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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數據驅動製造現場的

「第4次產業革命」方面，日本

總算行動起來了。針對在政策

制定以及技術和實際應用方面

都領先的歐美，日本採取的追

趕秘技，似乎是徹底有效使用

「機器人」。

朝向革命實現的信號已經

發出。日本政府2015年1月發

表的「機器人新戰略」之大目

標是在日本全國利用機器人，

實現「世界第一機器人應用社

會」。

這個新戰略的背後，能夠清

楚地看到，日本希望徹底有效

利用自己所擅長的產業用機器

人，在以生產線自動化和IT化

為前提的「第4次產業革命」

中，一口氣迎頭趕上。

儘管如此，實現此革命的障

礙還有很多。如何將產業用機

器人的利用擴展到中小企業和

眾多行業的製造現場，連接機

器人和使用者的系統整合廠商

(者)的培養如何進行。

如何建立不同設備機器和

企業間數據之「連接」機制，

這個課題才剛開始。到底能否

趕上正在加速推進的通信規格

和控制軟體的國際標準化。解

決一個個課題，擴大機器人市

場，在遙遠的前方，可以看見

將所有物體 人與網路連接的IoT

時代中製造業的樣子。

成為世界第一機器人
據點

徹底有效利用機器人，在IoT

時代的國際競爭中勝出，日本

的產業戰略「機器人革命」迎

來了真正的啟動。    

2015年1月23日，以安倍總

理為本部長的自民黨 日本經濟

再生本部發表了「機器人新戰

略」。5月15日創立了戰略推進

主體「機器人革命Initiative協商

會」。

新戰略中樹立了3個實現革命

的支柱。

1. 將日本變成世界機器人創新的

據點。

邁向第4次產業革命之
「機器人大國」

文/苗馨允   名古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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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世界第一利用機器人的社會

為目標，實現在全國各處採用

機器人。

3. 和IT融合，製造能夠熟練使用

大數據、網路、人工智能的機

器人，在IoT時代以機器人領

先世界。

新戰略總括了從產業用到服

務、醫療用機器人。聚焦於其

中的製造領域，其內容大致可

以總結為圖1。

在新戰略中，2020年為止的

5年設定為機器人革命實行期

間，官方和民間總計對機器人

項目進行1,000億日元規模的投

資。製造業領域的機器人市場

規模到2020年達到1.2兆日元，

為現在約6,000億日元的2倍。

計畫提高組裝工序的機器人比

率，大企業達到25%，中小企業

達到10%。包含服務 基礎設施

全領域在內，2020年的目標市

場規模是2.4兆日元。

「Easy」是普及的關鍵

新戰略中，以製造領域為主

體的「產業用機器人進化 普及

之課題」有以下3點。

1.「頭腦(AI)、眼(感應器)、指

(控制)的高度化」。

2.「(通過利用機器人)將勞動生

產率提高2%以上，實現日本

國內製造的競爭力強化」。

3.「推動系統整合相關事業市場

規模，以高於機器人市場的速

度成長」。

其中，之前由製造商 用戶進

行的針對1及2的探索和努力就

在進行。3所述系統整合(SI)，

在計畫措施等各個方面都明顯

落後。因此，新戰略將「連接

用戶和製造商之系統整合SI的培

養」作為一個重點。

圖1   日本政府描繪的機器人產業革命－聚焦製造業用

今後          年執行機器人革命期間 國際戰略

‧官民計1000億日圓的機器人相關投資計畫
‧市場規模年2.4兆日圓(現狀6000億日圓)
‧福島機器人實証設置

美國電腦雲端
 (google等)

德國工業4.0 
(西門子等)

使用大資料庫
獲取附加價值

連接製造機械
標準化的領導

規制改革

相關法規修正10條 (機器人使用電波規範
整備、飛行機器人規範整備等)

戰略Ⅰ

在工藝現場以機器人為基礎，取得國際標準

戰略Ⅱ

機器人使用例活用和資料積累

戰略Ⅲ

從資料創造財富，強化人工智慧技術，世界最高
水準

出典：自民党、日本  再生本部「ロボっト新戰略」を參考に日本物流新聞社作成

基盤整備

系統實踐人才培養之強化

工藝技術

服 務

5

‧頭腦 (AI)、眼 (感知器)的高級化
‧提高2%以上生產力，國內現地生產競爭力
‧聯繫系統智能事業市場規模
‧擴大機器人市場規模

最佳實踐100例的選定

省力化機器人20種以上的選定

醫療．介護

農 業

 移動等高危險作業消除

基礎．防災對應建設

目視點檢‧補修的20%導入機器人

1000家以上企業、大學、研究機構等再加上歐美
主要企業，導入機器人革命由INTIA協議會主導

日本的戰略

透過使用機器人的強項，確保領先歐美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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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新戰略的報告中，作

