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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產業數位化能力不足，以機械產業為例，生產數據多
以紙本記錄，仰賴人工操作，難以提升智慧機械程度，無
法迎接智慧化時代。 

機械產業規模高度分散，有大型廠商、也有許多中小型廠
商，在推動上應力求兼顧各種規模的廠商，也就是兼顧「
廣度」、「高度」。 

協助中小型廠商，在生產過程導入數位化。對中小型業者來說，只
要關鍵製程導入數位化生產，就可以大幅提升產能，就可以滿足業
者所需。 

提高中小企業跨越門檻能力 (工業2.0→3.0)    廣度 

我國機械產業的挑戰 

壹、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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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案例 
日本-Mazak SmartBox 
• 監視具備MT connect協定之設備運作與感
測訊號 

• 可進行機台運作資料分析計算 
• 防止無授權的資料存取 

德國-DMG MORI CELOS NETbox 
• 透過NETbox連結DMG MORI舊型設備 
• 進行NETbox與CELOS App間的資料傳輸 
• 內建防火牆以確保傳輸資訊的安全性 

註：售價為日幣70萬元，外觀尺寸約A3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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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SMB發展現況 
國內產、學、研均已有投入，以CNC控制器解決方案為主 備註：○已商品化     ▲ 開發中 

廠
商 科智企業 台達電 寶元數控 研華 精機中心 工研院 資策會 

品
名 

ServCore & 
 ServCloud DIALink Smart Box UNO-2271G 

+ WebAccess SkyMars PI Box Chameleon 

硬
體
規
格 

○廠區機台監視 
○機台歷史狀態 
○稼動率報表 
○警報履歷 
○CNC程式上下傳 
○行動APP 
○刀具管理 
○無效時間分析 
○報工系統 
▲動態排程系統 
▲加工能耗預測 
▲零組件壽命預測 

○CNC設備總覽 
○看板 
○刀具管理 
○加工程式上下傳 
○參數補償設定 
○歷史資料查詢 
○排程觸發 
○事件動作 
○警報履歷 
○服務狀態監控 
○RWD跨平台網
頁 

○提供WEB API 
○提供MQTT 

Broker 
▲客戶自製

Dashboard 

○檔案傳輸    
○IP設定       
○網路DNC 
○加工預覽  
○校中心點 
○刀具表 
○主軸負載  
○RFID人員權限管
理 
○工件產量規劃  
○能源管理 
○刀庫顯示 
○Alarm操作履歷      
○故障排除 
○定期維護與保養       
○IO點檢視 
○維護與軟體版本 
○主軸負載保護  

○CNC設備總覽 
○CNC機台資訊 
○生產稼動率 
○機台歷史警報 
○加工參數設定 
○伺服軸與主軸監
視 

○維護管理功能 

○CNC設備總覽 
○生產稼動率 
○生產排程管理  
○加工參數設定 
○伺服軸與主軸監
視 

○報工系統 
▲ 智慧刀具管理 
○熱變形補償  
○機台健康診斷 
▲ 刀具壽命預測 
▲ 軸承診斷 
▲ 切削顫振  

 

○設備連線設定管
理(多機連線) 

○資料擷取管理
(上下限警示) 

○數據儲存管理
(生產履歷) 

○設備稼動管理 
▲能耗監測管理 
○完工計量管理 

○PLC/Sensor即
時資料監視 

○生產報工資料 
○感測點位管理功
能 

○自主維護管理功
能 

○NIP雲端系統整
合應用 

○資料暫存30日 
▲感測資料自動運
算及檢測功能 

圖
例 

 
 
 

 

