術矛盾。
本研究運用一階 QFD 成功地將顧客需求
轉換為工程需求，並將人槍介面聚焦為槍托總
成、護手總成、彈匣總成等三部分。接著透過
二階 QFD 發現各項工程需求之內部元件設計
間的技術矛盾。而這些技術矛盾本研究將運用
TRIZ 理論的導入來獲得解決，如圖 9 所示。

圖 9. 品質機能展開階層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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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TRIZ 於人槍介面創新設計應用
本研究針對 QFD 二階展開後工程特徵的
矛盾，導入 TRIZ 理論進行探討與解析，並運
用矛盾矩陣表尋找適當發明原則。透過本研究
創新設計流程，使得需求與人槍介面創新間的
關係做一相關性推演，達到人槍介面設計創新
之目的，其運用 TRIZ 理論所展開之創新設計
模式及運用成果說明如下：
4.2.1 解決槍托軟質槍托底板與托肩板技術矛
盾

圖 11. 套疊發明原則示意圖

將 希 望 改 善 項 目 (31 ： Object-Affected
Harmful Factors)與避免惡化項目(6：Area of
Stationary Object)放入矛盾矩陣，可得知解決
軟質槍托底板與托肩板工程參數矛盾之發明
原則包括#01、#22、#40。本研究採#01 分割
(Segmentation)為設計參考方向，將托肩板與
槍托底板劃分成獨立之零件，如圖 10 所示。

4.2.3 解決槍托無段式貼腮功能與多段式伸縮
功能技術矛盾
將希望改善項目(36：Device Complexity)
與避免惡化項目(3：Length of Moving Object)
放入矛盾矩陣，可得知解決槍托無段式貼腮功
能與多段式伸縮功能工程參數矛盾之發明原
則包括#1、#19、#24、#26。本研究採#24 媒
介物(Mediator)為設計參考方向，在無段式貼
腮功能及多段伸縮功能間設計一媒介物，使兩
運動方向彼此不干涉，如圖 12 所示。

圖 10. 分割發明原則示意圖

4.2.2 解決槍托多段式伸縮功能與無段式槍托
底板技術矛盾

圖 12. 運用 TRIZ 理論設計原理─媒介物發明原則
示意圖

將希望改善項目(8：Volume of Stationary
Object)與避免惡化項目(12：Shape)放入矛盾矩
陣，可得知解決多段式伸縮功能與無段式槍托
底板工程參數矛盾之發明原則包括#2、#7、
#35。本研究採#7 大小依次套疊(Nesting)為設
計參考方向，將螺桿與槍托固定基座進行套疊
設計，以解決槍托多段式伸縮功能與無段式槍
托底板技術矛盾，套疊發明原則示意圖如圖
11 所示。

4.2.4 解決護手總成護手扶握功能與前握把技
術矛盾
將希望改善項目(33：Ease of Operation)
與避免惡化項目(36：Device Complexity)放入
矛盾矩陣，可得知解決護手總成護手扶握功能
與前握把工程參數矛盾之發明原則包括#12、
#17、#26、#32。本研究採#17 轉換維度(M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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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枝其槍托及彈匣形式相同，護手總成有些許
差異。而本論文新型槍托、彈匣及護手總成
等，可供後續國軍下一代戰鬥步槍研發參考運
用，茲將各總成設計特色說明如次。

to a New Dimension)為設計參考方向，將前握
把豎置(垂直變成水平)並以豎置後前握把之
一面做為扶握之表面，如圖 13 所示。

圖 13. 運用 TRIZ 理論設計原理─轉換維度發明原
則示意圖

圖 15. 人槍介面創新設計示意圖

4.2.5 解決彈匣總成側壓式卡榫與後壓式卡榫
技術矛盾

4.3.1 槍托總成設計特色
槍托總成可區分為槍托部、貼腮部與托肩
部三個次系統總成，其中槍托部可提供折疊功
能、多段式伸縮功能、無段式槍托底板功能；
貼腮部可提供無段式貼腮功能；托肩部可提供
平推式托肩板功能，如圖 16 所示。而 T91、
T86 步槍槍托僅具多段式伸縮功能，詳細功能
比較表如表 4。

將 希 望 改 善 項 目 (26 ： Quantity of
Substance) 與 避 免 惡 化 項 目 (36 ： Device
Complexity)放入矛盾矩陣，可得知解決彈匣總
成側壓式卡榫與後壓式卡榫工程參數矛盾之
發明原則包括#3、#10、#13、#27。本研究採
#3 改進局部性質原理(Local Quality)為機構設
計參考方向，將後壓式卡榫兩側增加凸耳設計
並將後壓式卡榫姆指前壓的運動方式改為以
食指下壓，即能提供左右射手快速更換彈匣之
功能，如圖 14 所示。

