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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姆龍的“10m高度IoT”
是否能夠照亮製造現場(前篇)
編譯/崔海川 大阪台灣機械服務中心 駐日代表

歐姆龍召開以「IoT時代的FA」為題的記者發表會。介紹以工業4.0為代表，在製造現場利用
IoT的浪潮中，該公司所認為的FA的未來戰略，以及在製造現場的實踐。前篇介紹該公司所提出
的IoT戰略。後篇介紹該公司在製造現場進行的IoT實踐。

歐姆龍在2015年9月29日，
召開以「IoT(Internet of Things，
物聯網)時代的FA(Factory

該公司進行實踐的製造現場以

製造業的國家戰略「中國製造

及效果。

2025」。其中，提出了「IT和
工業之融合」，顯示了加速進
行上述實踐的動向。製造業創

會。基於IoT進行的市場變革

有助於製造業創新的3
個技術

中，歐姆龍展示了該公司所設

德國工業4.0和美國工業網路

之時，我們需要看清此動向，

計的IoT的利用方式，以及製造

聯盟等，說明了以包含IoT的

現場的未來情景。此外，介紹

ICT為基礎所進行的製造業創

了該公司IoT利用實踐的製造現

新的實踐和努力正在擴大。一

場情景。本文前篇介紹歐姆龍

直以來依賴低成本人工進行人

提出的未來展望，後篇介紹在

海戰術的中國，也發佈了強化

Automation)」為題的記者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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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為國家政策，不斷擴大
思考應該如何行動。
歐姆龍認為，現在圍繞製造
業的環境變化是「機會」。

智慧機械

姆龍在自身的工廠進行實踐，

(Cyber Physical System(CPS)」。

通過構築能夠提供最優價值的

網路物理技術是，將現實世界

解決方案，在各種製造現場，

的資訊存到網路空間，利用電

創造確實有用的新價值」。

腦計算技術進行分析，再把得

那麼，在製造業創新的時

出的最優結果反饋給現實世界

代，歐姆龍具體採取了哪些行

的系統。

動呢？

為了實現網路物理技術，需
要綜合供應鏈數據基礎的「資

邁向工業4.0的3個要點
歐姆龍 執行董事 商品事業
本部長 池添貴司
歐姆龍是一家傳感器，繼

訊水平融合」，以及連接本公

德國製造業創新項目「工業

司內，從製造現場的傳感器和

4.0」引發了製造業創新活動，

控制系統等到上游的基礎系統

目標是實現「智慧工廠」。為

的「資訊垂直融合」，也就是

了實現智慧工廠，歐姆龍指出

需要虛擬和真實世界的融合。

電器，控制器等工廠自動化相

了以下3個要點。

關技術的領先公司。針對新的

1.提高效率

動向，歐姆龍執行董事、商品

2.產品上市時間(Time to marke)

事業本部長，池添貴司講道：

3.按需要的生產(Production on

超越“四現主義”
歐姆龍提出「超越“四現
主義”」。歐姆龍工業自動化

「現在圍繞製造業的市場環境

Demand)

有3個趨勢。一是『製造的高

業務公司商品事業本部企劃室

在工業4.0和其他活動中，人

度化 複雜化』，二是『全球生

長大塚隆史講道：「在製造工

們已經指出：從根本上提高這

產』，三是包括人員不足在內

廠，經常講『現場』、『現

些要點，需要「網路物理技術

物』、『現實』、這『三現主

的『生產者之變化』。能夠從
技術上有效應對這些改變的產
品出現，會帶來創新」。
這一創新的關鍵技術是，以
大數據為中心的「ICT(資訊通
訊技術)」，小型化和低成本
化「機器人」，「AI(人工智

IoT/工業4.0時代需要的關鍵技術
Industrie4.0之目標，通過“Smart Factory”的實現解決製造業的重要問題
① 提高效率

全球化、人員不足等問題，之
前就存在於製造業。由於ICT、
機器人和AI的發展，解決這些

融合IA和IT(相互作用)之系統

實現三個融合是關鍵
① 水平融合：產品開發-生產-供應鏈．PLM
② 垂直融合：感應器-控制-MES/ERP-雲端
③ 虛擬和現實的融合：CAD．模擬和現實系統

現實系統

問題變得可能。歐姆龍在提供
製造現場控制相關的各種各樣

③ Production on Demand

實現目標之關鍵概念：
“Cyber-Physical System(CPS)”之實現和進化
換言之

能)」。
池添先生說道：「高度化、

② Time to market

虛擬系統

產品
開發

ERP
MES
控制
傳感器

現實生產系統

核心技術
① 標準化和
標準接口
② 傳感技術
③ 網路技術
④ 安全防範技術
⑤ 產業軟體

供應鏈
材料

產品

的機器方面，處在獨一無二的
地位。採用這些先進技術，歐

歐姆龍認為的IoT/工業4.0時代需要的關鍵技術 出處：歐姆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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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姆龍工業自動化業務公司
商品事業本部企劃室長
大塚隆史