導
入
廠
商 

鉅鋐油封** 
東曄精密** 
張永股份** 
千附實業** 
皇亮精密** 

富強鑫 台灣麗偉 
大光長榮 
中精壓鑄 
晶禧科技 

研華林口與昆山
廠 
上銀科技 
橋鋒機械廠** 
靖鎰科技** 

盈錫精密 
麥斯精密** 
中華塑膠** 
崴立機電** 

精泉科技** 
漢民科技** 

久允 
欣興 
群浤 

*本表僅為盤點舉例、SMB輔導計畫亦可用其他品牌/類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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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入廠商註記**係指107年導入之SMB受輔導業者 



三、機械產業導入SMB軟體與開發需求盤點 

功能模組 工具機 產業機械 機器人 

聯
網 

1設備連線設定管理 ★ ★★ ★ 

2.資料擷取與儲存管理(註1) ★★ ★★★ ★★ 

生
產
管
理 

3.設備稼動管理 ★ ★★ ★ 

4.完工計量管理 ★ ★★ ★★ 

5.設備操作歷程記錄 ★★★ ★★★ ★★ 

6.故障主動通報 ★★★ ★★★ ★★★ 

7.設備訂單完工時間預估 ★★★ ★★★ ★★★ 

智
慧
化 

8.國際相容通訊標準(註2) 
 OPC UA通訊 
 MT Connect通訊 

 OPC UA通訊(塑橡膠/木工) 
 SECS/GEM(電子設備) 

 OPC UA通訊 
 MT Connect通訊 

智慧化功能模組 
品質監控 
製程效率 
機械健康 
精度優化 

 工件線上量測 
 切削速度優化 
 主軸振動監控 
 熱變形誤差補償 

 
製品生產履歷 
製程參數優化 
自動排程模組 

 

 機器人加工運動效能優化 
 機器人各軸關節健康預兆 

推動SMB安裝於設備後，可達成 3 大目的： 
(一)具備聯網功能，達成機台連線，收集生產資料。 
(二)生產管理達成可視化、生產排程優化 
(三)智慧化功能，達成產品精度、品質、效率、可靠度提升。 

註1：資料擷取與儲存管理功能將因為所儲存的資料總類與數量變多而隨之增加設計難度。 
註2：通訊標準將因連結的系統品牌/種類或設備品牌/種類增多使重要性上升。 
說明：★越多，表示該功能發展越複雜，具有較高難度。 

貳、機械產業SMB需求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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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機械產業導入SMB系統架構 

Server說明 
1. 達成資料傳輸與轉譯 
2. 儲存整線設備與生產管理
相關資料 

3. 提供資料作可視化顯示 
4. 預留與NIP、雲端與周邊
系統連結功能 

顯示裝置說明 
透過螢幕或手持裝置顯示稼
動率、設備狀態或產量等相
關生產資訊 

SMB說明 
1. 實現設備聯網 
2. 擷取並儲存設備狀態資料 
3. 達成資料傳輸與轉譯 
4. 具備生產管理數位化功能
，如設備連線設定管理、
設備稼動管理、完工計量
管理等功能 

行動裝置 

公有雲或私有雲 

生產可視化 

SMB SMB SMB SMB SMB SMB 

Server NIP 

生產看板 單
機
狀
態
可
視
化 

整線狀態可視化 

集中管理、分散控制 

加工中心/車床/射出機 木工產線/加工產線 加工機/機器人 

ERP、MES等 
周邊系統 

貳、機械產業SMB需求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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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全球智慧機械與製造發展趨勢，加速產業邁向智
慧機械與智慧製造時代 

(一) 協助國內機械與製造業導入
設備聯網、生產管理可視化
與智慧化應用，進而提升國
際競爭力。 

一、計畫目標 

(二) SMB係指附加於機械設備，
並具備資料處理、儲存、通
訊協定轉譯及傳輸，以及提
供應用服務模組功能之軟硬
體整合系統。 

參、計畫目標與推動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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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MB輔導計畫全程規劃時程 

