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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 Berti 擁有超過 25 年的軟體和服務領導經

驗，負責為產品功能和發表活動提供重要指導，
包括客戶滿意度、協助工具、收入和盈利能力等
指標。他富有創新精神，領導推出了大量產品，
積極推動產業整體轉型。

Kay Murphy 擁有超過 25 年在各大公私營產業

別的業務營運經驗。除了國防工業外，他還為工
業、教育、一般政府機構和能源等行業提供解決

方案。Kay 在 IoT、認知技術、應用分析、商業
智慧、資料倉儲以及資產和設施管理等眾多領域
擁有豐富的背景。

Terrence O’Hanlon 是資產管理負責人，專注於研
究可靠性和卓越營運。他不僅是廣受歡迎的主題

演 講 者， 還 是《10 Rights of Asset Management:
Achieve Reliability, Asset Performance, and
Operational Excellence》一書的合著者。

數位孿生技術逐漸與 AI、IoT 和
資料分析融合。

�論�點

�用智�和洞�,建立更�回��力的�
��作

在 AI 和 IoT 資料的支援下，互連智慧資產
不僅有助於優化性能、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
還能幫助確保業務持續性。
�「信�」�「�訊」�隔開來

透過梳理大量的即時連續資料，做出明智決
策，提高業務回復能力，從互連資產中挖掘
過去未曾利用的潛在價值。

推動企�發展,克服未來挑戰,把握未來
�會

互��產����的�行�式

越來越多的高價值實體資產，比如製造設備、燃氣輪機和電
力變壓器，採用了數位化互連。這並不讓人感到驚奇。智慧

互連的資產有助於各行各業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並降低成本。
這些資產持續產生有關當前運行狀況的即時資料，這為顛覆
傳統運作和維護模式創造了有利條件。如果企業不能與時俱
進，恐怕很難適應運作環境的即時變化和運作中斷。

互連資產除了具有上述種種優點外，也帶來了一定的複雜性：
企業希望從所使用的各類資料中發掘寶貴洞察，以期能夠繼
續進行具回復能力而不中斷的作業，但這並非易事。而連接

這些設備的軟體也會形成自己的一系列故障點，必須妥善管
理。例如，一旦某個感測器「失靈」，該怎麼辦？

隨著越來越多的實體資產得到軟體的支援，
亟需建立一種全新的資產運行模式，而數位
孿生的出現，使其成為可能。

1

智慧工作流程加入了人工智慧
(AI) 和其他技術，能夠自動持
續地管理和改進實體和數位業
務流程。

現代�產的價值

數位化有助於降低資產維護和運作成本。例如，採礦企業

成要素的關鍵技術：包括雲、高級分析和物聯網 (IoT)（見

適，保證資產按預期正常運行（請參閱第 3 頁的資訊看板：

營運長計畫在未來幾年大力投資於作為智慧工作流程構
圖 1）。1 對於這些數位策略投資的最主要成果就是改

善運作執行時間。2

可利用自動駕駛車輛完成某些作業。他們可以遠端監控
設備 — 有時甚至橫跨半個地球 — 檢查油壓或溫度是否合

「Sandvik Mining and Rock Technology：地下作業即時
視圖」）。機器人深入地下礦井工作，它們可以持續不

斷地運行，消除火災、漏水、塌方或有毒氣體污染等威
脅情況所帶來的安全風險。

�1

未來 2-3 年計畫展開的重大投資
82%
75%
74%
65%
32%
來源：IBM 商業價值研究院；
https://www.ibm.com/downloads/cas/JPMKDBV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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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win) 技術」版本，預測資產目前的運行狀況、未