場」。另外，應用IoT取得數

化社會」，意思是人類和機器

據，預知製造機械等的故障，

理想地和諧共處的社會。目標

進行預防維護，這意味著「超

是實現人於機器人 機器共同工

越現在」。

作的製造工廠。」
歐姆龍預計，今後，「自

1970年開始提倡
「SINIC理論」

動化發展」將會在兩個方向展

歐姆龍1970年提出「SINIC

精度 資訊化發展，另一個是基

理論」，來說明社會、科

於人與機器的協調所產生的新

學、技術相關聯下的變化。

自動化。

現在還被視為經營的羅盤

開，一個是加工機器向高速 高

義』。但是在歐姆龍，我們加

針。其中SINIC是以下詞語的

歐姆龍所追求的3“ i ”

上了『現在』，變成“四現主

首字母，「種(Seed)」、「創

在自動化的方向性中，歐

義”。這表示了現在、過去、

新(Innovation)」、「必要性

姆龍追求實現所謂的「3個“ i

未來的時間軸。不被“四現”

(Need)」、「刺激(Impetus)」、

”」的技術創新。

所束縛是製造創新的價值。」

「循環發展(Cyclic Evolution)」。

1.控制創新(intelligence)

例如，通過實現資訊系統

雖然該理論已經提出了45年，

2.資訊創新(information)

水平融合，能夠從日本隨時確

仍能準確說明現在社會和技術

3.人與機器的協調(interaction)

認海外工廠的情況，來改善其

的變化。大塚先生說道：「以

通過控制創新實現機器生產

活動。這就實現了「超越現

SINIC理論看，現在屬於「最優

效率提高，利用資訊提高生產
效率和品質，協調人與機器保
證安全 安心。歐姆龍正在努力

歐姆龍構想的社會變化

實現以上新的自動化。

<SINIC理論>

最優化社會
人類和機器理想地和諧共處之社會

自動
優化
社會 化
資訊化 最 社會
社會
電子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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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姆龍創立者立石一真在1970年國際未來學會發表的未來預測論，今天仍然是作為經營羅盤計的理論。

歐姆龍的「SINIC理論」 出處：歐姆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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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進行M&A與合作。從2014年
4月開始，已經和微軟以及富士
通合作進行實證實驗。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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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上述目標，歐姆龍正積

2015年7月公佈了對運動控製
專家Delta Tau Data Systems公司
的收購。進一步，2015年9月
公佈了對產業機器人廠商Adept
Technology的收購。由此，積極
擴大事業組合。另外，2014年12
月和機器人創業公司Cyberdyne
建立了業務合作關係，在“人
類”自動化領域進行了部署
※)。

智慧機械

※)相關報導：「生產革命」
的目標：“人”自動化的世界

在10m高度發揮實力
但是，無論怎樣擴張事業組

場」。

由此，到2020年實現全部FA
產品的IoT化。大塚講道：「首

前篇介紹了歐姆龍在製造

先推進在感應開關和光電感應

業創新方面的舉措和採取的戰

器上IO-LINK的應用。預計在

略。後篇將介紹為實現這些創

2016~2017年，早期產品就會登

新，歐姆龍工廠進行的實踐。

合，歐姆龍不能占領從ICT到製
造工廠的全過程。那麼，歐姆
龍的實力到底體現在哪個領域
呢？
大塚先生強調「歐姆龍的

資訊化時代歐姆龍所關注的領域
主要在接近生產線/設備製造現場的層面，推動IoT資訊化、AI、機器人之領域
的進化，創新產品製造。另外，在上層，與合作公司進行開放型創新。

實力在“10m高度以下的世
客戶公司/
價值鏈上的公司

界”」。如果以高度來比喻維
產業

對應的基礎和上級系統是俯瞰

IoT(資訊化)