導入SMB達成2,600台以上設備聯網 
 提供中小企業設備稼動率 
 顯示設備即時狀態 

短期 
導入SMB達成1,500台以上設備聯網 
 掌握工廠生產進度 
 協助優化生產排程 

5.設備操作歷程記錄功能 

4.完工計量管理功能 8.國際相容通訊標準 

6.設備故障主動通報功能 

3.設備稼動管理功能 7.設備訂單完工時間預估功能 

功
能
模
組 

1.設備連線設定管理功能 

2.資料擷取與儲存管理功能 

CNC PLC IPC 

    工具機     木工機 

    射出機 

    木工機     鋸床 

    木工機 

    機器
人     射出機 

導入SMB達成每年2,500台以上設備聯網 
 提升設備加工效率與品質 
 增加設備價值 

各產業領域所需之智慧化功能模組 
• 工具機領域，如：切削速度優化
等模組 

• 產業機械領域，如：自動排程與
製程參數優化等模組 

• 機器人領域，如：機器人各軸關
節健康預兆等模組 

中期 (109年，1,500台) 長期 

    織襪
機 

控制板 

(107年，1,100台) 
(108年，1,500台) 

(110年-111年，5,000台) 

參、計畫目標與推動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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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通性模組功能 
1.設備連線設定管理 

SMB與各類機械設備建立連線的參
數設定與聯網機械設備管理(如：
新增、刪除、修改)的軟體功能。 

2.資料擷取與儲存管理 
SMB由機械設備擷取資料的軟體，
並具備對機械設備所傳輸之資料進
行處理、儲存、轉譯等功能。 

3.設備稼動管理 
SMB擷取機械設備開停機狀態與時
間資訊，計算後可顯示設備稼動率
的軟體功能。 

4.完工計量管理 
SMB擷取機械設備運轉與完成作業
狀態及時間資訊，計算後可顯示完
工計量單位的軟體功能。 

5.設備操作歷程記錄 
SMB記錄並儲存機械設備各種狀態與時間資訊
，並以圖形顯示設備之各種狀態的功能，除稼
動率與完工計量外，應另具備2項(含)以上並可
被區別之設備狀態資訊紀錄(例如：設備故障類
型、設備運作參數、程式、設備待機類型或在
製品資訊等)。 

6.設備故障主動通報 
當設備發生重大警報(例如：故障或非預期性停
機等)能透過SMB將訊息傳達給相關處理人員
，應包含至少一種手持裝置之通知方式(例如：
手機簡訊、手持裝置即時通訊等)。 

7.設備訂單完工時間預估 
SMB擷取設備(或系統)同一訂單之單一件製品
完工所需時間或透過歷史紀錄資料計算平均完
工時間，並以前述資料為依據，預估該設備(或
系統)本次生產訂單總量之預期完工時間。 

8.國際相容通訊標準 
SMB使用至少一種國際相容之通訊標準協定。 

參、計畫目標與推動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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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1,500台機械設備透過SMB實現設備聯網，廣泛協助國內業者
朝智慧機械與智慧製造升級。 

 實現設備聯網與生產管理可視化，108年所使用的SMB應最少具備
下列(1)~(4)項功能模組(如下方圖例)： 

四、SMB 108年目標與功能模組(1/2) 

參、計畫目標與推動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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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設備連線設定管理 (2)資料擷取與儲存管理 

(3)設備稼動管理 (4)完工計量管理 



如：OPCUA、MTconnect、MQTT、Modbus等 

四、SMB 108年目標與功能模組(2/2) 

參、計畫目標與推動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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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設備操作歷程記錄 (6)故障主動通報 

(7)設備訂單完工時間預估 (8)國際相容通訊標準 



工
業
局
︵
智
機
產
業
化
推
動
計
畫
︶ 

輔導單位(註1) 

(SMB硬/軟體供應商、 
系統整合商) 

受輔導業者(註2) 

(機械業者、 
製造業者) 

