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ctober 2008 No.7

MyAdvantech

翠綠色的 民生工程

白色巨塔添新軍
行動醫療科技入列

聰明的智慧型遠端I／O及點對點的技術
工業乙太網路 優勢大哉問

綠色潮流下的
節能思維
落實環保議題 力行減碳目標

工業乙太網路與智慧型遠端I／O及點對點的技術的充分搭配後，
有效率的自動化控制幫助企業節省各種成本與簡化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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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point觀點探索

全球領先、利基專注 
Focused Leadership

回
顧研華過去發展的軌跡，經歷過市場上高低起伏的各種變化，而始終堅持不變的，就是「專注」。從創辦

的第一天開始，研華就專注在工業電腦領域，追求創新與成長。最初的目標客戶群就是鎖定服務「台灣惠普

(HP)儀器設備客戶」。我們認真經營並不斷提供給客戶更高的價值，堅持為客戶做到最好，建立服務基礎後，再逐

步延伸到下一階段的顧客群，並將目標群擴大至「台灣工廠自動化」的廣大市場。

往後數年，隨著台灣個人電腦產業技術日趨成熟，研華開始發展PC-based自動化 I／ O板卡的產品，並成功邁向

國際市場，在全球主要市場等地拓展經銷服務體系。現在，研華已經在通用工業電腦領域中，取得全球領先的地

位，憑藉的就是對這個產業的專注、堅持與熱情。在追求下一個成長積極佈局的此刻，堅持利基市場，專注投入的

品牌精神，仍然是未來研華的堅持以及最重要的成長優勢。

堅持專注於本業的經營

早期研華對於非工業電腦領域的商機，還會花些時

間思考是否應該切進，但是多年歷練下來，研華對於

自身的長處跟專業已經知之甚深，對未來的方向也更

加篤定，在專注利基中，得以追求創新，並擴大市場

價值鏈的縱深。

定位與目標清楚之後，就是要透過專注力徹底實

行計畫。在2000年左右，參考Good to Great (從A到

A+)一書，作者柯林斯指出，優秀公司只做擅長的事

情，但是卓越的公司卻專注在比其他公司做得更好的

事情。我們在深度思考長程策略後，也依照書中所

提的「刺蝟三圓圈3-Circle Principle」聚焦模式，發

展出自己的三圓圈原則，作為公司的Mission、Focus 

以及Growth Engine三大主軸，並分別給予明確的定

義。近年來，研華的經營與成長就在這「刺蝟三圓圈

3-Circle Principle」所定義的聚焦下發展，並成為我們

持續創新與面對產業變革的最高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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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電腦產業的進化

工業電腦產業經歷各時期的進化演變。最早期的工業電腦，從提供通用的嵌入式電腦平台開始，如單板電腦、強

固型機箱、I／O卡等產品，進化為應用專屬平台 (Application-Ready Platform)，也就是針對不同應用領域的需求，例

如醫療用的電腦所提供的平台等。現在，工業電腦產業將會邁向一下階段，也就是發展專屬服務應用平台 (Service-

Ready Platform)，將更多軟體、通訊與終端用戶的需求加以整合，提供完整的解決方案。在這進化過程中，工業電

腦的產業，也將對垂直應用領域分別建立專屬的組織持續深耕。未來，如何為系統整合商的客戶，提供更高的整合

價值，將會是我們成長的關鍵。

以「4+n」集團結構 迎向未來

近來，研華積極致力於內部組織最佳化，我們為未來成長啟動了「4+n」集團結構。「4」指的是四大經營體：

嵌入式電腦平台組織 (Embedded ePlatform Organization)、服務應用電腦事業群 (eServices & Applied Computing 

Group)、工業自動化事業群 (Industrial Automation Group)，以及DMS (Design & Manufacturing Services)設計代工服務，

調整後的四大經營體將分別面向各自的目標客戶群及產業，並採不同之經營模式。「+n」是指出研華將以集團企業

的型態彈性發展外部組織，以促進協同開發及異業結合。四個事業體專注領域分別如下：

工業自動化事業群 (Industrial Automation Group) 

