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RUCK

TEMPERATUR

ENERGIE
PRODUKTIVITAT

600bar

19℃

85%

– SMART  FACTORY –

定價 180 元

產業環境產生巨變 
Protech將是不動產轉型關鍵

漢諾威EMO 2019展前預覽　
打造創新技術與應用平台16

76

專題報導
工業機器人

vol.50
2019 Aug.

技術特輯

電力監控



定價 180 元

vol.502019 Aug.

智
慧
工
廠

工
業
機
器
人

智慧工廠TOPIC

專題報導 | 工業機器人









CONTENTS

2   SmartAuto  smartauto.ctimes.com.tw

CoverStory
封面故事

產業環境產生巨變
Protech 將是不動產轉型關鍵

智慧監測空壓電能狀態 
全面提升工廠節能效率

全面掌握廠房狀態 
精準打造智慧廠務系統

工業機器人歷經萌芽茁壯　
著眼成熟發展契機

廠務能源管理可視化 
輕鬆建置、快速見效

32

76

48

38

66

82

56Focus
專題報導

工業機器人提升感測效能與價值 
有賴與半導體業者深度整合

逐步克服導入問題 
製造業 AI 落地速度加快

應用焦點





CONTENTS

技術特輯－電力監控

廣告索引100 144

機械視角

漢諾威 EMO 2019 展前預覽　
打造創新技術與應用平台16

紅外熱像儀的電力系統
電氣設備線上監測研究

構建智慧製造生態系統的智能工具

為電子元件製造廠提升 44％產量之秘笈

細探 UR+ 生態系統的發展與效益

具 3D 異型冷卻水路的高冷卻效率模具
設計、製作與驗證 ( 下 )

工業 4.0 四大技術之必要

利用數位分身即時預測鑽油機的效能

106

114

120
124
136
140

4   SmartAuto  smartauto.ctimes.com.tw

新聞短波98 好書推薦市場脈動92

名家思維

12 台灣三豐強化銷售服務能力　
田中朋夫：「一線人員將主動提案，解決客戶潛在課題」

技術趨勢

26 新世代工廠輸送系統問世 
電驅磁浮解決傳統機械困境

產業觀察

編者的話

8

6

只能接小、急、難訂單？ 
工控設計服務需延伸服務價值

馬不停蹄的智造趨勢

社長 / 黃俊義	 Wills	Huang
   社長特助 王岫晨	 Steven	Wang

	

編輯部 /
		副總編輯       籃貫銘	 Korbin	Lan

		執行主編	 陳復霞	 Fuhsia	Chen

		美術編輯							陳宇宸					Yu	Chen

		助理編輯							吳雅婷					Tina	Wu

  特約主筆 王明德	 M.	D.	Wang 

  特約記者 王景新	 Vincent	Wang 

  特約攝影 林鼎皓	 Dinghaw	Lin

 

CTIMES 英文網 /
專案經理 
兼 主 編  

特約編譯 Phil	Sweeney

產業服務部 /
產服經理 曾善美	 Angelia	Tseng

產服主任 翁家騏	 Amy	Weng  

  曾郁期	 Grace	Tseng

																					林佳穎	 Joanne	Lin

資深記者 陳念舜	 Russel	Chen

產服特助 李繡敏	 Vera	Lee

整合行銷部 /
發行專員 孫桂芬 K.	F.	Sun

	 	 張惟婷	 Wei	Ting	Chang

管理資訊部 /
行政專員	 張惟婷	 Wei	Ting	Chang

會計主辦 林寶貴	 Linda	Lin	

法務主辦 顏正雄	 C.S.	Yen	

發行人 / 黃俊隆	 Robert	Huang

發行所 / 遠播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INFOWIN INFORMATION CO., LTD.

地址 / 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 29 號 11 樓之 3

電話：（02）2585-5526

傳真：（02）2585-5519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北巿字第 672 號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 2079 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國內總經銷  高見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2）2668-9005