+ 

推廣及廣宣 推動促
案 

公開 
說明會 + + 推動廠

商導入
SMB 

執行單位(PMC) 辦
理
輔
導
計
畫
審
查(

審
查
會) 

執
行
輔
導
計
畫(

通
過
審
查
者) 

輔
導
計
畫
驗
收(PM

C
) 

註1：SMB輔導單位(登錄合格者)： 
1.取得經濟部工業局「技術服務能量登錄合格機構」之自動化(AU類)、資訊(IT類)、資料經濟(DA
類)或系統整合(SI類)等服務機構。 

2.持續開放廠商申請登錄。 
註2：SMB受輔導業者：國內合法登記公司，有工廠登記證明之製造業者 

透過工業局技術服務能量登錄合格機構之輔導，協助受輔導業者提升設備
聯網、生產管理可視化與設備智慧化應用能量，帶動傳統產業再升級。 

五、推動作法(1/2) 

參、計畫目標與推動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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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動作法(2/2) 

計畫窗口 
(收件單位) 

PMC 

提案單位 
(送件單位) 

 
輔導單位 

(具登錄資格者) 

需求業者 
受輔導業者 

(國內製造業業者) 

SMB輔導單位： 
取得經濟部工業局「技術服
務能量登錄合格機構」之自
動化(AU類)、資訊(IT類)、資
料經濟(DA類)或系統整合(SI
類)等服務機構。 

SMB受輔導業者： 
國內合法登記公司，有工
廠登記證明之製造業者 

填寫輔導同
意暨聲明書 

撰寫計畫書、備
齊送件資料後送
件至收件窗口 

送件地點：財團法人精密機
械研究發展中心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40768
工業區三十七路27號) 

輔 
導 
單 
位 
提 
出 
申 
請 

本計畫屬輔導計畫：由輔導單位協助送件、提出申請 

參、計畫目標與推動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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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助範圍： 
(一) 輔導標的 

機械業者(受輔導業者)所製造之機械設備，或製造
業者(受輔導業者)現有產線機械設備或新購之機械
設備，經由經濟部工業局「技術服務能量登錄合格
機構」(輔導單位)輔導導入SMB達成機械設備聯網
或SMB功能模組擴充。 

(二) 個案輔導經費 
每個案受輔導業者自籌款至少占個案總經費50%以
上；政府輔導經費以個案總經費50%為限，每個案
輔導單位之政府輔導經費上限為新臺幣40萬元；實
際政府輔導經費由審查委員會審定。 

肆、SMB輔導計畫申請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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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業程序： 

提
出
申
請 

輔
導
單
位 

資
格
審
查 

計
畫
審
查 

簽
約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簽約及撥款 

函復結果 通知補件 

(一) 資格審查 
由本須知執行單位負責申請資格(輔導單位是否為合法登記之單位、財務是否健全
等相關規定)、應備文件及經費編列等資格要件之審查。倘文件未齊備經通知補送
者，需於7個工作天內(含通知當日)完成補件，逾期視同放棄申請。 

(二) 計畫審查 
通過資格審查之個案，即由本須知執行單位安排審查委員會進行計畫審查，提案單
位計畫主持人應親自出席簡報。 

肆、SMB輔導計畫申請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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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撥款 
時程 撥款數 撥款條件 

完成輔導計畫
契約簽約後 

政府輔導經費
50% 

完成委辦契約書簽約後，輔導單位提供第一期款發
票，依委辦契約書向執行單位申請第一期款(政府輔
導經費之50%)。 

輔導計畫契約 
結案後 

政府輔導經費
50%為上限 

輔導單位提出發票與結案驗收應備文件，按實際支
用金額結算支付政府輔導經費，但不超過所簽訂委
辦契約尾款(政府輔導經費之50%)。 

四、成果驗收 
邀請委員辦理驗收會議，並得視驗收會議結
論辦理實地訪查。 

肆、SMB輔導計畫申請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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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說明事項 
(一) 本須知公布日起即受理申請，並採隨到隨審為原則。 
(二) 每個案計畫由 1 個輔導單位針對 1 家受輔導業者進行

