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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百密不能有一疏的挑戰

在建置工業自動化流程時，除了要重視生產效率外，對所生產產品的品質的穩定

性與一致性，也要同樣的關注，因為它不僅直接影響生產良率，更會對業者的獲

利率造成影響。也因此，如何在講求快速製造的流程中，確保產品的品質，就是

產線上必備的一個項目，而這就是導入工業自動化量測的重要目的。

然而工業自動化實作已多年，相應對的檢驗和量測方案也同樣隨之存在已久，在

實務經驗與技術上都已十分成熟。但隨著近期5G與工業4.0應用的導入，對於實際

廠務與製造流程都產生了巨大的變革，因此自動化量測與檢驗方案也有了新的思

維與方案。

最大的變革，就是數位化與網路化。

在工業4.0時代，技術的發展重點在於智慧化上，也就是除了硬體效能持續提升

外，更重視軟體的搭備與整合，讓整體的生產製造都能透過數位化的形式來進行

控制，同時還能進一步針對生產過程裡的各項數據進行分析和再利用，來達到「

智慧」的目標。

至於網路化，當然就是物聯網與5G。這兩項技術是串連所有機具設備和產線控制

的基礎，也是落實智慧化的關鍵最後一哩，不僅連結的範圍更大，同時資料傳輸

的速度也更加快速。

而在這兩個趨勢的驅動下，自動化量測方案也有了新的發展方向，也就是更重視

軟體解決方案的搭配，以及必須轉換為符合5G網路規範的設備，以因應多頻與高

速的時代，並讓自動化量測的設備和流程也能順利的成為工業4.0和物聯網架構下

的一環。

但話說回來，不管生產技術與流程如何轉變，工業自動化量測的目標始終不變，

就是要確保產品的品質能夠維持在規定的範圍內，同時讓量測的作業更加有效

率。畢竟，「百密必有一失」這句話你的客戶是不會想聽，當然你的營收更不

想。 

副總編輯



A member of the UNITED GRINDING GroupThe Art of Grinding.

適用於中小型工件的Studer磨床

favorit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 114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407巷22號10樓 · 業務專線0931030107 · 電話02-87527661, 04-23852668 分機112 · www.dksh.com.tw

雙頂心夾持距離
400及650 mm 機台



8   SmartAuto  smartauto.ctimes.com.tw

Industrial

Watch 產業觀察

文／王明德

AIoT成為企業未來營運系統的趨勢已經越來越明顯，不過企業在倒入架構時，必

須先釐清本身要解決的問題，在與系統整合廠商密切溝通，制定出需要功能，才

能建構合適系統。

傳統產業導入AIoT
需先釐清需求

在智慧化浪潮中，利用AIoT技術，提昇競爭優

勢已成為企業經營重點，尤其是傳統產業，

這兩年企業的AIoT建置將會陸續啟動，不過傳統產業

過去在這方面的佈局並不深，再加上產業區隔，因此

不管是重新建置或原有系統升級，都有一定的專業門

檻必須克服。

以生產履歷為例，目前台灣的農產品輸出對象，如韓

國、日本、歐盟、美國等，都有其產銷履歷標準，而

台灣本身的法規，則還躺在立法院等待通過，上述包

括台灣在內的法規、標準都尚未統一，生產履歷上所

規定的記載細項都各不相同。

（Source：T.net Italia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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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不同需求  建置貼身架構

