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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M32 L4

STM32L4 開發套件 簡化雲端連結設計
跳脫框架！使用現成的雲端連結開發板探索物聯網的創新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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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從基本做起

無論是物聯網，或者工業物聯網，產業界對於這些技術與概念的理解，可以說是越

來越清晰，同時也越來越具體，已經從研究怎麼做，進入到動手開始做的階段。而

要動手做，當然就是從最基礎的一步開始，而對工業應用來說，那就是讓機器可以

連網和互聯。

而這基本上就是「機聯網」的核心概念，要讓廠房或者整個生產鏈上的關鍵機具都

能夠具備數位化與連網的能力，並透過主控系統對這些經由無線與有線連結的設備

進行統一的管理和控制，一方面增加廠房的管理效率，另一方面則是經由網路化的

管理讓生產數據與資訊，可以被更有效益的使用。

也因此，我們把「機聯網」的建置視為落實工業物聯網的第一步，因為唯有建立起

具有網路化與數位化的廠房和產線之後，工業物聯網才算是有了可以進一步發展的

基礎，否則一切就仍還只是「概念」階段。

當然工業物聯網描繪的是一個更大的面貌，其中還包含了無所不在的感測器和監控

平台，以及能對所採集到的各式各樣的資訊與數據進行即時分析的智慧系統，而這

些也都是要在完成機聯網的基礎上才能夠達成。

另外，談到從基礎做起，本期專題報導的包裝機械也是一個重視「根本」的產業，

因為除了追求量產的速度之外，包裝機械也非常重視客戶的需要，尤其是面臨的包

裝物件千變萬化，必須完完全全理解每一個物件的材料特質與產品屬性之後，才可

以進行後續的自動化系統設計。

而透過這些包裝機械業者實際經營的經驗與看法，不僅可以讓我們理解耕耘包裝產

業所需具備的能力與可能遭遇的挑戰，更可洞悉相關解決方案的最新發展趨勢，相

關領域的讀者千萬不要錯過了。 

副總編輯









工業物聯網是工業4.0的核心骨幹， 

也是智慧製造願景的啟動點， 

工業物聯網的系統建置， 

必須與生產現場第一線的設備全面串接， 

克服實質上的運作挑戰， 

智慧製造才能夢想成真。

機聯網 / IIOT機聯網 / IIOT
串聯工業感測、監控與通訊技術串聯工業感測、監控與通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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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事求是 勾勒智慧製造願景

工業物聯網落地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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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明德

工業物聯網是工業4.0的核心骨幹，也是智慧製造願景的啟動點，工業物聯網的

系統建置，必須與生產現場第一線的設備全面串接，克服實質上的運作挑戰，

智慧製造才能夢想成真。

近年來智慧化成為各產業的熱門議題，而智慧

化願景要落實，必須根基於自動化技術，從

實際應用面觀察，自動化系統必須附加在某個技術

上，促使此技術改善品質、提昇效率，因此自動化技

術所產生的價值，容易被看見、計算，智慧化系統與

之不同之處，在於智慧化是藉由開創全新系統提供全

新的價值，以打開另一個全新市場，而以製造業來

說，工業物聯網仍屬於自動化範疇，要真正達到智慧

化，必須倚靠之後雲端平台與AI技術的導入。

工業物聯網落地成真
實事求是 勾勒智慧製造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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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技術進化 檢測快速穩定