以工廠自動化、設備自動化為領域，並以能源、電力、交通自動控制等領域為目標市場。而其所屬關係企業如柏

眾網控，負責系統軟體及系整合服務，智翔科技負責工業網通產品代工服務。

嵌入式電腦平台事業組織 (Embedded ePlatform Organization) 

廣泛提供各種型式的單板電腦，強固型機箱、工業用主機板、無風扇電腦等，並針對電信、網路安全大型客戶提

供客制設計服務。

服務應用電腦事業群 (eServices & Applied Computing Group)

提供服務產業的專屬平台，含醫療用電腦、車用電腦、零售業的數位看板系統、以及不動產的情境燈光控制等

產品。

設計代工服務DMS (Design & Manufacturing Services ) 

包含研華內針對大型客戶的設計代工服務事業部，以及研碩與和碩合作，專注工業主機板的研碩電腦。

未來，研華將基於上述4大事業體以及+n的各自所屬的子公司與關係企業，形成集團結構，全力推動業務成長，

串聯成更完整的解決方案。並以開放經營模式(Open Business Model) 促成內部分工以及外部Eco-system 的協力共

榮。期待研華未來五年，能以上述的概念發展成工業電腦多元集團，建立更堅強的產業領導地位。■

研華科技董事長　劉克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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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de Advantech走進研華

締造價值 
淬鍊後見堅實
發展三部曲：掌握趨勢 洞燭機先 開創里程
在1980年代一股發展台灣經濟的澎湃心情下，創辦人劉克振一開始為公司命名時便屬意大中華的「華」字，

