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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測試設備真正的「整體擁有成本」

白皮書

摘要 — 當您需要針對測試設備的採購、升級或維護做出重要決
策時，設備擁有成本一直都是首要考量。然而，要依據那些標準
來建立整體擁有成本（TCO）模型，很快就變成涉及多個層面和
各種情緒的爭辯。但凡跟測試設備的取得和操作成本有關，我們
便很難草率做出決定。如果從產品生命週期（PLC）成本或效能
導向物流（PBL）的觀點來看，我們可建立更準確的成本模型。
深入了解與這些資產之取得、操作、維護、遷移和處置相關的直
接和間接成本，有助於建立準確的 TCO 模型。本文將介紹測試
設備的 PLC / PBL 成本，並說明一個可協助您針對不同選擇做出
取捨的 TCO 模型。
原刊登於 IEEE AUTOTESTCON 2010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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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量測設備一直被視為是確保公司製造的電子產品想達到零缺陷的必要工具。70 和 80 年代是電子
產品高速成長的時期，許多原因促使製造商競相添購量測設備，但其中最重要的驅動力是由於電子
設計的不一致性。設計工程師多半使用業界慣用的試算表，或他們自行開發的表格，來計算設計邊限。
到了 90 年代，隨著電子設計變得更加複雜，大多數設計工程師被迫使用專業的模擬工具。結果證實，經過
精密模擬的設計，有效縮小了理論設計和實際產品之間的效能差距。利用設計模擬，加上外包製造商
的高品質製造方法，使得電子產品具有超過 95％的良率。不過，問題仍然存在。如果電子產品的品質
這麼卓越，我們為什麼還要支付這麼多測試費用？ 或者我們應該問︰ 真正的測試費用倒底是多少？
在 90 年代，電子產品開始提供更出色的效能、控制性和更多資訊，而消費者期待以更低價格獲得更多
的功能、不變的品質和更多元的產品。在全球化經濟浪潮中，製造商面臨著削減成本的巨大壓力，因
為大家都可以取得相同的勞動力、零件供應鍊和設計工具。這使得業界將採購重點聚焦於整體擁有成
本（TCO）。TCO 一詞首先在半導體產業中廣為流傳，他們體認到採購決策的重要性，遠高於初始購置
成本。而半導體產線的建置成本動輒就是數千萬美元。進一步的分析顯示，在設備的整個使用生命週
期中，擁有和操作資產的相關成本，可能遠遠超出購置成本。
本文將介紹電子量測設備的 TCO 模型，並說明為什麼操作成本，而非購置（資金）成本，是降低整體
擁有成本的關鍵因素。此 TCO 概念可協助設備擁有者做出明智的採購決策。此外，文中將展示 TCO 變
數如何在整個產品生命週期中，大幅改變量測設備的擁有成本。
原刊登於 IEEE AUTOTESTCON 2010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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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成本
許多專文針對測試成本（CoT）進行了廣泛的探討。目前業界已建立
了一些 CoT 模型，但這些方法都有相同的問題，就是僅在單一時間
點計算 CoT。換言之，它們雖然計算了購買成本以及幾年後所剩的
殘值，但通常以「平均」成本來看待其他費用（如預防性和修正
性維護費用）。從 PBL 研究中，我們已得知產品成本不是線性的，
而且不能僅在一個時間點進行評估。折舊和修理費用便是很好的
例子。根據所使用的會計方法，折舊可採三年或五年分攤，而大多
數量測設備的折舊年限可能更短。無論採用何種方法，五年內殘值
就幾乎等於零。在折舊年限內，設備故障的機率相對較低，然而
五年後，故障的機會開始升高，並且隨著設備老化而持續增加。
因此，您決定建立操作模型的時間點，將全面影響使用 CoT 工具
所產生的成本計算結果。在第 1 年，主要費用是購置成本，到了
第 10 年，維護和停機因素將導致費用節節攀升。所以，您計算出
的成本是多少？ 其實，最準確的數值是設備在預期使用壽命內的
平均成本，其中計入了設備老化所衍生的各種費用。

原刊登於 IEEE AUTOTESTCON 2010 期刊

了解真正的 TCO 後，您將發現使用 CoT 模型來計算平均成本會產生
誤導。讓我們以使用相同設備的兩條生產線為例。假設兩個 CoT
模型所求得的成本相同，唯一的差異是一條生產線具有測試速率
瓶頸，另一條生產線沒有。使用 CoT 模型時，這個因素通常不會
影響計算結果。相較之下，TCO 模型會將這個瓶頸納入可靠性和
維修完成時間等參數中。在有測試速率瓶頸的產線上，任何停機
時間都會影響到生產速度，進而影響營收。
我們再來討論另一種狀況，就是必須在兩家測試設備製造商中擇一
配合，以建立一條新的生產線。其中一家的測試設備售價較高，
但故障率較低；另一家則恰好相反，售價低、故障率高。採 CoT 模
型時，售價較低的資產似乎是較有利的選擇，但如果將 TCO 納入
考量，則預先支出較多預算在更可靠的資產上，才是明智的抉擇。
雖然 CoT 和 TCO 模型有很多差異，但其實這兩種方法是互補的。
如果您想在生產週期中建立準確的 CoT 模型，或藉由比較兩個不同
的量測設備，以獲得準確的 PBL 成本，則 TCO 為深入了解成本結構
的基礎。讓以下將探討 TCO 模型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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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擁有成本
TCO 的定義

