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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打群架拚世界盃

投入產業媒體快20年，跟一般媒體記者比較大的不同，應該是我的眼光一直比較少在鴻海、台

積電這類台灣超大型企業上面，而是聚焦於中小企業，尤其是所謂的「隱形冠軍」，更是我的

最愛，也因此在採訪大型設備或軟體平台廠商時，我都會針對他們與台灣中小企業的合作多問兩

句，尤其是物聯網概念興起這幾年，這更是我必問的重點。

物聯網會成為未來各類型產業的營運核心，趨勢相當明顯，差別只在於導入時間的快慢、程度的

大小而已，因此商機缺然已經形成，但是物聯網的架構如此龐大，資源有限的台灣中小企業要如

何去吃這塊商機？無疑是相當大的問題，現在的做法相當多，不過大多數是組成聯盟，希望能夠

透過不同廠商的合作，形成生態鏈，讓資源最佳化，簡單來說就是用打群架的方式拚世界盃，這

對規模不大的台灣廠商來說的確是個好方法，由大型廠商帶頭，往下群聚台灣廠商形成供應鏈，

進而打造出生態系統，發揮1+1>2的效益。

不過如果決心要打群架就要用心打，領頭的大型廠商必須評估聯盟裡各廠商的戰力，做出最有利

的配置，制定最有效果的策略，而不是像多數產業聯盟，只是定時聚會吃飯，談到合作則各有自

己盤算，最後聯誼性質大於合作，若要如此，直接成立以吃喝玩樂為止的同樂會，可能還更純粹

簡單一點。
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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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明德

物聯網是智慧製造的核心架構，對製造業者來

說，智慧化是全新概念，因此在導入物聯網架構

時，先審視本身需求，在找到專業的平台業者，

方能打造租最佳化系統。

工業4.0掀起了智慧製造浪潮，有別於過去幾次的

工業革命，僅以製造系統內部的改造為主，這

一次改革，除了製造系統自身變動外，與其他系統的

鏈結更是重點，例如OT與IT系統、軟體與硬體的虛實

整合，都是這一波工業革命的核心，在此趨勢下，傳

統的製造系統已無法因應新世代系統需求，就目前發

展來看，工業物聯網將會是未來智慧製造的主架構。

不管是德國的工業4.0、美國的CPS (Cyber-Physical 

System；網宇實體系統)或中國的「中國製造2025」，

這些智慧化製造概念下的工廠系統，都包括了4大部

分－感測、運算處理、邏輯推理判斷、反應等，而這4

大部分整合起來，就是工業物聯網 (Industrial Internet on 

Thing；IIOT) ，過去的自動化系統以工程師作為主要應

用者，IIOT的系統使用者則會從製造現場的工程師，延

伸到管理層的CEO等決策人員，因此IIOT的容架構也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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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導入企業的需求做變化，也因此這4大子系統的規模

設計，也沒有一定標準，過去自動化製造系統中，各環

節的工作內容固定，每站固定做自己分內的組裝工作，

直到最後產品完成，這類流水線生產模式由來已久，主

要形成原因在於產品生週期長，且屬少樣多量型態。

工業物聯網架構未來工廠

不過PTC業務發展協理王寶慶指出，近年來消費者的胃口

瞬息萬變，造成產品生命週期愈來愈短，客製化產品日

趨多樣，製造成本也跟著難以控制；此外，更加複雜的

其他因素變項，使得廠商必須隨時面對不穩定的訂單、

少量多樣的生產、生產良率的控制，以及備料庫存壓力

等相關問題，已對傳統自動化生產模式造帶來重大挑

戰，而這些問題目前唯一的解答，就是工業物聯網。

工業物聯網可以帶來哪些改變呢？透過物聯網架構，未

來的製造管理人員將可清楚掌握產銷流程、提高生產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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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可控性、減少生產線上人工的干預、即時正確地蒐集