現場100m高度的世界。收集現
場資訊，和上級系統相連接的

Cloud

以超越人的速度
傳輸變化，
收集儲存數據。

工廠

產業用PC級別是10m高度的世

推進與合作公司的
開放創新

AI

推進自學習，實現
最優化的及時控制

他公司D

界。感應器和製造裝置所在的
現場是0-1m高度的世界。歐姆

他公司C
他公司B
他公司A

持生產工廠的結構，IT供應商

消費者

機器人

製造現場

基於和人對話得
到的資訊，機器
人以最適合人的
方式行動

龍的實力體現在這些10m以下的
領域。大塚先生說道：「針對
10m以上的領域，通過與合作公

資訊化時代歐姆龍所關注之領域 出處：歐姆龍

司的協作和共同開發，來構築
整體解決方案」。
歐姆龍自身的產品定位於

歐姆龍自動化工廠的優勢

「ILO+S」(Input、Logic、

在變動劇烈的市場“成長期”，歐姆龍結合自己的優勢
「ILO+S」和「R」，提供獨自的自動化

Output、Safety)，今後將吸收

<歐姆擁有的高度配合的控制>

所收購的產業用機器人，將產

Input

品擴大為「ILO+S+R」。推進

伺服

“10m高度以下”產品群的資
作為其中一環，正在推進對

纖維感應

應「IO-LINK」的新感應器產
規格IEC 61131-9所規定的感應
器，以及促動器通訊的標準化
技術。現在，以歐美廠商為中

控制

圖像感應

訊化，促進製造現場的創新。

品。IO-LINK是應用於國際標準

Output

Logic

Safety

非常停止開關

PLC

變頻器

9/1完成收購
Delta Tau公司製
運動控製器

安全控制器

安全光幕

Robot

心，全球範圍內的對應產品在
不斷增加。

歐姆龍的產品線展開 出處：歐姆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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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姆龍的“10m高度IoT”
是否能夠照亮製造現場(後篇)

編譯/崔海川 大阪台灣機械服務中心 駐日代表
本文介紹歐姆龍製造現場中IoT的應用。前篇說
明了歐姆龍構想的IoT戰略。後篇將介紹歐姆龍製
造現場的IoT應用實踐以及效果。
歐姆龍於2015年9月29日在位於滋賀縣草津市的
本公司工廠，召開以「IoT(Internet of Things，物聯
網)時代的FA(Factory Automation)」為題的記者發表
會。工業4.0以及工業網路等，利用IoT進行的製造
業創新不斷擴大之時，歐姆龍是怎麼思考將來的
製造業的呢？又是計畫在那個方面對其做出貢獻

歐姆龍 IAB 商品事業本部 草津工廠工廠長
全球製造中心長足立義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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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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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每日進行500回切
換安排的多品種少量
生產
在介紹歐姆龍製造現場的IoT
利用之前，首先介紹該公司工
廠和製造現場所追求的狀況概
要。
歐姆龍的工業自動化業務公
司(IAB)擁有的全球生產據點，
包括一些所投資的公司，在國
內有3個，海外有5個，合計8個
據點。前篇已經介紹過，製造
現場所處的市場環境有「製造
的高度化 複雜化」、「全球生
產」、「生產者的變化」的三
個趨勢。歐姆龍製造現場同樣
需要在這些方面進行創新。
進一步，和通常的工廠相
比，歐姆龍所生產的產品具有
「多品種少量性」的特點。例
如，在草津工廠，產品項目超

