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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NOMATIX
完善的數位製造解決方案套件，能協助企業做出更明智的決策，進而迅速提高生產力、
降低成本並達成品質目標。

www.siemens.com/tecnomatix



 

不斷變動的商業因素，例如具環保意識的
產品、更永續的生產工法與越來越競爭的
全球市場等，使得企業必須不斷視情況調
整與改善商業策略。即便在嚴峻的經濟情
勢下，要維持企業的成長與繁榮，唯有提
高啟動效率、獲得更高的資本投資報酬並
提供高品質的產品才是王道。

在以往，創新的產品就足以稱霸市場，不
過今日的市況卻有著前所未有的成本與法
規壓力，成功的製造商了解到他們必須將
生產能力轉化為策略優勢，而非當成業務
執行成本。

製造商將整個生產生命週期全面革新，就
能實現雙重的效益，並能以正確的方法打
造正確的產品。為了提高生產力、最佳化
更彈性的生產能力，以及更有效地善用資
本投資，這些製造商的作法是：

• 提高企業內部對流程創新的能見度

• 配合製造交付項目同步善用工程資產，
加快產品上市速度

• 善用經實證的生產彈性，投資新興市場
的商機

• 透過持續最佳化製造資源與資本投資，
獲致永續獲利

• 導入更永續的生產策略以降低成本
  

以更明智的決策來推升製造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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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先業界的公司會在其產品生命週期中
應用數位製造，因為他們深知創新產品
的經濟成功，取決於製造作業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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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的全球市況中，創新的產品是進入
市場的門票，不過快速變遷的人口結構與
競爭壓力卻讓流程也不得不跟著創新。也
因此，越來越多的領先製造商紛紛改用來
自 Siemens PLM Software 的 Tecnomatix® 
數位製造解決方案，來做出更明智的決策、
提早提高生產力與靈活性、降低成本與取
得更高的生產投資報酬率。

Tecnomatix 能夠連結所有製造相關部
門與產品工程，包括流程工程與模擬
以及生產管理等，藉此提供流程創新。
Tecnomatix 數位製造解決方案擁有最完
善的組合，採用 Teamcenter® 軟體提供無
人能出其右的產品與生產整合效率，因此
能夠促成更明智的決策，更快生產更優質
的產品。

Siemens PLM Software 這個世界級的解決
方案採用了開放式架構，藉由開放式整合
來縮短交付時程，並提高您製造規劃工作
的準確性。製造商可連結產品、流程、資
源與工廠資料，不但得以運用最完備的流
程導向功能，更是數位製造領域中最先進
的技術。

Tecnomatix 是健全 PLM 策略的重要元件，
可以在完全相關聯的資料模組中同時管理
製造流程的設計與執行，進而弭平產品設
計與產品交付間的落差。Tecnomatix 可以
維持對產品生命週期至關重要的數位持續
能力，進而協助製造商更快速地推出更多
創新產品，並善用全球製造作業的優點、
提高生產效率、保持品質，並大幅增加 
收益。

Tecnomatix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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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是大家都會面臨的現實問題。新的
商業模式往往有著關係繁複的基礎，而
全球趨勢則是推動這些模式發展的主要
動力。許多公司必須隨機應變以求生存，
但真正的領導者則能抓住機會，提升自
身靈活度、生產力與競爭力。而他們都
採用以 Tecnomatix 數位製造為重要元件
的完備 PLM 策略，因而獲益良多。

加快上市速度
 Tecnomatix 解決方案能最佳化攸關
產品上市的商業流程，加快上市腳
步。從產品開發到交付的整個過程中，
Tecnomatix 可以根據設計理念調整製造
產能與能力，進而縮短費時的前置流程、
支持市場價格溢價、搶攻市場佔有率，
並提高品牌價值。

管理複雜性
製造所產生的資料量，遠大於產品工
程的資料，但是這兩個領域之間的關
聯，則是攸關新產品的研發與上市執行。
Tecnomatix 可以讓您在整個規劃流程中
運用產品變更、更新和相依性，進而建
立首次送檢合格率高、通過驗證的製造
計劃。

