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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2012013333 年年年年 07070707 月月月月 11119999 日日日日    專利部專利部專利部專利部        楊傳鏈副理楊傳鏈副理楊傳鏈副理楊傳鏈副理        撰撰撰撰    

從專利看智慧製造發展從專利看智慧製造發展從專利看智慧製造發展從專利看智慧製造發展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智慧製造是目前各國製造業蔚為風潮的發展概念，除了有利於打造高效能與低成本的智慧化工廠之外，

還可以促進製造業進一步升級轉型為服務創新產業而提高附加價值，本文嘗試利用多國專利分析的方法

來描繪此一技術發展的具體樣貌，並且判斷潛在的機會與風險以作為國內廠商在發展相關技術的決策參

考。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在全球化的經濟環境劇烈變化之下，彈性生產、客製化產品與優良的庫存與成本管控成為製造業廠商必

備的競爭要素，以因應日益縮短的產品生命週期與波動劇烈的原物料成本。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整合平

台、軟體、硬體及機台的共同發展的「製造智慧化」概念孕育而生，涵蓋了產銷流程的掌握、生產計劃

與進度的控制，以及製程的監控與即時調整。簡言之，「智慧製造」是利用人工智慧與網路化的技術融

入製程的所有環節，可以自動監測與進行調整以追求最佳化，目前已經是業者提升競爭力及生產力所必

備的關鍵項目，並使得廠商從單純的製造業轉型為「服務型」的創新產業。 

為了協助業者能對「智慧製造」的技術發展有進一步了解，筆者嘗試藉由專利分析的角度來提供相關資

訊，冀望能對國內業者有所助益。 

專利檢索策略說明專利檢索策略說明專利檢索策略說明專利檢索策略說明    

一般而言，「智慧製造」相關技術可以區分為「製程管控」、「系統監管」及「製造節能」三個層面。

在「製程管控」方面主要是指工廠整體製造流程的整合與電子，讓控制者得以即時全盤掌握製程與系統

機具的現況；「系統監管」則是利用感測技術結合資訊技術而對機台設備進行識別及控制功能，協助業

者掌握產品之時程與品質，而「製造節能」除了涵蓋綠化環保的回收技術之外，還包含製程管理的能源

節省和環境監控。 

由於「智慧製造」是以設備的監測與控制作為核心，因此筆者選擇國際專利分類(IPC)第 8 版中的

G05B19/401 到 G05B19/418 作為基本檢索條件，並設定以工具機(Machine Tool)與製造生產(Production)

搭配遠端監測、管理、控制、診斷與維護等作為關鍵字
1

，利用 LexisNexis 公司所推出的 TotalPatent

國際專利資料庫檢索台灣、中國、美國、歐洲與日本，檢索期間為 1985 年至 2013 年 6 月之間所公告或

公開的專利案，總共檢索到 1,307 件專利案，篩選刪除公開與公告的重複專利案件後得到之件數縮減為

1,209 件，本文即以篩選後的專利案作為分析的母群體，並進行統計分析的結果如后。 

歷年專利活動與分布歷年專利活動與分布歷年專利活動與分布歷年專利活動與分布    

首先，我們利用專利的申請國別進行分析，其結果如后圖表所示，可以發現中國的專利件數達到 856 件

而佔 71%，遠超過日本達數倍之多，而且從專利申請年所統計的歷年專利活動圖更顯示，「智慧製造」

的整體發展趨勢是持續向上，並且自 2009 年之後進入快速成長期，專利的布局區域則從早期的日本、

歐洲與美國明顯轉向中國，顯示中國世界工廠的定位也影響了廠商的專利佈局行為。 

此外，若改由專利申請人所屬國別進行分析，則美國、日本與歐洲廠商所佔的比例均有所增加，但中國

仍然維持領先，研判中國的政策性推動產生巨大的效果，相較之下，台灣廠商的專利佈局明顯落後。 

                                                 
1 關鍵字組合為：((lathe OR Machine or plant or factory or production) AND (remote or cloud or cyber or 
virtual) AND (prognostic or diagnostic or sales or monitor$ or management or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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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國別國別國別    專利件數專利件數專利件數專利件數    

中國 856 

日本 164 

美國 110 

歐洲 56 

台灣 23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209120912091209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國別分析國別分析國別分析國別分析表表表表 ( ( ( (本文整理本文整理本文整理本文整理))))    

    

 

歷年專利活動圖歷年專利活動圖歷年專利活動圖歷年專利活動圖 ( ( ( (本文整理本文整理本文整理本文整理))))    

    

國別國別國別國別    專利件數專利件數專利件數專利件數    

中國 802 

日本 195 

美國 132 

歐洲 66 

台灣 13 

其他    11    

 

申請人之國別分析表申請人之國別分析表申請人之國別分析表申請人之國別分析表 ( ( ( (本文整理本文整理本文整理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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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專利權人與技術分析主要專利權人與技術分析主要專利權人與技術分析主要專利權人與技術分析    

