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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MESSAGE 

透過數位線程創造您接下來
的競爭優勢

數位轉型的潛力極大。從縮短停機時間與降低維修成
本至改善適當的首次品質，數位轉型可協助您盡可能提升效率與提高
利潤。

想像一下能即時在各方價值鏈上合作、遠距驗證新的產線與製程、簡化資料
科學並提升您的製造靈活度，數位線程可幫助您實現。可讓順暢資料流通遍
及您的組織，實現整體企業的改善與效益。

今日的製造商與生產商持續面臨許多挑戰。客戶期望提高產品客製化的幅
度，同時新的競爭者又以空前的速度創新。更糟的是，始料未及的毀滅性事
件(例如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又提升挑戰與複雜度至更高等
級，使得數位線程變得比以往更加重要。

及早採用數位線程方法者，在生產力與創新方面都已遙遙領先。他們正從各
別系統與業務功能轉向企業聯網結合數位線程。

本期的《Automation Today季刊》深入剖析數位線程如何幫助您重新構築您
的抱負。聚焦於如何投資數位轉型計畫，來幫助您解決您最棘手的業務挑
戰，從而打造接下來的競爭優勢。

本期關注追蹤可協助您連結您營運的數位話題，以改善您的績效與生產力，
包括：連結您的企業與數位線程；解鎖您的數位潛力搭配延展實境的能力；
以及如何讓您的倉庫更加智慧化。

本期的內容也包含最新的產品與技術、展示我們如何協助客戶解決其應用挑
戰的客戶成功案例，以及最近的公司新聞和活動。

我希望您會喜歡本期的《Automation Today季刊》，並可從中找到能解鎖您
數位潛力的途徑，藉此創造您接下來的競爭優勢。

保持平安，保持聯繫

Scott Wooldridge 
亞太地區總裁
洛克威爾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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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和活動

洛克威爾自動化第13次受提名且 
榮獲2021年世界最具商業道德 
公司之一

道德村(定義並提倡商業道德實行標準的全球領導者)最
近認可洛克威爾自動化是2021年世界最具商業道德公
司之一。 

受到認可殊榮的公司瞭解領導、做出艱難但卻以價值為主的
決定，與全力投入整合的重要性。洛克威爾自動化已第13次
受提名，且是多元機械產業中唯二獲獎的公司之一。2021
年，135個獲獎者橫跨22個國家和47種產業。 

洛克威爾自動化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長Blake Moret表示，
「我們再度接受來自道德村認可的殊榮。全力投入整合的方
針是我們企業文化的基石，此方針融入至我們所做的每件事
上。這樣的企業文化由最優秀的員工形塑，他們能夠且希望
全力以赴。」

而道德村的首席執行長Timothy Erblich則表示，「處理2020
年棘手挑戰的同時，我們見證領先所有其他機構的公司，透
過彈性與全力投入商業道德與整合來獲取利益關係人的信
任。」

「世界最具商業道德公司的獲獎人，持續展現對最高價值不
懈的努力，並對其服務的社群帶來正面影響。恭喜洛克威爾
自動化的全體員工獲得世界最具商業道德公司的頭銜。」

基於道德村專有的道德商數® (Ethics Quotient®)，世界最具商
業道德公司的評估過程包括超過200道對文化、環境與社會實
踐、道德與合規活動、管理、多元性及計畫等問題，以此支
持強大的價值鏈。

此評估過程以營運架構的方式評比，記錄與編制全球各方產
業中的組織領導實踐程度。今年此評估過程經優化，且所設
的問題擴展至衡量申請企業如何因應並對全球衛生疫情、環
境、社會與管理因素、安全、公正、包容力和社會正義做出
調整。

Micro800  機器解決方案 ®

事半功倍
透過以下方式降低系統成本：
雙倍密度I/O - 類比/離散
降低面板空間
BACNet通訊
高準確度類比及更多

2800外掛模組
高電流輸出(2-Ch)

通用類比輸入(4-Ch)

熱敏電阻(4-Ch)

BACNet(序列&乙太網路)

記憶模組

2085擴充模組
輸入/輸出類比複合(8-Ch)
高密度RTD輸入(8-Ch)
高密度熱電偶(8/16-Ch)
高密度離散輸出(32-Ch)
高密度類比輸出(8-Ch)
高密度通用類比(8-Ch)
高密度類比輸入(16-Ch)

2080外掛記憶模組
程序儲存加上資料紀錄
MicroSD記憶體多達32 GB
即時時脈產生器功能

最新
模組

Micro800系列產品：spectrumcontrols.com/micro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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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和活動

隨需自動化博覽會開放至 
2021年6月

加入我們展現IT/OT專業能力與價值的全新世界級體
驗。

隨需自動化博覽會開放至2021年6月，本活動將呈現工業自動
化與數位轉型的最新產品、解決方案及所提供的服務：

遠距導覽：洛克威爾自動化體驗
• 洛克威爾自動化體驗，讓參與者能遠距導覽三處位於洛

克威爾自動化密爾瓦基總部的新設計空間：數位工程
樓、數位線程體驗及產品與技術展現。

• 數位工程樓導覽的特點在於機器設計、操作與維修，配
有端對端呈現數位工程計畫。

• 數位線程體驗使用真實情況的範例，協助與會者能以視
覺化的方式從各別營運轉為數位企業聯網的過程。

• 產品與技術展現的特點在於，洛克威爾自動化在控制、
資訊與生命週期服務的最新創新。經歷各項導覽後，參
與者可與洛克威爾自動化的專家討論產品與技術。

直言不諱的談話
• 除了工業自動化的更新外，其中一項活動環節還會致力

於解決廣泛的工業與社會議題，由洛克威爾自動化的執
行長分享自身經驗與思維領導力來解決這些事宜

• 討論的主題涵蓋：疫情期間的包容性領導、早期STEM教
育的公正性、應對職場中的微歧視、分裂世界中具備包
容力的職場等。

活動的其他重點包括強調分析的您下一步、DX策略規劃方式
與產品及技術論壇。欲參加在家體驗隨需自動化博覽會，免
費線上註冊請點選此處。

洛克威爾自動化在第34屆年度控制
工程2021年工程師選擇大獎上大獲
全勝

洛克威爾自動化很榮幸宣布獲得控制工程2021年工程
師選擇大獎的殊榮。

控制工程的第34屆年度工程師選擇大獎計畫，是自動化、控制
及器材技術市場中新產品的優等獎。

制定年度讀者選擇計畫的目的在於提供控制工程讀者其領域中
最新產品的資訊。

下列為本年度所認可皆來自不同類別的八項產品：

Allen-Bradley ControlLogix EtherNet/IP 通訊模組
獲勝者：網路整合 - 乙太網路硬體、開關類

Compact GuardLogix 5380 SIL 3 控制器
獲勝者：運動控制類

Plant PAx 5.0
獲勝者：製程控制系統類

Allen-Bradley PowerFlex 6000T 中壓變頻器
榮譽獎：運動控制 - 驅動器類

FactoryTalk AssetCentre
榮譽獎：軟體 - 資產管理、報告類

FactoryTalk Linx Gateway
榮譽獎：IIoT連線 - 軟體類

Kinetix 5300 Servo Drive
榮譽獎：運動控制 - 驅動器、伺服類

Studio 5000 V33
榮譽獎：軟體 - 控制設計類

全
球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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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威爾自動化宣布其領導團隊
有關鍵新成員加入