為普及的一項要點，反復強調

「Easy To Use(誰都可以熟練操

作)」。在該要點的實現中，SI

的對應能力也是必須的。新戰

略認為，今後，SI的對應能力

隨著事業機會的增加而擴大的

話，和硬體 軟體的標準模組化

等的發展相結合，機器人的導

入、使用、最有效利用都可以

順利進行。

再次來襲的「黑船」

日本加快推進以機器人為核

心的產業革命的背景是，和江

戶末期的「黑船」一樣，是來

自歐美迫在眉睫的威脅。

其起源是德國政府2011年起

草的產業高度化項目「工業

4.0」。被譯為「第4次產業革

命」的這個改革是，有效利用

IT，推進生產效率化和供應鏈

最佳化化，全國整體好似一個

智能工廠的宏大計畫。以大

幅度提高生產效率和節能為目

標，希望將擁有廉價勞動力優

勢的新興國家遠遠甩在後面。

2014年4月在法國北部舉辦

的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這個

「工業4.0」的具體型態在產業

界引起廣大的關注。而且，當

時的主角是機器人。

重電‧軟體的大公司西門

子(德)在展示台表演了車身和

機器人一邊「對話」，一邊實

現最佳化生產的自律型汽車生

產線。車身中內置了記錄有車

型、必要的零件和組裝步驟的

IC標籤。車身靠近機器人後，

會向後者發出「需要5枚車門」

等指示。

生產線上即使通過不同車

身，基於IC標籤的數據，能夠

進行正確操作。因為這個特

徵，不再像以前一樣逐一給予

機器人必要的操作指示。如果

把這個製造體系實用化，能夠

實現，根據客戶需求進行單一

焊接

運搬‧搬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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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機器人新戰略：工藝技術領域之圖像

主要產業用機器人出貨‧規模

  針對零件組立、食品加工等的勞動集約的製造業為中心，導入機器人
  延後導入機器人化之準備工程等的機器人導入進行挑戰

     基於IT等活用機器人以及其高度化
  客戶‧製造廠間聯繫之系統實踐之培養
  機器人標準模組化 (硬件/軟體)，共同基礎 (OS等)之整備

出典：自民党、日本経済再生本部「ロボっト新戦略」

◆ 組立工程的機器人化效率向上：大企業25%，中小企業10%
※2010年汽車組立機器人化率：7% 
◆ 新一代機器人應用例：30例
◆ 相互運用之硬體：1000產品以上
◆ 系統實踐事業聯繫之市場規模擴大 (機器人市場應用擴大)

大企業中心導入，勞働生產性近年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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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生產的「大規模定制」和