過4,000種。另外，每月生產台

少量生產的生產效率，探索了

數在20台以下的產品項目比率

多種多樣的做法」。

超過90%。也就是，「非常多種
這樣的工作為主。因為生產設

應對市場變化的一個
手段是IoT

備有限，所以生產線的「切換

另一方面，在「製造的高

安排」必然增加。在草津工

度化 複雜化」「全球生產」

廠，基板安裝工程每條生產線

和「生產者之變化」三個變化

平均每天切換39回，組裝 捆包

的緊逼之下，和原來一樣依靠

工程每條生產線平均每天切換6

人力的改善活動的界限逐漸顯

回。在草津工廠有基板安裝工

現。這種情況下受到注目的是

程6條和組裝 捆包工程50條，以

IoT。歐姆龍面向強化製造力，

此計算，草津工廠整體每天要

著眼全球化，將各自工廠的實

進行500回切換安排。

證中獲得的經驗共享，做成標

類的產品，每種生產一點點」

歐姆龍IAB商品事業本部草津

準，推進「全球化標準」。針

工廠廠長、全球製造中心長足

對IoT，歐姆龍工廠也在推進實

立義博講道：「雖然控制機器

證，將取得的成果標準化後進

從整體上看，是需要進行多品

行擴展。

種少量生產的行業，但是全球
來看，歐姆龍的產品項目都算
多的。為了提高其中超多品種

草津工廠的介紹(超多品種少量生產)
為了快速應對多樣化的需求，每日進行500回的切換安排

即使簡單的系統也可
實現30%的生產效率
改善
現在，歐姆龍工廠進行的實
踐吸引了很多參觀者的到來。
包含已有的成果，機器的導入

生產量(Quantity)

等也在進行。在本公司工廠實
踐商品事業本部製造的機器價

草津工廠內部生產之特點
4,000以上
生產品目登錄數
90%
月產20台以下品目數比例
中國生產
基板安裝工程
39回/line
每日平均切換
×6 line=230回/日
安排回數
6回/line ×50 line=300回/日
組裝•捆包工程

值。在本公司內確實產生價值
之後，向客戶提供。
其中，最初的目標是「安裝
線的可視化」。首先，將從表
面安裝機生產線的各機器到生

超多品種少量=日本生產

產品的輸入輸出數據作為工作
日誌。通過本公司的「機器自

IAB商品生產量構成(P-Q分析)

品目數(Product)

動控制 Sysmac N」，和用微軟
的數據庫系統「Microsoft SQL

歐姆龍草津工廠超多品種少量生產的概要 出處：歐姆龍

Server」收集上述數據。富士通

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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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了收集這些工作日誌的結

製造！富士通開始在歐姆龍草

只是「生產品什麼時候通過了

構，以及及時顯示生產狀況的

津工廠進行實證實驗

安裝機器」。即便如此，作為

這個「生產可視化」是非常

改善原有生產的一環，導入大

簡單的系統，可視化的數據也

約1年時間，實現了約30%生

系統。※)
※)相關新聞：用大數據分析

產效率的改善。在同一條生產
線上實現了1.3倍的生產量。另

利用公司生產現場進行實證實驗的目標

外，雖然在生產現場發生問題

IAB願景
“創新自動製造，豐富世界民眾生活”

之時需要找出改善點，但是尋
找改善點需要大量時間。這個

通常之價值提供路徑

商品事業
本部

營業本部

顧客

創造價值

傳遞價值

實證事例之應用

利用價值

基於實證實驗的價值提供路徑

實證事例之形成

利用本公司商品，通過創新本公司工廠製造，提高產品的
QCD，形成及時解決製造業課題的實證事例。
IE + Automation實踐

•基於IAB商品和技術應用的自動化
•NJ大數據，IOT應用
•全球標準化
•生•閒•企•本公司職能•裝置製造商聯合

歐姆龍利用公司生產現場進行實證實驗的目標
出處：歐姆龍
多品種高速SMT線
生產軌跡可視化
~向超高效率多品種少量生產的挑戰~

系統不僅將這一時間降低到了6
分之1以下，而且即使不是熟練
技術人員也可以找出改善點。
這個是此系統的副產品。
具體來說，對之前沒有認
識到，比如切換安排損失的改
善、裝置暫停的改善等問題進
行解決，增加了生產量，實現
了生產效率的提高。足立先生
對此成果講道：「在依靠人力
提高生產效率接近極限之時，
實現了30%的生產效率的改
善」。

在海外生產現場利用
IoT進行可視化
根據2014年採用的安裝線可
視化實證活動的結果，歐姆龍
在2015年主要從3個方面擴大IoT
利用。
第一方面，本次草津工廠
的安裝線可視化的「海外展
開」。草津工廠的安裝線可視

在安裝線上的生產軌跡可視化實證的情景。各條線表示生產
品的通過時間。生產品之間，長時間的間隔表示進行切換安
排之時。據說可以獲得新的見解。比如：線之間的間隙慢慢
變大的話，可以理解為在某些地方產生了“浪費”。
出處：歐姆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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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系統在上海工廠和荷蘭工廠
採用。草津工廠的安裝線可視
化系統上升到雲端，各個工廠
的生產線數據隨時在雲端收
集，不僅可以共享數據，還可

