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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智慧工業機器人正蓄勢待發

新創產業一本必讀的書籍《從0到1》，其裡頭最核心的一個觀念，就是在於如何從無到有的

過程。因為一旦有「1」了，再乘上任何的數字，都會相應的變大，但是「0」乘上任何數

字，都只會變成零。

但從無到有絕非易事，更何況是一個產業裡的應用，它真的得兼具「天時、地利、人和」，

才有辦法逐步的冒出頭來。而智慧型的工業機器人，現在差不多就站在了起步的勢頭上，因

為它所需要的種種成分已陸續到齊，就等著天時來到。

首先，這3~5年來，工業4.0觀念已深植人心，幾乎已所有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發展工業的指導

方針。同時，數位轉型的思維也已普遍被經營管理階層所接受，並逐步落實到實際的運營流

程裡。

除此之外，在這段時間內，多數的大學院校和研究單位等，也紛紛開設了許多的課程，並與

產業界針對智慧製造的應用與技術進行合作，因此市場所需的相關人才也漸漸補足，成為啟

動改革的生力軍。

而在基礎建設方面，IT與OT的整合在這幾年也迅速的發展中，大量的IT技術逐漸被運用在第

一線的工業場域裡，尤其是各式新興的工業有線和無線網路的部署，以及工業物聯網和工業

感測器的架設，都讓工業數位化的發展有了堅實的後盾。

另一方面，由於感測器與網路的部署，大量的數據與資料也開始被截取。而為了運用這些數

據，人工智慧的技術也開始陸續被應用在工業的場域中，藉此分析這些大量產生的數據，並

從中產生出可用作為工業與商業決策的智慧系統。

而有人才的支援，再加上軟硬體基礎建設的陸續完善，具備智慧能力的各式工業型機具設備

進入市場，就是理所當然的趨勢，工業機器人則會是最主要的一項。

至於天時是什麼時候？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也許就是一個轉機。受到社交距離與隔離政策影

響，各式的自動化應用在這段期間都有了明顯的加速，而隨著此類布局的常態化，智慧型工

業機器人就越快被部署到第一線的產線中。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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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ch 產業觀察

文／王明德

在應用漸趨多元的市場中，HMI的設計創意將越來越多，透過這些創意與實用的

設計，HMI可進一步貼近使用者需求，打造最適化工業物聯網系統。

可視化概念打造新世代HMI
工業物聯網更貼合使用需求

（source：Siemens）

物
聯網被多種產業視為未來的營運骨幹，此一

系統與既有的IT最大不同之一，在於系統中所

有的數據都設計為可視化，藉此協助管理者迅速掌握

現場資訊與設備運作狀態，從而建立快速反應機制，

並作為中長期策略發展的參考。在所有的可視化技術

中，HMI發展多年、技術成熟，近年應用逐漸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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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I最早應用於製造、船舶、能源等系統，2011年德

