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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數位轉型的要與不要

有句俗話，「東西沒壞，就不要去修」。這句話套在企業從事數位轉型的動機上，好像也是

說得通。因為如果企業的經營一直順順利利，那何苦進行轉型呢？肯定是哪裡出了錯。而且

那句俗話其實也是在反諷，千萬別作沒意義的事，以免導致更大的災難。

所以，工具機產業究竟哪裡有問題？所以它才需要進行轉型。

這個問題其實沒有簡單的答案，它是一個複雜又環環相扣的綜合結果，使得台灣的工具機產

業必須重新思考自身的營運方針。它涉及了國際政治因素、市場競爭考量、客戶需求變化，

以及相關科技的演進等，造成業者不得不開始思考轉型的策略。

而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加速、加深了上述這些因素，導致業者必須要更積極地加速相關的

作業。

但數位轉型是什麼？這點如果先不釐清，那也真的很難做好做滿。就如同工業4.0發生的初

期，產業界必須先對它的意涵與目標有深度的討論，才能有所本的進行下去，數位轉型同樣

也是。

國際調研機構顧能（Gartner）是數位轉型的主要倡導者之一。它曾對此提出一定義，或許可

作為參考。Gartner認為，數位轉型指從IT的現代化，進行到數位優化，最後再到創造新的數位

商業模式的任何事物。

從這個定義可知，數位轉型是個漸進式的過程，它先從硬體的IT設備的現代化開始，然後進

入所謂的數位優化（運用數位資料改善流程與效能），最後進而創建出新的數位型商業模

式，而這也是數位轉型的最終完成式。所以數位轉型的目標，就是要邁向商業模式的改變。

回到工具機產業來看，同樣也是會依據此一脈絡來逐步實施。只是工具機產業遠比IT產業傳

統，各應用領域的彼此差異也大，因此導入的過程與進度將會十分的分歧。而能否邁入最終

的商業模式的改變，更是一項大挑戰。

但回到一開始的那句話，如果你真的運營順利，那或許也不用沒事找事，無來由的就開始思

考轉型，能持續改善本業也是很好的事。但如果已經走的顛顛簸簸，那思考轉型就是不得不

為的行動。而動作的第一步，就是展開IT與機具設備的現代化吧。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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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Adam Sobieski 

隨著雲端技術的演進，同時推動製造相關解決方案的發展與應用，在萬物互聯的

趨勢下，也建構全新的機器人應用藍圖。

萬物互聯趨勢下的
機器人應用新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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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續延燒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多數企業在居家

