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 慧機械

舍弗勒集團與DMG森精機
共同描繪的工具機4.0
編譯/崔海川，葉秀玲 大阪台灣機械服務中心 駐日代表
工具機也邁進4.0的時代，舍弗勒集團與DMG森精機所描繪的工具機「Machine Tool 4.0」，在廣受矚目
德國的工業4.0中，工具機也開始積極活用物聯網IoT。以軸承零件開始的舍弗勒，以及工具機製造DMG森
精機兩家公司，以融入工具機的工業4.0為目標，積極推動「Machine Tool 4.0」計劃。
工業4.0以德國為首，製造現

路結合在一起，應該可衍生出

修理、潤滑支援等方面，將保

場的物聯網IoT(Internet of Things)

新的附加價值，如延長產品的

養、維修服務高度化。

正加速進行。工業4.0是由德國

壽命等。未來將會漸漸融入像

聯邦政府所主導的工藝製造革

這樣的新數位化世界」。

新計劃，讓工場設備本身就可

在目前的趨勢中，舍弗勒實

自行判斷製造是否最為恰當，

行的方針是從自家軸承(Bearing)

這是生產的最佳理想形態。

製品開始監測(Sensing)，收集這
些數據並分析，並以這些數據

舍弗勒所描繪的數位
化(digitization)

為根據，開始

動運轉中的監

測、預知保全，以及最佳化這

專門提供汽車用零件，或產

三個循環。再從這三個循環所

業機械用軸承零件等的德國舍

得到的資料運用到狀態監視、

弗勒(SCHAEFFLER)公司，在
這波工業4.0的革新中，將公司

舍弗勒日本產業機械事業部
金泳圭President

digitalization@Schaeffler
活用數據的創新可能

SCHAEFFLER

內部機器所產生的數據收集起
來，以這些數據為基礎再衍生
出新的服務，公司的方針就是
以新的數位化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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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弗勒大數據解析

舍弗勒雲端

舍弗勒硬碟

金泳圭President說：「在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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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弗勒保固
維修服務

4月德國所舉行的製造技術漢諾
威工業展覽會(Hannover Messe)

監控狀態

維修

潤滑

機器組裝

上，看到許多產業機械製造商
多與ICT夥伴聯手，一起提出解
決方案(Solution)。這可說是為產
業領域的趨勢帶來了大改革。
舍弗勒雖然是軸承(Bearing)的製
造商，但是藉由IoT的方式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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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

確保可預測
的運作狀況

為最適化所
作的行動

CUSTOMER
Clouds

客戶雲端

提供完整的數據化服務

舍弗勒所描述的數位化，活用數據的循環週期。
出處：舍弗勒日本

智慧機械

此外，為了可實現此結構

界面的功能。藉由這個數據基

將這些數據或數據基礎的資料

的服務業務，有必要對於公司

礎的組合，可以架構一個最適

精簡後再公開」。

內部體制，以及業務過程進行

合工具機數據活用的模式，並

透過「Machine Tool 4.0」的

改善。舍弗勒雖然推動70個數

且提升價值。然而，實際上並

實證，佐藤部長說：「首先將

位化解決計畫，為了可以實現

非完全能夠活用來自這60個感

於2016年底將結果歸納整理出

以新資料庫為基礎的服務業務

知器所產生出來的數據，我們

來，接下來將決定今後產品該

(Service Business)，再精簡為五

會配合產品的用途或必要性，

如何完成？該如何展開一連串

個區塊來進行。為了可以實現
此結構的商務模式，與DMG森
精機聯手進行的實證計畫就是

digitalization@Schaeffler
舍弗勒的數位•流程

「Machine Tool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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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 商業案件 解決方案 & 合夥

何謂「Machine Tool
4.0」？
「Machine Tool 4.0」為舍弗勒
公司與DMG森精機公司共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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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業務程序

行的計畫，這是融入了工具機

大數據管理數位平台

數位化，以及智慧化的計畫。

數據標準化，數據保存，數據安全管理

舍弗勒於DMG森精機公司的工

適合創新人才與數位化的工作環境

70種數位化解決方案•計畫

⇧

具機上安裝了60個感應器。如

#5數位用戶
的使用經驗

#4解析與模擬

精簡為五個區塊

此一來，可以取得工具機運轉
數據，以往無法實行的運轉監
視、預知保全、提升品質等都
得以實現。
該實驗機已於2015年10月引
進到舍弗勒公司的迴轉工作台

舍弗勒邁向數位化結構的示意圖
工具機的數位化解決方案“工具4.0”
工具4.0中設置了舍弗勒的感應器“智能型”產品

SCHAEFFLER

上軸承的生產線。現在，以這
些收集到的數據為根據，正在
進行各式各樣的檢測。
DMG森精機日本奈良第
一工場製造 開發本部C開發
部佐藤則夫部長說：「如果
工具機上可以安裝60個感應
器，那麼所有的資訊都可以解

潤滑感應/驅動器
在需要時補充需求量
荷重感應器
自動壽命計算服務
製程監控
震動感應器
必要時補充所需潤滑

讀。DMG森精機的工具機都
採用『CELOS』的作業系統

壓力感應器
荷種模型解析•最適化
變位模型解析•最適化

震動感應器
狀態監視
撞擊感應功能

數位化的工具機“工具4.0”中分布了超過60個感應器

(Operating System)。CELOS作業
系統看起來像一個操作面板，
可兼具數據共享的基礎，以及

Machine Tool 4.0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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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4.0 工具機4.0
德國的組裝案例 (預測確實、提升精度)
設置了60個感應器檢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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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器數據的
評價、可視化

NC迴轉平台

DMG森精機公司日本奈良
第一工場製造
開發本部C開發部 佐藤則夫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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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AM直接運作
FAG YRTS325軸承
潤滑、濕度感應器

INA RUE55 linear
附感應器
擺陀軸承

舍弗勒與DMG森精機攜手的「Machine Tool4.0」中，
感知器具體的安裝位置
引進至工廠生產線中
製程中的數位化解決方案

工具設定提升/測定
工具的數位化
工具的精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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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元測定
加工形狀的數位管理
分析收集到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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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kzeugvoreinstellgerat

Cloud(舍弗勒雲端)」。除了可

3D-Messmaschine

以實現數位化工具機間的溝通
之外，之後也可實現大數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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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個別的識別
分析收集到的數據

舍弗勒日本 產業機械事業部
平本麻衣子專案經理
(Key Account Manager)

Werkzeugvmaschine 4.0

工具機4.0
加工製程數位化
分析收集到的數據

數位化工具機間的溝通、大數據的收集、分析

收集以及分析。
舍弗勒日本產業機械事業
部的平本麻衣子專案經理(Key
Account Manager)說：「公司內
部已經在活用舍弗勒的雲端，

舍弗勒所描繪全製程的數位化解決方案

我們的目標並非成為一般的雲
端業者，我們的雲端服務主要

的相關服務？我們將第一目標

「Machine Tool 4.0」所得到的

是針對自己公司產品所衍生出

設定為預防保全」。

實績，發展出製程數位化的解

的數據，想要架構一個可以保

決方案。我們公司已經準備好

存、分析的基礎。並以這個基

數據槽(Data Pool)，可以儲存舍

礎再慢慢衍生出活用這些數據

弗勒製品所產生的數據，也就

的新附加價值」。

舍弗勒與DMG森精機
所描繪的數據循環
舍弗 勒 的 方 針 是 藉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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