工業物聯網的系統建置目標，聚焦於製造業前端設計

與後端製程系統，用以提高產線彈性，現在市場上的

工業物聯網作法有兩種，一是設備中建置感測器，感

測器可快速判斷工件的類別，改變生產方式，不過一

旦所需處理的工件種類變多，這需要系統複雜度也必

須同步提昇，另一是將產線系統設備模組化，一旦產

品或製程將產線拆開重組，即可組裝成適合的生產系

統。

這兩種方式都會牽涉到不同系統的整合，一是視覺技

術，品管是產品品質最後把關的環節，在機器視覺

技術未臻成熟之前，過去一向以人力為主，以太陽

能、LED產業為例，就有超過20％的人力投注在此，

不過產品檢測單調且冗長的作業模式，容易使操作者

出現疲勞、注意力分散等問題，現在機器視覺技術逐

漸精進，足以擔當產品檢測重任，因此可以被導入產

線以提高產能、降低成本。

目前機器視覺化的檢測作法，是將視覺感測器與鏡

頭，直接建在系統設備上，當產品傳送至該站時，即

可被檢測，這種作法的好處是可以全檢，不像一般用

抽檢的方式，產品品質可全面獲得保障，另一個優點

是速度快，可加快檢測速度。

視覺檢測是現代自動化系統相當重要的部份，而此一

技術也是現代與傳統自動化的主要差異，20年前機器

視覺因技術尚未成熟，與自動化系統整合的難度相當

高，就算整合進去，判別速度也有限，不過隨著視覺

演算、判斷法則的進步，再加上現在PC的強大功能，

未來視覺檢測會大量應用在各類製程。

工業物聯網全面串聯製造現場的設備，將是智慧製造的骨幹系統。（Source：eInfoc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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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個歷程來看，視覺檢測在2000年開始被大量應

用，當時主要應用領域是PCB（Printed Circuit Board；

印刷電路板）與FPD（Flat Panel Display；平面顯示

器），不過主要都用來做瑕疵檢測，隨著技術進步，

現在的視覺檢測功能已不再只侷限於此，包括尺寸檢

測與顏色、條碼、車牌等辨識都已能勝任，其應用也

仍不斷擴大，例如以前立體工件的量測，必須將物件

放至3D設備進行掃描，不過這類掃描會有尺寸限制。

另外，現在視覺技術也可用來進行定位與尺寸的量

測，例如工研院機械所就曾接過過國內馬達大廠的案

子，利用視覺技術檢測馬達內的線圈，由於受測馬達

的線圈相當大，整體長度超過2公尺，這種產品對於

尺寸的準確度要求相當高，因此在繞線完後，必須確

定尺寸的正確與否？對此，工研院就特別開發專屬機

台，用視覺檢測大型馬達線圈尺寸，馬達的尺寸量測

非常複雜，不僅是3D量測，還有曲度、各個旋轉的R

角等，這些複雜的尺寸量測，以前用人工，光是一個

線圈就需要數小時，而機械所開發的機台，只要在2

～3分鐘即可完成，大幅提昇了量測效率。

製程監控 提昇產線彈性

除了這類量測外，另一種視覺應用是與機器人整合，

進行定位、導引，過去機器人動作時，因沒有視覺配

合，必須事先規劃行徑路線，因此應用不但大為受限

且缺少彈性，若工件規格有所變化，就必須更改程

式，在機器人身上加入視覺裝置後，由視覺感測器可

回饋訊號，讓機器人自主判斷工件的形狀、顏色、位

置，即便尺寸、位置更動，也不必重寫程式，如此將

可大幅提昇自動化產線的彈性。

在製程監控方面，工業物聯網系統可透過感測技術進

行節能與效率兩種監控，由於這方面的監測，其物理

量通常都不太好量，因此多採間接量測，例如工具機

裡的切削力量測，不是將感測器設置在基座就是在刀

具底部，再利用推論模式推測出所要的數值，這種推

論模式，是利用過去累積的資料，來預測下一步的狀

況，以進行控制、補償，藉以提昇準確率。

監測部份，現在業界的研發走向是設備預診，此作法

除了建有歷史資料庫外，還可依據資料庫進行預測，

例如若發現系統性能除線問題，就可由此系統推算出

可能出錯的系統環節，這種預測診斷的功能，主要是

根據既有資料來預測系統未來的性能與狀況，並診斷

系統中未來的可能損壞部位與時間，讓設備廠商可提

前備料、維修，這類系統在大型設備如核能、大型風

力發電等相當常見，一般來說，越大型的設備，對預

測診斷的系統需求會越高。

工廠生產現場中，所有的細節與狀況都有可能干擾、延滯系統
的建置，然而這也是製造業者數位轉型之路必然要面對的課
題。（攝影／王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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