洛克威爾自動化最近宣布其領導團隊有新成員加
入，細節如下：

Scott Genereux

資深副總裁與首席營收長

Genereux肩負全球

總營收績效的使

命，且將監督洛克

威爾的全球銷售與

行銷策略及功能，

並特別聚焦於提升

軟體銷售與年度經

常性收入(ARR)。

Genereux入職洛

克威爾自動化， 

具有超過2 0餘年的銷售與管理的領導經歷。他近期任

職於Worldwide Field Operations的執行副總裁與Veritas 

Technologies (一間雲端資料管理解決方案的頂尖供應商)的

首席營收長。

在此之前，他領導過Oracle Corporation雲端基礎架構業務的

銷售與策略。Genereux的職涯亦包括在QLogic、Data Direct 

Networks和Hitachi Data Systems擔任資深銷售與行銷職位。

Brian Shepherd 

軟體與控制資深副總裁

Shepherd將領導營

運部門，包括控制

與視覺化軟硬體、

資訊軟體和網路與

安全基礎架構。

他將為製造公司帶

來領導策略的定義

與端對端發展軟體

解決方案的豐富經

驗。

Shepherd最近擔任Hexagon AB集團Production Software and 

Smart Factory的總裁。在此之前，他於PTC擔任各式領導高

層的角色，包括PTC的企業軟體部門的執行副總裁與總經

理。他擁有設計方面、模擬、製造規劃及執行以及製程和質

量數據分析的專業技術知識。

Nicholas Gangestad 

資深副總裁與首席財務長

Gangestad先前長期

任職於3M公司，後

入職洛克威爾自動

化，其擔任的職位

是公司的首席財務

長，監督財務組織

的所有面向，包括

合規、財務規劃、

財政收入與稅務。

在他2014年升職為

CFO前，Gangestad擔任3M的首席會計長、企業主計長以及

擔任負責監督團隊與開發加拿大、拉丁美洲與亞太地區人才

的全球財務管理角色。

Bobby Gri�n 

副總裁、人力資源與首席多樣性、公正與包容力長

G r i f f i n入職洛克

威爾自動化，具

備《財富》500大

公司中超過2 5年

的多樣性與包容

力策略和領導經

驗。

他近期於 C B R E

擔任多樣性與包

容力的副總裁，

CBRE是一間商業

房地產服務公司，聘有超過100,000名員工，營運據點超過

100個國家。

Griffin帶來提升多樣性與包容力意識的穩固、職涯長期的追

蹤紀錄，藉此優化組織文化，並以能改善業務結果的方式建

構包容性領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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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鎖您的數位未來以創造您接下來的競爭優勢。從抽
象概念到現實層面，技術可支援大面向與細節方面的

改善，從而激勵員工每天交出最亮眼的工作表現。

製造上的成功與快速創新的能力環環相扣。想像一下要是您

能一起在雲端上召集全球各方，讓所有人經常在設計製程中

及早期合作，並收集其資料的情況。數位線程能讓您的想法

實現。可讓順暢資料流通遍及您的組織，實現整體企業的改

善與效益。

 

從即時在各方價值鏈上合作、至遠距驗證新的產線與製程、

簡化資料科學並提升的您製造靈活度，數位線程可幫助您重

新構築您的抱負。

 

雖然資產生命週期是線性的，最佳數位線程卻是數位回饋的

循環。此端對端解決方案透過看見資產過去、現在以及未來

的狀態來加強決策制定。價值鏈各方的合作商可輕鬆利用由

上下游利益關係人所產出的見解分析。

 

及早採用數位線程方法者，在生產力與創新方面皆遙遙領

先。他們正從各別系統與業務功能轉向企業聯網結合數位線

程。但是，任何試著打造數位線程的公司都知道要整合不同

工具與系統的資料非常困難。

 

瞭解打造數位分身固有的挑戰，一群領導廠商合力打造一項

更優質、更少阻礙的替代方案。他們的方法涉及整合其數

位技術與服務來降低您需要執行的工作，以此連結如CAD套

件、模擬軟體與自動化設計軟體等工具。如此一來可幫助您

在打造數位線程的同時，讓工程師保有目前所使用及偏好的

工具。

擴展可能性
數位線程使用數位工程擴展您業務中的可能性。例如: 數位線

程可以連結新機器的CAD模型至控制系統程式碼。讓您可以

使用模擬軟體執行遠距控制測試，此方式可協助加快機器調

適速度並避免最後一刻的意外。也可更進一步；您可以模擬

新機器如何作為大型系統運行的方式，以此協助找出如瓶頸

等問題。

 

數位線程亦可用於打造您產品的數位連結，讓您在產品交付

至客戶手中後，監控產品的健康狀況與使用效能。如此可改

善您服務產品的能力。也可以有助於通知客戶產品未來的變

動或開發新產品。

 

瞭解這些機會，便可透過開放性、整合數位技術與服務的生

態系統來大幅簡化。這讓您可花費更少時間，整合與您工業

運作和業務功能相近的技術與標準化資料。此外，因為參與

此成果的廠商皆是其各自領域的領導者，您很可能受益於保

有您目前已使用的部分或全部的工程工具。

這能降低您需要購買新技術及任何干擾員工執行工作的成

本。這也能降低為了在運作中連結資料所需進行的抗衡。

 

其中一個消費者產品的主要製造商正在使用數位解決方案的

封面故事

透過數位線程 
連結您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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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統，協助優化、啟用及加速營運新產線。該公司所

選的最佳工具可同時由不同的供應商提供，整合這些工具

讓工程師能使用數位工程工作流程來開發新產線。

 

例如，該公司正將CAD套件中的設計資料拖曳至領先業界

的模擬軟體中，來為此產線打造某些更加精細層面的模擬

模型。之後，該公司正將這些模型拖曳至各別的模仿軟體

中，以檢測其控制程式碼並遠距調試產線。

 

歸功於不同工具間的整合，能遠距且順暢地進行此工程，

將有助於降低新產線的工程設計時間與實地調試時間。

 