輔導。 
(三) 每一輔導單位全年之申請案件不以1案為限，惟輔導

單位同一人不得同時擔任3項(含)以上個案之計畫主
持人。 

(四) 個案計畫執行期程皆以4個月為原則，但每一個案計
畫之結案日期以本(108)年度11月30日為限；實際計
畫執行期程由審查委員會審定。 

(五) 若輔導單位同時申請本須知多項個案或其他政府計畫
，則同一執行人員單月之總投入人月數不得超過1人
月。 

肆、SMB輔導計畫申請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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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審查項目： 
       

       

     

 

         

硬體面: 
1.實際設備聯網數量 
2.SMB規格 
3.SMB伺服器規格 
4.周邊硬體 

整體計畫效益: 
1.業者需求與解決方案合理性。 
2.設備聯網系統架構圖合理性。 
3.設備分布圖與生產管理改善措施合理
性(受輔導業者為製造業者時)； 

   輔導單位與受輔導業者之合作或技術
服務模式合理性(受輔導業者為機械
業者時)。 

4.經費編列合理性。 
5.受輔導業者與輔導單位效益合理性。 

軟體面: 
1.聯網功能模組數量(提案之SMB應最少具備
下列(1)~(4)項功能模組)。 
(1)設備連線設定管理功能 
(2)資料擷取與儲存管理功能 
(3)設備稼動管理功能 
(4)完工計量管理功能 
(5)設備操作歷程記錄 
(6)設備故障主動通報 
(7)設備訂單完工時間預估 
(8)國際相容通訊標準 

2.功能模組可視化畫面之易讀性。 
3.資料交換格式(如：csv、xml或binary等)與
資料庫類型(如：關聯式資料庫、file-based
資料庫等)。 

4.SMB資訊安全規劃、可擴充性或與周邊系統
整合性(如： MES、ERP、雲端系統等)。 

肆、SMB輔導計畫申請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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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SMB輔導計畫申請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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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資格：有關申請之企業應符合下列申請資格 
(一) 輔導單位：在中華民國境內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

業登記、法人登記、大專院校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
，且為經濟部工業局「技術服務能量登錄合格機構
」之自動化(AU類)、資訊(IT類)、資料經濟(DA類)
或系統整合(SI類)等服務機構。 

(三) 其他資格(如：淨值不得為負值、非金融機構拒
絕往來戶、3年內無欠繳應納稅捐情事等) 

(二) 受輔導業者：在中華民國境內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
業登記，並有工廠登記證明文件之國內製造業者。 

技術服務能量登錄合格機構查詢網址： 
https://assist.nat.gov.tw/wSite/sp?xdUrl=/wSite/sp/tech/enterpriseQualifiedList.jsp&mp=2 



八、應備申請資料： 
(一)計畫申請表。 
(二)專案計畫書。 
(三)受輔導業者同意暨聲明書。 
(四)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五)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等證明文件等。 

九、送件地點與諮詢服務： 
(一) 送件地點：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40768工業區三十七路27號) 
(二) 諮詢專線：04-23599009分機361 
(三) 本須知資料可由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網站 (http://www.pmc.org.tw/news_view.aspx?HNS_NO=4433，取
得相關電子檔案資料。 

肆、SMB輔導計畫申請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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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7年度共輔導8類產業(61家受輔導業者，位於13縣市)達成
1,300台設備聯網，達成原規劃1,100台設備聯網之目標。 

FY107受輔導業者分布(依縣市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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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107受輔導業者分布(依產業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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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2家) 

•中正大學 
•虎科大 

法人 
(4家) 

•工研院 
•精機中心 
•金工中心 
•紡研所 

機械設
備業者
(4家) 

