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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視訊分析品質保證最佳化產品品質
同時改善生產力與品質

製造商面臨多方挑戰。要想達成零停
機時間、零瑕疵、零環境影響、零安全
事件的營運目標，仍需要持續投資與創
新。但是，為了化解疫情帶來的挑戰，製
造商目前在營運敏捷性方面也面臨著
更高的需求。這些挑戰包括：迅速地轉
向新產品 (擺脫供應鏈方面的限制)，擴
充生產 (因應不斷變化的需求)，以及確
保業務與營運的持續性。

如今，市場中對於客製化水平的需求越
來越高，導致生產變化逐漸增加，這又
進一步加劇了上述挑戰。此外，針對智
慧型的連網產品及其相關上市後支援
服務，現代的消費者需求要求製造商與
客戶及產品之間建立並保持固定的連
線關係。常見的作法是透過新的智慧型
手機應用程式，來控制、監視及維護產
品。這種上市後連線功能與「即服務」
模式在產品及其支援設備上引入了新的
故障模式。

在面臨來自各方的巨大壓力時，製造商
必須確保產品品質仍保持一貫的高水
準，同時不要讓品質保證 (QA) 流程成為 
瓶頸。但是，傳統 QA 解決方案無法滿足 
上述目標。小型化趨勢使得產品的智慧
程度遠勝以往，因此需要更精準的生產
流程，同時在容錯率方面也要求更高。
因此，QA 的人工目視檢查時間拉長，而
且更為複雜。此外，舊式的工業視覺檢
查系統通常準確度不足，無法迅速因應
高度生產變化性，並且產出的資料也無
法與企業資源規劃 (ERP) 及製造執行系
統 (MES) 中的其他製造資料實現交互。

想要解決上述問題，企業需要有能力在
邊緣執行以 AI 為基礎的視訊分析，以近
乎實時的速度處理影像，並且需要一款
完整堆疊解決方案，將硬體、處理器及
特別為克服品質保證挑戰所設計的軟
體結合在一起。

解決方案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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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更新

HPE 和 Relimetrics 的品質保證解決方案提
供以下優勢：

• 能夠處理來自多個來源的影像或視訊
串流，例如 X 光和紅外線

• 在 MES 和部署在廠房或資料中心的其
他軟體中建立回饋迴路

• 部署後偵測可能性 > 99.9%

• 近乎即時的檢查速度，< 0.5 秒

• 同時受雲端及 GPU 支援的邊緣實作
選項

• 透過使用分散式總帳或區塊鏈系統獲
得完整品質追蹤能力

• 以 AI 為基礎的完整堆疊視訊與資料分
析軟體，可封閉生產迴路，該軟體：

 –經過 HPE 系統的測試和實證，可自行
實作、加速實現價值

 –準確度相比智慧型攝影機大幅提升，
並且可根據高度生產變化加以調整 

 –使用數位化品質資料減少流程飄移，
從而最佳化流程效率

HPE 和 Relimetrics 基於視訊分析的 QA 解 
決方案使用電腦視覺和機器學習，將 
品質檢查數位化，並利用數位化品質
資料改善流程效率，減少產品瑕疵。 
Relimetrics 軟體可輕鬆部署，並提供訓練 
模組，可讓客戶自行訓練系統，為採用
新配置做好準備。

Relimetrics 品質稽核模組透過自動化產線 
內訓練，可維持 99.9%+ 的準確性。另外， 
Relimetrics 資料分析模組透過連結流程 
與品質資料，還能避免品質飄移。將特
別為邊緣打造的 HPE 系統、第 3 代 Intel 
Xeon 可擴充處理器，以及 Relimetrics 軟
體進行結合，可確保即使在高度生產變
化的環境中，您仍能：

• 改善首次合格率

• 大幅提高生產中品質評估的準確性

• 在滿足高度客製化需求的同時，仍可
有效利用自動化方法

• 排除不必要的重複工作，最佳化輸送
量時間

• 在複雜性逐漸提高、元件越來越小的
產品中偵測問題

• 避免因目視檢查時間拉長而導致的瓶頸

• 即時監視生產飄移，以判斷何時應重
新校正或繼續生產

除此之外，根據一家大型全球製造商的
回饋報告，客戶收到瑕疵產品的數據下
降了 25%、測試範圍擴大了 20%、每部伺
服器節省了 96 秒的檢查時間，且整體生 
產效能從 2.1 個標準差改善為 4.2 個標 
準差。1 

製造商正面臨一系列由疫情帶來的、對
業務造成長期影響的新挑戰，因此產品
想要維持最高品質變得日漸困難，但卻
日益重要。傳統的品質保證流程難以因
應這些挑戰，但 HPE 系統、第 3 代 Intel 
Xeon 可擴充處理器及 Relimetrics 軟體的 
結合，可提供以視訊分析為基礎的品質保
證解決方案，能夠讓我們趕上時下製造業
環境的嚴苛要求。HPE Pointnext Services 
和 HPE GreenLake 提供的諮詢服務大幅
簡化了從評估、部署到生產階段的起始
步驟。另外，Relimetrics 還提供簡單易用
的軟體開發環境，以及客製化機器學習
與訓練功能。

如需瞭解詳情，請造訪：
hpe.com/tw/zh/solutions/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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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解決方案合作夥伴

HPE IT 系統、第 3 代 Intel® Xeon® 可擴充 
處理器及 Relimetrics 軟體相結合，可實現 
經過測試並取得實證的 QA 解決方案，
讓您能夠藉由數位化及改善品質檢查的
方式改善製造品質。Relimetrics 軟體將產
線中的目視檢查自動化與數位化，在所
有生產階段打造完整的品質追蹤能力。

Relimetrics 與 Intel® 合作，為您提供適用
於電子組件且以 AI 為基礎的 Relimetrics 
QA 自動化系統。這款解決方案採用 Intel 
架構，可在組裝產品通過輸送帶時對
其進行分析，以偵測生產異常現象。此
外，Relimetrics 軟體可迅速與廠房現有基
礎架構整合，同時透過進階機器學習強
化現有 QA 解決方案。

相較於人的眼力，此解決方案利用影像
及視訊取得重要洞察，以更快速度更準
確地偵測異常現象。由於 HPE 系統提供
執行深度分析的能力，且 AI 功能可以在
製造車間直接發揮作用，因此客戶能親
眼見證經過改善的回應速度並快速取
得洞察。網路連線能力排除了地點和時
間的限制，讓品質工程師及管理人員能
進行遠端存取與監視。

1  HPE，「讓零瑕疵成為現實 — Relimetrics」 
案例研究，202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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