提高生產力
重用最佳實做流程，以及能在進入量產
前盡早於數位環境中最佳化生產線或系
統，是在製造過程中獲得生產力大幅
提高的關鍵條件。Tecnomatix 能藉由 
Teamcenter 單一的產品與流程知識來
源，及其管理同步生命週期流程的能力，
讓您享有這些效益。

Tecnomatix 商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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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重用率並降低成本
一間公司最大的成本中心及其供應鏈，
就是製造，這個投資遠超過實體資產、
人力以及廠房成本。像是製造規劃、流
程分析、離散式模擬、原型製作以及模
擬等，都屬於製造投資。而 Tecnomatix 
能讓公司在不同的產品規劃中妥善運用
這些投資，進而大幅降低生產成本。

最大化您的生產策略
許多公司為了爭取全球商機，都著重
於委外製造。然而，因為資訊無法有
效溝通，這樣的委外製造關係往往成
效不彰。

Siemens PLM Software 便提供了強大的
解決方案，協助您變革製造的委外策略
並調整資源，以便確實納入每個成員的
創新貢獻。深入了解產品製造的細節，
也是非常重要的關鍵，因為品質問題與
保固成本不但會導致收益快速降低，也
會嚴重影響客戶滿意度。Tecnomatix 
能促進建立完整的產品與流程系列，並
可追蹤所有產品從規劃到竣工條件的完
善資料，進而在整個製造流程中促進品
質改善、流程責任歸屬與法規遵循。



Tecnomatix 優點

Tecnomatix 優點 重要性

領先業界 不管在技術、市場佔有率、業界經驗以及世界級客戶群各方面，Tecnomatix 都是領先業
界的數位製造解決方案。以 Siemens 在建置領域的業界領導地位為後盾，加上全球超過
五百萬的 Teamcenter 使用者，Tecnomatix 數位製造解決方案的基礎便是市場部署率最高
的 PLM 解決方案。

可隨企業規模擴充的 
開放式生命週期基礎

整個 Siemens PLM Software 產品組合，都是建置在開放式架構上，因此 Tecnomatix 解決
方案可以與任何產品資料管理 (PDM) 系統相整合。這樣的靈活彈性，不但代表部署更具
成本效益，也更能以前所未有的彈性，與其他重要企業系統相整合。

無與倫比的資料管理與 
控制能力

Tecnomatix 的資料與流程管理解決方案可針對廠房、流程、資源與產品組態提供能見度
與流程責任歸屬，為變更期間的資料一致性與協調性提供即時、強制的統合支援。此舉
可減少混亂與複雜性、清楚劃分責任並減輕新產品推出時不斷上升的成本風險，乃至於
生產環境中不可避免的變更風險。

產業專屬的價值架構 精心設計的 Tecnomatix 解決方案，可支援與改善不同產業的特定流程，包括汽車
業、重工業、航太業、國防業、高科技電子產業、消費性產品業及重型通用機械業等。
Tecnomatix 能讓公司組織運用所屬產業的最佳實做方法，輕鬆地導入數位製造解決方案。
在 Tecnomatix 知識管理環境中，公司組織可根據自身的需求，迅速設定資料結構、工作
流程和商業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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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nomatix 優點 重要性

用於製造的 PLM 其他的製造規劃解決方案，不是應用程式範疇不足以改善整個製造週期，就是缺乏知識
管理的基礎，無法運用上游的生命週期資訊。Tecnomatix 的獨到之處，在於囊括了業界
一流的工作流程應用程式組成套件，可涵蓋任何可能影響您製造需求的領域。

高效率規劃 Tecnomatix 運用了 Teamcenter 單一的生命週期知識來源，您可利用這樣的基礎，來合
理使用與善用工程資產，並最佳化 /同步化製造交付項目以降低複雜度並加快創意的上市
腳步。

最佳化系統 Tecnomatix 能讓您利用模擬工具來繫結工廠規劃工具，進而幫助您了解特定工廠配置組
態的實際工作流程與材料流程。透過這種方式，您可以互動地分析多種製造流程與配置
案例，利用這些資料做出充分考量的、更明智的決策。