零售商 全台金石堂及各大連鎖書店均售

郵政帳號 16854654

國內零售 180 元

籃貫銘					Korbin	Lan

智動化雜誌 SmartAuto

117





6   SmartAuto  smartauto.ctimes.com.tw

編者的話

馬不停蹄的智造趨勢

綜觀全球各個應用市場的成長概況，大多數的市場都很平穩，沒什麼太大波瀾，尤其

是美中貿易戰開打之後，原本該熱的，卻冷了；原本冷的，當然就更冷了。但其中有

一個領域卻仍維持強勢成長，就是智慧製造。

智慧製造的趨勢可以說完全不受美中貿易戰的影響，甚至還從保護主義與在地生產的

政策中受惠，因為數位製造與人力轉型已是各個國家不得不發展的方向，唯有透過

發展工業自動化，並進一步演進至工業4.0，才能夠扭轉過去的供應鏈結構與商業模

式，為自己帶來新的契機。

也因此工業市場研究機構Allied Market Research就看好未來智慧製造的發展，在其報

告中指出，從2018年至2025年因智慧趨勢衍生的智慧機器人市場，將會有19.6%的

年成長率，而衝擊最大的領域則是工業自動化的應用。換句話說，就是製造業的需求

將最為強大。

製造業為主的台灣同樣也能觀察到這個趨勢，在各個工業應用領域都可以明顯感受到

火熱的智慧化與自動化發展。而舉辦已超過十年的「台北國際自動化工業大展」更可

印證這個大潮流。

根據主辦單位的統計，在南港二館新啟用後，今年的展出規模將再達到新的高峰，將

展出超過3500個攤位、舉辦120場活動，吸引超過14萬人次參加，是亞洲極具指標性

的工業展會。而大家有志一同的目標，就是發展智慧製造。

但智慧製造是個整體的目標，要實現這個願景需要許多軟硬體、基礎建設、以及新的

管理思維的配合，而目前的階段仍只是非常早期的階段，要走到最後的完成式，至少

還要10~20年左右，也因此相關產業都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而台灣作為全球重要的工具機、機械元件與工業系統解決方案供應國，自然能在這波

趨勢中受惠。而隨著智慧製造的技術與應用逐步成熟，預料各種相關的軟硬體的性能

與整合性的設計也會需要進一步的提升，因此，雖然成長勢頭看好，但要在這場全球

競賽中取得領先位置，還是要看各自的研發與服務實力。

所以我們可以樂觀，但不能鬆懈，大家一起衝刺智造吧。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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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Watch 產業觀察

文／王明德

工控設計有著典型的台灣中小企業特色，規模不大，但是對技術掌握度高、且服

務彈性十足，可因應客戶需求快速設計出對應的產品，不過雖是科技業，知識與

人力密集度都高，因此利潤也相對有限，未來必須延伸出更多服務價值，才能突

破目前困境。

只能接「小、急、難」訂單？ 
工控設計服務需延伸服務價值

利
用知識而創造附加價值，提供硬體與軟體整合

性服務，已成為全球發展的重點，台灣製造代

工業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已在全球製造業有著重要的

地位，尤其在多項高科技之電子產品，更居於全球領

導地位，但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國家製造業崛起後，土

地、勞工等成本的差距已危及台灣產業競爭力，因此

（source：FABOTRON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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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下一個利基產業，維持台灣競爭力，成為當務之