•萬鋒電機 
•新代科技 
•高聖精密 
•凱柏精密 

•科智企業、銳鼎科技 
•精誠資訊、華致資訊 
•亞頌科技、型創科技 
•采威國際、詮源資訊 
•誼卡科技、鼎華系統 
•翔程科技 

輔導單位
(SI)共21家 

系統整
合業者 
(11家) 

產業別 輔導單位 

1 金屬零件製造業 
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誼卡科技、采威國際資訊、
科智企業、新代科技、凱柏科技、精誠資訊、鼎華
系統 

2 機械設備製造業 
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翔程科技、詮源資訊、紡
織產業綜合研究所、虎尾科技大學、凱柏科技、高
聖精密 

3 車輛零件製造業 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科智企業、采威國際
資訊、銳鼎科技、中正大學 

4 塑膠製品製造業 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亞頌科技、型創科技、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5 紡織業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萬鋒電機 

6 光電半導體設備暨零件製造業 
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科智企業、工業技術
研究院 

7 電子產品製造業 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8 其他運輸工具零件製造業 華致資訊、虎尾科技大學 

(二)107年度本計畫帶動21家輔導單位投入 
學校2家、法人4家、機械設備業者4家、系統整合業者11家。 

伍、107年度推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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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107年度推動概況 

• 將加工部門連上ERP系統的主產線，成為可貢獻價值的新
角色。 

• 提供適當的管理工具，提升現場透明度，建立起新的IoT
平台，完善ERP的運作。 

• 強化資訊即時蒐集能力，突破原有瓶頸，將原有極傳統的
生產線轉型成高科技的智慧產線。 

• 自動蒐集全部實際數據，配合精實管理，加速分析真因，
做有效的改善。 

(三)質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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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輔導單位) 
•完成終端客戶3個廠區(海外客戶)計63台機器設備聯網
，將人工管理改為數位化追蹤生產狀況。 

•傳輸的資料皆透過加解密儲存於資料庫，並以用戶權
限來管制，確保資料傳輸穩定性與安全性。 

〇〇織機(受輔導業者) 
•位於彰化縣彰化市，員工數約 100人。 
•生產數據仰賴人工抄寫記錄，無法有效管
理生產數量與織襪不良率。 
•缺乏管理稼動率，無法得知機台狀態與每
台產能。 
•缺乏運轉轉速記錄，高速運轉時有斷線停
機的風險，為達成機台不停機的要求，現
場師傅多會降低運轉轉速。 

計畫成果效益(受輔導業者) 
•單機售價提升：40-60萬元/台(數位化前)單機售價平均提
升約2-3萬元(數位化後) 
協助客戶(印尼3個客戶廠區) 
•機台即時監控：15-20分鐘/台(紙本記錄)6-10秒/台(稼動
率報表) 

•生產稼動率提升：200支(襪子)/天(斷線空跑)480支/天(即
時異常通知) 

•降低不良率：約20%(人工巡檢發現)約10%(可即時發現) 

伍、107年度推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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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效益(受輔導業者) 
•即時機台監控：26分鐘/台(電洽、騎車至現場看、紙本記錄

)15秒/台(行動裝置、PC)。 
•縮短製令產出時間：60分鐘(人工作業)10分鐘(數位化)。 
•縮短排程時間：60分鐘(各廠白板排單、紙本傳送至生產人
員)30分鐘(數位化) 。 

•即時報工：20分鐘或更久(紙本抄寫、核對)5分鐘(數位化) 

采威國際(輔導單位) 
•完成20台臥式、龍門、立式等不同機型設備聯網，包含FANUC MXP、18、

31、32、0i等不同世代CNC控制器，均可擷取獲取基本生產管理資訊。 
•提供報工系統(含排程、報工及管理報表等)規格書及操作手冊，並提供完整教
育訓練，使現場管理人員了解系統使用方法。 

