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监视・控制系统提案书 

KANA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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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客户一同思考 

    

咨询方式 

■综合管理：咖纳株式会社（负责人：松江、大仓） 

      ✉ : info@kanatec.jp 

     ☎ : ０６ー６１９０－１２２３ 
■中国区域：咖納控制系統（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咖纳)（负责人：多田隈、王英） 

            ✉ : tadakuma@kanatec.com.cn  

           ☎ : +86-21-6433-2242 

■东南亚地区：KANATEC(THAILAND) CO., LTD. （泰国咖纳）（负责人：金治、Mayuree） 

            ✉ : tsuyoshi-kanaji@kanatec.jp  

           ☎ : +66-2-643-9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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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是不是遇到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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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中止了却不能马上应对 

・想实时把握工程进度 

・出现了不良却察觉不到 

 

・统计生产实绩耗费时间， 

  写入错误，读取错误 

・实绩数据做不到数据化 

・发生问题也无法追溯 

・控制柜、PLC 、 PC等设备老旧，想更新 

・出了故障却无配件，更换什么系统最合
适？担心5年后，10年后的情况？ 

・想提高设备的生产性能，高速化 

・想节省人力  ・想节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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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对策（系统整体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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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内 
工厂 

 
Internet回线等 

 

海外 
工厂 

控制柜设计制作 

电力工程 

从既有控制柜接受信号,通信 既有控制柜改造 

④电力监视系统 

①PLC更新・伺服马达更新・控制柜更新 

②监视系统 ③远程控制 

⑤库存・可追溯性管理系统 

Ｄ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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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对策（ 导入PHASE(0)～(4) ） 

PHASE（0） 免费诊断（既有工厂调查，系统提案） 
咖纳公司建议阶段性地导入。 

对想要保全的（当前生产终止产品、更新换代产品、系统升级等） 

高风险控制柜、 PLC的更新提供方案。 

PHASE（1） 更新（PLC、伺服、控制柜、 变频器等） 

PHASE（2） 监视系统的导入 

PHASE（3） 远程系统的导入 

PHASE（4） 电力监视系统的导入 

PHASE（5） 库存管理、追溯性管理系统的导入 
 
售后服务（当地服务、远程服务）也会 
让您安心满意。 
我们会持续为您带来控制柜更新、系统更新、 PLC更新 
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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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0) 免费诊断（ 提案 ） 

STEP１ 现场确认・调查 

             对客户的设备进行全面深入的把握。 

             此时如能借阅到原有图纸和资料将会为我们带来莫大帮助。   

STEP２ 告诉我们您的烦恼              

                             只有客户自己才清楚的缺陷、苦恼、 

             聆听您的要求。随时向我们咨询。 

STEP３ 系统提案书和报价表的作成             

                             根据客户的烦恼和要求、 

             作成最适合的系统提案书。               

STEP４ 送交系统提案书・讲解说明 

             对方案内容进行详细讲解。 

             若有疑问请尽可能向我们提出。 

             与客户一同做出最满意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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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诊断后为您进行系统提案和报价表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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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对策（ PHASE(1)的范围） 
各种更新 : 请把整条生产线一并交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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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马达更新 控制柜更新 摄像头更新 触摸屏更新 

PC系统更新 PLC更新 动作控制器 

定位单元更新 

有三菱、欧姆龙、富士、 

夏普更新的实绩 

 PLC 更新、伺服电动机更新、ＰＣ系统更新、摄像头系统更新、 

 通信网络更新、控制柜更新、電気工事请交于我们。 

承办设备更新 

短期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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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对策（ PHASE(2)的范围） 

帳票出力（日報/月報/年報） 

中转控制柜 

ETHERNE线缆工程 

既有控制柜改造 
（必要的信号取出、通信等） 

监视用PC 

电力工程 

・使用通用电脑。根据需求导入FAPC 

・可视化的设备监视  ・趋势图 

 

 

 

 

 

・警报总结／记录 

 

・ＰＬＣ使用三菱制品 
・中转柜的设计制作 

・原有控制柜改造 
・中转柜、既有柜之间的电力工程 
・中转柜、监视用ＰＣ的ETHERNET工程 

监视系统的导入 

ＰＣ系统、控制柜改造、电力工程一并承包。 

7 



Kanatec 

解决对策（ PHASE(2)的范围） 

中转控制柜 

ETHERNE线缆工程 

既有控制柜改造 
（取出必要信号，通信等） 

监视用PC 

电力工程 

通过通信技术、传感器、继电器、变换器 

收集既有柜的必要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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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通信 
FL-net 

CC-Link 

MELSECNET/H 

DeviceNet 

Controller Link 

SYSMAC LINK 

CompoBus/S 

RS-232C、RS-422/485 

 

 

PLC厂商 
三菱电机 

欧姆龙 

富士电机 

横河电机 

Siemens 

Allen-Bradley 

基恩士 

松下电工 

Profibus 

Modbus 

LonWorks 

BACnet 

产业用Ethernet 

AS-I 

etc. 