為了協助在各個產業之間簡化實行與提升數位計畫的品

質，洛克威爾自動化打造數位合作夥伴計畫。像是與ANSYS

和EPLAN等公司合作，我們可以幫助您解決複雜的工程挑

戰，並打造您的數位線程，其不僅可幫助您提升設計與開

發階段的生產效率，亦能兼顧營運與維護活動。

您接下來的競爭優勢
速度是維持您競爭優勢的關鍵。現今的客戶期望提高產品

客製化的幅度，同時新的競爭者又以空前的速度創新。世

界級的製造商正大量投資數位轉型計畫。由數位線程推動

的全方位數位策略，能藉由排除不同團隊與系統之間的衝

突，來協助製造商更快速的轉變。

 

數位轉型可為您的系統和業務

功能提供許多優勢，包括：

 

透過加強合作的方式加快價值
創造的時間：數位轉型提供讓

價值鏈各方即時進行合作的

能力。藉由從一開始便即時召

集各方利益關係人來消除依賴

性。也讓您能遠距模仿製程與

製造挑戰，且已證實能加快調

適時間至高達50%。

 

以數位擴增來增進您的勞動力：受益於數位轉型，包括能
夠透過遠距合作來隨處利用專業知識。透過擴增實境，讓

製造專業知識的層級提升至所有員工。透過高真實性的培

訓與在職指導，可提升作業員的效率與安全性。事實上，

數位轉型已證實可降低高達75%的培訓時間。

 

增加作業效率與靈敏度：透過自動化IT/OT整合，您可以使

用針對數位線程而優化的資訊模型來獲取可擴充的見解分

析。藉由連結工廠與由其他業務功能所打造的數位內容來

優化營運，可提供使資料科學價值創造的時間加快高達70%

的能力。藉由消除企業系統中的衝突，也能提升製造靈活

度與靈敏度。透過讓您可以在世界各地的任何工廠與產線

下載與執行命令，而不需要透過人為干預，可實現降低製

造的負擔。

「數位相較於非
數位工業組織的
績效最大重點在
於，隨時間增加
的績效差距幅
度。」- IDC



實際執行數位線程

洛克威爾自動化自身數位轉型過程的故事，已從轉型過程的

初期階段擴展到不斷進步的狀態，因此無論接下來如何發

展，洛克威爾自動化都能維持領先。

身為全球製造商與頂尖的技術供應商，洛克威爾自動化在推

動其本身的數位轉型有著的獨特地位。

 

身為製造商，23,000位自家員工中約有1/3的員工在20間全球

製造工廠工作，並管理將近400,000 SKU的產品型錄。另外，

身為致力於工業自動化與數位轉型之世界最大的公司，洛克

威爾自動化也協助世界各地的公司改善製程、提高效率以及

增進生產力。

 

在數位轉型變得熱門之前，洛克威爾自動化早已針對機器手

臂進行數位轉型。他們的開始方式為結合多種、不同的系統

成一個企業資源規劃(ERP)系統，這套系統可管理全球的許多

其他系統。同時，他們推出MES(因為此系統是紀錄的集中式

系統)，並花費接下來數年的時間，逐一拜訪各個工廠以連結

工廠、製程與人力至單一的MES上。

 

這能提供高階的IT/OT整合，並奠定了洛克威爾自動化在各個

工廠中標準化工作流程與製程的基礎。洛克威爾自動化建立

全球的標準化方式，用以連結其世界各地的工廠，並設定下

一波數位轉型的階段。

 

成果卓越。洛克威爾自動化降低其整體持有成本、將庫存天

數從120天減少至82天，並獲取30%的年度資本迴避。他們

加速上市時間，同時當前的供應鏈可供應高達96%，且前置

時間減半。此外，本公司估計年度產值已提升4 - 5%。

 

儘管洛克威爾自動化因全球各地的工廠已連結至單一的聯網

系統，且完善數位轉型並獲得顯著的改善效果，洛克威爾自

動化仍拋出艱難的任務：接下來要做什麼？

 

洛克威爾自動化希望確保透過驅動各營運單位的標準化，進

而發揮連結性的完整效益。為了實現此願景，企業聯網團隊

中的專家聚焦於關鍵使用案例，這些案例的設計目的旨在使

用數位工具與資源來進一步優化工廠資產並增進勞動力。

優化人力、產品與製程
洛克威爾自動化採用由PTC推動的FactoryTalk InnovationSuite，

以建立並推進其下一階段的轉型。橫跨六間全球工廠，此套

件將企業優勢分析、機器學習、IoT和擴增實境直接注入其工

業運作中。此技術為製造商提供既全面又有效的方式，能優

化員工、產品以及製程，並加速其工業轉型。

 

雖然技術本身具有無窮的潛力，若沒有可擴充至多種情境與

工廠的具體使用案例，則所發揮的價值有限且永遠無法達成

洛克威爾自動化追尋的雙位數影響。為了確保成功推出，洛

克威爾自動化找出會對其全球營運和員工帶來最大效益的使

用案例。藉由掌握每個地點的使用案例，洛克威爾自動化能

促進推動數位文化的轉變並協助員工發展適當的技能組合。

從高層面來看，這些使用案例的範圍從智慧資產優化至勞動

生產力與企業營運智慧。

 

為了打造資產管理的智慧方法，營運團隊利用即時監測、診

斷與預測性與規範性分析獲取寶貴的能見度，並更深入了解

其機器的健康狀況和診斷結果。配有這些強大的監測工具，

他們能避免非預期的停機時間並將資產利用最大化。本團隊

在此區域實施三個使用案例：

產量
洛克威爾自動化利用強大的即時監

控與分析工具，來同時提升輸出量

並降低每單位生產的人力成本。透

過製造過程的詳盡資料分析，特別

是每步驟的單位與時間之間的時間

差，洛克威爾自動化能夠在高需求

下優化新產品的產量。在其中一間

設施，雙位數的結果使人力效率增

加33%、輸出增加70%且培訓時間

降低50%。

在其中一間設
施，雙位數的結
果使人力效率增
加33%、輸出增
加70%且培訓時
間降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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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性維護
洛克威爾自動化使用35台有著各異複雜度與機齡的射出成型

機，使其難以有效判定機器的狀態並預防停機時間。利用IoT技

術收集各個舊型機器的重要、即時的資訊，他們打造出其工廠

廠區的整合視圖，並達成生產力改善8%。

這讓他們能增進品質控制、改善機器運作時間，並確保符合依

據機器使用情況的維修需求。

分析
為了降低球柵陣列封裝的冗長生產時間，團隊掌握一項新的機

器學習檢測技術來檢測良好及不良的球柵連接。洛克威爾自動

化打造應用於電路板之黏著劑的3D輪廓，讓他們能快速判定是

否為不良的黏著劑輪廓。因此，他們能更早偵測裝配的問題、

將修理時間從小時降低至分鐘、提供更佳的品質保證，並降低

51%黏著劑相關的瑕疵。

 

