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充分利用企業聯網的價值
第四次工業革命的 
數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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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化生產、 
品質及法務遵從性
從零組件到系統以及從供應商到客戶的整個價值鏈數位轉型都是可以對企業之
生產力、品質、合規及獲利做出重大貢獻的隱藏價值之鑰。

 
 
關鍵的成功因素： 

要達成這些因素，就需要企業資料數位化所
提供的營運與企業資訊的合作與匯聚，以及
對成本和效率無以倫比的能見度：

 機器和設備設計

 工廠工程維護與操作

 供應練管理

 客戶關係管理

彙整與分析企業資料 在整個價值鏈分享成果 確保生產資產的連接性 最佳化或重新設計古典的生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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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終於可以利用新的系統，隨著需
求新增變更或擴充製程。」光是一年內
提高的彈性和伴隨的成本結餘就足以支
付系統。」 

Southwest Baking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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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業數位化討論中所用到的條款和概念。

第四次工業革命
經常在產業和政府願景和行動方案中討論，
例如工業 4.0、美國製造、2025 年中國製造、
製造創新 3.0、未來工業、巴西工業網際網路
協會等等。實質上一個全面連接的企業的完
整數位轉型。

物聯網 (IIoT)
使用 IP 網路連線的智慧型裝置和系統。在 
企業的每個層面促使釋放整個價值鏈的隱 
藏資料，以取得更有效的決策和更有效率的
操作。

網路實體系統 
完全數位化的實體系統，建立實體系統即
時共存的數位表達。那是由實體零組件所組
成，可以由智慧型感測器、軟體及致動器監
控、控制與最佳化。

數位執行緒
數位資料流遍整個企業。為組織提供共同的
基礎架構以蒐集、使用與共用資料。

Digital Twin 
實體產品系統或製程的數位表達，以便在實
施之前先行測試，是即時操作的虛擬比較。
縮短生產所需的時間、效率最佳化且減少廢
棄物和廢料。

揭開  
數位轉型的神秘面紗

「操作與資訊系統之間的融合，以及操作資料
的可用性結合參數可追蹤性的能力和趨勢定義，
絕對符合我們成為真正企業聯網的目標，同時
提供我們決策的新工具。」 

Andrea Cavalli, Gancia



智慧製造 |   4

機械設備製造
在其基礎上，Digital Twin從設備的設計和後
續的即時模擬開始，使用自動化邏輯與完整
的數位表達，其中包含關於每個零組件、每
次互動及整體機器的資料。機器的孿生在
設計期間可以在模擬模式中運行，不僅降低
變更的成本，而且也不至於曠日廢時。工廠
驗收測試、試運轉與啟動都可以更迅速地執
行，一旦機器開始運行，可以在套用之前驗
證變更與升級。

製造業和產業經營
在安裝之前模擬與塑造製程和控制系統
互動，並在設施的生命週期間測試不同
的製程與進階的演算法，這些都可以使用
Digital Twins執行。許多現有的感測器和監控
裝置，以及不同類型的電力和控制設備都有
詳細但休眠的數位說明。現在這些可以用於
提供節省時間和成本的優勢，不管是用於評
估特定機械或設備，或是改善整個製程或操
作的工作流程。

維護與操作員訓練
結合Digital Twin的概念和虛擬/擴增/混合實
境 (VR/AR/MR) 可以強化設備的維護與操作。
例如，穿戴混合實境裝置的維護工程師可以
靠近一台面臨意外停機的機器，存取虛擬
資料以協助解決問題，並於必要時與可以看
到相同視圖的遠端專家連線。然後他們可以
指導工程師蒐集額外的資訊、診斷問題或是
指示其他工程師如果進行修理。相同的技術
可以用於訓練操作員和維護技師，提高安全
性、縮短啟動時間並減少停機時間。

以Digital Twins 
驅動價值
無論是產品、機器、零組件或系統，在實體資產存在同等的數位版時，就是
Digital Twins。連結在一起讓操作與變更彼此相互呼應，Digital Twins可以用於
生命週期中不管是從機器建造到生產流程的任何階段，以及維護與訓練。

Digital Twins提供...
 減少 80% 的停機時間
 增加 10%+ 的產量 
這是由食品製造商在實施之前使用模擬
機型測試與驗證設施升級所達成的。

  減少 50% 的停機時間
 節省數百萬元
一家大型跨國公司目前針對實體設備而
非模擬機型測試生產情境（提高促銷的輸
出；更換為較便宜的生產材料）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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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執行緒  
將生產同步化 
在已進行數位轉型的企業，在產品、資產、系統或製程的整個生命週期中蒐集
數位資訊執行續列或軌跡，帶給世界真正的智慧製造與產品和製程生命週期管
理。此資訊可以提供關聯與關鍵的見解，在正確的時間展開行動提供正確的資
訊至正確的地方，以提升企業效能。

