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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工業4.0 做大還是做小？
工業4.0是這幾年製造業的重要趨勢，自從2012年提出後，看到商機的自動化設備業者開始積極推

動，不過當時聲音也就僅止於製造業，大約從2014年開始，或許是商機誘人、或許是與物聯網概念

相同，IT領域也忽然在這個議題中參上一腳，於是工業4.0被越炒越大，彷彿不做工業4.0就落後人家

一截。

有了IT領域的業者助拳，對工業4.0的宣傳來說當然是好事，這兩年一向保守經營的台灣製造業者，

也開始紛紛詢問如何導入，泓格總經理陳瑞煜在今年5月的記者會中就指出，現在常接到製造業打來

的電話，主動說要導入工業4.0，讓他們的業務開發省下不少推動的力氣。

不過IT業者開始積極宣導工業4.0也帶來製造業者的錯覺，「工業4.0感覺一搞就要搞很大」，前端既

要擷取設備訊號，又要與企業端的系統做整合，至於企業端管理就更麻煩，ERP、CRM、雲端這些都

要建，而且建系統不是只要在開始的時候把錢花下去就好，後續還必須成立一組團隊專職維修這些系

統，這對資源龐大的大企業來說或許不難，但對中小企業而言，無疑是沉重的負擔。

其實在泓格的記者會中，陳瑞煜還有一段話相當重要，他會問前來的客戶：「你們要導入工業4.0的

哪一塊？」對多數製造業者來說，工業4.0還是相當模糊的概念，其實工業4.0只是一個概念，對不同

需求有不同做法，不一定要全面導入，像是經過泓格的解說後，多數廠商會先從廠務的能源系統開始

導入，因為這套系統省下的電費、水費，是最顯而易見的KPI。

隨著工業4.0議題的發燒，未來這方面的資訊只會更多不會變少，要如何在龐大的資訊中釐清自己的

需求，找到合適的系統，老闆們除了自己勤做功課外，跟可信賴的設備供應夥伴密集討論，更是導入

系統的必要功課。

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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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4.0趨勢底定
HMI角色重新定位

工業4.0浪潮來襲，製造業將有全新面貌，作為製造現場中唯一的

人機溝通介面，HMI的角色將與以往截然不同。

作者／王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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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德國政府宣布啟動工業4.0政策，引發全球智慧

製造革命，經過將近5年的宣導，今年市場已然邁入

成長期，目前多家自動化系統與設備業者均表示，客戶端

的智慧化需求已經浮現，多數客戶甚至是經營者由上層下

令，直接撥出預算指示投入智慧製造系統的建置，不過系

統業者也表示，多數客戶只知道要做「工業4.0」，而不知

道要做「工業4.0」的哪一部分，對此施耐德電機產品應用

經理詹泰一就指出，不管是工業4.0或智慧製造，都講究虛

實整合，透過各式軟硬體平台，讓生產過程數據化，方能

精準掌握製程狀態，讓產線進一步智慧化，而HMI(人機介

面)作為製造現場中唯一的資訊顯示設備，因此要讓產線

的數據可視化，HMI的智慧進化必不可免，因此若要評斷

一座廠房的智慧化程度，HMI將會是重要指標之一。

詹泰一進一步表示，工業4.0 需要大量整合IT與OT系統，他

指出，製造業的智慧化趨勢主要來自消費性市場的改變，

近年來消費性市場量大增，但產品類型不再是以往的少樣

大量，現在的市場要的量依然大，但是樣式不再只有少數

幾種，以人為中心的多樣大量需求，衝擊了整個製造業生

態，客戶端開始大量參與製造，在此態勢下，製程可視化

成為必須，傳統的讓硬體埋頭製造，已不敷市場所需，市

場需要的是在成本不變（甚至是降低）態勢下，更有彈性

的調節製程，製程的換線換料更快速，且設備運作更穩定。

工業4.0的大與小

不過在IT與OT系統的整合方向，主要仍是由IT端往下整合

OT端，也就是從管理端整合操作端，原因在於製造系統向

來訴求穩定，過多的非必要功能將會影響穩定性，對OT系

統來說，ERP、CRM等IT系統所提供的資訊，對製造現場的

系統來說並不需要，但OT系統的資訊對管理者來說，卻是

企業營運的關鍵數據之一，透過OT與IT系統的資訊整合，

管理者方可完全掌握企業的所有資訊，藉以制定出營運決

策，因此在工業4.0概念中，HMI主要的工作仍在管理、控制

製造現場的自動化設備。

當然也有部分工業4.0概念下的製造業者，透過IT與OT系統

的整合，將產線的彈性化發揮到極致，像是之前運動品牌

大廠Nike就曾在官方網站推出客製化服務，讓消費者可自行

選擇鞋底、鞋身、顏色、配件等，打造出專屬於自己的鞋

款，這種作法需要前端的EC(電子商務)、CRM、SCM與後端

的OT系統緊密的串連，方能讓整套行銷策略順利運作，這

也是智慧工廠彈性化的標準示範案例，詹泰一認為，這個

案例雖然完美，不過對多數製造業者來說是太過龐大的目

標。

September 2017  SmartAuto   9

施耐德電機產品應用經理詹泰一指出，在工業4.0趨勢
下，HMI的智慧進化必不可免，要評斷一座廠房的智
慧化程度，HMI將會是重要指標之一。(攝影／王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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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4.0的整體涵蓋部分相當大，工廠端包括產線、廠務系