確認了整體申請活動的趨勢之後，我們改由專利權人進行分析，可以整理出前 10 大的專利權人如下

表，可以看出美國與日本的廠商所申請的專利件數仍然是較多的，而中國業者雖然整體的專利累積件數

大幅領先美國與日本，只有一位廠商「西安博恆智能技術」與學術單位「西安交通大學」榜上有名。就

整體而言，主要專利申請人所持有的專利件數相較於整體數量仍然偏低，顯示此技術領域的專利分布相

當分散，並沒有掌握明顯優勢的廠商而陷入戰國時代，後續發展值得關注。 

專利權專利權專利權專利權人人人人 所屬國別所屬國別所屬國別所屬國別 專利件數專利件數專利件數專利件數 

INVENSYS SYSTEMS, INC. 美國 20 

CANON KABUSHIKI KAISHA 日本 15 

MITSUBISHI ELECTRIC CORP 日本 12 

SIEMENS AG 德國 10 

FISHER ROSEMOUNT SYSTEMS INC 美國 10 

TOSHIBA CORP 日本 9 

西安博恆智能技術 中國 8 

西安交通大學 中國 8 

FANUC CO., LTD. 日本 7 

Mori Seiki Co., Ltd. 日本 7 

主要專利權人分析表主要專利權人分析表主要專利權人分析表主要專利權人分析表 ( ( ( (本文整理本文整理本文整理本文整理))))    

 

進一步利用國際專利分類號來觀察業界所申請專利的技術類別，結果如下列圖表，可以明顯看出以工廠

控制相關專利數量最多，顯示業者多著重於生產線上多台設備的整體管理技術，其次是機台本身的監控

技術(G05B23/02 與 G05B19/048 均可以視為監控技術)，之後則是機台本身的控制技術(G05B19/042)以及

雲端管理或維修作業相關的管理技術(G06Q50/00)。但如果再參考主要國際專利分類的歷年活動，可以

發現全面工廠控制與機台本身的控制技術持續增加，其餘技術都衰退，可能是技術相對成熟或是遭到瓶

頸的現象。 

國際專利分類號國際專利分類號國際專利分類號國際專利分類號    技術意義技術意義技術意義技術意義    專利總數專利總數專利總數專利總數    

G05B19/418 
全面工廠控制，即集中

控制多個機器 
911 

G05B23/02 
控制系統之電檢驗式監

視 
142 

G05B19/042 
使用數位處理裝置之程

序控制 
123 

G05B19/048 
程序控制設備之監視或

安全裝置 
114 

G06Q50/00 
專門用於特定經營部門

的數據處理系統或方法 
86 

 

國際專利分類統計分布圖表國際專利分類統計分布圖表國際專利分類統計分布圖表國際專利分類統計分布圖表 ( ( ( (本文整理本文整理本文整理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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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國際專利分類之歷年活動圖 (本文整理) 

 

 

一般而言，「智慧製造」相關技術可以區分為「製程管控」、「系統監管」及「製造節能」三個層面。

在「製程管控」方面主要是指工廠整體製造流程的整合與電子，讓控制者得以即時全盤掌握製程與系統

機具的現況，以利於進行後續規劃，從本次專利活動的分析結果來看，這是目前最熱門的領域，當然技

術競賽也最為激烈。 

其次，「系統監管」是利用感測技術結合資訊技術而對機台設備進行識別、分析、推理、決策、以及控

制功能，協助業者掌握產品之時程與品質，甚至是發展出創新的服務模式，但從本次專利活動的分析結

果來看，似乎在發展上有所限制，如前述推理，可能是技術以相對成熟或是遭到瓶頸。 

最後在「製造節能」方面，除了綠化環保的回收技術之外，還包含製程管理的能源節省和環境監控等，

從本次專利活動的分析結果來看，判斷還存在相對寬廣的專利佈局空間，很可能是台灣廠商的發展機會

點。 

目前工研院所規劃關於「智慧製造」的技術發展藍圖如下，除了產學研的創新合作平台之外，就技術面

主要可以區分為「整合伺服模組」、「多軸精密控制」與「智慧製程加值軟體」等方面，雖然符合國內

的核心技術能力，但由於國內廠商的專利佈局已經明顯落後，能否在相關專利數量較多且技術快速發展

的部分取得優勢仍值得討論。最好能夠先進行深入的專利分析，才不至於誤踩專利地雷，這將會國內廠

商必須嚴肅面對的一個重要議題。 

補充說明的是，有業者對此提出雲端製造的技術概念，也就是利用雲端運算技術來整合業者的製造資源

與技術服務能力，藉由虛擬化的控制與計算模式來掌控產品生命週期的所有活動，企圖將組織、管理與

技術充分整合而打造新的創新服務模式，相關專利主要是歸類於 G06Q50/00，從上述歷年活動圖來看，

從 2007 年之後就維持穩定產出(2012 年可能是發明專利仍未公開的因素造成)，由於我國的電子資訊業

深具競爭力，應該也是我國製造業者可以進行專利佈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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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技術發展藍圖 (資料來源：工研院機械所整理 2012/09)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機械業在我國經濟的重要性日增，而電子資訊業更我國深具技術優勢的產業，而「智慧製造」的發展風

潮正有利於國內產業的再次升級，並提升附加價值。透過本文的專利初步分析，可以簡要勾勒出目前

「智慧製造」相關技術發展的趨勢是處於快速成長期，但是國內廠商在專利佈局的數量上仍明顯落後，

所幸此技術領域目前仍處於群雄並起的戰國時代，並沒有明顯掌握技術優勢的主導性廠商，因此國內廠

商仍然有發展的機會，筆者會比較建議廠商從製造節能與雲端資訊技術方面著手。 

最後，當然還是不忘要提醒廠商，研發策略除了要考量自身的技術能力之外，尤其必須要對於專利地雷

密布的區域高度警戒，以免浪費研發資源在重複研發或是陷入專利訴訟的泥沼。 

 
 

註：本文是應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邀請而撰寫，預計將刊登在「機械零組件通報」第 33 期

(2013 年 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