Rock Technology 藉由 AI、IoT 和預測性分析技術，確保設

新型營運模式利用預測性分析和物資資產的「數位孿生

採 礦 和 建 築 設 備 領 域 的 全 球 供 應 商 Sandvik Mining and

來可能發生故障的時間，以及在哪些情況下可能發生故障。

備和礦場持續正常運轉。這項技術可以更有效地預測和防

數位孿生 (Digital Twin) 技術可視作虛擬複製，旨在反映實
體資產的生命週期以及協助進行遠端監控、預測性規劃和

主動管理。據估計，互連感測器和終端數量很快就將突破
210 億大關，用於監控數以十億計的資產。 數位孿生模式
3

範設備故障，使生產力提升 25-30%。5 Sandvik 的自動化
解決方案可將礦井的實際佈局與模型進行比較，持續實施
監控，從而更全面地瞭解地下環境。

透過對實體資產執行資料分析，協助做出更明智、更可靠
的設備決策，進一步提高資產的可靠性。

單憑視覺化檢驗很難預測可能發生的設備故障，如果使用

和運行環境存在差異，預測難度將進一步增加。而數位孿

生則運用 AI 技術進行分析建模，確定資產是否按預期運行，
或者在不同的條件下，資產性能可能會呈怎樣的下降趨勢。

透過對從設備本身（而非操作人員）獲得的即時資料，應
用複雜的預測演算法，所獲得的資產性能資料結果，也有
助於確定哪些零件可能最先發生故障（請參閱第 4 頁的資

訊看板：「Schiphol：開啟數位化轉型之旅的 8 萬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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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phol� 開 � � 位 � 轉 型
之旅的 8 �個理由 6
荷蘭阿姆斯特丹的 Schiphol 機場是歐洲第三大機

場，該機場建立了數位資產孿生，針對複雜環境中

潛在的運作失敗 / 故障進行模擬，並優化運作。數

位孿生即時組織所收集的資料，協助 Schiphol 監控
和管理日常營運和工作人員。現在，工作人員只需

幾分鐘（而非幾小時）即可完成作業，資產故障預

測水準顯著提升。8 萬多項資產散佈於數千畝的機
場範圍內，因此他們希望透過數位化轉型節省時間
和成本。

基於時間的預防性維護週期是行業標準做法。但是，維護計
畫通常根據原始設備製造商 (OEM) 的建議制定，傾向於規避
風險，往往會導致設備受到過度維護。根據研究顯示，有多

達 30% 的維護活動過於頻繁。7 如果在不必要的預防性維護

中發生人為錯誤，則可能造成附帶損害和額外運作中斷時間
等問題。8

「維護概念一直被曲解，與可靠性混為一談，這兩個術語經
常被當作同義詞。」Reliabilityweb 的 Terrence O’Hanlon 指
出。他表示，「絕大多數 CEO 並不希望增加維護工作，而是
需要提高無故障運作，這樣資產才能創造更大的價值。」

透過分析從一項資產的運作歷史記錄中收集的資料以及從全
球同時運作的數百項其他資產收集的資料，可確認特定的資
產和型號的代表性故障模式以及將發生故障的時間。在新型
運作模式下，預防性維護是指在設備即將發生故障之前，將
設備移出現場進行維修。其優點是：提前知道需要訂購交貨
期較長的零件，確保需要時隨時可用。

如果能夠深入瞭解資產的生命週期和預測維護需求，就可以
最有效地採取行動或修復故障，從而顯著節省成本。這些全

面的瞭解和提前規劃能力還可以幫助企業的財務經理改善資
本規劃和設備採購策略，成為更可靠、更具前瞻能力的設備
提供者。

4

數位化資產維護要求掌握新的技
能集和專業知識。

告別被動式維護，實現創新

告別按照日程計畫的被動式維護方法，轉而採用精準維護

（循證維護）方法，提高資產的可靠性和性能。O’Hanlon
表示：「如果缺乏高可靠性文化，那麼維護和檢測系統的

應對能力永遠都跟不上員工對系統造成損害的速度。」實踐、
流程和技術可能從維護和運作延伸到採購、HR、工程、資
本專案和財務等領域。

如果企業不想被動應對，可以廣開思路，另闢蹊徑，如下

計畫領域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工作效率，但無法完全消除問題。
而精準領域則著重於消除問題，避免出現生產浪費及健康、安
全或環保事故，從而減少工作負載。

維護作業高度精準有效，且注重細節和安全，主要採用徹底消
除問題根源和改變行為的方法。換言之，達到極致的精準度。

O’Hanlon 指出：「唯一允許出現的故障是磨損故障，或稱為

是「可透過人員避免的事件 」，可透過人為介入防止進入磨損
階段。」

所示。

創新

�展�域

被動�域

計畫�域

�準�域

時間

來源：ReliabilityWe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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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資產、機器學習和數位孿生
有助於形成新的模式，避免營運
方式過時。