圖 16. 槍托總成示意圖
圖 14. 改進局部性質原理發明原則示意圖

表 4. 本研究槍托與 T91、T86 槍托功能比較表

4.3 人槍介面創新設計方案

功能項目

本研究 QFD、TRIZ 轉換顧客需求並解決
設計概念產生矛盾問題，完成槍托、護手與彈
匣等三總成，如圖 15 所示。而目前國軍全面
換裝服役中的步槍為 T91 戰鬥步槍，T86 步槍
為其研發過渡雛型槍種（並未量產）
，此二款

摺疊功能
伸縮功能
托肩板功能
貼腮部微調功能
槍托底板功能
142

本研究
槍托






T91
槍托






T86
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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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護手總成設計特色
護手總成具有創新折疊式前握把設計，可
提供護手扶握功能與前握把使用功能，能滿足
各種射手不同射擊習慣與使用需求。護手前端
下方設計 50mm 標準戰術導軌，可提供射手依
需求選配戰術強光燈、兩腳架或雷射指示器等
戰術配件。此外，護手總成亦有槍背帶環、護
手止滑槽與排氣槽等多項功能設計，以滿足國
內目標顧客需求，如圖 17 所示。

圖 18. 彈匣總成電腦輔助設計示意圖

本研究彈匣與國造 T91、T86 步槍彈匣功
能比較表如表 6。
表 6. 本研究彈匣與 T91、T86 彈匣功能比較表
功能項目
殘彈檢視
輔助支撐點
可左右手更換

圖 17. 護手總成示意圖

本研究護手與國造 T91、T86 步槍護手功
能比較表如表 5。

本研究

T91

T86

護手

護手

護手

護手止滑槽







標準戰術導軌







折疊式前握把







T91
彈匣




T86
彈匣




4.4 創新設計方案價值分析
依照本研究創新設計流程完成人槍介面
設計方案後進行價值分析，以系統化方法，分
析創新元件設計之功能、成本與問題，進而找
出價值較低之元件，利用 TRIZ 理論及理想化
思維解決其問題，甚至加以修減，形成成本更
低、功能性更高之新型設計產品方案，本研究
持續以槍托總成為例進行價值分析。

表 5. 本研究護手與 T91、T86 護手功能比較表
功能項目

本研究
彈匣




4.4.1 建立功能模型
槍托之「伸縮功能」
、
「折疊功能」
、
「貼腮
部微調功能」
、
「槍托底板微調功能」與「托肩
板功能」可以設定為「系統目的(Purpose)」
，
「使
用者(User)」與「槍身部」可以設定為功能模
型之「超系統(SuperSystem)」。系統目的與超
系統設定後，藉由槍托操作動作分析，可定義
槍托元件之間交互作用，建立功能模型(如圖
19)。其中各元件及超系統說明如表 7，元件功
能說明如表 8。

4.3.3 彈匣總成設計特色
彈匣總成設計特色包括，具有創新雙凸耳
後壓式彈匣卡榫設計，能使慣用左手或右手之
使用者均能快速更替彈匣。彈藥檢視窗提供使
用者檢視射擊前後餘彈之數量。另外，彈匣前
設計輔助支撐點（含止滑槽）之人槍介面設
計，提供射手抓握以利近戰時快速反應射擊，
如圖 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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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槍托元件功能模型
表 7. 元件及超系統說明表

元件
折疊撥桿
折疊固定
鉤

說明
使用者可撥動折疊撥桿以控制
槍托折疊功能。
撥動折疊撥桿時可控制折疊固
定鉤是否與折疊固定座結合，達
到槍托與槍身分離與結合之目
的。

折疊部插
銷

可結合槍身部與槍托固定部，兩
者可藉由折疊部插銷互相轉動。

槍托固定
部

為槍托之基座，並提供槍托伸縮
與貼腮微調裝置之媒介。

貼腮微調
轉盤

轉動貼腮微調轉盤可控制貼腮
部無段上升或下降。

貼腮微調
螺桿

貼腮微調螺桿提供貼腮微調轉
盤控制貼腮部升降之媒介。

貼腮部

提供射手瞄準射擊時舒適的貼
腮裝置。

伸縮卡榫

槍托底板
微調轉盤

按壓伸縮卡榫可使槍托伸縮部
前後滑動，調整槍托長度；釋放
時可卡入槍托固定部使槍托伸
縮部固定。
轉動槍托底板微調轉盤可控制
槍托底板無段前後伸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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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托底板
微調螺桿