TCO 成本要素

TCO 被定義為在其使用壽命內，擁有和操作一台設備的總成本。
是德科技為測試和量測產業開發了 TCO 模型，其中包含資本支出
（採購成本）和操作費用這兩個核心要素。資本支出的結構相當單
純，折舊年限是唯一的變數。資本支出是取得與安裝儀器的成本
（Ca）。而操作費用則可細分為各種不同的項目，您可以決定要將
哪些明細，以何種形式，納入 TCO 模型中。本文提出的 TCO 模型，
將操作費用細分為下列要素：

設備的校驗（即計量）通常是構成預防性維護費用的最大成本要
素。因此，要降低計量成本，唯一的方法就是延長校驗週期。除
了校驗成本之外，其他重要變數包括儀器完成校驗時間（TAT）、
物流成本和任何「維修成本」，以便讓儀器調整到校驗後的狀態。
預防性維護成本還包含其他定期發生的費用，例如固定更換磨損
零件的費用等等。

– 預防性維護 — Cpm
– 維修 — Cr
– 減少停機時間 — Cdm
– 技術更新 — Ctr
– 培訓與教育 — Cte
– 轉售價值或處置成本 — Crv
– 設施 — Cf
– 其他 — Co
以下為計算整體擁有成本的公式
TCO = Ca + Cpm + Cr + Cdm + Ctr + Cte + Crv + Cf + Co

維修，有時也稱為修正性維護，通常指非計劃的故障事件，例如設
備故障。就此 TCO 模型而言，修正性維護成本包含進行修復、修
復後重新校驗、移除 / 運送 / 重新安裝（物流），以及驗證設備性
能等種種成本。我們可藉由簽訂維修合約來確認維修成本。如果
設備擁有者想要的話，也可以針對每個故障事件（P.I.）個別採購
維修服務。依據 您可以預估一年中儀器可能發生問題的次數，以
便估算年度的單次修理成本，也就是將每次修理成本，乘上每一
年可能出現的設備故障次數。乍看之下，P.I. 策略的成本似乎較低，
但其實您沒有考慮到，維修合約可提供更短的修復 TAT，並可減少
停機時間。
一旦停機，設備擁有者就無法使用儀器，這樣的代價相當高昂。
為此，您需在 TCO 算式中加入成本變數，例如每週租賃費率，
因此公式變成：無法使用設備的成本 =（購買價格）x（租賃費率）x
（修復 TAT）。
高效能量測設備的每週租賃費率通常佔儀器採購價格的 2% 至 5%。

原刊登於 IEEE AUTOTESTCON 2010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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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企業而言，計劃之外的修正性維護事件（例如設備故障），其
後果可能非常慘痛，甚至可能帶來災難性結果。舉例而言，如果量
產製造環境中或是重要研發應用所使用的測試系統無法運作，可能
導致訂單被取消、業務商機流失，讓企業蒙受總金額高達數百萬美
元的損失。由於這類停機事件很難估算或預測其損失，TCO 模型並
未將這部分的成本歸類到修復成本項下，而是用成本規避方法與策
略（通稱為減少停機時間策略）來避免產生這種「災難性」成本。
例如，您可購買可靠性更高的儀器、縮短儀器完修時間，並增加測
試容量等等。
技術更新（有時稱為產品轉移）是指設備擁有者希望將其資產升級
為具有更高量測能力，或是具高速量測速度的產品。產品轉移成本
通常源自於設備擁有者為確保新的設備在測試過程中之向後 / 向前
相容性所進行的投資。而開發與編輯測試程式碼，以確保設備在測
試過程中的相容性，所花費的成本相當可觀。這些都是一次性費
用，應均攤在所有可帶來獲利的現有設備。
基礎設施成本則包括操作設備所需的電力和設備的佔地面積。
當設備使用壽命結束，可透過銷售、換購，或設備回收等方式來
處理資產。在 TCO 模型中，銷售和換購都被當作是可扣抵的成本。
在 TCO 公式中，高轉售價值成為優質產品供應商的策略性優勢。
企業可能還需要納入其他的 TCO 成本，包括耗材，例如連接器和
電纜。