下一個階段是擴展領域，展開悠閒合宜的工作狀態。在這個

IBM 全球資產優化服務部門的 Kay Murphy 表示，必須為新員工

追尋機會。可持續性、安全性和生產力不斷提高，能源、成

大量 退休。企業必須制定策略，為新員工提供培訓和支援，以

階段，人才無需浪費時間被動做出反應，而是可以開拓思路，
本和風險持續下降。由於規則和邏輯由 AI 編碼和驅動，持

續創造效益成為可能。這樣就可以有效率地應用自動化工作
流程，進一步改進資產生命週期。

「新一代」維護技術人員成長為
技術專家

包括發電、石油和採礦在內的 20 多個行業的維護專案經理

表示，他們目前面臨的首要問題是，缺乏互連預測性維護方
面的內部技能優異人才。 在眾多行業，技能優異的維護技
9

術人員逐漸到了退休年齡，企業員工結構正在經歷重大變化。
新技術對新一代維護技術人員有很大的吸引力，期許其能透
過工具彌補經驗上的差距。另外，技術還有助於在被動環境
中保障員工的健康和安全，尤其是在危險行業。「新一代員
工」可以與設備製造商的工程師或內部技術專家展開虛擬互
動，加快學習進度，不斷豐富自己的知識。

6

提供培訓和支援，因為「具有豐富經驗和深厚知識的員工正在
滿足關鍵設備所要求的可靠性水準。」至於實現途徑，她指出，

「我們有獨特的機緣能使用 IoT 資料和 AI，不僅可以藉此深入

洞察設備的運行狀況，還能為技術人員提供指導，協助他們瞭
解需要採取哪些措施以及如何最有效地執行這些措施。」

「如果具備互連資產，瞭解資產數位的部署情況並且能夠持續
掌握它們的運行狀況和性能，維護作業的數位化轉型就算大功

告成。」IBM AI 應用副總裁 Joe Berti 表示。「如果企業能夠將

數位資料整合到維護作業之中，就可以加速實現成果、降低成本、
提高企業規模化運作水準。」

這就是技術人員未來的工作模式：由 AI 告訴他們採取哪些措施，
何時採取措施（請參閱第 7 頁的資訊看板：「設備製造商：透
過 AI 和預測性維護支援現場維護」）。

設�製����� AI 和預測性維
�支援現場維� 10

新型互連資產模式

台，深入瞭解現場設備的即時運行狀況，並能夠及早獲得

明智的決策，不但保證滿足企業目標，還有利於打造適應能力

某製造商擁有數百種獨特的資產，它使用基於 AI 的分析平
提前預警信號。透過存取維修歷史記錄、工作說明、安全
指南和圖例，技術人員可以在第一時間妥善維護設備，提
高「首次修復」率，為企業節省了數百萬美元。

行動�南

互連資產運作的真正潛在價值在於，企業核心員工可以做出更
更強的運作基礎架構。為實現這一目標，需遵循以下原則：

1. 採用�析方法

單純安裝感測器並不能推動資料收集。必須從資料中挖掘寶貴

洞察，然後將洞察整合到流程和系統之中，協助提高運作效率，
推動企業轉型。

2. 建立�面��

適當的預防性、預測性和規範性維護措施有助於延長資產使用
壽命，增強可靠性，最終降低運作成本。

3. 瞭�現�設�

清晰掌握風險及其後果，包括資產故障的影響，以及如何充分
發揮資產的價值，這樣才能有目標地優化整個企業範圍資產的

性能。對原有系統精準實施新的分析工具，推動建立決策支援
架構，幫助簡化營運，打造更有效率、更經濟、更有回復能力
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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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IBM 概不負責。

本報告中使用的資料可能來自第三方資料來源，IBM 不會
另行查證、驗證或審核這類資料。這類資料之使用所產生

的結果按「現況」提供，IBM 不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陳述
或保證。

台灣國際商業機器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仁路 7 號 3 樓
郵遞區號 1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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