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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工業4.0」的第一步
掌握現場資料取得的關鍵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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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資訊帶入「網路(電腦的

製造革新計劃「工業4.0」，美

製造革新計劃「工業4.0」，美

世界)」，利用電腦能力來進行

國主要企業推行的IIC等活用IoT

國主要企業施行的IIC(Industrial

分析獲得知見，然後再回饋到

來進行製造業革新正加速。為

Internet Consortium)等活用IoT來

現實世界。藉由如此而能在現

此，在考量如何實現導入ICT

進行製造業革新正加速展開。

實世界當中獲得最適的結果。

或IoT的製造現場時，首先會遇

而掌握這些關鍵的就是「網宇

實際上為了實踐網宇實體系

到的是「要如何取得現場的資

實體系統」這個概念。網宇實

統，立刻會面臨的是「要利用

訊」這項問題。

體系統意即是將「物理(現實世

什麼手段來將“物”與“事”

IoT技術的活用
把握加值鏈全體的狀況，適確的進行分析．判斷，而透過正確的控制人．物．機器來
實現更高的創造價值

IoT活用流程

1收集

2分析

3掌控

4價值創造

程序革新

製造革新

現場、現品、
現狀的數位化

看清
看不見．被
隱藏的世界

IT與OT的
無間配合
OT:
Operational Technology

實踐「工業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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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為資料(資訊)，以把握現場

還有一項受到矚目的方法為活

水準的影像辨識技術套裝化，

的實態(可視化)此項課題。將大

用“影像”。

所供應的「GAZIRU」則是以

量的「現實世界」資訊數據化

按照原狀來加以捕捉現場的

雲端方式就近提供影像辨識服

的要點是“影像辨識”作為將

“物”與“事”將之數位化。

務。在製造業、流通業、報刊

「現實世界」的資訊數據化的

由於攝影機技術的進化使得影

等廣範圍獲得高評價。此外透

手段，可以利用機器數據的方

像的取得進步神速，另外「該

過將GAZIRU與各種技術進行組

法。以裝置進行生產為主流的

影像具有什麼意義」如此般影

合，而可以導入經濟簡單的影

情況下則沒有問題。但是為了

像辨識技術的進化也相當令人

像辨識技術，其優點就是可以

如此，有必要將龐大數量的感

乍舌，只要拍下影像就可一次

利用高度技術作為就近問題的

測器以及IC標籤配置在現場的

地將大量的現場資訊數據化。

解決方策。

各個角落，或是附在(貼在)每個

相當於人類視覺的影像保有

而另一方面，NEC在2015

產品上。並且必須有能夠收取

了多樣化的資訊。因此可以期

年6月發表了活用IoT進行支援

各個部材所產生的數據的無線

待在從“製作現場”到“搬運

製造業革新的「NEC Industrial

讀取器，大規模設備的追加是

現場”獲得廣泛的運用。而實

IoT」。指出其方針為從產品製

無法避免的。同時感測現狀來

際上NEC的影像辨識技術在世

造的企業知識到IoT關聯技術為

取得複雜資訊的數據化是不可

界上也獲得高評價。

止進行綜合的支援。製造業革

能的。為了補足機器的數據，

實際上在NEC已將世界最高

新的動向雖然是由德國的工業

蒐集：現場、現品、現狀的數位化(影像活用)
藉由活用受讚譽的高精度影像技術，而不用追加大型設備，可以把握現場的
實際狀況
不需標籤的個體識別系統
物體指紋辨認技術