隔離政策下被迫面對營運新難題。過去絕大

多數的製造商仰賴面對面會議與商談、親自到廠進行

故障排除等作業模式，如今則必須重新思考與建立新

對策。令人慶幸的是，隨著技術演進，製造商目前將

能夠透過雲端，更輕鬆地與協作型機器人進行遠距連

接。

正在實現中的萬物互聯

全球將近60%的人口、逾90%的已開發國家能以網際

網路連接彼此，足以印證世界正日益「互聯」。現

今的我們很難想像如果沒有網路、智慧型手機、網路

銀行、串流音樂或播客（Podcast）、Netflix、社群

媒體、電子郵件，世界將會是什麼樣子。人們透過網

際網路相互連結，大幅拓展了彼此接觸、發展國際貿

易，以及隨時隨地幫助他人的能力。

為此，許多消費性產品的製造商開始推出能夠在家裡

與日常生活中互相連接的裝置，從電視、手錶到體重

機，甚至是汽車，可連網的產品種類日益成長。這些

裝置能提供更豐富與客製化的內容、追蹤個人資料（

如體重、血壓、心跳率），並在新功能推出時進行自

動更新。

隨著製造商逐漸意識到透過雲端連接設備與產線流

程，可帶來即時資料分析、預測性維護、線上支援與

診斷、雲端備份等優勢，因此近期倍受矚目的機器人

應用如何與雲端技術相結合，成為值得深入探討的熱

門議題之一。

協作型機器人上雲的優勢

透過雲端連接協作型機器人有諸多優勢，可以大致歸

類分成三種：

一、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是當我們面臨「發生什麼事」與「未來會發

生什麼」這兩個難題時，最佳的解答工具。

若要了解事發原因，可以透過蒐集協作型機器人的數

據，進而探討過去的生產資料、週期時間變化、停機

原因等；市面上有數種解決方案針對資料蒐集與可視

化提供協助，部份解決方案主要用以蒐集基本通用的

資訊來彙整工廠數據，其作用類似以紅、黃、綠三色

表示機器狀態的多層警示燈。

另一方面，因協作型機器人屬於精密機械，擁有更多

足以執行進階分析的數據資料，有些解決方案便是針

對機器人等特定設備的整合而生。上述軟體解決方案

皆能有效增加數據處理量或找出難以發現的生產流程

問題，以優化機器人應用。

然而，若想進一步預測「未來會發生什麼」，則須透

過先進的機器學習軟體，以更深入了解特定應用，並

在設備發現異常現象或偏離正常運作時向專家提出警

示。這些解決方案大多利用雲端運算技術來建立預測

模型；除了雲端，這些模型有時候也可在邊緣設備上

運行。

二、備份

由於協作型機器人的程式編寫會隨著零件型號更迭與

生產環境改變而更新，因此，要在生產過程中有效率

地編程協作型機器人需要花費不少時間，儘管製造商

可以透過手動備份來保護研發資產，還是有越來越多

企業渴望將這些重要數據備份至雲端。

如果能夠在雲端備份協作型機器人的各種資料，企業

將能更高枕無憂地保存重要數據資產，因雲端備份具

即時性，企業再也不須使用USB、也不必費心記得哪

個版本的檔案存在哪個位置。若所選用的雲端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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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能針對不同版本的檔案進行追蹤，更可免去

在檔名後備註版本等繁雜且不利檔案管理的步驟（如

Sprocket_v1.2.program、 Sprocket_v1.2a.program等）。

除了程式碼，協作型機器人中的LOG檔案、診斷與校

準資料等重要數據也需要經常備份。雖然這些檔案並

非每天都用得到，卻是排除疑難雜症以及替換、重建

機器人控制器時不可或缺的資料，若將這些檔案安全

地放置於雲端，企業便能在緊急需要時立刻取用。現

今也有部分備份解決方案提供直接共享的功能，將檔

案分享給協作型機器人的經銷商、整合商或Universal 

Robots等機器人廠商，以實現即時技術支援與狀況排

解。

三、支援

當企業擁有一套完善的生產設備時，會需要相對應的

支援，或是為此支援組織內部的其他同仁。

協作型機器人上雲後將使得這些支援變得更容易，透

過共享分析數據、LOG檔案、I/O連接狀態等資訊給

公司內部專家或經銷商、整合商及機器人廠商，更

即時、迅速地解決應用困難或其他問題；倘若協作型

機器人沒有上雲，專家便需要親自到現場才能給予支

援，不僅造成各方的時間延宕，亦提高了成本。

有些機器人廠商擁有先進的分析工具，能夠診斷難以

發掘的問題，像是Universal Robots的軟體工具便可透

過詳細分析機器人底層數據來預測潛在問題。然而，

這類工具必須能從協作型機器人中擷取數據與檔案，

因此若讓Universal Robots的協作型機器人上雲，便能

將這些數據與檔案即時回存雲端，加速分析與問題排

解。

輕鬆將協作型機器人上雲

許多傳統工業型機器人都需要製造商加購周邊產品或

模組，才能進一步運用機器人中的數據，有些甚至僅

提供特定的協定和服務，若不仰賴供應商就無法取用

機器人中的數據資料，限制了市場對解決方案的選擇

性。然而，協作型機器人則相對提供了諸多彈性，如

Universal Robots的協作型機器人，無論何種型號皆在

其控制器中附有乙太網路插口，並提供一套開放且完

整的介面，鼓勵開發者生態系主動為市場創造更多解

決方案，包含資料蒐集與分析、機器人遠距連接，以

及即時技術支援等。

舉例而言，擁有多年協作型機器人上雲經驗的Hirebot-

ics近期在Universal Robots生態系中免費開放了部分功

能，而所有型號的Universal Robots協作型機器人皆可

免費取得Hirebotics雲端工具，簡化協作型機器人的上

雲部署。

機器人上雲的常見挑戰

雖然機器人上雲所帶來的效益顯而易見，但仍有許多

企業尚未部署，兩大主因為成本與部署複雜度及安全

圖1：由Hirebotics雲端軟體驅動的雲端監測解決方案，讓
製造商得以遠端取得Universal Robots協作型機器人的實
時I/O數據、機器人參數及LOG檔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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