經實證的驗證 受管理並共享的環境，能讓工程師得以不受來源限制而迅速應對變更，進而達到最佳化
的目的。您可以針對系統裝置的行為與邏輯建模，進行全面、線狀或是系統層級的驗證，
並透過動態互動減少錯誤發生。這樣的功能可以滿足您對高度自動化與可規劃系統的需
求，進而提供最佳化產出所需的靈活彈性。

生命週期品質 由於品質特徵負責在關鍵的商業策略中推動競爭優勢，因而成為產品生命週期的核心
元素。從設計到生產，這些特徵都被充分運用以減少製造成本並不斷提高每一項計畫
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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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nomatix 零件規劃與驗證功能能讓
零件製造公司準確而有效率地定義製造
流程規劃，並直接將其與生產系統相連
接。有效率地管理規劃資料，對這個流
程至關重要。製造規劃部門必須要能輕
易地擷取這些資料，根據連續的流程步
驟整理資料，並設法讓生產線人員輕鬆
存取最新的資訊。

這個解決方案中的「零件規劃」功能，
可讓您重用經實證的製造流程，縮短規
劃時間，並確保生產線上能使用偏好的
方法與資源。當生產線人員與系統開始
存取製造規劃資料並將其直接應用到生
產上時，您還能減少錯誤與延宕情況。

準確地建立您的零件製造計劃
「零件規劃與驗證」可讓您驗證零件的
預定製造方法，同時定義流程與指定製
造零件時所使用的工具。其應用程式可
以管理來自流程編輯軟體的資料，例如 
NC 編程、流程排序、資源分配以及報
表等軟體。

將製造計劃直接與生產連結
為了最佳化零件機械加工流程，規劃必
須要能與諸如 DNC (直接數值控制 ) 等
生產線系統相連接，以便直接存取規劃
資料並傳送到 CNC 工具機。只要能存
取單一的機械加工資料與資源來源，您
就能同步進行規劃與生產作業。

發揮最大生產力
「零件規劃與驗證」能管理所有產品和
相關流程資料，協助製造工程師、CNC 
程式設計人員、工裝和模具經理、機械
師和其他組織內的成員共用資訊並且一
起合作。此舉能夠將更好的製造計劃與
資料同步至生產線，有效提升產出率及
工具機使用率。

零件規劃與驗證

優點

提升 30% 的零件製造計劃建立速度

提高標準化的程度，進而降低諸如工裝和模具等資源
成本

透過精確的流程定義，達到法規遵循目標

促進直接資訊存取，以減少生產線錯誤率及延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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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nomatix 的「組裝規劃與驗證」可
協助您在虛擬環境下設計及評估組裝
流程案例，盡快找出建置產品的最佳
規劃。您可以協調產品與製造的需求，
並管理更全面的流程導向設計 (根據組
裝進行設計 )，然後運用工具清楚呈現
組裝順序、資源與活動持續時間，協
助做出更明智的製造決策。此解決方
案可提供您最好用的工具，協助您重
用經實證的解決方案與最佳實做，藉
此提升您的生產力。一旦虛擬環境完
成新流程與技術的驗證及最佳化之後，
您就能彈性地檢查製造流程，而不會
影響進行中的生產計劃。

開始生產前規劃、最佳化與驗證您的製
造流程
您可以使用豐富的工具組來簡化流程
規劃工作流程、自動化無附加價值的
規劃工作，並驗證建置產品的最佳計
劃。這些工具能促進流程設計與序列
制訂、製造材料清單 (mBOM) 管理、
生產線平衡、時間管理、3D 工廠配置、
人體工學分析，以及許多其他功能。

掌控您的產品與生產生命週期
「組裝規劃與驗證」可連接從流程規劃
和詳細工程，直到完整生產的所有製
造流程生命週期。此解決方案藉由將
所有製造價值鏈的成員連結為一個虛
擬企業，協助製造商打造出最佳的生
產策略。