透過上述各個使用案例，洛克威爾自動化能夠優化資產效率、

降低機器停機時間，並增加產量以滿足客戶的需求。洛克威爾

自動化全球工廠系統的IT經理Lion Moeliono表示，「現在我們

可以連結並找出資料來源，而且我們可以打造進一步改善製程

的新機型了。」

數位勞動力
洛克威爾自動化尋求以數位工具來增進勞動力，不只是改善生

產力，也要創造一處員工能日復一日感受到工作成就價值的環

境。他們實施四個目標使用案例來加倍增進其勞動力：

工作序列能見度
透過結合IT與OT來源的資料並一起視覺化呈現，洛克威爾自

動化發現，因原料短缺而造成產線供給不足的停機時間減少

75%，使得作業員能優化工作。

標準化績效報告
團隊需要更清晰的方式來看見停機時間對每小時績效的影響，

所以他們開發用於所有工廠的通用KPI儀錶板。結合來自排程系

統、SAP、MES和其他來源的不同資訊，可設定及模組化的儀

表板讓員工能更清楚看見效能趨勢、做出資料導向的明智決定

並增加13%的勞動效率。

AR引導的佈線與培訓測驗
由於流動率的緣故，確保員工能有效佈線已成為一項日益嚴峻

的挑戰。此外，沒有客觀方式來衡量成功將進而導致對品質與

安全產生風險。使用AR技術提供身歷其境的更佳培訓體驗，

洛克威爾自動化能培訓員工，同時測量員工能力來找出技術斷

層。

AR引導的標準化工作指令暨產品傳輸
重新調度瑞士與波蘭之間的工廠，需要團隊能在各個國家及不

同語言之下傳輸關鍵且詳細的知識。瑞士的團隊開始使用AR技

術記錄工作指令，使用圖片、影像和旁白來一步步拆解工作任

務，從而降低30%的培訓工作。

智慧供應鏈
當洛克威爾自動化的電子組裝需要大量的零件組件，且必須從

外部來源購入材料時，他們很快就發現已引入許多不相配的零

件至供應鏈中。

利用FactoryTalk MES的智慧功能來結合IT

和OT系統及標準化製程，他們能透過供

應鏈找出問題並追溯問題的來源，以防止

未來發生更多問題。這項功能可在任何特

定情況減少80%以上的召回事件。

以學習經驗當作根基
向前看，洛克威爾自動化正以這些近期的學習經驗建構新的方

向。他們自行發起如何推動員工、設備與製程進一步改善的挑

戰，同時設下創造更多客戶與員工價值的目標。

 

利用突破性的AR技術來優化培訓方式讓員工學習技能，並賦予

員工承擔更高職責的機會，因為越來越多的手動任務已轉型成

自動化的方式。他們透過將資料轉變成為改善後的預測和指令

能力來保護資產，以此從全新的精準層面來管理機器的效能與

維修。

 

每天都在深入了解自家技術的能力，唯一的限制在於自身的想

像力，以及一步步持續改善與轉型所花費的時間。

洛克威爾自動
化減少80%以
上的召回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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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轉型加速生物科技製造

數位技術與自動化協助生物科技製造公司實現具備彈性、效率以及信心的規模經
濟。

有鑑於開發新製藥與醫療產品所耗費的大量時間與金

錢，以及產品短暫的專利期間，為了獲取更長久的市

佔率，縮短進入市場的時間非常重要。當前生命科學

產業的壓力與日俱增，在加速創新與上市時間的同時，又要

快速因應不斷變動的市場需求與日益嚴峻的法規要求。

Cytiva實現了數位製造
Cytiva客戶從事拯救生命相關事業，服務內容從基礎生技研

究至開發創新疫苗、生物藥品以及全新的細胞和基因療法。

 

Cytiva透過提供能改善工作、使其變得更快且更安全所需要

的工具與服務來實現此願景，進而創造更好的病患結果。超

過7,000位來自40個基地的同事支持公司的願景，其願景為改

進取得轉變人類健康之改變生命療法的管道。

 

作為數位轉型與工業4.0計畫的一部分，Cytiva需要打造數位

企業聯網，來協助改善內部運作以及降低終端客戶的上市時

間。

 

Cytiva自動化與數位化執行總經理Kevin Seaver表示：「現在

不僅僅是一項產業，我們必須獲得更小、更快且更具成本效

益的方式來生產藥品、疫苗與療法。透過自動化製成與分析

資料，我們可以重新思考製藥的每一個步驟，並實現具備彈

性、效率以及信心的規模經濟。」

簡化系統部署、降低自動化孤島以及縮短耗費在收集及清理

資料的時間，均可協助生物科技製造業者加速上市時間。

Seaver表示：「我們的目標是協助公司從七年的時間降到三

至四年，方法為直接進行許多工程及自動化的工作。」

透過自動化實踐差異化
Cytiva Figurate的自動化平台包括控制與通訊能力，能將資

料的見解分析轉成供上下游提升製程效率的生產結果。為了

開發與妥善放置Figurate平台，Cytiva採用洛克威爾自動化的

PlantPAx系統，並使用獨特的Unicorn軟體來自動化生物程序

設備。可透過MES應用程式取得資料，並將資料整合至電子

批量記錄、排程及其他方面。



   ASIA PACIFIC       11

成功案例

此平台的設計旨在為終端客戶大幅簡化系統部署。可依據終端

用戶特定的需求，洛克威爾自動化有各式系統與其他選項可供

選擇。標準化數位程式庫，例如已經過測試、記錄與驗證的產

品編碼，亦可打造一路通往製造與自動化之更有效的製程開

發。

例如：使用PlantPAx系統的客戶可將其作為單一的獨立系統來

操作，也能與其他系統合併操作。透過整合，客戶不僅可傳送

生技製藥原料，也可連同資料一起傳送。

Figurate可將製程資料上傳雲端，在雲端上可與其他作業資料

結合。使用先進分析，這些寶貴的見解分析可用於改善操作，

也可回饋給系統來優化製程。

 

優勢包括生產產能、可用性和生產員工效率增加10%到20%，

以及能源使用、廢料、批次下料時間、維護，以及停機調查減

少5%到30%。

數位化增進病患結果
Pfizer Global Supply(輝瑞全球供應)(PGS)每年透過遍布全球的

42個生產據點製造超過230億份劑量的藥物。

 

2016年，PGS開始啟用數位轉型以支持輝瑞的理念「改變病患

生命的突破」，方式為營運轉型為無縫、資料驅動式的見解引

擎，帶來世界級的表現。

 

然而，這並非簡單的任務。PGS的生產設施代表多達30間老牌

製藥廠遺留世襲的影響，擁有由系統與資料組所組成的多元生

態系統，以及不同的製程及設備標準，因而難以獲得洞察。而

改變營運技術(OT)層中使用的解決方案範圍較為複雜且需要長

年的努力。

 