智慧機械

以更早開展系統建立。上海工

獲取在製造裝置中製造品的通

廠已經開始採用，荷蘭工廠在

過時間，也可以獲得更加詳細

準備中。雲端系統採用的是微

的數據，從而進行業務改善。

軟的Azure IoT Suite。

這是之前沒有接觸過的領域，

足立先生講述了它的優點，
「通過和草津工廠開展同樣的

通過品質創新實現
「PPB」
2015年新的IoT利用活動的第
二方面是「品質創新」。2014

一定意義上，有可能比安裝裝

年的應用只取得了生產品通過

置取得更高的生產改善」。

系統，即使在上海和荷蘭等遠
處，也可以進行相同的生產效
率改善活動。另外，可以更容
易發現遠處工廠的生產異常。
因為在雲端開展系統，今後有
可能即使對象工廠增加，系統

①通過安裝線的可視化改善生產之成果
生產效率改善
：30%
改善點的抽出時間 ：1/6化

同一生產線實現1.3倍生產
新手也明白哪裡需要改善
現在! (導入後1年不到)

系統導入之後不久(2014’4)

還可以照原樣開展」。

組裝模組化生產線上
的IoT利用
此外，作為新嘗試，在上海
工廠，不僅在安裝機生產線，
也在組裝生產線上採用。因為
組裝生產線基本上都是人工進

主要的改善方法
1.切換安排損失的改善
(一下子切換、切換時間重複損失削減、部件補充的近身化)
2.生產量的改善
(裝置暫停的改善、生產線平衡損失的改善、頭部運動最優化等)

行組裝作業，本來需要高精度
傳感器來獲取人的動作。但

通過將安裝線可視化改善生產的效果 出處：歐姆龍

是，現在的系統只能取得「生
產品的通過時間」，所以只要

②可視化的海外展開(雲端利用)

記錄作業工程中的通過時間就
可以。在歐姆龍上海工廠，將
組裝生產工程內使用的生產輔
助機器和夾具等通過Sysmac NJ
系列連接，取得生產品的通過

•在草津工廠實證過的利用製造大數據的生產效率可視化，向海外展開
•在上海工廠，開始了在人和機械混合一起的組裝細胞線的實證
•利用雲端，不僅可以共享數據，系統建立也變得容易
可視化

草津工廠

上海工廠

訊息。
歐姆龍IAB商品事業本部草津

現在的草津SMT線

雲端

表面安裝線
組裝細胞線

工廠製造部製造1課長水野伸二
講道：「因為組裝生產線是人
工進行的，沒有自動取得時間
的方法，之前通過計時器測量

表面安裝

荷蘭工廠

可視化

(展開計畫中)

時間，採用直接時間分析法。
但是，我們著眼於組裝工程中
採用的各種各樣製造裝置。只

表面安裝線

安裝線可視化海外展開之概要，出處：歐姆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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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訊息，現在正在討論增

此準備分析不良原因的工具。

足立先生講道：「現在，對

加品質訊息，從而面向品質改

在分析實證的同時提高分析精

於焊接的品質，實現了不良率

善的實用性。

度。和之前所述的安裝線可視

100萬分之1(ppm)級別。這次，

表面安裝線的流程數據和檢

化一樣的系統在外，還採用了

根據品質創新，目標是實現更

查數據綁定在生產品上，將其

以TIBCO的Spotfire為核心的東芝

高級別的品質。具體來說，

和MES訊息連接起來管理。據

BI工具「Meister BiQ(暫定)」。

追求10億分之1(ppb)級別的品
質」。

上海工廠組裝細胞線上可視化的應用
利用時間線工具使各自動機(LCIA)的開始•結束訊息、錯誤訊息可視化，
應用於不良原因的分析和工程流改善。
時間線
Cloud

收集工程數據，實現
設備的預先維護
IoT應用的第三方面是「預
先維護」。通過IoT取得生產
設備狀態的數據，進行大數據
分析，在損壞之前，交換即將

時間線工具
—基於安裝
線大數據。
實用化產品
的橫向展開

破損的零件。這是減少停止時
間，提高生產效率的實驗。具
體來說，在綾部工廠，在攝像
頭控制器和感應器通信元件、
UV照射機和鐳射變位、讀碼
器等生產中所使用的高效率耦