區別零件．製品表面凹
凸的個體差別
簡單的實現個體追蹤性

世界首創※
※NEC調查

計數器文字讀取系統

不需要聯結機器
即時管理實績
製造設備
定點網路
攝影機
計量．測定 影像文字辨認技術
機器

在實際環境上附加
數位資訊
提高作業性以
及支援生手

掌握動線系統
利用攝影機讀取作業員
的動作
按照數據實施改善
作業員

AR技術
可穿戴型終
端器
AR:
Augmented Reality

位置資訊的變化
人物檢出/位置推定

位置資訊 含(變化 可
) 視化

利用攝影機讀取計數器
顯示板上的文字

活用AR作業支援系統

製造業藉由活用影像所帶來的效果，出處：NEC

2016/05

21

智 慧機械

4.0以及美國的IIC以及其他像是

現。在進行辨識大量成產品的

企業層面上各種群組所衍生出

製造來源時，只要登錄少量的

來的，在此當中NEC的「影像

樣本就可以進行整體製造來源

辨識技術」是競爭同業中所沒

的判別。附帶的，按針對1,000

有，並能掌握今後實現製造業

根金屬或塑料製的螺絲分別進

革新的關鍵為其優點。

行1,000次的識別(合計100萬次的
識別)實際試驗所獲得結果，辨

解決「現存問題」的
影像辨識

認速度約1秒，辨認率為100%。

NEC從郵件關聯的讀取技

個個體的辨認，所以不需要製

術，文字辨識技術以及指紋認

作條碼或IC標籤等。登錄．辨

西田氏強調「由於是進行各

認用的裝置易於備齊，不僅低

證技術，臉孔認證技術等，擁
有多數世界最高水準的辨認技
術。在近半個世紀的技術開發
當中，至今仍能不斷的進行
革新，其所創造出來的技術
遍及多方。此技術也將未來的
「次世代產品製造基盤」納入
視野，而對解決製造現場上的
「現存問題」有著很大的貢
獻。
由環球化以及進行全世界

NEC環球製品 ● 服務本部IT
網路支援部經理 西田諭氏

成本並且是泛用的個體識別解
決方案，能在工廠或是物流的
現場廣範圍的被加以利用」。

在此舉例：NEC所推出的是

實際上NEC的物體指紋認證技

識別各個物件稱之為「物體指

術已經接受來自多家公司的洽

紋辨識」的技術。NEC環球製

詢，以下是可以活用的參考範

品、服務本部IT網路解決方案

例。

部經理 西田諭氏說明「不僅

●

零件的流通管理(追蹤性)：

是生物，實際上物件在每個個

提包或錢包等服飾製品的零

體上也存在著固有的特徵。製

件使用「物體指紋」進行登

品或零件在製造時表面上自然

的共同採購、模組化等世界性

錄、辨識進行個體識別。對

發生的細微紋路在NEC稱之為

於是在何時，向誰，在哪個

產品製造這個傾向可以得知對

『物體指紋』。利用這些就可

店鋪購入等，提升產品的追

於「安心、安全」的重要性比

進行判斷是否是同一個模具所

蹤性。透過販賣店、製造路

起以往都還要受到重視。從世

製造出來的工業製品。此外甚

徑的特定來提高產品保證的

界各個地域所採購的一件細小

至能夠辨別由同一個模具所製

信賴性，而可以活用在製品

零件的不良或是錯誤作業，是

作出來的零件的個體差異」。

的促銷上。

可能引起重大事故或產品缺陷

當然，目前為止使用電子

的。而例如像是在螺絲這般的

顯微鏡等特別裝置的話，進行

器上所給予的圖章或商標使

零件上附加識別標籤或是進行

辨別同樣的個體並不是不可能

用「物體指紋」進行登錄、

特殊加工是有所困難的，重要

的。NEC的物體指紋認證技術

辨識進行個體識別。藉由如

的是不合成本。事實上諸如此

在世界上看來相當獨特優越的

此就算沒有特殊的識別用標

類的課題其實可以活用影像辨

地方在於，使用裝載在智慧型

籤或序號也可以判定製品的

識技術來加以解決。

手機上的一般攝影機即可實

真偽而能實現低成本並且有

22

May 2016 Taiwan Machinery Monthly

●

製品的妥當性判定：工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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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率的仿製品對策，保護品