在開發其數位轉型策略的當下，PGS花時間去瞭解其本身的商

業挑戰與整體業界的技術全貌。輝瑞的數位生產副總裁Mike 

Tomasco表示：「為了工廠的運作模式或新的程序建立新的企

業組織，並制定標準作業流程，這樣的想法能透過數位轉型能

力來大幅增強。」

公司數位轉型旅程持續進行中，PGS記錄了在循環時間、產能

與產量以及一次準確性品質的重大改善。光是在其中一個生產

據點，數位轉型計畫創下單一產品就製造300多萬份劑量，超

越原本2019年預期產量的紀錄。

安全第一及品質保證
自2010年代初期，禮來公司(Eli Lilly and Company)已從IT/OT的

合作中獲得收益。例如，IT與OT合作以開發對工業網路安全風

險的了解、減輕立即風險的計畫，以及取得最佳可用保護措施

的現有策略。此IT/OT的合作關係也能協助推動公司的全球序

列化計畫。

 

該公司亦將其資料與分析架構現代化。這涉及整合關鍵能力，

例如雲端、邊緣儲存和運算以及工業IoT。企業工程與全球衛

生安全與環境的副總裁Dave Sternasty表示：「我們正面臨生

產區資料以及整合生產區層面IT/OT資訊的核心問題，且已經

能將這些資料轉變成協助做出更佳決策的資訊，不論做出決策

的地點是在生產區內或是我們的實驗室裡。」

 

禮來公司預計將花費至少10年的時間，才能使主要基地完全實

現數位轉型的願景。這包括在2023年前達成遠大目標，有能力

實踐打造出一座預測工廠的願景。

 

透過策略及執行層面的技術執行來提供協助，該公司與其核心

合作夥伴(如洛克威爾自動化、微軟等公司)合作。同時也聚焦

在雇用與開發具備數位能力的員工。

 

持續發展和建立IT與OT之間穩固的合作關係，仍會是該公司數

位轉型的核心。禮來公司製造與品質的副總裁兼資訊長Karen 

Harris表示：「我們已妥善發展這種合作關係數年了。這與我

們多功能Team Lily的方式一致，我們相信是此跨職能團隊及跨

職能的關係才能確實邁向成功。團隊合作協助推動我們的議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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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成功案例

Stanley Black & Decker的 
數位轉型過程加速創新

數位轉型雖是加速創新與生產力的工具，卻也要多方面

考量許多重要因素。時至今日，只有16%的工業組織已

開始啟用企業層級的數位轉型計畫。任何數位轉型計畫

的終極目標是將投資兌現成結果，但這往往知易行難。

 

任何數位轉型過程的第一步是制定策略性計畫來解決優先處理

的使用案例、符合業務正當性、改變管理方式與技術實施與支

援的執行藍圖。客製化這些領域成為您專屬的目標與數位成熟

度。

 

結果型的技術方法可協助找出最容易達成、能快速取得投資報

酬的高潛力使用案例。具備業務優先的心態，藉由找出您最大

的挑戰、潛在使用案例與關鍵推動因素(例如：技術、製程以

及解決人員)開始著手。與擁有全球OT及IT專業知識、能協助您

快速找出及制定可重複、可擴充、具備成本效益解決方案的合

作夥伴合作。

 

洛克威爾自動化數位轉型策略諮詢團隊，不僅可協助引導您數

位轉型的過程，還能增進其價值。我們能與您一起制定策略性

計畫，來解決優先處理的使用案例、符合業務正當性、改變管

理方式與技術實施與支援的執行藍圖。均能客製化成您專屬的

目標與數位成熟度。

 

Stanley Black & Decker了解，數位轉型是創造更多合作機會與

創新品牌的關鍵，因此尋求洛克威爾自動化協助加速其過程。

即將到來的任務
全球最大的工具生產商要建立新事物時，會做些什麼？這是

Stanley Black & Decker的核心問題，這間創立177年的公司創

造市場上某些最具指標性的工業以及家用工具。該公司強烈

希望創新業務的所有層面，包括營運和製造、勞動力賦能及

供應鏈。

 

隨著Stanley Black & Decker開始啟用數位轉型，該公司希望利

用工業4.0工具、技術以及策略來協助客戶。該公司也希望重

新思考，該如何透過技術來推動自身業務、該如何製造商品

以及如何透過供應鏈銷售產品。

 

經過4年努力後，Stanley Black & Decker的領導階層希望創造

2億至2億5千萬的價值收益，再從企業共享服務價值獲得約1

億的額外利潤。

身為世界上最大的工具製造商，創新是最有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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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建立企業聯網
Stanley Black & Deckert的表現始終維持在高檔水準，但發

現某些流程需要大量的人為介入，才能得到預期的成果。

主管階層知道，數位轉型計畫有助於將流程修改成資料導

向，同時將整個供應鏈自動化，最終達到改善績效的目

的。

 

Stanley Black & Decker工業4.0的副總裁Sudhi Bangalore表

示：「像我們這樣傳統的工業製造公司，最大的挑戰之一

就是我稱之為懶散、腐敗的資產症候群。我們擁有相當老

舊的廠房，而它們獲利可觀，但在實務及資產、甚至流程

方面卻有很多老問題。」

 

啟動數位轉型的第一步是建立智慧企業聯網，以作為發掘

和釋出資料的骨幹。其中涉及建立一整套的企業應用和控

制中心，以便連結122座工廠和15處發貨中心。

投資人才
第二項數位轉型計畫的

方案是，Stanley Black 

& Decker聚焦於為員工

創造價值和機會。通過

對61,000名員工進行完

善的技能提升及重塑計

畫，該公司正為員工創

造全新且收穫豐碩的職

涯路徑，並提升人才留任。

 

例如，「提升工作」的方式代表讓員工接受裝配訓練，並

重新培訓使他們也能擔任使用資料導向系統和數位工具，

進行品質監督的角色。賦予員工高產值的數位技能，亦能

增進他們做出更具策略性的業務導向決策，進而激發出新

點子與更好的工作方式。

 

建立支援遠端運作的基礎架構，同樣也是數位計畫的一部

分。由於受到疫情的影響，遠端存取、監測和控制的方式

將鼓勵員工在各工廠、各個區域以及各國之間相互合作，

甚至不在現場也能做出具策略性的資料導向決策。

推動參與
為多年計畫付出約18個月的努力後，Stanley Black & Decker

在全面數位化轉型的道路上穩定邁進，而且過程中仍不斷

學習。

 

Bangalore表示：「我們付諸實行的策略之一，就是讓全公

司的人都來協助推動『一流』的轉型。我們透過工廠代表

的參與來抗衡懷疑論者，並推動接納改革，由工廠代表提

供協助，建立科技與受影響人群的橋樑。」

 