横河电机 

欧姆龙 富士电机 

Allen-Bradley 

如有需求，无论日系还是海外系都会去挑战！！ 

Sie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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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对策（PHASE(3)的范围 ） 

远程系统的导入 

日本国内 
工厂 

 
Internet回线等 

 
海外 
工厂 

①监视系统 

②远程系统 

利用互联网进行远程的PLC监控、维护 

现场设备的远程监视·数据收集 

   ・通过浏览器可和HMI使用同一画面。 

   ・PLC的监控、维护也可远程操作。 

安全的防范对策 

  ・远程监视系统有本公司独自的防范接口设计、 

   连接时需要输入密码的同时、防止病毒等一切不法侵入。（密码在每次连接后都会自动
变更）。 

  ※通信网络需要客户自己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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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对策（ PHASE(4)的范围 ） 

电力监视系统的导入 

ＰＣ系统、控制柜改造、电力工程一并承包。 

中継柜 

既有控制柜改造 

監視用PC 

电力工程 

・需求监视画面     ・单线结线图画面（实时） 

・既有控制柜改造 
・中转柜，既有柜之间的电力工程 
・ＰＬC使用三菱产品（PHASE2沿用） 
・中转柜的设计制作（PHASE2沿用） 
・中转柜，监视ＰＣ的ETHERNET工程（PHASE2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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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对策（ PHASE(5)的范围 ） 

库存・可追溯管理系统的导入 

ＤＢ 

库存·可追溯机能追加 

     ・使用输入操作性能优秀的手持设备，平板电脑 

    防止写入错误，读取错误，准确的将需要的数据存储在数据库中。 

   ・通过平板电脑，可对各工程的开始时间，终止时间，操作者，设备状况等等 

    进行实时的制造状况确认。 

     ・把制造工程的实绩和材料・原料／批次生产等结合起来、 

    通过电脑进行生产记录（可追溯）的搜索和阅览。也可打印。 

   附带二维码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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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 調達・開発体制） 
通过咖纳的全球化体制 

能够应对客户的多样需求。  
 全球化体系 
 ①中小规模案件 

    在各个据点进行客户洽谈、设计、软件
开发、在日本技术本部进行指导和管理、
并根据状况作出技术支援。 

 ②大规模・高技术案件 

   在技术本部进行统筹、客户洽谈、设计、
软件开发、在日本管理、在中国和泰国
进行控制柜制作、并进行电力工程和维
护。 

 

 全球筹备 
 ①在日本、中国、泰国的各据点进行筹备，
为客户做出节省成本的提案。 

 ②控制柜的组装等硬件方面在对客户有
利的场所进行。 

 

咖纳全球化 总人数大约70名（合作公司除外） 

日本／东京・大阪 

技术本部 管理营业部 

制御Ｇｒ 系统Ｇｒ 东京事务所 

合作公司：制作公司、工程方 

中国／上海 

技术部 管理营业部 

合作公司：制作公司、工程方 

泰国／曼谷 

技术部 管理营业部 

合作公司：制作公司、工程方 

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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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 售后服务） 

中国  （空路） 到重庆3小时 

          到北京・西安・广州・深圳2小时30分 

          到大连・武汉・台湾・厦门2小时     

     （陆路） 到合肥3小时  

          到南京・宁波・杭州2小时 

          到苏州・无锡・南通1小时 

上海咖纳 

柬埔寨  到金边1小时 

越南   到胡志明市1小时30分 

                             到河内２小时 

马来西亚  到吉隆坡2小时  

缅甸   到内比都2小时30分 

印度尼西亚  到雅加达3小时30分 

印度            到孟买4小时30分 

通过远程系统对状况进行确认、 

然后判断硬件故障、传感器故障、 

软件故障等故障类型， 

需要在现场解决的情况时候，做出地理上， 

故障内容上最合适的解决对策。 

泰国咖纳 上海咖纳 

Kanatec 
（东京、大阪） 

Kanatec 

当地合作公司 当地合作公司 

马来西亚、 

新加坡台湾 

等地的 

当地合作公司 

努力做到让设备停止的时间无限变短。 

 

泰国咖纳 

大阪 

东京 



Kanatec 

14 

联系方式 

关于该资料、请通过下面联系方式咨询。 

可对应英语、中国语、泰语，欢迎垂询。 

 ■统括: 咖纳株式会社（负责人：松江、大仓） 

        ✉ : info@kanatec.jp 

       ☎ : ０６ー６１９０－１２２３ 
                总公司：大阪府吹田市広芝町10-28 OKU江坂大楼 

              東京事务所：東京都品川区大崎1-14-3-903 GATE CITY大崎SAUSU PARK TOWER 

 

■中国地区： 咖納控制系統（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咖纳)（担当：多田隈、王英） 

               ✉ : tadakuma@kanatec.com.cn  

                ☎ : +86-21-6433-2242 

                中国上海市長宁区中山西路999号華聞国際大厦408室  

 

■东南亚地区：KANATEC(THAILAND) CO., LTD. （泰国咖纳）（担当：金治、Mayuree） 

               ✉ : tsuyoshi-kanaji@kanatec.jp  

              ☎ : +66-2-643-9512 

                  91/1 Chaiyo Bldg., 12nd Fl.,Room No.1202, Rama9 Rd.,Huai Khwang,Huai Khwang,    

               Bangkok 10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