槍托底板微調螺桿提供槍托底
板微調轉盤控制槍托底板伸縮
之媒介。

槍托底板

提供射手抵肩射擊時舒適的據
槍裝置。

槍托底板
平衡桿

槍托底板前後伸縮時避免左右
轉動之裝置

槍托伸縮
部

為槍托伸縮活動之主件，並提供
槍托底板與托肩板伸縮裝置之
媒介。

伸縮管制
插銷

伸縮管制插銷可避免槍托伸縮
部與槍管固定部脫離。

托肩板控
制撥片

提供射手藉以將托肩板推出之
裝置

托肩板

提供射手長期臥射時舒適的據
槍裝置，可避免槍枝滑落。

超系統

說明

User

射手或使用者。

槍身部

全槍為槍身部與槍托部所組
成，槍身部為提供槍枝主要射擊
功能之裝置。

折疊固定
座

為提供槍身部與槍托部結合固
定之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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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功能說明表

功能

說明

Control
Achieve
Join
Screw
Fit
Rotate
Slide
Separate
Impact
備註

超系統控制目標元件
主元件達成系統目的
目標元件結合在主元件上
主元件使目標元件螺旋旋轉
主元件與目標元件固定
主元件使目標元件旋轉
主元件對目標原件可作滑動
主元件與目標元件分離
主元件衝擊目標元件
目標元件：箭頭指向之元件；主
元件：箭頭出發之元件

9 及表 10。
有關問題等級部分，本研究針對槍托機構
作用問題及原因，訂定及說明如表 11。
完成功能等級及問題等級訂定後，考量對
新型槍托設計進行功能分析目的應以消除現
有設計問題為主，且並無元件成本可供參考依
循，故無法選擇「成本降低」與「價值提昇」
策略，而採取「問題消除」策略來進行元件價
值評估，依照問題等級對系統元件進行評價；
當元件問題愈嚴重時，其價值性愈低。「問題
消除」策略如表 3，K=1/P 公式，其中，K 代
表元件的評價值，P 代表元件的問題等級。
元件評價愈低，代表元件價值性愈低，可
予以簡化或刪除；經評估元件價值後(如表
12)，評價值由低至高依序為「槍托固定部」、
「托肩板控制撥片」
、
「伸縮管制插銷」
、
「貼腮
部」及「伸縮卡榫」等 5 項，其中「槍托固定
部」
、
「托肩板控制撥片」
、
「伸縮管制插銷」等
3 項價值偏低，建議列為優先改善元件。

4.4.2 評估元件價值
完成槍托機構之功能模型後，即可依 3.3.2
節說明計算各元件之功能等級，計算結果如表

表 9. 功能等級表

功能
元件

作用

等級值

表現

元件

摺疊撥桿

achieve

摺疊功能

B

adequate

貼腮部

fix

貼腮部微調螺桿

A2

n/ adequate

slide

槍托固定部

A2

adequate

screw

槍托底板微調螺桿

n/d

adequate

achieve

槍托底板微調功能

B

adequate

join

托肩板

n/d

n/ adequate

achieve

托肩板功能

B

n/adequate

slide

槍托伸縮部

A1

adequate

joint

托肩板控制撥片

A1

adequate

slide

槍托伸縮部

A2

adequate

fix

槍托底板

A2

adequate

fix

槍托底板平衡桿

A2

adequate

fix

槍托底板微調螺桿

A2

adequate

槍托底板微調轉盤

托肩板控制撥片

托肩板

槍托底板平衡桿

槍托底板

註：等級值空白表示超系統元件，不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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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功能等級表

元件
槍托底板微調螺桿

功能
作用

元件
fix
槍托底板
screw
槍托底板微調轉盤
screw
槍托伸縮部
join
伸縮卡榫
槍托固定部
rotate
槍托伸縮部
achieve
伸縮功能
achieve
貼腮部微調轉盤
貼腮部微調功能
screw
貼腮部微調螺桿
rotate
折疊部插銷
槍托固定部
rotate
折疊部
screw
貼腮部微調螺桿
貼腮部微調轉盤
fix
貼腮部
screw
槍托固定部
join
折疊固定鉤
折疊固定座
separate
折疊固定座
join
摺疊撥桿
impact
槍托固定部
伸縮管制插銷
rotate
折疊部插銷
slide
貼腮部
screw
貼腮部微調螺桿
fix
折疊部
fix
槍托伸縮部
伸縮管制插銷
slide
槍托底板平衡桿
rotate
伸縮卡榫
slide
托肩板
screw
槍托底板微調螺桿
slide
伸縮管制插銷
槍托固定部
fix
槍托伸縮部
fix
槍身部
折疊固定座
fix
折疊部
fix
折疊固定座
槍身部
joint
折疊固定鉤
separate
折疊固定鉤
USER
control
伸縮卡榫
control
槍托底板微調轉盤
control
貼腮部微調轉盤
control
托肩板控制撥片
control
摺疊撥桿
fix
折疊部
槍身部
rotate
折疊部插銷
註：等級值空白表示超系統元件，不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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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值