製造工作流程數位化
從設計階段開始即建立功能完整的
Digital Twin；現在製造和工業系統可以提供
對數位執行緒有貢獻的資料和見解。在試運
轉之後，可以利用數位雙生促進資訊整合至
製造工作流程和生產製程。這些工作流程和
製程支援最佳化操作、改善維護、訓練計畫，
且是與其他系統之間對數位執行緒貢獻良多
的寶貴連結。這可以在完整的產品和生產生
命週期提供改善的整體管理。 

有些製造商和產業經營商目前支援數位執
行緒概念的元素。許多已經結合 MES 以協調 
ERP、供應鏈及自動化平台的資訊，管理製造
工作流程。在高度規範的產業已使用很長的
時間，例如製藥業和製造複雜產品的產業，
例如汽車和飛機製造行業，MES 可以：

  協助確定生產製程的所有步驟符合原始配
方或設計的規定

 以及時的工作指示協助導引操作員

 協助確認以正確的順序採取步驟

  協助確認輔助活動，例如執行生產縣內品
管採樣與操作員訓練，作為製造流程的整
體部分

數位化提供...
  縮短 50% 出貨給客戶的
時間

 減少 50% 的瑕疵零件
 4-5% 的年度生產力改善
 更滿意的客戶
 更大的市場佔有率

由一家全球性製造商所達成，其在 20 
個製造地點的其中 19 個全面實施
製造執行系統。



智慧製造 |   6

在企業中結合數位化

啟用產生者與其使用者之間的資料流動將帶來的更高的數位化水準、 
更廣泛的資料使用、提高的生產力、強化的品質及全面的法規遵循。

改善資料可見性
排除資訊相關的瓶頸可以改善營運，而使用
公司內部和外部的雲端儲存製造和產業資料
可以提升整個價值鏈的資訊能見度。此外，
雲端可以用於交付應用程式。

以需求為基礎的決策  
整合企業和製造系統的即時資訊可以促進生
產規劃，以滿足需求的高低峰，並凸顯製造
議題以儘速解決。

可自訂的製造與經營
整合的價值鏈可以啟用自訂的產品組態，有
助於確保客戶收到他們所要求的精確產品，
減少重做、廢料及出貨時間。

改善的客戶服務

企業聯網可以改善生產、訂單可預測性及回
應性。例如，一家製造商藉由縮短 50% 的出
貨時間與降低類似百分比的瑕疵零件率來提
高客戶滿意度。

精簡的供應和庫存
隨時可提供的存貨和庫存資料可以精簡供
應和庫存，達到更高的成本效率。

維護與訓練
虛擬/擴增/混合實境可以促進快速、更有 
效的維護，並建立實際的訓練模擬 [請參閱
第 5 頁]。

安全與保全
利用數位執行緒，可以結合人力資源 (HR) 與
生產系統，維持適當的人機互動。在操作員
登入機器或系統時，HR 系統可以提供警示。
這可能是 – 例如 – 操作員應盡快複習訓練。
或者，機器可能拒絕未受訓練或訓練過期之
操作員的存取。

新的營收流
隨著公司發現為其客戶提供價值的新方式，
數位轉型可以驅動新的營收流。連線產品或
服務的商機不管是在公司對消費者或是公司
對公司的環境之下，都已開創了全新的局面。
例如，有些組織現在提供「設備即服務」以
補足單獨販售產品。

IIoT 提供...
 新的收入流
 提升的生產力
 營收成長

84% 的高階主管在一份 
Accenture CXO 問卷調查中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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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 
安全與策略
安全的乙太網路骨幹對數位轉型的企業非
常重要。

成功的安全策略可解決風險的耐受度，雖然這是
經常遭忽略的風險。對製造與企業安全的深入防
禦方法是經過驗證的策略，延伸到網路以外。

選擇將深入防禦安全實務內建於其產品和解決
方案的供應商和產業合作夥伴十分重要。 

鼓勵與監控良好管理實務的安全政策和程序發
展包括：

 安全訓練

 持續的安全意識

 有效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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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內的實作

有效的實作策略需要融合的資訊技術 (IT) 和操作技術 (OT) 人員、製程及技術，
以及安全的乙太網路策略、政策及技術。有許多方法可以達成此目標。

基礎架構即服務 (IaaS)
IaaS 模式可以根據預先籌劃的解決方案建
立安全的基礎架構。它將 IT 概念 運用於製
造工廠，並利用在多年期間以低營運成本融
合基礎架構的工程、組態與部署。應用此模
型可以利用管理室的安全服務、威脅偵測、
基礎架構監控以及全天候的遠端支援，提供
基礎結構的保護與維護。