組裝規劃與驗證

優點

減少多達  40% 的製造規劃時間與相關成本

提高組裝流程的透明度並管理變更影響

在協同作業式的多使用者環境中實踐全球工程

在開始生產前先進行流程最佳化，進而提高製造
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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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專門生產某一種產品的工廠，還
是生產多種產品種類的混線式生產設
施，Tecnomatix 的「機器人與自動化
規劃」都可讓製造商透過產品生命週期
管理平台，以虛擬方式開發、模擬與委
託機器人與非自動化製造系統。

橫跨不同領域同步協調變更
 Tecnomatix 採用了 3D 協同作業式多使
用者環境，能提高工程生產力。這個環
境可動態管理所有的專案資料，方便使
用者即時存取。當資料簽入環境後，自
動更新功能會確保 3D 模型與其他所有
相關的製造流程資料都能保持同步。此
動態的製造流程資料管理模式可大幅減
少規劃與安裝錯誤。

更明智的決策，以促進更大的作業彈性
Tecnomatix 能滿足您對高度自動化與
可規劃系統的需求，像是混線式生產和
自動化工廠。工程師在採購、修改與導
入新的或既有技術時，不但可做出更充
分考量的決策，也不會影響到目前的 
生產。

減少實體試驗需要
Tecnomatix 運用事件導向模擬、特定
機器教導盒 (Teach Pendant) 編程與業
界標準，能建構及驗證製造系統，同時
也能對製造系統進行虛擬偵錯與測試，
降低公司對實體試驗的依賴。

系統層級的高效率
Tecnomatix 可提供自動最佳化工具與
技術，能增進系統層級的評估與虛擬委
託功能。使用者也可在建構工廠的工作
站時動態地互動，進而減少規劃流程中
的錯誤。此外，規劃團隊可以針對整個
製造系統最佳化資源使用，進而提高 
效率。

機器人與自動化規劃

優點

提供最佳化的製造特徵分佈與管理

減少多達  40% 的規劃與自動化編程時間

大幅減少建造、測試與安裝流程

運用事件導向、訊號導向的模擬技術來推動生產系統
的虛擬委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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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nomatix 工廠設計及最佳化功能，
可讓組織更快速地建立工廠模型，並確
保在進入量產前便能以最高效率運作。
由於工程師可以在虛擬工廠中看到規劃
結果，因此組織也可避免將寶貴的資源，
浪費在於實體工廠中修正問題。

做出更明智的決策，讓工廠設計品質更
臻完美
Tecnomatix 運用 3D 工廠設計與視覺化
技術，提供有關工廠設計、配置與安裝
流程的深刻見解。這是因為我們使用了
「智慧型物件」來呈現您所有的工廠資
源：從輸送機、背板與起重機，到貨櫃、
AGV 和操作人員等等。將 3D 配置技術
與智慧型物件相結合後，您便能以遠快
於傳統 2D 方法的速度建置工廠配置。

改善材料處理
運用工廠物流分析與最佳化功能，
Tecnomatix 能根據材料流程距離、頻
率與成本，進一步提高工廠的生產力。
這是因為我們可以根據工廠配置來評估
與分析資料，例如零件運送路線資訊、
材料儲存需求、材料處理設備規格及零
件包裝資訊等。

最佳化產出
利用產出模擬功能，Tecnomatix 可以
將決定生產系統能力的參數最佳化。為
了達到這個目的，Tecnomatix 會將工
廠配置與事件導向模擬結合在一起，這
樣便可以迅速開發與分析多種生產案
例，並消除瓶頸、提高效率與增加產出。

將不同的團隊整合在一起
透過協同工廠設計管理，Tecnomatix 
可以藉由產品生命週期管理平台，將不
同的團隊組織與整合在一起。此外，還
可藉由減少與大量設備資料管理及共用
相關但無附加價值的管理工作，進一步
提高生產力。