表現

A1
A1
A1
n/d
n/d
B
B
n/d
A1
A1
A1
A1
A1
A1
A1
A1
H
A2
A2
A2
A1
A1
A1
A1
A1
A1
A2
A2

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n/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n/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n/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adeq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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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問題等級表

元件
貼腮部

作用
fix

元件
貼腮部微
調螺桿
托肩板

問題屬性
不足功能

托肩板
控制撥
片

join

伸縮卡
榫
伸縮管
制插銷
槍托固
定部

不足功能

10

achieve

托肩板功
能

不足功能

5

join

槍托固定
部
槍托固定
部
伸縮管制
插銷
折疊部

不足功能

5

不足功能

10

有害功能

15

不足功能

15

slide
impact
fix

等級值
5

表 12. 元件評價值由低至高排列

元件
槍托固定部
托肩板控制撥片
伸縮管制插銷
貼腮部
伸縮卡榫

問題等級
10
5
3.33
1.67
1.67

理由
螺桿位置偏離托腮部中心，操作
上稍嫌不便。
無法將拖肩板固定於槍托內，槍
枝朝上時拖肩板將掉出。
無法將拖肩板固定於槍托內，槍
枝朝向時拖肩板將掉出，影響托
肩板功能。
無法無段式伸縮，功能稍嫌不
足。
僅有槍托固定部上方單邊管
制，功能稍嫌不足。
伸縮管制插銷單邊管制槍托伸
縮功能，零件容易損壞。
將槍托向右折疊後會擋住扳
機，妨礙右手正常射擊功能，宜
將槍托固定部增加為可向左或
向右折疊功能。

制槍托伸縮功能，零件容易損壞」問題：改善
此問題亦沒有技術矛盾問題，僅需將槍托固定
部下方再增加一伸縮管制插銷，槍托伸縮時由
上下管制銷平均受力，即可解決單一零件易集
中應力而損壞問題。
「托肩板控制撥片」之「無法將拖肩板固
定於槍托內，槍枝朝向時拖肩板將掉出」問
題：利用「改變操作原理」之理想化思維，將
原「托肩板控制撥片」改為「托肩板控制扭」，
原手動推送托肩板控制撥片作動模式，改為按
鈕自動彈出方式。托肩板不使用時，將其壓入
槍托內即可自動與槍托伸縮部結合固定；使用
時按壓「托肩板控制扭」 ，即可將托肩板彈
出使用。
「伸縮管制插銷」問題：同「槍托固定部」
之問題解決方法。

評價值
0.1
0.2
0.3
0.6
0.6

4.4.3 問題消除
針對「槍托固定部」
、
「托肩板控制撥片」
、
「伸縮管制插銷」等 3 項價值偏低元件，可先
檢視是否有矛盾問題，再利用 TRIZ 理論中理
想化思維與矛盾矩陣予以消除問題，建議方向
如下：
「槍托固定部」之「將槍托向右折疊後會
擋住扳機，妨礙右手正常射擊功能」問題：改
善此問題沒有技術矛盾問題，僅需將槍托固定
部設計成兩種樣式即可解決，即折疊部位於右
邊及折疊部位於左邊之樣式，槍身部配合設計
為同時具左右邊之折疊部。當槍托固定部之折
疊部位於右邊與槍身部結合時，槍托可向右折
疊，可提供左手射擊；當槍托固定部之折疊部
位於左邊與槍身部結合時，槍托可向左折疊，
可提供右手射擊。
「槍托固定部」之「伸縮管制插銷單邊管

五、結 論
本研究從產品概念設計階段，針對顧客需
求有系統建立一個「創新設計流程」，流程中
以多個疊代循環方式解決不同階段問題，其優
點為可快速的找出任一階段中多個解決方
案，且與顧客需求密切結合。如在運用品質機
能展開(QFD)階段把顧客的需求以轉換成相
對應之工程特徵，同時在 TRIZ 階段有效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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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工程特徵技術性矛盾及限制進行元件創新
設計，並在價值工程分析階段進行產品元件之
功能分析、評估，進而找出價值較低之元件加
以解決問題，形成功能性更高之新型設計產品
方案。
本研究將此流程應用於「突擊步槍人槍介
面設計」個案探討，解決創新設計過程中的矛
盾問題，避免因錯誤的設計概念造成設計與實
際需求目標的偏離與差異。使突擊步槍人槍介
面各總成具備舒適性、便利性、穩定性、模組
化設計等特色，研究成果可水平展開至其他輕
兵器概念創新設計與機能改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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