再加上能表達出專業嚴謹品牌精神的「研」字，除了傳達鎖定「研發工程師」為主要客群的概念外，

更講究為客戶量身打造品不可獲缺的「研發創新」精神，「研華」品牌自此誕生。

而英文的部份，則是從代表高科技的「Tech」出發，並試圖透過「Advanced」一字傳達高階與專業的深度產品

內涵，結合「Advanced」和「Tech」，在二十幾年後「Advantech」也在冷門的工電腦領域達到世界第一。
撰文∣陳毅力、研華公司　圖片提供∣研華公司

1989年首度走進CeBit  

順利打開歐洲市場大門
回溯80年代工業電腦產業發展史還有一項重大進展，那就是 I／ O卡

規格的訂定，使得產品設計時程大大降低，這對所有的PC生產廠商都

是重要的、有利的工業進程。處於創業維艱年代的研華公司亦是如此。

1989年，研華公司有史以來第一次參加德國漢諾威的CeBit電腦展，

展場中只展示了一樣產品，就是Industrial I／ O card。當初，同仁們懷著

忐忑不安的心情首度踏進歐洲市場大門，卻意外創造豐收的喜悅。

因為當時歐洲客戶少見這樣的 I／ O card產品，又是由一家來自亞洲的廠商率先將PC用在I／ O card上，顯得更加獨

特，市場反應強烈，很多人拿著現金直接購買作為樣品，很快就全部銷售一空。就從這一刻起，研華成功建立在歐洲市

場的行銷體系，這趟CeBit電腦展的獨特經驗，也成為研華開拓國際市場的重要里程紀事。

過往的痕跡，一筆一筆刻劃未來的願景。90年代隨著台灣PC產業成長茁壯，研華也日益成長為工業電腦領域的領導

品牌。引領工業電腦產業從提供一般通用型的嵌入式電腦架構，朝向應用專屬平台 (Application-Ready Platform, ARP)的方

向發展，讓工控電腦更能符合各種應用領域的不同需求，隨後更進而走向整合多項服務，如: 軟體、通訊以及終端用戶

的需求等等的SRP (Service-Ready Platform)服務應用平台架構。■

在風起雲湧的時代 走自己的路
1981年，IBM發明了第一台個人電腦，成為電腦界革命先鋒，

也造就了往後網際網路的興起與普及，更改變了傳播、通訊、工

廠運作、各行業的作業流程，甚至人與人交流的方式，對現代人

的影響廣大而深遠。

這時期亦是風起雲湧的年代；亞洲曾錯過了前兩次的工業革

命，但台灣這次卻緊緊抓住了機會，資訊科技產業剛剛起飛，

「知識」導航經濟大勢底定。懷抱著對資訊科技的熱情，研華公

司勇敢地投身市場。

1983年，研華公司進入工業電腦的領域，當時大部分台灣PC

相關廠商大都將主力放在電腦零件供應上，或是定位在一般用途

的主流電腦生產，再建立市場區隔。研華公司董事長劉克振在經

營策略上，顛覆主流傳統思維也創造了新價值；他與台灣惠普自

動測試部門獨立出來的幾位業務工程師，共同創辦了台灣第一家

工業電腦的研華公司。他表示當時的目標客戶僅僅鎖定在「台灣

惠普(HP)儀器設備客戶」，這樣的策略正巧與當時大多數的PC廠

商有所區隔，當大家都還

在摸索時，研華的營運方

向已經確立。

創新產品建立利基市場 領導潮流
80到90年代，台灣整體製造業朝向各種消費者應用領域全力發展，發展個人電腦產業的上下游基礎環境也開始略

具雛型，研華的經營策略是將PC運用在自動化工業上，將品牌定位為專業的工業電腦與自動化的專業製造商。

研華公司創造的第一項產品Rack Mount IPC，申請自工研院的技術轉移專案，1989年時，5位工程師利用六個月

的時間，將工研院的內容修改後變成IPC 600，利用機架式機箱作系統的整合。很多客戶將IPC 600 用作自動化控制

元件，取代了價格較貴同時也比較封閉的專利產品；在全球市場銷售成功。即使25年後的現在，研華還在銷售這件

產品，只是型號稍有改變。更有趣的是，即便產品功能不斷創新演變到現在，全球的4U的機架式機箱長得還是跟 

IPC 600相似的面貌！

另一項值得一提的明星商品，是研華早在

1985年六月就推出的第一個I／O介面卡產品

IEEE 488，這項作為電腦與儀器連接的介面

卡，當年每片的售價可高達新台幣一萬元。因

為開啟了個人電腦連接自動化控制設備的應

用，這項產品的特性與功能大獲市場好評。