工廠設計及最佳化

優點

與傳統 2D 方法相較之下，最多可減少  50% 的工
廠設計時間

可提高既有系統的生產力達  20%

藉由促進最佳的生產策略，最多將庫存與產出時
間縮短  60%

透過在不同生產團隊間共享  3D 配置，促進設備能
見度與可預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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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nomatix 的品質管理能透過產品生
命週期平台，將品質資訊與所有的製造
及工程領域知識結合，有效簡化整個品
質流程。這個可隨需要調整的企業解決
方案能夠為工程師提供所需的品質知識
以做出更明智的利益權衡決策、定義更
有效率的檢查策略，並以更快的速度監
控、分析及修正生產問題。

PLM 品質基礎
要提供高品質的產品，企業必須有效
管理產品、規劃與生產活動，弭平產
品設計與產品交付之間的各項差異。
Tecnomatix 讓使用者有能力將品質知
識整合到這些領域，使其成為 PLM 環
境的核心要件。這麼一來便可確保重要
知識的連貫性，讓設計理念與生產結果
完全一致。獨特的技術帶來競爭優勢，
因此可以直接對應您最急迫的品質相關
問題，並在相同的 PLM 環境中加以運
用以便規劃、設計、建置及交付高品質
產品至全球市場。

做出更明智的設計決策
製造商每天都得花費數百萬美元的成本
來修正組裝配置所衍生的種種問題，而
這些問題在生產力及獲利能力上都因為
重工、維修或是報廢的緣故而造成無可
避免的損失。在許多情況下，過度研發
的產品會增加不必要的生產成本壓力。
威力強大的尺寸分析功能在您實際製造
零件或建立工裝和模具前，協助預測配
置問題並找出其根本原因。

此一數位技術運用了內建資訊，方便您
的工程師在尺寸特徵與主要的生產變異
因子影響生產線之前先行進行評估。

讓測量資料發揮作用
收集生產線上的檢測資料一直都是企業
成本之一，但是當這些知識存放在不相
連的系統中時，就不容易加以擷取運
用，也因此製造商很難從中獲得投資報
酬。Tecnomatix 獨特的解決方案能夠
完整關聯至您的生命週期資料模組，藉
此擷取實際構建的測量資訊並關閉設計
迴圈。因此您可以實際監控、分析與比
較整個生產環境裡的真實資訊，完全不
受存放位置影響。這項系統互通性讓您
更快找到問題並加以修正，並將資訊與
企業所有人員共享。
 

品質管理

優點

在品質總成本上，減少了將近 10% 的收益金額

減少根本原因分析時間

可針對虛設的數學模式分析生產品質變異

將檢查編程自動化

運用業界標準，降低對專利解決方案的依賴程度

善用您的商業流程與  PLM 基礎結構，進而降低部署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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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今這個快速變動、人力分散的世界，
想完整了解公司的製造生命週期，以及
您對生產流程管理的能力，您的公司便
需要能夠即時存取自己的生產資料。掌
握即時的營運資料，是測量您規劃方案
的效能的唯一方法。這個資訊的重要性
還不僅只於此，除了能驗證您新產品開
發專案的成本估計，也能藉此了解減少
與不合格產品相關的風險成本。

Tecnomatix 的「生產管理」能讓您按
照自己的設計、規劃、建置與維護，深
入了解您的組態。它能將 PLM 環境延
伸至製造生產線，進而加速產品上市時
程、持續改善流程、符合法規及提升作
業效率。

「生產管理」元件會在整個生命週期流
程中共同發揮作用，並囊括了兩大主要
領域中世界級的功能。

製造執行系統 (MES)
這個以模組為基礎的系統，會監控流程
中的工作、控制作業與人力，並將生產
資訊傳送給商業系統與生命週期資料
庫；此系統也包括了豐富的品質管理功
能。這個解決方案是由三個軟體套件所
組成，著重於生產、開發與製造智慧，
具有廣泛多樣的元件，可最佳化生產和
開發流程的規劃、執行、文件製作與視
覺化。

人機介面 (HMI) 與監控與資料蒐集 
(SCADA)
這個解決方案能讓您蒐集工廠和設備
狀態的即時資訊，並將資料傳送給包
括 MES 等上游系統。Siemens 的 HMI 
與 SCADA 產品提供了完善的最新工具，
可讓使用者根據自身需求，打造這些可
設定的應用系統。這個解決方案橫跨了
即時人機介面、監控與資料蒐集以及產
業資訊管理應用程式等領域，可說是擁
有無窮的多樣性。