生產線數據，以及合理的生產計畫編排與生產進度等，這

些都是業者提升競爭力及生產力所必須掌握的關鍵項目。

談到工業物聯網，王寶慶指出，目前物聯網已成為各產業

的重要議題，隨著應用範圍日廣，物聯網架構走向垂直分

工已勢在必行，不同領域因應本身專業，必須貼身設計出

符合需求的物聯網架構，而在全球經濟體中，製造業向來

扮演經濟發展的龍頭角色，因此工業物聯網的商機也相對

龐大，目前各軟硬體系統廠商，都已推出相關平台與產

品，面對市場繁多的物聯網平台，且製造業者本身又缺乏

相關建置經驗，在此態勢下，廠商應如何選擇合作夥伴，

打造出合適的工業物聯網架構？

王寶慶建議，與其他產業的運作系統不同，製造系統是

工廠的核心，每一個設備的功能都無法替代，設備一旦故

障，將有可能造成整體系統停擺，甚至產生原物料損失、

訂單延遲的賠償等問題，因此製造系統向來的設計，都將

穩定性視為首要條件，也因此在架構工業物聯網時，必須

找到相關經驗充足的合作夥伴，善用其專業經驗，打造出

穩定的系統。

軟硬兼具 落實智慧製造願景

至於合作夥伴的找尋，王寶慶認為物聯網的架構龐大，單

一廠商已無法獨自建構，包括PTC在內的平台業者，都必

須打造生態系統，透過與不同軟硬體廠商的合作，方能建

構出完整系統，他以PTC本身的作法為例，PTC在物聯網

的布局以旗下ThingWorx平台為主，此平台也應用於工業

物聯網，不過與其他廠商不同之處在於，近年來PTC收購

了工業領域相當知名的Kepware，Kepware的核心業務是提

供豐富的工業連接Driver選項，其Driver超過150項，支援

250以上、各大自動化廠商如西門子、三菱、洛克威爾、

歐姆龍、GE的工業通訊協議，除了製造業外，油氣探勘、

電力…等特殊領域的瞪訊協議，Kepware也可支援。

王寶慶指出，工業物聯網的建構必須由下往上，先解決第

一層設備的訊號擷取問題，再逐步往上，除了製造現場的

訊號擷取與傳輸，要談工業物聯網，軟體是不可忽視的要

點，工業物聯網的所有軟硬體資訊都須相互連結、流動，

方能讓訊息效益最大化，不過過去台灣製造業對軟體向來

不慎重視，且就實際應用面來看，自動化軟體所需的專

業技術不盡相同，再加上自動化資訊不像消費性電子產業

般，資訊豐富且透明，因此多數企業對其了解並不深，獲

得資訊的管道除了同業間耳聞的成功案例外，就只有導入

前軟體廠商的介紹，然而自動化架構龐大、價格昂貴，如

果未在導入前有深入了解，將有可能被軟體廠商牽著鼻子

PTC業務發展協理王寶慶指出，物聯網的架構龐大，單一廠商已無

法獨自建構，包括PTC在內的平台業者，都必須打造生態系統。(

攝影／王明德)

企業導入工業物聯網系統後，還必須配合管理策略來處理系統所

產生的數據。(Source: Engineers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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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當實際運作時發現解決不了問題，屆時騎虎難下，將

反受其害。

自動化系統所費不貲，從底層的SCADA到最上層的ERP，

每套系統成本都相當高昂，花了大錢導入系統的企業主，

多半會認為系統建置完成後，不必怎麼去管理便會自動運

作，不過多半企業主都有此心態，而且會認為只要系統一

導入，便可立即看到驚人改變，過去的弊病將馬上一掃而

空，其實自動化製造軟體只是企業經營的輔助工具之一，

還是要配合管理策略才能奏效，依一般業界的建置經驗，

一套系統為企業所帶來的績效，至少需要半年才能見其功

效。

關鍵績效指標 彰顯導入效益

目前自動化廠商所提供的自動化系統基本功能包括生產追

蹤、品質管理、機台保修、物料控管、報表製作、警示管

理等，這些功能絕大部分都只是提供製造現場的各項數

據，企業主與廠管人員可以藉此數據作為管理時的參考，

提升廠管品質，而不是只要導入後，就奢望能一舉解決所

有問題，舉例來說，載具管理系統會產生每一載具上的產

品資料，若資料顯示出該載具所承載的產品一直有瑕疵，

那就表示可能該載具污損，或負責載具的作業員在作業上

有瑕疵，廠管人員在接收到資訊後必須前往了解、解決問

題，而不是只要導入載具管理系統，該載具就不會再出問

題。

因此企業導入工業物聯網系統後，還必須配合管理策略來

處理系統所產生的數據，而這又牽涉到另一個問題，一套

工業物聯網系統的導入，所帶來的影響是生產線全面，不

僅侷限於部分，生產線的所有管理人員都必須要改變心

態，企業主也必須要有貫徹的決心，否則基層人員在「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下，自動化系統便只能發揮部分

效能。

在全體廠管人員的貫徹下，系統才能發揮綜效，導入企業

可以透過工業物聯網平台業者廠商所提供的幾個關鍵績效

指標（KPI）來評估導入績效，例如良率、產量、產出時

間等，都可由此看到導入前後的差異，透過KPI的建置，

系統導入效益方能彰顯，物聯網的建構也才有其價值。

在工業物聯網架構中，所有的設備都將產生數據，同時讓數據無縫流動，提升系統綜效。(Source: Fraunhofer I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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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UV感光薄膜，
從顯色的分佈狀況
，便可目測紫外線
光量分佈。

使用UV光量分析儀
(FUD-7010E)可更
廣泛取得UV光量分
佈數據數位化。

1 2 3 4 5

‧液晶觸控面板貼合

‧光阻曝光

‧HDD機能性樹脂黏著

‧UV印刷油墨硬化

‧UV黏著硬化

‧樹脂塗佈硬化

‧食品包裝材料UV殺菌 ‧UV黏著劑硬化(Spot)

‧光阻曝光(直寫)

昱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台北市民權東路六段109號9F-3
Tel: +886-2-8792-7968‧Fax: +886-2-8792-8658
E-mail: sales@isininc.com‧http://www.isi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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