1989年時，IEEE 488已經是公司的主力產品，

連續五年讓公司獲利穩定成長。對許多研華人

來說，看到IEEE 488就彷彿上面還記錄著當時

的艱辛歷程與輝煌成果。



10

M
yAd

vantech

11

M
yAd

vantech

「財
前教授開始早診！」看過日劇白色巨塔的人，一定對

這句台詞印象深刻，緊接著你會看到外科教授財前五

郎，率領著他的醫療團隊在各病房一一巡診，到了病床前，在財

前教授診察病人的同時，一旁的見習醫師已經遞上病歷資料與 

X光片供財前醫師參考，「白色巨塔」是日本知名作家山崎豐子

在1965年寫成，最近的日劇版本是2003年所拍攝，如果今年再

拍一次「白色巨塔2008年版」，背景醫院改在台北新光醫院的

話，財前教授的巡診場景就會有所不同。

觀眾會發現原來遞資料的助理醫師手中堆疊的資料不見了，

而是多了一台上面架著Panel PC的醫療推車，財前教授開始診療

時，會在Panel PC上選出該病患的所有資料，例如病歷、X光片、

超音波圖等，透過Panel PC的電子化畫面呈現，不但病患更了解

目前病況與接下來的療程，財前教授的巡診也更為輕鬆有效率。

這套讓主治醫生能迅速獲得更完整病況資訊、讓負責遞送資料

的助理醫生能夠更專注於協助病人接受診治的行動醫療推車，是

整個行動醫療系統的一個項目；或許「行動醫療」這個名詞對一

般民眾較為陌生，但其實行動醫療早已存在我們生活之中，像是

路邊偶爾見到疾駛而過的救護車、偏遠地區的醫療巡迴車、或前

面提到的住院醫生巡診的推車等，都是行動醫療的一部份。

必備特質--高抗震、低噪音、強固材質

研華台灣區ePlatform業務群專案副理林欽裕表示，行動醫療可分

為院內與院外兩部分，救護車自然屬於院外，而院內系統則包括

醫師巡診與護理人員的病床護理作業。院內行動醫療在台灣發展

已有一段時間，行動醫療顧名思義，所使用的終端設備必須是可

攜式，台灣部分醫院剛開始建置這套系統時，多選擇PDA，不過使

用一段時間後，PDA移作商業用途的缺點就被突顯出來，例如體積

太小；不但操作不易，而且畫面尺寸也不足捕捉全貌，另一方面

PDA為RISC架構，作業軟體設計與修改維護有一定難度。

小的不行換大的！PDA被淘汰後，醫院改用體積大一號的筆記

型電腦，不過最後還是發現不適合行動醫療使用，原因在於筆

記型電腦若架在醫療車上，推動時的持續小震動會升高硬碟故障

率，另外護理人員在進行換藥之類的護理作業時，動作多相當迅

速，一但將藥水打翻在筆記型電腦，則當場整機全毀，讓工作負

擔原本就重的護士更忙不過來。

有了這兩次經驗後，醫院體驗到，行動醫療系統不是買個現

成的IT設備，灌上應用軟體就可以用，必須視醫院環境與作業特

性，進行不同的規格設計；新光醫院技術支援課課長叢培瓏表

示，醫院所需要的院內行動醫療系統會有幾個特殊需求，首先是

抗震，如前所述，行動醫療的Panel PC必須架在醫療推車上，在

推行時會持續發生微小震動，這將對硬碟造成嚴重考驗，再來則

是降噪，系統必須無風扇噪音，以減少對患者的干擾，第三是強

固性，強固性又可為分為兩種，一是外觀材質的強韌，以防設備

掉落碰撞造成設備損壞，另一則是抗腐蝕與防水，醫療器材必須

經常消毒，所選用的材質必須禁得起酒精的腐蝕，防水等級通過

IPX1才可有整機防水保障，第四是長期供貨，醫療業與製造業相

同，對設備的穩定性要求都相當高，不會有每年換一套系統的情

況發生，產品生命週期較長，廠商必須有長時間的零組件更替與

維修服務。

白色巨塔添新軍
行動醫療科技入列
行動化醫療 資訊快傳 效率更高
採訪撰文︱王明德　圖片提供︱研華公司

專訪︱新光醫院技術支援課課長　叢培瓏、研華台灣區ePlatform業務群專案副理　林欽裕

Joyful eLifestyle品味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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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這幾個特性，新光醫院在2007年