•跨廠區使用VPN(虛擬私人網路)技術確保資料傳輸穩定性與安全性。 

〇〇機械(受輔導業者) 
•位於臺中太平工業區，員工數約100人 
•總CNC機台約40台，分散在5個廠區，目前僅1廠
區設備聯網(約10台)，其餘報工均採人工統計，廠
區分散造成要騎車至各廠區收集報工情形費時。 

•業者接單以少量多樣(每訂單1~2件)為主，若插單
或客戶駐廠臨時調配工單生產進度如未能妥適協
調，將影響訂單交期。 

本案廠區 

伍、107年度推動概況 

25 

450m 



計畫成果效益(受輔導業者) 
•稼動率抄寫與統計：90分鐘(人工抄寫、統計)30分
鐘(數位化) 

•機台稼動率分析：60分鐘(人工審查報表)20分鐘(查
詢數位儀表看板) 

•強化接單能力：展示輔導成果供客戶參考，展現即時
掌握訂單生產進度及公司數位化管理能力，強化公司
形象並增加訂單。 

型創科技(輔導單位) 
•定期2個月回訪，討論數據解析和解決方案的對應，協助用戶滾動式精進 
•導入【型創IoM-SMB】進行射出機稼動數據採集，達成14台跨品牌(震雄
、琮偉、全立發)、跨年代射出機聯網 

•導入稼動管理、完工計量管理等功能，可自動回報每台設備的運轉工時、
故障工時、閒置工時及完工計量達成率等 

○○塑膠(受輔導業者) 
•位於新北市淡水區，員工數約25人 
•總射出成形機約14台，部分機台老舊(15年以
上)導致生產效率不佳，欲汰舊換新卻無評估
準則。 

•巡檢及報工採人工抄寫、統計，費時又費工
，不易分析也不易發現問題。 

完工數量 稼動情形 

伍、107年度推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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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〇企業(受輔導業者) 
•位於南投竹山，成立36年，僅9人織帶廠。 
• 70台織帶機均單機作業，生產窗簾用拉繩線，一
批約２~3天(因紗線粗細不同而異)，僅仰賴人工
巡檢，不能精準計算缺料時間而無法事先備料。 

•人員巡檢以目視為主，剩料多少一切眼見為憑，
巡檢路線、巡檢時間未控管好，常造成因等待處
理而停機之生產週期拉長等狀況，若過程中發生
斷紗，也因無人員在場即時處理，造成浪費紗線
問題。 

計畫成果效益(受輔導業者) 
•顏色管理，提高稼動率： 63.75 %  74%，提升10%。 
•生產效率提升：織帶機產量 1,760kg/月(人員巡檢目視)提
升至2,036.1kg/月(即時控管備料，縮短停機時間)，提升
15.7%。 

•生產成本降低：252元/kg(斷紗機台仍運轉)217.9元/kg(
斷紗立刻停機處理，減少紗線浪費)，共降低13.6%(單品產
品生產成本/月) 

•可視化介面立即掌握狀況不需親自巡視，減少人員個別判讀
干擾因素，服務模式數位化即時管理，專業形象提升，擴大
接單範圍。 

紡織所(輔導單位) 
•完成70台織帶設備連線管理，資料擷取與儲存管理功能介面。 
•導入設備稼動管理、設備連線設定管理、資料擷取與儲存管理、完工
計量管理功能，顯示停車原因及設備警報推播功能，解決生產管理可
視化問題。 

織帶機 
1~24 

織帶機 
25~47 

織帶機 
48~70 

SMB 

SMB 
(Server) 

SMB 

通訊協定：Modbus/RS485 
擷取頻率：1次/分鐘 

通訊協定：Ethernet 

通訊協定：HDMI 
生產看板每分鐘更新1次 

威強電IPC 

伍、107年度推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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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SMB計畫與智慧製造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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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張先生(專案經理) (04)2359-9009#361 

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 
林先生 (02)2704-6655#503 



簡報完畢 
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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