急。

之前在行政院的科技策略會議中，一度將設計服務業

納為重點發展項目，除了讓專業代工能繼續帶來龐大

產值外，還能利用台灣在各產業產品製造上已具有一

定的優勢，來加強設計服務業發展，在既有產品上加

入設計概念，產品更有價值感，增加高附加價值。

市場特性導致機會成本高昂

在工業控制領域，由於需求端的規格要求不一，因

此設計服務一向是廠商營運重點之一，尤其這幾年

智慧化趨勢啟動，自動化廠商開始跨出工業控制領

域，將產品應用延伸到各垂直產業，舉凡金融業、電

信網路業，乃至於公共環境中，所需應用的各式電

腦自動化控制器與伺服器，如捷運讀卡機、自動售票

機、ATM、POS、大型遊戲機、電腦電話整合系統、

國防以及導航系統等等都是屬於工業電腦應用領域，

這些垂直產業都有其高深的專業知識，因此對IT系統

更會要求貼身設計。

對供應端來看，不同的垂直產業應用，讓工業電腦廠

商必須深切了解各產業的專業知識，在資源有限的情

況下，除了資源豐沛的大型廠商外，各工業電腦業者

都必須將資源投注在少數幾個領域上，這常會使得規

模不大的業者，其機會成本居高不下。

從產業鏈來看，設計服務產業位居品牌經營業者的上

游，也就是接品牌業者的設計訂單做為營收來源；不

過在台灣，撐起經濟命脈的是代工製造而非品牌，因

此設計服務業者的台灣市場並不大，尤其是工控領

域，其市場規模更小，要在此生存，通常必須找國外

廠商，因此就整個產業發展面向來看，並不利於設計

服務業。

大環境不佳也間接影響業者的經營模式，由於市場不

大，業者的訂單有限，企業資源也就相對不多，在資

源有限的窘境下，常會造成排擠作用，也就是當訂單

量大於產能，選擇與放棄就成為大傷腦筋的課題，這

也就是設計服務業者機會成本常居高不下的原因。

訂單特殊 欲大不易

另外一個劣勢則是工業電腦的產業特性，工業電腦應

用市場雖多，但是往往數量少，屬於寡佔市場，所以

業者在進行市場布局時，通常會抱持低調的心態進

行，主要目的就是不希望市場曝光之後，引來同業的

競爭。會有這層考量，主要也是因為先前曾經發生過

相關的實例，所以業者對產品與市場的發展往往都是

三緘其口。而外人對於產業的瞭解，也因此就僅止於

成熟市場為主，甚至也有業者開玩笑表示，能公開

的，不是已經掌握了市場的70%~80%，就是已經確定

不會再有下一張訂單的案子。

這種低調的特性，讓工業電腦的訂單穩定度相當高，

非常不容易轉移，在此情況下，小型設計服務業者能

接到的單子都相當特殊，用比較白話的方式說，就是

「急、小、難」三種，比較急的訂單，通常是廠商的

產品時程訂定錯誤，而且當發現來不及時，都已經相

台灣科技產業工程師有一定的技術水準，客戶
難題大多能順解決。（source：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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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Watch 產業觀察

當晚，因此趕快找外包廠商，接到這種訂單後，工程

師都必須好幾天熬夜做案子，才能趕上交貨時間。

另外「小」與「難」常會是伴隨而生，如果訂單夠

大，就算規格再難再奇怪，以台灣廠商的技術水準，

多半都還是能設計得出來，而規格之所以難，一定是

與標準規格相去甚遠，也因此需求不會大，數量都非

常有限，這種數量不大且規格特殊的訂單即便毛利豐

厚，但整體訂單金額並不高，因此大型廠商的接單意

願也就相對低落，這才會找上較小型的設計服務業

者。

要在種種劣勢下生存，台灣中小型設計服務業者都必

須有一套自存之道，經驗法則就成為非常重要的經營

利器，舉一句諺語「事非經過不知難。」為例，這句

諺語可延伸出下一句，「經過才知難在哪。」也就是

過去種種的設計經驗，讓研發人員能在客戶提出規格

需求時，就知道這個案子的難度在哪？有可能在什麼

環節出現哪些狀況，而這些狀況又該如何排解，依照

這些經驗來加快設計速度，降低失敗機率，同時也為

公司減少資源耗損。

抱怨環境不如改變自己

除了設計面加強外，現在設計服務業者也開始延伸業

務範圍，不再只接受工控領域的訂單，一般消費性產

品訂單也被納入，由於工規產品的需求設計向來遠高

於消費性產品，因此由難度較高的領域轉入較低的領

域，會顯得遊刃有餘，以服裝設計來作為比喻，這就

好像是原本西裝訂做業者轉向大量化的流行服飾，雖

然兩者略有不同，但比較起來，西裝訂做更為嚴謹，

因此若要設計流行服裝並不難。

從市場面來看，台灣在設計服務產業的發展仍多困

境，尤其是工業電腦方面，這些困境更難打破，不過

每個產業都有其市場不利之處，與其抱怨大環境不

佳，倒不如調整企業經營方向，讓企業適於在此環境

發展，這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台灣的中小型設計服

務業，雖然要賺大錢不容易，可是要賺小錢並不難，

業者若能以本身的專業在此長久經營，也可提升競爭

優勢，建立專業門檻，讓自己得以立於不敗之地。

這幾年智慧化趨勢啟動，自動化廠商開始跨出工業控制，將產品應用延
伸到各垂直產業，設計服務業也將觸角延伸到各領域。（source：il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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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念舜；攝影／王建發

田中朋夫：「一線人員將主動
提案，解決客戶潛在課題」
回顧近年來受惠於國際工業4.0潮流，雖讓台灣機械業順利突破兆元產值目標，但緊接著又

面臨美中貿易戰等不利變數。對於量測儀器廠商而言，該如何趁勢客戶提案，解決潛在課

題；進而壓低採購商品的成本，並提升生產效率與品質需求，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台灣三豐強化銷售服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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