開出了特殊規格訂單，選定研華作為合作夥伴，

設計出專為行動醫療應用的硬體系統，並已於2008年初上

路，目前共有153台行動醫療車，53台專為醫師巡診用、100台為

護理人員使用。

新光醫院的院內行動醫療系統架構可分為兩層，所有病歷資料

都存在主機中，終端顯示則在行動醫療車上的Panel PC上，兩者

之間以無線區域網路作為鏈接，Panel PC規格針對新光醫院所開

出的標準進行設計，其硬碟有1G的抗震能力，降噪則採取無風扇

方式，減低風扇運轉所帶來的噪音，強固性與抗腐蝕也都選擇了

特殊材質，足以承受撞擊與酒精的侵蝕，無線通訊方面，研華則

與Cisco合作，採用醫療等級的通訊模組，由於醫療作業以穩定為

前提，而無線傳輸又屬於通訊技術中較不穩定的一種，醫院要使

用無線傳輸，AP建置必須達到完全無縫，以防斷訊情況發生。

長遠效應--降人力、無紙化、高服務品質

導入行動醫療的所能獲得的效益，就新光醫院方面的評估， 

可以分為人力成本、無紙化、服務品質三方面，其中人力成本與

無紙化是較為具體的績效指標，服務品質則必須長期經營才能看

到績效。

人力成本的效益指的並非用了行動醫療車，就可縮減人力， 

而是提昇效率，讓10個護士在一樣的上班時間中，可以完成更多

工作。醫院的所有護理作業都圍繞護理站進行，資料也都建置在

護理站，護理作業要求「三讀五對」資料，目前都以紙本紀錄，

巡房換藥時必須將所有紙本資料備齊，作業途中一但漏失沒拿，

就必須回護理站拿取，一來一往徒然浪擲時間，導入行動護理車

上則可透過無線通訊將資料顯示在Panel PC上，護理人員省下了

行前的準備資料與作業途中的可能延遲時間。

在無紙化方面，雖然電子病歷仍未真正上路，目前相關單位還

是規定紙本病歷必須同時建置，但其他的報告、單據都可顯示在

行動醫療車的Panel PC上，大幅縮減作業時間與紙張成本，服務

品質則主要是滿足病患知的權利，並讓醫師在巡診時，可輕易、

清楚的了解病患的所有就診資料，藉此提升醫療品質，讓醫療效

率更高。

台灣已有多家醫療院所導入院內行動醫療系統，各家針對 

環境與作業流程的不同，設計出不同規格的架構，未來當你走

進醫院，不會再看到醫師護士抱著滿堆的病歷快步走在走廊

上，而是推著一輛輛架著Panel PC，上面放滿各式藥品的行動

車，極有效率的穿梭於病房間，讓台灣醫療產業的服務品質，

往前大跨一步。■



春
耕、夏耘、秋收、冬藏，這短短八個字道盡了農務運作的時程變化，長久以來，人類的生活型態也就隨著

四個季節變換而改變。但是，以往這些依時令開花結果的農作物，由於農業技術的改良而開始有了改變，

過去一年一穫的稻米，在溫熱帶區域，每年可以收成2～3次，非當季的各式蔬菜花卉也可以每天出現在家裡的餐

桌上、客廳裡；這一切除了拜農業科技精進所賜，溫室自動化技術的導入也是主因之一。

在所有的農業技術中，將自動化系統應用發揮淋漓盡致，要算是溫室農業了。而就全球的溫室產業分布版圖來

看，高緯度國家由於四季分明、氣候偏寒冷，因此佔有較高比例，以韓國為例，溫室農業已相當發達。

陽光、空氣、水的考量

以天然環境來看，韓國的農業環境並非特別優沃，由於地處高緯度，氣候乾冷，而且在全部國土中，山地佔了 

三分之二，其中可耕地佔百分之四十五，在此情況下，高冷而高經濟價值農作物成為韓國農業主流，水果方面， 

像適合高緯度生長的蘋果、梨子，或是作為藥材食膳的人蔘都是主要農產，上述這些植物都具有耐寒特質，因此適

於在戶外種植，然而，其他單價較低而不耐寒的農產品，像是藤蔓類的水果，葡萄、蕃茄或是各類蔬菜、花卉， 

就必須仰賴溫室種植，而目前這些溫室農產品的出貨量已高於室外種植。

溫室系統的主要目標在於營造出一個適於特定農作物生長的環境，而眾所皆知，植物生長有三大要素―陽光、 

空氣、水，當這三個要素轉換到環境控制中，就成為溫度、氣流、溼度等三個指標，因此溫室中的自動化控制也就

從這三方面進行。

研華公司現有多款產品應用於韓國溫室系統，以在金堤市（Gim-Je city）中的ChamSam農場為例，主要以水果、

蔬菜、花卉為主要種植產品。分析這個溫室自動化的架構組成，其包括溫溼度感測器、空調設備、控制器、人機 

介面等，設備之間用RS-232、RS-485、Ethernet等通訊網路串連。由於溫室中必須保持恆溫、恆溼，氣流也要有一

定方向，因此這些溫溼度與空調數值都由感測器監控，一旦感測器回傳的數值有變，則控制器會透過空調、溼度設

備調回正常數值，同時操作人員也可藉由HMI（人機介面）來觀察、調整與監控溫溼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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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綠色的
民生工程
借鏡韓國看溫室自動化系統技術的成長
採訪撰文︱ 王明德　圖片提供︱ 研華公司