生產管理

優點

減少原料庫存

提高生產效率

調整與整合企業內部的製造流程

減少直接人工成本

追蹤即時產量

提供最佳的操作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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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center 的「製造流程管理」解決
方案集基礎技術之大成，可讓您在共通
的 PLM 環境中，管理產品、流程、資
源與工廠配置知識。這套解決方案以開
放式標準為基礎，有助您簡化新產品設
計與製造工作流程。單一的產品與流程
知識來源可讓您更有效率地管理全球產
品設計與生產活動，進而大幅減少上市
時間並更快達成量產目標。

清楚了解製造決策、分析與結果
您可以透過強大的資料管理組合、3D 
視覺化與分析工具來分析各種不同的備
選方案，藉以最佳化製造計劃。特別設
計的使用者介面更好用，可協助您快速、
簡易地分析來自各種來源的資料。您可
以運用快速的智慧型搜尋功能並限定只
顯示與工作環境相關的資訊，來提高生
產力。使用 3D PDF 技術所產生的動畫
工作指導文件，可以清楚、準確地將組
裝指令傳達給生產線知悉。

彈性、有效率地因應各種變更
當您擁有完全整合的產品設計與製造部
門時，就能充分掌控產品開發流程並確
實了解每個步驟的變更影響。不管變更
發生在產品設計或製造的哪個階段，您
都可以運用強大的分析與驗證工具，很
快地將整個狀況傳達出去並進行協調。
透過 Teamcenter 變更管理，負責的各
方將會獲得所需的資訊與通知，這樣您
的組織就能在變更發生的當下與可能發
生之際做出更妥善的規劃決策。

製造流程管理

優點

提高生產力並支援不間斷的改善作業與針對製造進行
的設計方案

協助產品與製造團隊共同運作以做出更明智的規劃 
決策

同步處理依設計、依規劃的  BOM 表，協助跨部門團
隊更清楚地了解變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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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業界估計，製造工程使用的資料量，
是設計工程使用的一百倍以上，其中除
了一般的產品工程範疇外，更涉及了許
多其他部門。如果能效率卓著地管理這
樣龐大的資訊，自然也能從中獲益許多。
這些誘人的效益，也促使全球一流的製
造商開始導入 Tecnomatix 的數位製造
解決方案。Tecnomatix 製造資料模組
是直接與 Teamcenter 產品資料模組相
關，可提供目前市場上效率最高的單一
生命週期知識來源。Teamcenter 可協
助製造商從頭到尾保持數位續航力。

對流程的充分深入了解，可讓製造相關
人員更有效地因應變更，盡早做出正確
的決策，提升他們在上市流程中扮演的
角色。

單一製造知識來源
根據業界報告顯示，製造工程師有大半
以上的時間，都花費在搜尋資料上。所
有定義您產品、流程、生產資源和工廠
設施的資料，Teamcenter 都可以管理，
這個單一的資訊來源，能讓使用者有充
分的信心，確認自己在組態中使用的是
正確資料，進而簡化他們的工作，建立
更有生產力的商業流程。

了解變更所帶來的影響
Tecnomatix 能將產品、流程、資源和
工廠資訊連結在一起，任何一個面向有
變動時，相關的元素也會自動隨之更新。
例如，改變設計特徵時，該功能的工裝
和模具也可能會變更，製造該零件的工
廠也可能要隨之改變。Tecnomatix 會
自動向您說明，單一個設計變更，會如
何影響到您製造規劃與執行的每個其他
面向。

Tecnomatix 製造知識管理

透過開放性架構，Teamcenter 
可管理包括產品、流程、工廠
與資源資訊的所有重要生命週
期資料。使用者可以依據這項
關聯式資料進行視覺化與協同
作業，充分運用強大的工作流
程控制功能、變更管理功能與
衍生產品有效性。
 

規劃

造型

設計

模擬

工裝和模具

機械加工
組裝

機器人

工廠

品質

生產

供應

支援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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