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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手持式紅外線熱像儀

產品特色如下：
• 可以180度旋轉的鏡頭模組，搭配高密度4吋電容式觸控面板

• 支援最高 464 x 348 紅外線熱影像解析度(總共有161,472個溫度量測像素)

• 快速與精確的雷射輔助全自動對焦系統，使用起來隨心所欲。

• 雷射測量距離與量測面積計算功能，一次搞定！

• 可以自行設定影像存檔目錄，方便檔案分類。

• AutoCal™智慧型鏡頭，可以直接更換使用。

• 領先業界的保固方案，全機兩年，感測器十年

如需更多訊息，請洽 

T500系列專為紅外線熱影像儀的專家們設計，提供紅外線熱影像

拍攝工作、設備預知保養的利器。廣泛地應用於電廠設備預知保

養、配電系統與變壓器維護、生產製造的工業設備非破壞性檢測

等等，藉由各項嶄新的功能與產品特點，大幅增進工作效率與降

低維護成本。在各種檢測環境中，全新設計的T500系列配備多樣

功能，讓您輕鬆地面對各種充滿挑戰性的工作與環境，進行檢測

工作之餘，更有自信地面對後續的分析與文書工作。

可以180度旋轉的鏡頭模組，搭配明亮高密度4吋電容

式觸控面板，在各種環境中都方便操作FLIR T500

歸功於AutoCal™智慧型鏡頭，可以直接在不同台像機

之間交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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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趨勢

編者的話

AI(智慧軟體)

工業機器人 工業感測器-IIoT

馬達與減速機

HMI/PLC 工業4.0

CNC數控系統 傳動元件與系統

工業物聯網進入AI時代

工業4.0開始落地 台灣智慧製造進入實作時代

智慧製造願景龐大 稼動率提升是第一階段目標

貼合台灣製造業特色 2019邊緣運算應用將加速

從國際三大全球工具機展會 看新興技術發展與應用趨勢

不確定中的確定

扮演製造智慧化關鍵 AI將成未來工廠要角

機器人彰顯人工智慧價值

機器手臂市場全面啟動

機器手臂走向智慧化設計

掌握關鍵零組件 台灣加速工業機器人布局

工業物聯網落地成真

機聯網落地成真

感測通訊走向數位化 IO-LINK奠定機聯網基礎

中日積極投入減速機擴產與研發(C4放第一篇)

電動車傳動系統的技術關鍵與趨勢

轉動全球電動車市場的關鍵：馬達動力系統

可視化+雲端 打造新世代HMI全新面貌

因應智慧趨勢 HMI架構開始轉型

智慧製造趨勢來襲 PLC角色仍將吃重

智慧機械成台灣跨入工業4.0的尖兵

IT與OT結合EMS協助掌握廠房大數據

打造智慧化製程 因應少樣多量訂單挑戰

工業4.0與物聯網 引領智慧CNC數控技術趨勢

智慧CNC加工控制 台灣業者有ICT利基

日本在泛用型CNC綜合加工中心機的進化論

自動化需求下台灣傳動元件現況

軌道與傳動元件設計有兩大趨勢

智慧化需求 傳動元件逐步整合感測技術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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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動化雜誌 SmartAuto

162
167
171
175

物聯網激起超低功耗MCU變革

運用EtherCAT技術提升IC包裝設備效率

低功率驅動器適用的PFC及變頻器IPM

大規模客製的明智之舉

128
132
136

139
142
145

148
152
155

機器視覺

工業電腦

量測

智慧製造需求多元 機器視覺設計大不同

彈性製造需求浮現 3D機器視覺發展潛力雄厚

機器視覺走向多元智慧應用

AIoT啟動 工業電腦布局既廣且深

提升設備效能與價值 AI已是工業電腦的未來

IPC技術成熟 智慧製造更具優勢

智慧化驅動架構改變 自動檢測走入新紀元

量測儀器同步進化 滿足5G與物聯網需求 

軟硬體同步升級 智慧化檢測為品質把關 

【更正啟事】

智動化雜誌第43期P.84

「瑞薩電子推出單一封裝的簡化型數位電源模組系列

產品」內文錯誤，正確內文刊載於本期p.166	

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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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中的確定
經濟部稍早公布了台灣2018年12月整體的外銷訂單成果，