專訪︱Jeon-Buk Electronic Management Sales Manager, Moon Jung Joo / Advantech Korea Sales Assistant, Selina Shin

Joyful eLifestyle品味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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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自動化的門檻限制

在這一整套的系統中，研華公司提供了ADAM-4000序列資料輸出/入模組作為各項環境數值監控之用，包括

ADAM-4017、ADAM-4051、ADAM-4056S、ADAM-4052、ADAM-4071、ADAM-4068，其中ADAM-4017作為溫室內

部溫溼度的測試，ADAM-4051為監控空調設施的異常訊號輸出，ADAM-4056S則是空調設施的操縱指令者。另外，

ADAM-4052、ADAM-4071則是不同序列埠之間、序列埠／乙太網路之間的轉換機制，ADAM-4068為繼電器訊號輸

出設備，這些產品緊密聯結與配合，成為完整的監控系統。此外研華公司也提供了相關軟體套件，如ADAMView , 

GeniDAQ等作為控制器介面，在整個溫室系統設備裡，研華主要聚焦在硬體的控制器端，其他的空調設備、主機、

作業軟體，則由系統整合商協助配合。

從功能面來看，溫室系統主要著重在溫溼度數值接收、判斷與空調系統輸出控制，且更重要是設備的穩定性與產

品機構的強固性。由於所有系統必須24小時不間斷地運作，因此，除非是休耕期，否則這套系統無法關機，以高

麗菜為例，一般高麗菜生長期約為65天，若在溫室中種植高麗菜，則系統必須連續65天，每天運作24小時，相乘 

起來也就等於1,560小時的不間斷運作，對系統來說，如何維持穩定運作可說是相當艱困的挑戰。

此外，在產品機構部分，溫室的溫度並不一定都是人類習慣的常溫，部分農作物必須要在不同溫度，或者早晚 

時段有極大溫差的環境下，才能長出甜美口感的果實，同時溫室溼度通常也遠高於室外，因此建置在此的器材設

備，必須具有寬溫、抗潮等功能，若使用一般規格產品，其故障率不斷升高的話，將會影響整體系統的穩定性。

綠色自動化效益浮現

有了以上的考量，經過完整的佈局後，ChamSam農場的自動化系統效益開始浮現，而且效益產生是立即而明顯

的。首先是人力成本的降低，韓國與其他先進國家一樣，都有農村人口大量外移的現象，人力會產生兩種傾斜現象：

學習能力強的年輕人薪資高昂，而薪資較少的老年人，學習能力也相較有限，因此，當農村使用自動化系統後，不但

可大幅縮減人力，同時簡單的人機介面設計，也可讓年長者更輕易上手進行系統控制，將有效解決鄉村勞動力偏少的

問題。

除了成本的下降外，溫室自動化系統也同步提升了產品品質。過去依賴人力控制溫室數值時，難免會因為人類的

直覺感官，造成溫溼度不一致，進而影響到農產品品質，但在自動化系統下，室內溫濕度被精準的控制在設定範圍

內，將誤差值降到最低，所有的產品都可在最穩定的環境下成長，品質當然也比人工種植時更為一致，產出的數量

也更加穩定。

溫室的環境控制在自動化技術中應用，是最貼近生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技術，當餐桌上的蔬菜、客廳中的花

朵，都有可能來自於溫室自動化的培養。透過這個飽含綠意的自動化系統，不但用更合理的價格享受到更高品質的

綠色食物，同時自動化系統精密的運作流程，也解決了現在消費者最在乎的安全問題，讓食品衛生更上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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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為煤炭能源大舉應用的世紀，二十世紀則是石化