另一項帶來許多學習經驗的領域是時間範圍。該公司希望

能在數個月內連結各個站點，而不是耗時數年。

 

Bangalore也提到說：「這一直是我們最基本的焦點；也是

經過大量測試的焦點，並且我們深入核心，現在我們已經

可以自信地說，我們已經準備好要在一兩個月內主動部署

至每一個工廠。」

落實數位轉型
從Stanley Black & Decker轉型過程的案例中可發現，通往更

高營運效率與降低成本的途徑，始於仔細檢視組織的當前

定位、既定資產及未來目標。

 

成功從過去的試驗性階段向前發展的公司，將首先著手評

估當前和未來的業務要求、技術基礎架構以及組織整備程

度。此全面的觀點可協助及早定義讓您落實數位轉型的方

式與起點。

 

具有妥善制定的正確策略，成功的公司已能確實獲得投資

報酬並發揮數位轉型的價值。他們已制定明確策略以提升

KPI，包括產量、資產與勞力使用率、品質和成本效益。此

外，他們達成共識並在各組織間推動採用。

 

數位轉型將依然是成功公司的首選，因為他們已開始拓展

下一項競爭優勢。

「我們並非只是到了
工廠，說要為您設計
些什麼，而是會充分
運用工廠人員的洞察
力。」



藉由延展實境的能力來 
解鎖您的數位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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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組織若想在後疫情的世界中存活，就必須投身
數位轉型。

根據《哈佛商業評論》，在1958年標普500指數所列的公司平

均壽命為61年。到了1980年平均壽命降至25年。時至今日平均

壽命則低於18年。因為數位轉型，世界的變動率大幅提升。

 

生命科學產業的公司皆因為疫情而受到不成比例的影響。業界

發生劇烈變動，職場一夜之間轉換成遠距模式。對許多公司來

說，若要保護員工就得犧牲有效率的合作方式。這不僅影響產

品發展與製造，亦影響銷售、培訓與產品服務，因為對於在全

新的遠距工作環境中，業界有許多公司尚未準備好來解決這些

得靠傳統方式手動解決的挑戰。

 

這波疫情更加證明，近幾年內專注於建立數位能力的公司，具

備因應危機而做出調整的極大優勢。

數位線程
部分公司投身數位世界失敗，而其他卻得以成功的原因為何？

製程和技術本質上的進展，導致產品生命週期內部(從開發與

創造至製造與銷售)的經歷脫節。解決方案就是數位線程。

 

掌握數位線程可讓順暢資料流通遍及您的組織，實現整體營運

的改善與效益。數位線程的重點在於數位分身或實體產品的虛

擬呈現。數位分身可用於設計、測試、監測、服務與其他功能

面向，來增進產品管理的能力。

 

試想若能即時在各方價值鏈上合作、遠距驗證新的產線與製

程、簡化資料科學並提升您的製造靈活度。始料未及的毀滅性

事件(例如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使得數位線

程變得比以往更加重要。

什麼是延展實境？
延展實境(XR)是視覺化以及啟動數位線程的元件。洛克威爾自

動化的公司Kalypso，協助公司利用延展實境工具打造多重數

位線程，工業4.0的數位結構與根基。

 

延展實境是促成數位轉型的關鍵因素。作為企業聯網的一部

分，延展實境綜合使用可穿戴以及手持式擴增實境(AR)、混合

實境(MR)、空間計算以及虛擬實境(VR)工具，疊加額外的數位

資訊至完成工作的方式，促使更有效的學習、遠距工作以及顯

著的商業利益。

 

將數位資訊帶入檢視產品製造、使用者培訓及服務價值鏈中，

延展實境利用3D幾何、音訊、影片、文字以及其他來自多種

來源的媒介(包括產品生命週期管理系統)。這項流程發生於產

品生命週期的任何時間點，像是從設計、檢測、品質保證，甚

至是產品上市後都有可能。

實際運用延展實境
由數位技術與概念推動的智慧工廠，可能不如您預期的那樣具

備未來感。越來越多公司從擴增及混合實境、整體設備效率、

產品生命週期情報與機器人製程自動化相關的計畫，尋求實際

的商業價值。

 

未來工廠就在這裡。想像一下您是一名營運經理，在當日生產

開始前，正平靜地走在生產區。透過開啟您的混合實境智慧型

安全眼鏡並掃描廠區，您立即能看見覆蓋在您視野之下，幾個

關鍵績效指標及其他指標的即時成果，讓您可以快速找出任何

製程問題。

 

混合實境系統透過產生可供所有人取得的即時資料及資訊，伴

隨許多益處，包括提升資料型的決策制定、快速培訓新同事及

賦予每個人解決問題的能力，藉此發揮極大的價值。

 

在物聯網(IoT)平台上整合工廠設備，可提供針對生產製程的見

解分析，讓您可以快速且靈活應對來達成生產交期。此生產資

料可與機器學習演算法一起使用，預測機器零件可能故障的時

間，從而減少停機時間的成本。

 

此現代化的數位基礎架構可大幅提升您創新與交付的能力。測

量整體設備效率(OEE)提供衡量工廠可用性、績效與品質的單

一指標。這是用於測量工廠數位轉型計畫的改善以及訂定進一

步改善目標的有效方式。

技術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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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模仿製造過程
虛擬調試可協助您加速品質生產的時間。最近的一件使用案

例中可看見實例，洛克威爾自動化接觸器生產線的完整功能

性數位呈現，即是使用Emulate3D數位分身軟體進行模仿。

 

使用數位呈現來了解產線的實質限制以及控制製程的自動化

編碼。使用Emulate3D進行虛擬調試，您可以驗證和優化PLC

編碼，無須啟動單一件設備。

 

模仿實體製程可讓您優化生產。試想在您的產線上檢測「可

能發生什麼」的情境，無須承擔風險。使用來自Ansys物理

型建模軟體，您可以測試作用於您設備的力量，並評估速

度、溫度或濕度可能影響這些力量的方式。對於產線的終生

維修與運作成本有重大影響。

 

模仿接觸器產線生產的價值在於潛在資料。設備抵達工廠之

前，您已經開始了解產線在不同情況下運作的方式。此知識

對於建立產線優化的基本了解很重要。此外，在製程中及早

獲取產線的資料內容，可簡化產業分析。

 

虛擬實境技術已用於獲取接觸器產線上的關鍵維修程序。由

Vuforia Studio所創造的虛擬實境體驗，利用在產品及機器設

計過程中所獲得的3D數位內容。使得新進或接受重新分配任

務的員工能在無風險、實作情境下加快適應新職位。

使用FactoryTalk Smart Object，洛克威爾自動化已將能力直接

建立於控制的自動化層面，以獲取整個數位線程中的OT資料

內容，協助簡化機器學習。藉此透過自動化的工作流程來減

輕製造負擔。

 