根據經濟部統計處的資料，12月外銷訂單總金額為433.8億

美元，年減了10.5%。同時經濟部更預期，今年1月也會是雙

位數的下滑，減少約11.8%至14.1%，而細看其中的項目，

幾乎所有主要的貨品都是呈現跌勢，包含機械年減22.5%，

資通訊產品下滑13%，跌幅皆超乎預期。

特別是台灣機械的設備，原先預期全年可達成15%的年成

長，但從去年10月起，就受到中美貿易對峙的影響，導致漲

幅腰斬，最終去年累計出口274億美元，年增7.2%。而這股

逆流將會蔓延至2019年，預料今年的成長幅度會進一度縮

減。

很明顯的，當前的美中貿易對峙、英國脫歐等其他地區性的

政治動盪，已對全球經濟成長帶來了不確定性，並對仰賴出

口的台灣產業帶來嚴峻的衝擊。

但若從另一面來看，其實有了這個肯定的「不確定」之後，

我們就可以確定2019年肯定會是一個需要蹲馬步、練身手的

一年。而目前幾乎所有的市場分析機構也指出，2019年至少

要等到下半年之後，才會有機會出現反彈。

而從長期的技術與應用演進來看，2019年可說是處在一個

反彈波段的起點，包含5G、人工智慧、更先進的半導體技術

（5奈米和異質整合），都將在2019年在往前一步，並更接

近它們的商用期。

有了這些新技術做基礎，工業自動化的應用也就可以更紮實

的發展，進一步的突破。包含說了多年的工業4.0、工業物

聯網、智慧機械，以及去年開始發酵的AIoT應用架構等，我

們都看見了幾年來所投入的心力正在改變整個產業的思維，

並將帶來一波長期的產業革新與轉變。

也因此，我們可以預料在2019年下半年之後，或者2020年

的開始，市場就會迎向快速往前跑的階段了。

最後，也提幾個亮點，雖然去年的產業成長都受到市場逆流

的壓抑，但其實台灣的機械與幾個工業應用都創下了新的高

峰，包含機械設備的出口，還有很關鍵的小元件「螺絲」

等，其中螺絲年增12.75%，皆是歷史新高。

副總編輯





技術應用趨勢研討會

南港展覽館一館五樓
505

工業   與智慧機械4.0

2019

09:00-17:30
3 6

主辦單位 白金贊助

一般贊助協辦單位

頭獎

卡巴斯基企業版防毒軟體 一套

抽獎禮

1年 企業版

1伺服器

10台授權

(市值13900元)

08:30∼09:00

09:00∼09:20

09:20∼10:10

10:10∼10:30

10:30∼11:20

11:20∼12:10

12:10∼13:00

13:00∼13:50

13:50∼14:40

14:40∼15:30

15:30∼15:50

15:50∼16:40

16:40∼17:30

17:30∼

報到及領取講義

Keynote

工業4.0與工具機智慧化發展現況

Break time

衍生式設計激發新創藍海

機械安全在工業4.0的設計趨勢

Lunch

迎接少量多樣智慧製造新趨勢

工業4.0智慧製造革新

智慧製造的新思維、新方案

Break time

工業 4.0 風起雲湧 
啟動智慧工廠創新與轉型

工業物聯網分散式邊緣運算成功關鍵因素

抽獎

易格斯
德國總部工具機事業部總監
Lukas Czaja

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智慧應用技術部副理
吳家進

台灣歐特克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技術經理
蔡進忠

臺灣皮爾磁
資深技術應用暨服務部經理
王紹維

致茂
智慧製造系統事業部處長
吳樞俊

台灣歐姆龍
顧客服務部部長
杜英隆

英特蒙
亞太區業務與行銷副總裁
洪育浩

德州儀器
台灣大眾市場業務經理
陳介平

Wind River
技術經理
陳明君

議題 講師

二獎 三獎
SWISS PEAK
萬能手工具組
一組

微型冰風扇
2個

MIT小雞運動毛巾 1條

問卷禮

免費報名

展會期間於

Coming up
AIoT智慧物聯
裝置暨系統開發
研討會

打造機聯網 
完整架構你的IIoT 
應用趨勢研討會

5月17日(五)

10月18日(五)2019



德國 HARTING 連接器

MS 3102

MS 3106

MS 3108

RM

PF

GPM

軍規電源接頭電子電源接頭

尼龍軟管及快插接頭重承載金屬鏈條護管

UL 認證配電軟管方形鏈條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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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明德

2019年是台灣智慧製造的起步階段，業者將會開始面臨導入過程真正會遇到的

問題，這些考驗雖然類似，但是每一業者的產線型態與企業文化都不同，要解

決問題，企業本身也必須具備足夠的智慧化概念，才能有效降低導入難度、縮

短建置時間，並使效益如預期浮現。

2012年德國喊出工業4.0，帶動了全球各

工業大國與廠商的智慧製造熱潮，在

2019年即將邁入第7年，在這7年中，台灣的智慧製

造可以2016年為界分為兩個區段，之前屬於市場推廣

期，而2016年開始有廠商嘗試導入相關架構，市場逐

漸加溫，在2018年，台灣製造業雖未爆發，但仍持平

工業4.0開始落地  
台灣智慧製造進入實作時代

（Source：Intelligence Industri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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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成長，在智慧化趨勢已成與需求端意願未減的狀況