國啟動工業4.0政策，對產業帶來重大衝擊，在未來

的製造體系中，所有設備的角色都會被再次延伸與定

義，HMI作為製造系統中人機溝通的唯一介面，因此

在未來的工廠環境中，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軟硬體同步進化

在工業4.0趨勢中，資料擷取會變得越來越重要，工業

物聯網（IIoT）無疑會變成未來製造系統的主架構，

架構中的第一層設備擷取資料後，在透過網路連線，

將資料往上傳，後端管控平台再利用各端點擷取的數

據，分析、制定出完善策略。

在製造系統中，HMI過去多扮演系統第一線的資訊顯

示與部分控制功能，但在工業4.0時代，HMI的角色將

會更吃重，由於HMI是製造現場中唯一可顯示資訊的

設備，因此業者指出，在工業4.0環境中，HMI將會成

為製造資訊可視化的樞紐，由於雲端架構會是工業物

聯網的重要組成之一，HMI將會肩負一部分的資料擷

取與上傳工作，因此HMI的網路化與雲端化，都會是

HMI的未來趨勢。

在雲端與網路化的趨勢下，軟體將成為HMI廠商的開

發重點，主因在於HMI的硬體技術，絕大多數是從消

費性IT技術而來，包括處理器、觸控面板……等都

是，這幾年硬體技術發展已然成熟，效能往上提升有

限，而且另一方面，工控領域所使用的HMI，也不需

要太高的效能，在此態勢下，非消費性領域HMI供應

商的硬體技術彼此相去不遠，因此軟體的設計能力就

成為市場決勝點。

除了市場態勢外，產業趨勢也是HMI走向軟體的原

因，工業4.0講究軟硬整合，現在後端的IT系統主要功

能，都以軟體設計，作為製造系統的一環，HMI未來

的功能設計，也勢必以軟體為重，而且也唯有軟體，

才能讓產品產生差異化，藉以區隔市場，創造更大的

利基。

市場應用漸趨多元

至於在應用方面，自動化製造還是會成為HMI最重要

的產業之一，自動化技術成熟多時，之前一段時間多

數業者都認為此一領域發展已經過於成熟，不過這幾

年工業4.0、智慧工廠等概念席捲全球，製造系統再次

出現變革，因此即便過去的市場總值已經相當龐大，

但在智慧化趨勢下，製造業還有相當驚人的成長潛

力。

第二個潛力應用是能源，在工業發達下，全球各國對

能源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尤其再生能源如太陽能、

風力發電等，更成為多數國家的重要政策，再生能源

所需的發電地域廣闊，而且在智慧電網趨勢下，每一

發電設備的訊息都必須可完整揭露，同時還要能遠

端監控，因此能源系統所配置的HMI必須有智慧化設

計。

最後則是船舶應用，現在船舶系統的技術演進相當

快，而船舶所使用的HMI也需特殊設計，除了必有的

防水、防鹽蝕外，其他設計例如螢幕的亮度、操作介

面的設計，都必須符合特定安規，HMI在船舶領域應

在工業4.0時代，HMI的角色將會更吃重。
（source：Centigrade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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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已經多年，雖然此一領域的整體

需求量不像製造系統，但是符合標

準、投入發展的廠商有限，因此仍

屬於藍海市場，發展潛力也相當雄

厚。

至於市場發展部分，亞洲目前看來

還是全球市場成長最快的區域，中

國大陸過去20年一直是世界工廠，

雖然美中貿易戰開打，不過在該

國政府的經濟政策與其龐大內需市

場優勢下，在可預見的未來幾年，

此一角色仍不會改變，尤其是工業

4.0概念興起後，一步到位的系統

建置作法必然成為主流，在此態勢

下，中國大陸的市場短時間內不會

縮小，此外東南亞近年來經濟成長

腳步已逐漸加快，中國大陸加上東

南亞，將使得亞洲市場成為未來全

球製造業的發展核心。

另一個潛力發展地區則是歐洲，德

國推出的工業4.0帶動全球熱潮，

歐洲是現代工業的起源地，工業發

展的歷史雖久，但一直未見停歇，

雖然歐洲受COVID-19病毒侵襲甚

重，但疫情終究會過去，工業4.0

趨勢在歐洲各工業大國所掀起的智

慧浪潮仍會持續，包括HMI在內的

自動化設備，未來幾年都會有換機

潮。

HMI智慧化大勢底定

而此一換機潮的走向必然是智慧

化，智慧化製造系統的核心是整

合，未來製造業不管前後端，不但

會彼此鏈接，單一平台也將成為

製造系統的主流設計，HMI就是如

此，未來的HMI不再只具備顯示功

能，還將扮演工業物聯網底層的

閘道器角色，整合將控制器、驅動

裝置與數據通訊技術。透過相關技

術的整合，HMI將具備邊緣運算功

能，當底層感測器、控制器將訊息

傳送至HMI後，HMI會先行篩選分

類，即時性需求高者，在現場端就

做出指示，讓產線快速做出回應，

即時性不高者，則先彙整數據再將

之傳送到上層管理平台。透過HMI

的邊緣運算功能，後端系統的儲存

與運算負擔可大幅降低，同時也可

兼顧系統的即時性，讓工業物聯網

系統的運作更精確有效率。

隨著可視化概念的興起，HMI在各

類型物聯網系統所扮演的角色將越

來越吃重，其型態架構也會開始解

構，例如現在就有廠商直接拋棄傳

統的硬體，讓HMI直接化為軟體，

使用者持手機、平板電腦等設備與

現場機台聯結，HMI畫面就會直接

顯示在手持式設備上，這種概念可

應用於能源、水庫等大範圍機電設

備管理系統中，藉此降低佈建與維

護成本。

在應用漸趨多元的市場中，諸如此

類的HMI設計創意將越來越多，透

過這些創意與實用的設計，HMI可

進一步貼近使用者需求，打造最適

化工業物聯網系統。

隨著可視化概念的興起，HMI將在各類型物聯網系統中扮演重要
的角色。（source：Sie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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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機器人AMR串連關鍵移載平台

AI.R.落實工業人工智慧商機

利用5G連結、蒐集、整合， 

從設計到服務流程的各類大數據；

以及雲端運算、資訊安全等資通訊技術， 

使得制定生產策略支援即時決策的模式變得更智慧；

最終藉由AI妥善處理複雜管理流程， 

達成最佳化生產目標。

預估結合上述智慧製造元素的全球市場規模， 

將從2018年的1,560億美元， 

到了2025年3,010億美元。

相較於過去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是以擅長的辨識、分類、預測等電腦演算法， 

實現人類大腦的思考模式。

工業人工智慧（Industrial Artificial ntelligence，IAI）， 

則專注於開發、驗證和部署各類不同的機器學習演算法， 

以實現可持續性在工業應用的系統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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