上海工廠模組化生產線上可視化的應用 出處：歐姆龍

合元件校直機的設備維護中應
用。
在粘結LED和鏡片、反射鏡

③數據分析之進化(品質創新)

的工程中，粘結這些零件時，

在表面安裝線，構築從流程數據和檢查數據分析不良原因的工具。
在分析實證的同時，進一步增加數據量，提高分析精度。
From [2014年度末]
數據量 約8.4萬件/日
製造實行系統(PRIMEIT)

大數據系統

吸附噴嘴會因為污垢和摩擦發

To[2015年度末]
約52萬件/日 (約6倍)

生吸附失誤。歐姆龍計畫實現

以統計和事件的聯動性為基礎，導出不良
和流程數據的相關。因果關係。

在上述失誤超過某個臨界值
時，進行清洗的加工流程。現

線終端

狀是進行定期檢查，每月交換1
4M訊息
(Man/Machine/Material/Method)

直接
連接

回，將來謀求效率化。
統計•事件處理

安裝流程數據

相關分析工具

足立先生講道：「根據實際
的利用，獲取數據，由此可以

檢查•測量數據

做出更加正確的零件交換的判
表面安裝線

基板檢查裝置

VT-S730

利用IoT進行品質創新的概要，出處：歐姆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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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現在因為定期進行交換，
存在實際沒有怎麼使用也交換
的情況。相反，也有為了更多

智慧機械

在生產現場，持續性改善生產
效率的要求下，在摸索改善對
策。曾經有針對上述情況討論
的機會，『這樣的話，摸索一
起應用的方式』。如此，在本
公司開始了實踐」。也就是，
最初可以說對成果是半信半疑
的。
考慮在製造業利用IT的時
候，對於製造現場的人們，IT

品質創新的畫面示例。可以集中確認各式各樣的數據。
出處：歐姆龍

的利用是遙不可及的。另一方
面，對IT系統部門來說，無法
理解製造現場的觀點，相互之

智能化 (預先維護)

間存在很大的溝通隔閡。實際
上，在歐姆龍的實證實驗，產

設備收集和分析工程數據，監視異常，能夠提高設備生產效率
光纖傳感器
(E3X/E3NX)

高效率耦合元件校直機
構成利用大數據的系統

鏡片•反射鏡吸附的預先維護

品質•生產效率•設備訊息，通過PLC直接收
集到DB生產效率狀態在平板終端機隨時可視化

數據
集中管理
ト:
SQL
Server

高效耦合件

[FROM]

定期檢查
交換(月1回)

服務器PC

PLC(NJ501)

手冊作業
(帳簿)上管理履歷

平板終端
PC

洗淨時間

[TO]

元件構造
(斷面圖)
鏡片
反射鏡

黏著劑

可以實現結合生產實際定期交換
<問題>•如果有異常損耗會發生暫停
•即使部件正常也需要更換

流量(∮/min)
D6F

包裝

附著錯誤
吸著不可
確定臨界值，最優化管理
設備來管理履歷訊息(管理工作量減)

應用IoT實現預先維護 出處：歐姆龍

生成果之前有很多的問題。
水野先生講到：「例如，雖
說取得生產品的通過數據，如
果每個製造機器不同期的話，
出來的結果沒有意義。最初困
惑『為什麼會出現沒有任何意
義的數據』。

要點是從小成果起步
跨越這些隔閡，製造業對IoT
利用有哪些需求呢？
水野先生講道：「如果從
製造現場的立場來說，首先從

地使用，增加了附著失誤的情

中，還不能夠確信最初開始的

小的起步開始。看清會產生小

況。僅僅這些狀況的改善，就

IoT利用已經產生了「令人欣喜

成果的地方，嘗試簡單的啟

有利於提高工廠的生產效率和

的成果」。

動。產生了一定程度上有內容

降低成本」。

水野先生講道：「IoT利用的

的數據的話，製造現場的人們

契機是搭載了通用CPU具有各

如何彌補製造現場和
ICT的隔閡

會湧出改善的主意。『想做這

種各樣擴張性的『Sysmac機器

個』、『想獲取這個數據』

自動控制NJ系列』的採用。有

等，成為改善活動武器的行動

雖然歐姆龍推進了各種各樣

的時候很難說出高性能Sysmac

會擴展開來。因此，首先使其

的IoT應用，但是在本公司實踐

NJ系列的優點。另一方面，

看到小的成果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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