下，2019年也會延續2018年的緩步成長態勢，往工

業4.0邁進。

內外兩大力量 驅動台灣智慧製造

台灣的智慧製造需求，主要來自內外兩大力量的驅

動，內部力量是製造業已來到升級時程，台灣製造業

從1970年代啟動，此時政府的十大建設逐步完成，

台灣經濟開始起飛，大小製造業紛紛成立。在1980

～1990年代，自動化技術開始落實在製造業，台灣也

有部分廠商由手工業轉型，添置自動化機台，提升產

線效能。

相較於消費性產品較短的生命週期，製造設備的使用

年限則都在10年以上，若保養得宜，二三十年也時有

所聞，然而設備即便堪用，效能也難與新設備相比，

再者設備的零組件供貨也有一定時間，因此這十年

來，台灣製造業的第一批自動化設備已開始進入換機

潮，與此波智慧化時程貼合，正可順勢導入。

外部的力量則來自客戶面，台灣的內需市場有限，外

銷向來是經濟命脈，而在工業4.0的帶動下，台灣的

外國訂單已開始出現智慧機械訂單，以傳統方式製

造智慧機械將有困難，另外則是在環保議題下，歐洲

地區會要求輸入品必須檢附產品履歷，並有其標準規

範，要符合相關規範，製造商就必須在產線內建感測

器紀錄生產過程的數據，因此為取得訂單，智慧化成

為台灣廠商不得不投入的布局。

實際導入後 問題開始浮現

要智慧化，IT與OT的整合成為必須，在製造系的軟硬

兩端，都有其必要的關鍵零組件與平台，工業物聯網

是透過感測器的運作方式，以感測器擷取機台數據，

經過通訊設備傳輸到上層雲端累積為大數據，加以儲

存、運算、分析，因此其關鍵零組件必須包括底層感

測器、中層閘道器與上層雲端平台。

無論是感測器、閘道器，對廠商來說，都是目前技術

已經成熟的設備，不過要達到智慧化，目前製造商

仍有多數問題未解，首先是感測器，感測器是建構

智慧化系統的第一步，各類型系統與功能都需要建置

感測器，而設備需要偵測的數據不外乎震動、電流、

溫度，業者對多合一感測器的需求將會越來越大，而

目前市面上多合一感測器的價格高昂，而設備數量越

高，感測器需求也就會同步增加，例如高科技廠房所

需要的感測器數量就十分龐大，採購價格也會因此受

限，因此目前的最大需求是高性價比的多合一感測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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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問題是相容性，尤其是在機器手臂部分，機器

手臂早已是自動化產線的重要設備，在智慧化之後，

更將與機器視覺等其他設備整合，因此其相容性非常

重要，目前業界對於機器人導入的疑慮也在於相容

性，未來若購置不同品牌、系統的機器人時，雙方的

整合、資安等問題，都有可能導致買方卻步。

此外，在導入之後，機器人與現場工作人員的工作如

何界定？界定之後廠房中特殊應用所需的功能，也需

以專業知識克服，目前機器手臂產業仍未出現共通標

準，因此製造業者要解決此一問題，業主與廠商兩端

必須緊密討論，以制定產業共通標準。

智慧化的另一挑戰則是永續性，在環保意識下，近年

來循環經濟被視為解決環境問題的必要做法，不僅是

必須大量使用化學原料、特殊氣體的製造業，其他製

造業也同樣會面臨廢棄處的處理問題，如何在兼顧環

保永續的條件下使用這些資源，過去一直是廠務系統

必要工作。

對此，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除了可讓相關資源的用

量更精準外，所建立的數據庫也可選擇性與外界鏈

結，透過其他產業的專業知識，讓廢棄物有更佳去

向，例如半導體封裝廠封裝剩下的邊料，經過高溫燃

燒後剩下的二氧化矽，就可提供給橡膠業者，加入在

輪胎、球鞋中提升抓地力，要讓循環經濟啟動，各領

域的專業參與非常重要，因此讓資料庫中相關數據的

透明化將會是重點，透明數據才能讓不同領域的業者

看見廢棄物再利用的可能性。

要落實智慧製造，IT與OT的整合成為必須。（Source：Factora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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