統，管理端包括雲端、BI(商業智慧)等平台，這些系統如果

要全面建置，不只系統要花一大筆錢，更大的支出在於必

須養一組專業的IT團隊，專職維修這些系統，詹泰一認為這

筆巨大的投資，多數製造業者都無力負擔，因此效能提升

與成本控制，仍是目前自動化業者面對客戶時，主要的系

統建置方向。

也因此，在工業4.0浪潮下，HMI扮演的仍然是製造設備的監

控，只不過監控的範圍與模式，跟以往有極大不同。

數位化數據 延伸更多功能

在工業4.0概念下，所有的設備都必須有連網能力，有的是

設備與設備之間橫向的M2M，有的則只是與HMI的垂直互

連，設備連網的主要目的是讓製造系統內所有設備的所有

數據都可以被數位化，以利於現場管理者的管控，數位化

的數據有哪些好處？最簡單的就是過去設備的數據必須由

操作人員以紙筆抄寫，現在則可以透過HMI產生報表，兩者

的不同除了節省人力外，更大的差異在於確保報表數字的

正確性。

報表產生只是設備數據數位化的功能之一，更大的價值在

於可以延伸、翻轉生產設備的各種運作模式，例如透過數

位化，所有的顯示螢幕如企業內的個人電腦、平板電腦、

手機等，都可作為HMI，這讓HMI打破了以往的地理限制，

只要透過連線，不但管理者可立即掌握製造現場的系統運

作資訊，其他人員的工作效能也可以同步提升，例如設備

故障時，維修者可先由遠端的顯示設備釐清故障原因，先

行備妥工具與替代零組件，一次搞定問題，省下過去來回

往返所耗費的時間。

對於HMI在工業4.0的角色變化，詹泰一用了Smartphone形

容，過去的按鍵式的行動電話，雖然有音樂播放、遊戲、

10  SmartAuto smartauto.ctime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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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I作為製造現場中唯一的資訊顯示設備，也是產線的數據可視化的核心設備。(攝影／林鼎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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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等功能，但最主要的功能還是通話，Smartphone問世

後，不但強化了上述功能，還有了更強大的連網能力，現

在通話功能僅是手機的功能之一，HMI在工業4.0的狀況也會

是如此，現場設備的狀態顯示與監控未來只會是HMI的「標

配」，單一設備的控制、整條產線的監管、甚至一整座廠

房的訊息掌握，都會是未來HMI的功能設計。

詹泰一進一步表示，在工業4.0趨勢下，HMI的軟硬體設計都

必須同步進化，硬體方面也必須有相關設計，對製造業者

來說，設備的真正有效時間是實際生產的時數，故障、待

機等時間都會被排除，因此生產設備的設計方向除了降低

故障與待機時間外，還必須盡可能提升生產時間內的生產

效益，這部分包括速度與良率，在工業物聯網的體系中，

未來製造現場的每一生產設備，都會有身分識別碼(ID)，經

由網路連線，管理者將可在HMI上精準掌握每一部機台的停

機與開機時數，同時記錄機台的運作狀況與產出，透過數

位化數據的分析，將所有機台的產能調校至最大化。

HMI角色的轉變

他以施耐德本身的HMI為例指出，現在施耐德的HMI設計，

必須支援大量泛用、專用驅動程式，縮短製造業者的設備

整合時間，在2012年的手機App也已上線，讓使用者可以透

過App遠端監控廠房設備，在硬體設計方面，則是以模組化

和高整合設計為主，模組化是將螢幕與主機分開，透過抽

換的方式，降低設備的維修時間，整合性部分是以乙太網

路串連上下層系統，讓製造設備的數據可以快速的無縫流

動。

隨著工業4.0概念的逐漸落實，HMI在製造現場所扮演的角色

將日漸吃重，誠如詹泰一所言，未來HMI的功能將不僅止於

顯示設備的數據狀態，而將擴及至產線與廠方端，透過HMI

的功能轉變，我們也將見到新世代製造系統的全新面貌。

September 2017  SmartAuto   11

數位化數據可讓生產設備延伸出更多運作模式，可攜式HMI就是其一。(Source: Tmforum In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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