例如，若客戶要訂購10,000件接觸器，則訂單會透過洛克

威爾自動化的供應鏈來處理。公司的ERP接收訂單並進行驗

證，以及分配所需的原料至合適的工廠並在指定的運送日期

內進行製造。該工廠的MES則會自動化安排訂單、從商店訂

購原料並分配原料至生產線以安排生產。

 

生產線接收來自MES的產線設定參數並執行命令，同時回傳

消耗數據至ERP。此一系列活動顯示訂單從客戶到產線的過

程，無須人為干預。

轉變生產力
幾年後，Kalypso在延展實境技術以及解決方案的專業能力，

協助許多客戶改善多個領域的生產力和效率，包括：

合作：XR工具讓多名使用者能在真實或虛擬環境中，視覺化

及與產品的數位分身互動。這能透過加快與提升設計審查的

速度與精確度，協助降低發展的前置時間。實際結果令人驚

豔，顯示可降低80 - 90%的設計審查時間以及75 - 90%的品質

檢查時間。

訓練：透過使用虛擬和擴增實境工具，引導受培訓者了解機
器的工作程序以及不同情境下所需的維修，成果顯示第一次

運作成功率改善高於90%。

工作指導：XR工具可有益於協助員工在生產區的房間內工

作，準確且以正確的順序裝配零件。事實上，Kalypso已證實

延展實境技術可增加生產力約10 - 35%。

遠端服務：XR使得可在區域內辨識產品以獲取並提供資訊，

並執行與該產品相關的活動。協助確保服務效率以及伴隨員

工安全的共享能見度。

沉浸式產品體驗：XR及VR透過提供虛擬產品示範，消除專業

銷售人員進入客戶基地的要求。甚至在沒有實際現身的情況

下，也可用於模擬空間配置與產品的使用者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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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倉庫管理系統可協助找出系統中的任何阻礙，

讓您可以簡化您的倉庫運作，從而改善效率及提高獲

利能力

消費者對全新及創新產品的需求日益增加。隨著消費者尋求更

加客製化的產品與服務，多樣性成為了關鍵。從食品和飲料的

選擇到每季變換的服飾及家具流行，製造商正面臨著透過設備

生產全新高品質產品，同時又得兼顧價格競爭力的挑戰。

 

對個人化產品不斷提升的需求伴隨快速讓產品上市的需要，進

而推動小批量生產(亦稱為「單一批量尺寸」)的趨勢。除了消

費者購買的產品正在不斷改變外，疫情也導致消費者的購物方

式出現顯著改變。

 

Nielsen近期有項研究顯示，電子商務在疫情期間崛起。線上

購物增長了53%，因為許多人都處在自我隔離且必須在家工

作。此外，消費者講求快速的運送時間，要求製造商具備高效

的供應鏈製程。

 

製造商的整體供應鏈，從原料至製造、倉儲至配送到最終交付

給終端客戶，都需要具備機動性。

 

聯網供應鏈可協助改善績效與生產力。透過物聯網連結製程，

組織可達成端對端協調一致的供應鏈。達成機動性的第一步

是，使用聯網供應鏈讓組織簡化製造與物流作業。

使製造與物流保持一致
隨著產品多樣性大幅增加，如精實製造及降低庫存等概念，

變得越來越重要。透過即時交付可大量減少處理中的材料，

因此廠區僅剩的原料即是正在生產或即將用於生產的材料。

需要盡可能有效處理材料，使得每個生產點都能在正確時刻

獲得正確數量的正確庫存。

 

對於要簡化製造與物流作業的製造公司而言，優化物流與生

產之間的資料與材料流向十分重要。FactoryTalk Warehouse

可提供協助。可與任何製造執行系統(MES)無縫整合，並提

供與洛克威爾自動化MES解決方案的優質整合。

 

FactoryTalk Warehouse可控制所有必要

的倉庫活動以支援生產運作，包括進貨

處理、儲存及操作與出貨處理。具體來

說，FactoryTalk Warehouse可支援：

1. 進貨處理活動：包括收貨處理、品質
檢測、分貨與貼標籤，以及依據材料

及儲存條件判定的位置來存放

2. 儲存與操作活動：包括庫存記錄、庫存調整(例如：依據

庫存數)、重新安排物流單位與子批量、管理批次與子批

量的狀態、依據材料與儲存條件及追蹤冷鏈來運送訂單

3. 出貨處理活動：包括貨品問題處理、依判定位置進行撿
貨、整併、包裝、波次管理及裝貨單

多數製造系統需要MES與倉庫管理系統(WMS)間的兩個接觸

點，因為MES負責管理生產，而WMS控制倉庫的庫存以及材

料的動向。前者滿足零件與其他處理中的原料送至生產線的

任務，後者則是負責產線的末端，此時成品需要被送進倉庫

準備運送。

 

隨著個人化產品的需求增加，導致製造商生產更小的批量尺

寸。因此，MES與WMS緊密合作來處理如降低處理中的庫存

等級以及增加庫存能見度等問題非常重要。並非以單一系統

發送資料集，或以批次模式發送要求至另一套系統，而是採

取更有效的方式將兩者同步化。

如何讓您的倉庫變得更加智慧化

應用概況

FactoryTalk 
Warehouse 
可協助您有效
管理您的生產
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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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動性是關鍵
能夠快速且輕鬆移動來因應不斷變動的客戶需求，是在今日

的商業環境中發展競爭優勢的關鍵。製造商通常需要修改目

前的工作流程或創建新的工作流程，來支援新產品或新的運

作方式。若解決方案不夠模組化，則會是一項複雜且耗時的

流程。

 

FactoryTalk Warehouse提供所需的工具來輕鬆修改或建立倉庫

的工作流程，藉此簡化製程。當使用者要修改或建立工作流

程時，他們可以使用標準功能庫(稱為小工具)來定義工作流

程的順序。也能引導並協助作業員以有效和高效率的方式執

行工作流程，並包含能支援移動終端的HTML5網路客端。

簡化合規性
製造合規性對於產業來說非常重要。協助確保有效且安全地

運作，同時建立客戶的信心與信任。對於受管制與不受管制

的產業，採用GMP合規系統可協助您管控與記錄操作執行。

 

FactoryTalk Warehouse使用電子簽名來管控可執行每項關鍵

倉庫運作的人員，並使用事務日誌來記錄操作執行的情況。

這協助您符合及呈現所需的合規性，或僅是更有效的管理運

作。

優化倉庫管理
製造商持續面臨以更快的速度、更具成本效益和更高的品質

來生產和運送產品給客戶的挑戰。透過找出您倉庫製程中的

挑戰與瓶頸，可以優化倉庫管理、功能性與生產力。

 

