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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最大化利用現有的電子製造資產

摘要
為了滿足如今市場對多品種小批量生產、快速周轉時間和低成本的需求，電子製造商必
須充分了解和控制製造時程。本白皮書介紹了製造商透過採取哪些步驟，可以在最大程
度縮短交付時間的同時，降低對庫存和原材料的投資，並最大程度減少製造流程中的變
數，從而確保產品品質、可靠性和穩定性都達到最高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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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製造商正身處於充滿挑戰的時
代。市場對多品種小批量產品生產、
低成本和快速交付提出了要求。製
造商可能會將投資新生產設備看作
是滿足這些要求的唯一出路。但是，
在引進新設備之前，他們應該先評
估自己是否能夠更好地利用其當前
的生產基礎設施。

本白皮書將介紹有哪些方法可提高
現有電子製造資產的利用率。如果
您是考慮以購入更多機械設備的方
式提高產量的製造商，不妨閱讀此
白皮書。

序言

1.	 瞭解當前調度流程如何應對動態變化的變數

對電子製造進行長期規劃充滿了挑戰，因為在涉及工
單生成內容、生成方式和生成時間的方程中會不斷引
入新變數。因表面黏著 (SMT) 錯誤而導致的生產線
中斷、新增工單以及計畫外物料短缺都會迫使工廠的
生產計畫發生改變。調整計畫的時間越長，工廠在非
最佳的狀態下運轉的時間就越長，最終會導致損失寶
貴的時間和資金。

這種情況往往難以解決，因為工廠受制於諸多約束。
例如，產品 A 只能在生產線 1 上生產，而產品 B 也只
能在生產線 2 上生產。每個操作員只能按照各自的認
證操作特定生產線。有時，即便全部所需元件均到位，
可供使用的生產車間也所剩無幾。亦或是恰逢假期黃
金周，輪班的班次有所減少。這些變數無窮無盡。

要建立能夠適應所有動態變化的變數和約束的生產計
畫，需要解決以下六大問題：

• 工廠佈局如何？要將裝配線、機器配置、存儲區域
等納入考慮之中。

• 每條生產線的供料器設置換型策略是什麼？

• 各生產線的操作員分配情況如何？

• 各生產線的工單分配情況如何？

• 各工單是怎樣分配給各供料器設置組的？

• 每條生產線的生產工序都是什麼？

在面對如此多的變數時，使用試算表或白板來建立計
畫就會面臨極大的挑戰。鑒於如今的製造環境如此複
雜，有必要採用生產調度軟體解決方案來實現真正的
優化並確保每個工單都能以盡可能最低的成本按時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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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專為電子製造打造的調度解決方案來提高資
源利用率

專為生產調度而設計的軟體可大幅提升車間資源利
用率。此解決方案基於客戶訂單建立最佳的製造計
畫，同時考慮生產線產能和人員利用率等生產約束條
件。雖然目前有多種調度解決方案可供使用，但並非
所有解決方案都能為電子製造提供完整的解決方案。
要想在電子產業充分發揮用武之地，該解決方案必須
要考慮表面黏著 (SMT) 生產線及所有相關裝配流程
的獨特需求。

優秀的調度系統至少應該能夠接收和處理以下關鍵
參數：

• 工單自動輸入，包括數量和發貨截止日期

• 約束定義 - 生產線 / 機器產能和人員利用率，以及
發生停機時提供的支援

• 所需物料的供應情況及其在供應鏈中的來源

• 與企業資源規劃 (ERP) 系統的直接介面

專業的電子生產調度系統使用這些參數生成生產計
畫，其中包括每條生產線的產品分組、靜態供料器設
置、料車使用、看板 / 在製品 (WIP) 和資源配置。

此外，像西門子 Opcenter 調度表面黏著軟體 / 解決
方案這樣的進階調度系統使製造商能夠控制諸如截
止日期、生產時間和換型等關鍵參數，由此便可透過
對比多種假設場景來優化性能。該解決方案還可在計
畫外工單發佈後或物料發貨延遲後進行實時調整，與

此同時，還會對可能發生的問題提供即時回饋。優秀
的軟體解決方案可協助做出更有效的決策，因為這種
解決方案可預知產品是否能夠在特定生產線上生產，
然後再更高效地分配工作量。

3.	 移除不必要、易出錯的手動流程

生產計畫時常更改。物料清單 (BOM)、工單、物料供
應狀態的更改尤為頻繁。因此，ERP 系統和生產調度
軟體之間需要時常更新，這樣才能亦步亦趨地緊跟這
些變更。如果軟體解決方案未實現整合，就必須手動
進行更新。但是，這種手動流程易出錯，既耗費時間
和資金，也不再適用於如今互聯的世界。

憑藉 Opcenter 調度表面黏著，整個流程可實現自動
化，無需再依賴手動流程。因此，整個流程會變得更
加精確、迅速和靈活。透過與 SAP NetWeaver® 的智
慧、無縫整合，Opcenter 調度表面黏著可縮短調度時
間、減少調度工作量，同時提高效率、消除錯誤。無
縫整合使客戶無需獲取對 SAP 系統本身的特定存取權
限即可及時存取 SAP 中的工單數據。產品 BOM 資料也
能夠以類似的方式從 SAP 更新。這種整合還實現了工
廠物料庫存視覺化，這為調度提供相當大的幫助。

Opcenter 調度表面黏著還可提供大量基於檔的導入，
使客戶能夠以最適合自身的方式來獲取所需的資料。
透過與機械供應商的軟體相連，可輕鬆快捷地獲取物
料清單和零件庫。設置資料自動導入可進一步減少手
動步驟，確保將最新資料用於優化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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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縮短換型時間

提高生產效率最簡單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縮短換型
時間。這可透過減少計畫中的設置次數和 / 或縮短準
備設置所需的時間來實現。

對於這個問題，像西門子 Opcenter 調度表面黏著這
樣的智慧調度軟體同樣可助一臂之力。西門子解決

新製造設備採購決策的制定具有複雜性和風險性。但
是，透過對車間運營進行分析、使用專為電子產業設
計的進階調度解決方案，便可利用當前的基礎設施資
源大幅提升產量。

方案可透過更好的規劃來幫助實現最佳化、提高性能。
其中內置了強大的演算法，無需更改機器上的現有物
料即可生產多種不同的產品。同時，透過在生產運行
期間留出足夠的時間離線準備下一步設置，計畫也可
得到一定的優化，使生產線的停機時間進一步縮短。

使用這一系統的製造商普遍回饋換型時間顯著縮短。
例如，在使用 Opcenter 調度表面黏著之前，某一工廠
將每個產品相應機器中的所有供料器全部移除，然後
再放入新的供料器。這意味著即便所有電路板所需的
物料相同，他們依然需要從倉庫獲取每個產品的新物
料。憑藉 Opcenter 調度表面黏著，他們得以將其日常
工單劃分為五組，使供料器更換率降低了 71%。假設
每次更換供料器耗時為 10 分鐘、生產線運營成本為每
小時 44 美元，該工廠僅透過分組便可每天節省 1 萬美
元。

根據該工廠的報告，透過使用計畫生成功能來優化周
計畫，還另外節省了 299 小時的工時，最終每週可節
省超過 6.6 萬美元。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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