燃料全面應用的年代；身處二十一世紀的我們，除了 

不可一再地仰賴地球上可能耗盡的固有資源外，積極開發其他如 

水力、風力、太陽能等符合環保概念的綠色能源，早已經成為世

界各地的科學家的重要課題。目前來看，採用新能源或提高交通

工具、機械運作的效能，可減緩石油等能源的開採的速度，而盡

量使用可再生的資源，則可減少原物料的過度消耗，這些不再是

高調的口號，也已經成為各大企業共同響應的議題。

開源節流雙向並重

所謂再生能源，是指可再生或新生的能源，如水力、風力、

太陽能及熱能、潮汐、生質能（垃圾、能源作物、森林等）， 

因此除了煤炭、天然氣及石油，針對以上新興能源的開發，世界

各國均已投注相當程度的人力、物力尋求可行並符合經濟效益的

作法；而在環保法規的制定上，一年比一年更加嚴苛，這些努

力與改善的動作，都是為了透過節流的方式，減輕地球的負擔。 

例如，美國聯邦政府以及其他地方州政府，就投入了將近百億美

元的成本，進行各種省能源的開發專案；英國也與其他能源公司

策略聯盟，積極地投入風力和太陽能等再生能源。

各國許多先進國家均針對節能環保制定許多有效的解決方案，

國內經濟部也不落人後，規劃了太陽能熱水系統、生質柴油以及

氫能等相關新能源應用項目，做為綠色能源產業的重點發展標

的。同時，為加速推動節能減碳，經濟部也協助國內集團企業，

培訓種子節能專家以及建立良好的能源管理體系；今年再度推動

包括力麗紡織、中鴻鋼鐵、台塑石化、台灣化學纖維、台積電、

永豐餘、矽品精密、旺宏、華新科等12大集團，於內部成立「節

約能源服務團」。未來三年內，估計將可減少約78.1萬公秉的油

當量，相當於節省166億元，二氧化碳排放量更可減少達214萬公

噸，相當於打造了5,502座大安森林公園，由此可知，企業節能減

碳不只是口號，它關係著所有人所生存的環境，而且是勢在必行

的行動。

企業打造綠色機房

拜媒體的大力推波助瀾之賜，節能風潮正在你我之間快速

蔓延，一般人除了從小處做起，例如採用省電燈泡、回收廢棄 

電池、節約用電、用水，減少開車、多搭乘大眾交通系統等可輕

易執行的節能行動，世界各地興建綠色建築的例子更是如雨後

春筍般出現。而攸關空氣中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因素—汽車， 

許多汽車大廠無不積極開發出低油耗的引擎，包括Toyota、

GM、Honda等車廠在內，也早已投入偌大心血，開發Hybrid油電

混合動力車種，更有零污染的純電動車，以及氫動力燃料電池汽

車的相繼問世。

「節能、環保、愛地球」更是許多廠商的公司標語，建置節

能辦公室、資料中心，將相關概念完整落實於工廠管理方面， 

更推動辦公室節能、省水政策，並且搭配太陽能發電設備， 

採用綠色製程將原料回收再利用。這些雖然是重金打造的廠房與

辦公建築，但長時間來看，將會比一般建物節省更大量的能源耗

損，可替企業節省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能源支出。對於過去只講

求「生產效率」的企業來說，在全新概念的刺激之下，將節能、

環保列為首要方針，對內一方面能夠降低成本消耗，一方面可以

提高企業的能源使用效率。對外則能夠有效地提升企業形象，

善盡企業責任，整體來看，投資效益遠大於投資成本；更長遠的來

看，帶動基層的消費族群加以仿效，達到「全民節能」的目標。

然而，企業在節能方面該如何著手進行呢？企業的節能工作

內容，可以簡單地分為結構節能、技術節能與管理節能三大部

份。「結構節能」是企業透過產品結構的重新調整、組構，剔除

不必要的程序之後優化生產流程，以實現企業節能的最終目的。

「技術節能」為企業採取先進的生產裝備技術，取代落後的傳統

方式，以提高生產效率來達節能的效果。最為重要的是「管理節

能」，則是企業透過專業管理部門，規劃健全的BEMS（Building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節能管理系統，訂定成效指標， 