最終目標是打造具備聯網技術的智慧倉庫，在此倉庫的貨物

能自動化進行接收、識別、分類、安排及移動出貨。

 

FactoryTalk Warehouse協助改善管理生產庫存的所有面向，包

括從進貨、處理中的產品及行動設備，至提升能見度與改善

庫存的工作流程，進而實現此目標。

 

隨著越來越多的組織看見數位化倉庫運作的價值，繼續進行

數位化是注重智慧倉庫管理系統的關鍵，協助您創造您接下

來的競爭優勢。

應用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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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公司使用洛克威爾自動化全新的存在感測安全光

柵，可協助保護人員與設備。Allen-Bradley 450L 

GuardShield安全光柵的設計目的為，在提升生產力

與效率的同時，協助保護人員安全。此光柵是該系列產品

中首件提供以EtherNet/IP支援CIP Safety的產品。

以EtherNet/IP支援CIP Safety推動企業聯網內部的智慧安全，

並提供來自廠區的豐富資料。450L GuardShield光柵支援線

性、星形及DLR網路，非常適合用於需要安全、容易以及頻

繁存取機器的應用方式。

450L安全光柵不同於基於各別傳送器與接受器單元的傳統

安全光柵。專利技術讓每個收發器可透過創新的外掛模組

做為傳送器或接收器。

450L-E選項提供進階的功能，包括內建雷射對準、串聯、遮

斷與內建無效化功能。

450L安全光柵為TUV認證之PLe、透過EN ISO 13849-1和IEC 

62061達到第4型IEC 61496-1/-2、SIL CL3。

介紹世界第一款以Ethernet/IP支援CIP Safety的安全光柵

洛克威爾自動化QuickStick HT智慧型輸送系統的設

計目的為，使用智慧的獨立台車技術來運輸大型負

載。此技術最常應用於汽車產業。同時也非常適用

於重負載的原料處理、交通工具運輸以及危險原料的處

理，包括手套箱應用。

此業界領先的系統具有全新的QuickStick HT 5700逆變器，

可提升效能。現在可達到5+ m/s的速度。此外，這項更新

可支援使用更小的Kinetix 5700電源供應器，降低控制箱

尺寸並節省廠區空間。這套更新系統也包括整合式功能性

安全。具備固線式安全轉矩關閉及安全停止1時間、SIL3/

PLe。

新逆變器增進QuickStick HT智慧
型輸送系統的效能

洛克威爾自動化的擴充Allen-Bradley Bulletin 100-E節

能IEC接觸器系列，可協助工業公司節能並縮短工程

設計時間。

 

具備從9至96 A的全新尺寸，相較於標準型非電子線圈，

這些接觸器能降低高達68%的湧入視功率(VA)以及封存超

過75%的VA，藉此達成節能的效果。這些電子線圈也能節

省工程設計時間，透過僅四個線圈選項就能涵蓋20至500 V

的AC/DC線圈電壓，大幅簡化選用程序。

 

接觸器使得線圈輸入端子可從線移至接觸器的負載側，無

須拆卸。建立啟動器總成時，讓佈線與存取變得更容易。

接觸器也提供直接PLC介面選項可供超過100 A的接觸器使

用，以及全系列的配件、安全版本與可逆接觸器。

 

所有的Allen-Bradley接觸器皆與相關的馬達過載繼電器及

斷路器合併檢測，以提供雙元件或三元件的馬達啟動器。

使用線上的全球短路電流額定值工具，使用者可取得驗證

特定產品合規性結合IEC與UL標準的證明文件。

新接觸器選項提供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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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全裝置增進安全性 
與生產力

製造商使用兩種來自洛克威爾自動化的全新智慧型安

全裝置，能充分利用資料來大幅提升安全合規性與效

能。

最新以EtherNet/IP支援CIP Safety的Allen-Bradley SafeZone 

3雷射掃描器，及以EtherNet/IP外掛支援CIP Safety的Allen-

Bradley GuardShield 450L光柵，讓使用者取得全面了解機器

或生產線狀態所需的關鍵資料。最終，這些裝置創造出可提

供有意義資訊的智慧機器，讓使用者能夠監測機器健康、增

加運作時間、提升靈活度及增進安全性，同時又能降低整體

持有成本。

這些智慧裝置提供可給予寶貴見解分析的診斷式資訊，例

如：安全性相關故障發生的地點，或員工是否正依循標準作

業程序。使用者可將這些見解分析帶入工作中，以提升生產

設備的生產力與永續發展。

洛克威爾自動化的感測、安全性與工業組件業務的副總裁兼

總經理Lee Lane表示：「對於許多製造商而言，此了解安全

性的新方式不僅協助保障人員與製程的安全，也能大幅增加

生產力。傳統安全裝置能提供的資料有限，甚至無法提供資

料。智慧型安全裝置可深入洞悉運作模式，協助使用者了解

製程狀態、環境狀況及其他影響安全性與生產力的因素。」

全新支援CIP Safety的SafeZone 3雷射掃描器提供工作單位內

部的區域偵測。新增CIP Safety讓使用者可以同步在多個安全

區域內操作，無須換來換去。也可以單一EtherNet/IP連線來

延伸掃描器的區域範圍，並提供重要的診斷資料。

如此一來可改善生產力，例如以警報器通知員工他們正靠近

危險，藉此協助防止機器減慢或停止。此外，CIP Safety的功

能新增可取得的診斷式資料，以警示使用者常見的故障，例

如掃描器的鏡頭上出現灰塵。

以EtherNet/IP外掛支援CIP Safety的GuardShield 450L光柵，

可保護人員免於受到機器動作危險相關的傷害。CIP Safety

外掛讓使用者更能夠取得診斷式資料，以改善生產力與靈活

度。

例如，使用者可以清楚看見哪些光束在光柵上跳閘，更清楚

了解停機事件的成因。或者他們可以取得每100毫秒的光幕

樣本，以追蹤產品在運作過程中的特性並找出潛在的品質問

題。

CIP Safety是通用產業通訊協定(CIP)的延伸，EtherNet/IP的

應用層協定。使用CIP Safety搭配如GuardLink等技術的智慧

產品，可協助提升安全性與生產力並簡化佈線。透過使用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應用程式，也提供與Allen-Bradley 

Compact GuardLogix SIL 3控制系統的優質整合。

這些產品與其他的智慧產品，例如843ES 安全編碼器及

CompactBlock Guard Safety I/O通用編碼器模組都是洛克威爾

自動化部分的安全性產品組合，均結合更簡易的連線與更強

大的資料，以提供更智慧化、更高效能的生產。

www.anybus.com

任何設備。
任何網路。

Anybus讓任何工業設
備都能與任何工業網
路進行通訊。以有線
或無線方式連上工業
乙太網路、現場匯流
排或IoT雲端。

HMS Networks
www.hms-networ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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