之前的大量生產以相同的成本

進行。

「虛擬」和現實同步

如上面例子所示，具有各

自獨立ID的產業機械、零件和

機器人如果能夠相互「對話」

自動進行組裝的話，像「想在

大眾的車身上使用保時捷的座

套」這樣的個別需求也可以自

動滿足。

此外，包含中小企業在內，

德國境內的生產設備、零件和

材料通過網路上的虛擬工廠連

接，進行最佳化生產管理。將

現實中各個工廠同步的話，能

夠解決庫存和開工率低下的問

題。如果分析收集的數據，改

進不足和防止返工的話，可以

大幅提高生產效率。將虛擬和

現實同步，持續更新的「網路

物理系統」是工業4.0所要實現

的未來。

這個工業 4 . 0似乎是個太

過宏大的計畫。德國政府將

其實現過程稱為「旅程 (The 

Journey)」。但是，德國企業的

投資熱情很高。根據會計師事

務所PwC調查(14年，235家公司

回答)，德國企業計畫今後3年

將銷售收入的平均3.3%、新設

備投資的約一半資金進行「工

業4.0解決方案之投資」。由此

可見，無論企業規模大小，自

動化設備導入、製造實行系統

(MES)的擴張、以及面向大規模

訂制實現的控制軟體等導入都

將推進。

日本成為歐美的承包
商？

反觀日本，以大企業為中心

獨自進行的自動化和IT管理正

在進行中。可能由於擔心數據

洩漏，企業之間的協作沒有進

展。

在很多中小企業，設計開發

和生產現場之間，通過數據進

行協作的體制還沒有具備。往

往設計者在3D畫面上製作的數

據，工廠現場的責任者要轉換

成2D。出現很多這樣重複勞動

的情況。每個製造商的生產機

械和機器人的通信規格都不一

致。

這樣，如果在日本之外，通

信的世界標準規格被統一，歐

美的IT巨頭們掌握控制軟體和

生產流程平台霸權的話，不符

合那個規格的生產機械和機器

人就不能進入市場。

通過將設計開發數據化，可

以進行數位化的試作和性能實

驗，進行無返工快速開發。如

果實現大規模定制，汽車等製

造商的開發主導權將可能被奪

去。

「這樣下去，日本不得不滿

足於作為『承包商』，按照海

外的指示進行生產」。這已經

不僅僅是不安，而是作為可能

的現實被看待。

通過機器人的活用實
現逆轉

「第4次工業革命」的世界

中，技術 成果方面，歐美都

領先一步。「以自己的優勢，

也就是機器人為切入點實現翻

身」，彌補落後。這可以說是

日本「機器人戰略」的意圖。

在機器人新戰略中也會推進

最佳實踐的積累和國際標準化

的應對。其中心是5月15日成

立的「機器人革命Initiative協商

會」。

該協商會的首任會長是日本

機械工業聯合會的崗村正會長

(東芝顧問)，創立時有會員226

● 通過設計開發數據

化，能夠數碼化進行

試作和性能實驗

● 生產者在供應商中自

動選擇最有效率之生

產線和工程，迅速提

供產品給消費者

● 產品自身作為數據取

得終端活動，設計、

製造現場收集利用狀

況和消費者需求 出處：經濟產業省「2015年製造白皮書」

可視化試作，
修改模型、生產

自動選擇最適合
生產線、工程

圖3   德國描繪的「工業4.0」生產系統

基本設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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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相關行業團體中，除了產

業機械 零件相關，還有農業、

醫療 護理、建設、通信相關等

多行業的68個團體。呈現全日

本參與的狀況。

在協商會，設置了「基於IoT

的製造業變革」、「活用機器

人」、「創新」等為重點的工

作小組(WG)，來自相關企業、

學會和研究機關的參加者致力

於解決具體課題。

基於「寬鬆標準」進
行協作

其中，「基於IoT的製造業變

革」工作組在應對國際標準化

的同時，還和6月15日成立的民

間團體「Industrial Value Chain 

Initiative (IVI)」建立了密切的協

作體制。

參加 IVI的有 IHI、大隈、

NEC、川崎重工業、三菱電

機、安川電機、大福等30多家

企業。以發起人代表，法政大

學西崗靖之教授等為中心，推

進基於「寬鬆標準」進行協作

的體制。

將「寬鬆標準」作為協作

的前提是因為，IVI認為「單

純的開放，具有每個企業擁有

的技術流出到競爭對手的危險

性」。

那麼，超越企業界線連接起

來會帶來哪些可能性呢？IVI

的工作小組(WG)中，有在工作

場景中進行「工廠產權黑匣子

化」、「包含試作在內的實時

成本計算」、「人 自動機器 

MES的協作」、「基於大數據

的預測性維護」、「工廠的遠

程監視」等項目。這些項目在

探求連接會帶來的成果。

參加各場景的企業，在WG的

活動中，不公開自己的固有技

術和訣竅。但在生產管理和品

質管理相關「協調領域」，決

定有效的工作方式，以及為了

實現相互連接而共用的規則 數

據項目等。

從中得到的資訊，IVI作為參

考模型存儲，一部分向公眾公

開，促進其利用。據此，加速

企業間的協作，「構築基於IoT

的市場主導生產機制」。

資料來源：日本物流新聞社

圖4   機器人革命initiative協商會和IVI之協作案

業務領域
之提案

基於IoT之製造業變革WG

WG之活動

出處：IVI創立紀念大會，機器人革命initiative協商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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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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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IIC,‧‧‧

IVI的活動

參考模型
之開發

連接機制
之提供

機器人革命initiative協商會

機器人革命initiative協商會

協作!

使用案例
之獲得

使用案例之
驗證&整理

使用案例向標
準化形式轉換

實證項目
之提案

向標準化團體
之反饋

「連接有利之處」
 學習‧討論‧共享

「基於IoT之市場主導生產機制」寬鬆之協作 成為基礎之協作

圖5  「連接型工廠」業務模式摘錄

出處：IVI紀念大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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