這些繁複的規定與作業流程，對大型企業來說，或許

因資源豐富而可全面建置，以因應全球不同的標準，

但對於資源有限的中小企業主來說，卻是不可承受之

重，因此如果中小企業有意導入相關系統，就必須先

選擇標準較簡單的地區擇一導入，先學習整套流程的

運作，上手後再視需求逐步導入，如此一來，不但可

以將資源花在刀口上，分步架構也才能打造出最適合

企業本身的系統。

傳統產業要架構完善的AIoT系統，首先必須審慎思

考，到底AIoT能為企業帶來什麼效益。現在許多傳統

產業導入AIoT，可是卻不知為何要AIoT，企業AIoT所

投入的金額會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充而隨之增加，短短

數年間投入大筆金錢，若僅是為AIoT而AIoT，當其間

的回收與付出不成比例時，是否又面臨下一波危機，

因此企業應該不要先想如何做，而是得先想想為何要

AIoT。

要導入AIoT，可先請廠商進行顧問諮詢服務，藉由顧

問的服務，可以幫傳統產業節省許多誤試的成本，以

顧問服務長期累積的專業及經驗，有他們的幫助，是

一個不錯的選擇。以往傳統企管顧問公司一直扮演著

企業經營策略與組織改造的智囊，每當企業面臨轉型

的焦慮時，顧問諮詢公司就派上用場。

導入AIoT策略四步驟

企業的AIoT策略，可先從定義、設計、開發、展開等

四部份開始思考，首先在定義階段是要協助客戶確定

其策略和方向、價值定位及經營模式；然後進入設計

階段時，要訂定策略主題及目標，設計策略績效的衡

量指標；在開發階段則要將策略目標進行展開，並對

資源做適當的配置；最後在展開階段，則進行運作的

具體佈局及檢討回饋機制。

以這四個階段，能夠幫助企業在進行AIoT時有依基本

的步驟來循序漸進。找諮詢顧問公司，不一定將AIoT

業務全都委外處理，而可以先透過一連串的評估，決

定改造計畫再往下進行。

不過諮詢顧問並不是幫你解決問題的人，而是運用方

法學的角度，將各個產業專業的領域知識整合，歸納

出執行策略及解決方法，企業主不要只想把問題丟

下，而是一起參與及執行，才能達到最高的效能。

傳統產業要架構完善的AIoT系統，首先必須審慎思考，到底AIoT
能為企業帶來什麼效益。（Source：TLists）



10   SmartAuto  smartauto.ctimes.com.tw

Industrial Watch 產業觀察

整個AIoT系統的建置是相當複雜的，尤其一間好的資

訊廠商，皆必須有好的產品及相關建置輔導經驗，由

於愈趨專業，也越來越多軟、硬體廠商跳下來從事顧

問諮詢的行業，其以本身產品累積的建置經驗，也可

提供傳統產業許多專業的服務。

尤以台灣中小企業高達90%的比例，更讓許多請不起

顧問諮詢的中小企業們，直接就近找尋系統整合商或

軟、硬體廠商，或大型的系統整合廠商，他們提供的

也許不是好高騖遠的全球策略，不過卻是適合台灣小

而美的靈活組織、系統建置。

一般來說，多數廠商會建議一般企業在選擇軟硬體

時，能決定好硬體之後，再與系統廠商溝通軟體問

題，因為AIoT架構多須客製化，系統架構與一般通用

型系統不同，必須充分考量過需求後，方能建置。

AIoT策略的效益評估

最後在效益評估方面，企業建置AIoT系統，很清楚的

即是希望AIoT能為內部運作帶來更高的效率，外部也

能更增強市場競爭力，不過投資了金錢下去，要如何

評估其所帶來的效益？

AIoT的效益可分為有形與無形兩方面，有形當然就是

提升產品生產速度、良率等，這部份很容易在數據上

顯示出來，在無法量化部份，企業則必須藉由下列幾

項評估，包括「節省人力的成本」、「電腦的紀錄幫

助資料正確」、「累積資料，開始從事知識管理」、

「提升整體形象，增加營收」，這4項可供傳統產業

在架構AIoT系統時，一個簡單的評估指標，然而AIoT

並非只有一條路走，企業必須依據其經營背景，來調

整不同層面的建構角度。

無論是智慧化或AIoT架構，企業如果要讓效益確實產

生，多數系統整合業者都強調，企業流程的合理化絕

對是先決條件，由於智慧化與AIoT系統，都透過各種

設計，讓企業流程產生附加價值，讓企業優勢擴大，

在此狀態下，企業流程若未合理化，平常運作時就有

疏失漏洞，一旦AIoT系統上架後，這些缺點也會被同

步放大，因此合理化將會是導入AIoT系統的第一步。

合理化之後，若是導入企業種類為製造業，則還要進

一步讓製程精實化。精實化是豐田式管理的核心，透

過面板式管理等不斷的設計強化，讓製程中每一環節

的成本與效能都達到極致，豐田式管理過去多應用於

少樣多量式的生產方式，與強調彈性生產的工業4.0看

似有所衝突，不過其追求成本效益比最大化的精神，

仍適合應用在製造業中，這也是近年來多數設備與系

統廠商在教育市場時推動的概念。

總結來說，AIoT成為企業未來營運系統的趨勢已經越

來越明顯，不過企業在倒入架構時，必須先釐清本身

要解決的問題，在與系統整合廠商密切溝通，制定出

需要功能，才能建構合適系統，而在此之前，無論最

後的導入評估如何，企業流程都需要持續檢討，讓流

程盡量合理化與精實化，才能有效降低成本，提升效

能，讓競爭力維持不墜。

豐田式管理追求成本效益比最大化的精神，仍適合應用在製造業中，這也是
近年來多數設備與系統廠商在教育市場時推動的概念。（Source：TOYOTA）





隨著5G與工業4.0應用的導入，

對於實際廠務與製造流程都產生了巨大的變革，

自動化量測與檢驗方案也有了新的思維與方案。

最大的變革，就是數位化與網路化。

智慧製造與IIoT的精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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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明德

工業4.0的整體環境建構不會在3～5年間完成，不過趨勢已逐漸加溫，作為製程

的一環，檢測設備必須及早開始IT化，以利於企業競爭力的提升。

在產品生命週期中，量測與檢測分據設計與量

產的兩大階段，量測儀器主要用於研發階

段，在實驗室中負責偵測電子產品的電性與電波，檢

測則是負責製程中的產品品質，近年來製造業掀起工

業4.0浪潮，工業4.0體系要求IT與OT系統的整合，因

此無論是量測或檢測儀器，都必須具備與IT系統介接

的能力，讓訊號可以無縫的快速流動，這兩類儀器

中，量測儀器原本就是高度數位化，其介面與訊號處

智慧化驅動架構改變 
自動檢測走入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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