原刊登於 IEEE AUTOTESTCON 2010 期刊

減少災難性停機成本
如前所述，隨機出現的非計畫性停機事件（設備故障），極可能
使企業蒙受災難性的損失。但我們無法以準確又可信的方式估算
停機成本。因此企業需開發並部署設備運作策略，以減輕（或消
除）非計畫性停機事件的衝擊。現在有許多減少停機時間策略可
供工程和管理階層選擇，包括：
1）高可靠性
– 選擇具高可靠性的產品。
2）Low Repair TAT
– 選擇提供最低修復 TAT 的送回維修（return-to-depot）服務供應商。
– 由簽約的服務供應商來進行現場修復，或在內部培養現場維修
能力。
– 購買延長保固服務合約，以減少或消除物流、行政和採購延遲。
3）增加容量與備援
– 購買並保留額外的製造測試容量。
– 購買備用設備。
– 購買備用零件（自行維修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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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O 成本要素隨時間的變化
在 TCO 公式中，某些因素將導致成本隨時間而變化。例如，設備
的可靠性（影響修復成本和停機成本）通常遵循典型的可靠性浴缸
曲線。這條曲線最初會有一段改善故障率時期（新設備損壞率），
隨後是一段固定故障率時期，最後是故障率升高時期（磨損）。電
子量測設備的機電裝置是易於磨損的機構。導致 TCO 成本出現變
化的另一個因素是校驗週期（影響計量和預防性維護成本）。為了
讓企業正確地計算未來的運作成本，建立 TCO 成本隨時間變化的
模型至關重要，如圖 1 所示。
整體擁有成本 - 每年的費用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資本支出

第4年

第5年

第6年

第7年

表 1 列出產品 A 和 B 之設備擁有成本中的關鍵差異。

表 1：

產品 A

產品 B

購買價格

$100,000

$75,000

每個 DUT 的測試時間（秒）

75

100

量測速率（每週可處理的 DUT）

4400

3300

校驗間隔（年）

2

1

年度故障率

8%

13%

年度簽約維修成本

$2,200

$1,300

修理期間的停機時間（天數）

2.0

30.0

減少停機時間（保留容量）

4%

7%

程式碼開發成本

$10,000

$50,000

轉售價值

$25,000

$10,000

第8年

運作費用

圖 1：整體擁有成本隨時間的變化

TCO 高於採購價格
在 TCO 公式中，採購價格通常被視為是最重要的成本要素。很多
時候，採購價格甚至是公式中的唯一要素。讓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其中效能、計量和可靠性等因素，對於 TCO 計算有極大的影響。
產品 A 是高成本的測試解決方案，售價 10 萬美元，可提供更高的
量測速度、更長的校驗間隔、出色的可靠性，和更高的程式碼相容
性。由於具有高可靠性，產品 A 的使用者只需保留較少的測試容
量，以防止設備故障等計劃外的停機事件（即下表中的減少停機時
間）。產品 A 的供應商還提供現場維修，這是產品 B 的供應商無
法提供的服務。現場維修服務合約雖然使得價格升高，但是與送回
原廠維修合約相比，大幅降低的修復 TAT 讓這個採購變得超划算。

原刊登於 IEEE AUTOTESTCON 2010 期刊

產品 B 在許多設備擁有成本要素方面均略遜一籌，不過售價低了
25％。業界認為產品 A 具有較高的內在價值，它在公開市場中的
高轉售價值證明了這一點。

測試設備在製造環境中每週運作 96 小時，使用壽命為 8 年，折舊
攤提為 5 年。停機損失（每週 4％的購買價格）反映在修復、校驗
或其他預防性維護期間，設備停止運作的成本。測試軟體開發成
本以確保程式碼相容性，平均攤提在 20 個已安裝的測試系統。
執行 TCO 分析後，結果顯示擁有和操作產品 A 的生命週期成本為
137,000 美元，而產品 B 的生命週期成本為 160,000 美元。如將速
度優勢納入考量，產品 A 顯然是更划算的選擇。產品 A 的 TCO 結
果顯示每個 DUT 的成本為 10.1 美分，而產品 B 的 TCO 則顯示每個
DUT 的成本為 14.8 美分，如圖 2 所示。產品 A 不僅總運作成本更低，
而且就 DUT 成本來看，產品 A 的資本支出也低於產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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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整體擁有成本 - 每年的費用
（平均成本隨時間的變化）

本文比較並對照了測試成本和整體擁有成本模型。這兩種技術本
質上是互補的，並有重疊之處，但 CoT 的缺點之一是它通常僅計
算某個單一時間點的成本。本文介紹的 TCO 方法藉由提供一個模
型，來計算設備整個生命週期中的重要設備擁有成本，進而縮小
此一落差。

運作費用

運作費用

由於技術已不再是提供差異化的競爭手段，並且由於採購部門多
半根據購買成本做出採購決策，因此了解真正的設備擁有成本，
對於企業的成功變得越來越重要。前期取得資產的成本較低，不
代表在其使用生命週期內，擁有和操作該設備的總成本較低，因
此也不代表所製造之產品的 CoT 較低。

資本支出

資本支出

產品 A

產品 B

圖 2：以每個 DUT 成本表示的 TCO

您需了解測試設備運作費用的主要差異。圖 3 顯示，計量成本和維
修成本是導致產品 A 和產品 B 之資本支出出現重大差異的兩個關
鍵要素。產品 A 具有較長的校驗間隔，是其最大的 TCO 優勢，結
果反映在較低的計量成本上。出色的可靠性和維修期間較短的停機
時間，是產品 A 得以降低維修成本的因素。事實上，這兩個因素大
大抵消了產品 B 提供的較低簽約維修成本。

TCO - 依運作成本分類的每個 DUT 成本

維修

減少停機時間

圖 3：以每個 DUT 成本表示的操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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