如：誤踏入危險區域的場合可

數器面板的文字，以進行實績

牌。

以自動顯示警告進而確保安

管理的「計數器文字讀取系

零件確認、維護．點檢作業

全。

統」等。

的支援：上面所述的像是螺

西田氏提到「同樣的遠端

西田氏提到「實際情況在

絲或螺桿等難以加上標籤或

業務支援系統一般是讀取在作

工廠的生產線到設備保全或維

序號的小零件將其「物體指

業現場各個重要地點所張貼的

護點檢等多數現場，都是靠作

紋」進行登錄、辨識進行個

『標示』來進行的。但是在惡

業者本身屬於個人的熟捻程度

體識別。藉由如此將零件管

劣的環境當中常常會發生由於

而有所成立的。NEC的影像辨

理IT化，使得在裝配上後也

剝落，無法由正面讀取導致無

認技術則不須要求作業者個人

不用拆卸下來，就可以確認

法辨識這樣的弊害。這次NEC

的專業程度。換而言之誰都可

零件的長度、形狀。同時可

所開發的遠端業務支援系統是

以有同等的專業程度來將作業

以使得維護、點檢作業更加

將『標示』方式取而代之的活

遂行，進而實現高品質安全現

有效率化對於防止裝配錯誤

用所擅長的影像辨識技術，藉

場」。

也有貢獻。

由組合AR(Augmented Reality：
其他正行實用化的影像活

“搬運現場”檢品作
業自動化

用解決方案，有利用攝影機來

另外可以見到的是NEC的

在於設備保全及保守點檢

讀取作業者的動作，來支援作

影像辨識技術的適用範圍正由

等的現場實務上，以提升作業

業環境改善的「動線把握系

“製作現場”擴展到“搬運現

性或支援生手為目的來活用影

統」、利用攝影機即時讀取計

場”中。「影像、重量檢品」

擴充現實)來將問題克服」。

現場 現品
數位化
●

●

現狀的

像，利用可穿戴型端末機來進
行遠端業務支援系統正受到矚
目之中。
將複數現場作業者所配戴
的眼鏡型可穿戴裝置的影像或
聲音，串流傳送到位於遠端管
理者的電腦上共享。管理者除
了可以利用聲音即時對作業者
進行指示之外，亦可在所擷取
的影像上以文字或圖形進行反
饋，為可以進行更詳細步驟說
明這樣的系統。
如此可以對於經驗較少的
新人或外包作業員的技術進行
輔佐。同時對於作業者的位置
可以利用收訊器進行掌握，例

2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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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品的比較，提升目視檢
品的精度以及效率。
YAMATO系統開發株式會
社業已導入影、重量檢品解決
方案而實際在現場獲得相當大
的成果。近藤氏提到「進行試
算顧客側的導入效果可以獲得
『不僅能比傳統做法還要少2成
的人數來進行檢品，而時間以
及成本也削減了2成』的益處。
進而獲得的好處是可將目前與
檢品相關的作業員轉到別的工
作上」。在2015年7月23日新發

NEC系統裝置事業部
技術部長 近藤克彥氏
則是影像活用物力論具代表象
徵的行動。

表了可以進行食品、飲料品、
醫藥品等立體物商品的自動檢

進行立體物商品自動檢品的
「影像．重量檢品解決方案」

由於企業活動的環球化以及
國際間交易的增加，郵購市場

場實用化者，就算貨物不具

的擴大，隨著小宗貨物的處理

有條碼等的商品識別資訊也

量急速增加，使得貨物趨向多

可以當場特定品目。能夠容

樣化。NEC系統裝置事業部技

許貨物在斜放、部分被蓋

術部長近藤克彥氏提起，面臨

住、超出的場合也可進行核

成為物流現場重大主題的「服

對。

品系統。將於2015年度的第四
季開始提供。

影像所帶來的步驟簡
略化
由於追求新世代的產品製
造基盤的動向，可以見到未來
將其「數據化」的傾向，在於

重量(數量)自動檢品機能：量

今後將越來越明顯。透過活用

降低」、「品質維持」陸續浮

秤重量然後按所秤的商品重

影像辨識技術，到目前被認為

上檯面，「物流工程整體上的

量與事先登錄的商品重量資

不可能包含物以及事，「連結

自動化正進展當中，尚剩有許

訊進行核對，而當場得知特

的工廠」實際上可以實現減輕

多人手作業的檢品作業，而將

定商品數量的錯誤。

負擔。一方面著手引進擁有世

目視檢品支援機能：對於複

界高水準的行辨識技術的新世

因應這個課題的就是「影

數存在著，外觀缺少特徵，

代產品製造基盤，有著豐富的

像．重量檢品解決方案」。按

幾乎沒有差異的商材，則在

「發揮現今效果」解決方案的

照近藤氏所述，該解決方案是

螢幕上顯示出商品影像以及

NEC應是值得安心的率先領航

由下述三項機能所構成。

應注意的區域(查核點)。與自

者。

務的多樣化」、「省力化成本

其作業效率化為當務之急」。

●

●

●

影像自動檢品機能：此即為

動檢品相同的流程當中，可

影像辨識技術最早在物流現

以比較簡單的進行商品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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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型之工業
4.0》/長島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