承包服務
部署外部的專業知識以實施安全的網路，可
以提供更快速的交付，且對 IT 或 OT 社群的
日常工作的干擾最少。

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的綜合專業知
識可以促進有效率、具成本效益且
適時的實作。

IaaS 交付...
 具成本效益的簡化技術部署
 主動式分階段現代化
 可預測/減少停機時間衝擊
 完全的管理式支援

一家實施 IaaS 解決方案的製造公司已
經達成，其中包括產業資料中心（預先
設定、可擴充、虛擬伺服器）、軟體、乙
太網路及全天候的遠端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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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轉型的時機 
就是現在
OEM – 競爭優勢 

您身為機械或設備製造商，可以為您和客戶
增加價值並獲得競爭優勢。之前隔離的機
器資料可以轉成洞見，有助於工程師提升效
能、提供機器故障的早期警告並降低支援成
本。公司組織也可以在其客戶的設施或橫跨
多個設施，提供與其機器維持連線的服務，
重點在於減少意外的停機時間。此外，對於
使用模式的更深入瞭解可以驅動機器、設備
或終端客戶產品開發的創新。

製造商和產業經營商 – 新的工作人力 

不斷改變的人口特徵現在造成製造商和產
業經營商的人力挑戰，包括退休、經濟擴張
與技術演變都讓公司的人力營運能力左支
右絀。新進的人才通常缺乏原有技術的必要
技能，雖然可能帶來新的工作與技術願景。
公司組織必須擷取離職人力的知識，以創造
新進工作人員可以利用的可重複流程與工
具。而且，利用創新的科技有助於提升業務
效能，以及提供吸引新人才的工作類型。

商業 – 新的商機 

轉型已經開始。技術已經存在。接下來的步
驟包含以願景、賦權及成功的意志力凝聚人
員。第一次轉型從操作和企業資訊小組的協
作與凝聚開始。這兩個小組長久以來的區隔
阻礙了進步。數位轉型已經讓他們為了一個
共同的任務而整合 – 企業的成功。頂尖的公
司已經邁向數位轉型，以改善生產力與維持
全球競爭力。這些公司開啟其製造資產的價
值，以改善的利潤回饋其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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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數位化

貴組織建立企業聯網的數位轉型 
不只是一個活動，而是一個旅程。

那需要高階主管的支持與持續的努力。轉型的不只是 
製造與產業經營，也包括公司文化。 

一切都從這裡開始。

企業的領導人必須確認前方所面對的挑戰和
機會。供應鏈的哪個部分有落差？是否有目
前的 KPI 暗示效能不彰？是否有新的製程可
以產生較佳的結果？要從哪裡找到價值？

評估文化和高層贊助

IT 和 OT 操作人員目前的文化標準是什麼？
哪裡可以鞏固共同的根據地與強化信任的氛
圍？是否預期有持續的高層贊助並且有既定
的節奏可以評估進度？

搜尋陳舊設備技術

企業的技術性基礎架構是否有陳舊過時的
部分，或是明顯可見的落差？

網路升級

網路的安全升級與現有的工業控制結構是
必要的環節。必須要完成特定的計劃與設
計，為未來的組態、持續政策的實施及引入
進階的技術做好準備。

利用資料與套用分析

資料必須條理分明、定義明確並善加利用。
應用程式和裝置必須註明將進行資料的分
析、釐清關係及視覺化，以便在營運和企業
的每個層面提升價值。

與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討論

策略顧問和實作系統整合商都熱切地為企業
數位化背書。然而，將企業的努力與實際營運
銜接則需要與營運專家直接合作，因為他們
對於改變在人員、製程及技術方面的管理規
定有獨到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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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擴充的執行 
有助於確保遵守、協作與追蹤工作流程。從品質或
效能的集中應用到產業特定的套裝應用軟體，或是
多廠大量製造的全面製造執行系統 (MES)。

可擴充的分析 
在各種新的裝置、先進裝置以及廠內和廠外雲端平
台上，計算並提出最接近來源和消費者的資訊。實現
更簡易快速的資料價值增量衍生。

連線服務 
對於訓練或補充公司內部團隊。從智慧製造系
統的設計到實作與最佳化。在持續的改進方案
中實現最大的生產資料利用率。

實現 
數位轉型

協作與設計工具 
促成無縫的知識蒐集與分享，讓團隊有能力做出更
好的決定。可用於分享與討論事件、裝置資訊、警
報、趨勢、位置及其他有助於提升效能的資訊。

現在公司可以採取務實的步驟在整個技術和文化生命週期繼續
推動數位化轉型。以下是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可以提供協助的一
些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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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rockwellautomation.com/connectedenterprise

透過連結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和我們的 
PartnerNetwork®，善加利用您的企業聯網。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connectedenterprise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connectedenterpri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