透過控制與分析來達到企業節能的效果。

在世界潮流的驅使、政府的積極推動、以及民間企業的自發 

經營之下，期望能有良好的環境資源觀念，進而達到全民共同響

應節能的終極目標。相信大家都期許，能以現在的努力換得未來

的希望，使得下一代子孫也能夠生活在無憂無慮、充滿生機的綠

色星球上！■

Special Report特別報導

近年來經常聽到的「節能」、「環保」以及「減碳」等名詞，

這不僅是世界所關注的議題，更是落實於生活的大趨勢。

當然，此概念也強勢地引領全球各大企業，爭相檢視企業節能課題的落實程度。
撰文│康晏棋

綠色潮流下的節能思維
落實環保議題 力行減碳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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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智慧節能應用
樂見環保落實 節能效益成形 

面對高油價社會與全球暖化的危機，環保、節能將成為未來生活的主流，

研華公司更率先響應與企業合作，積極推動節能工作，

將節能概念有效地落實在產品研發，提供一套完整的節能解決方案，成果豐碩。
撰文│康晏棋 

專訪│工研院能環所主任 林政廷

研華全球電力及能源事業部資深經理 黃宜平

研華全球樓宇自動化事業部協理 蕭錫堂 

Special Report特別報導

全
球暖化效應與高油價的衝擊，致使全世界的經濟正面臨了

形態上的轉變，許多先進國家早已體認到不能繼續無止境

地浪費既有能源，興起了「低碳經濟」模式；減少運輸費用、 

減少過度包裝，以及發展替代性能源應用技術等。

各大企業對於節能減碳的應對靈敏度，更是扮演先鋒者的 

角色，帶動消費者全面跟進，成為一股潮流。而關乎未來環境的

觀念除了從教育做起，在硬體設施也將朝向減碳、節能、環保的

方向。全世界都嚴肅面對氣候變遷帶來的新現實；一場改變未來

生活的重要變遷正在展開。

校園節能 成績斐然 

近年來研華的產品皆已經導入了節能的概念，客戶採用研華

系統，經由現場端電表量測數據及能源管理系統軟體加以細部分

析，而獲得能源最佳化之指標並執行控制策略。節能服務公司

(ESCO, Energy Service Company) 可與業主簽訂執行節能指標， 

分享節能效益 , 運用尖峰、離峰價差 , 設備維護管理及各類節能策

略 , 達到節能最佳化目的。 

企業實施節能工程需要功能完整、穩定性高的電腦軟硬體設備

配合，研華公司可針對不同的客戶需求，提供完整的建築物能源

管理解決方案，達到節能的目標。研華已與多家客戶有具體的合

作，從車站、工廠、校園，連鎖店，均有節能合作成果。 

以企業的大樓為例，空調、照明設備管理與控制應用為最主要

的節能設備，研華樓宇自動化節能系統，包括BAS-3000DDC控制

器或ADAM-5K可程式控制器，WebAccess圖控軟體及IBMS能源管

理軟體，及Web browser介面，更可遠端監視，而經過專業分析，

定出節能管理最佳化之策略。 

美國速食連鎖採用 效果顯著 

除了工廠、建築大樓等建築實例外，美國知名大規模速食連鎖

店，在節能應用上則採用了研華的ADAM控制器、工業級交換器

及UNO 無風扇平台。在這個案例中，由於速食連鎖店家高達上千

家，加上店鋪空間受限，因此必須將所有的節能管理系統集中於

一個控制箱中，研華的硬體系統具備了體積小、防潮、防塵、耐

高溫等特性，完全符合客戶需求。 

透 過 速 食 連 鎖 店 現 場 的 配 置 的 感 測 系 統 與 必 要 設 備

連 結 ， 如 溫 度 儀 、 溼 度 儀 、 空 調 及 通 風 設 備 、 燈 光 照

明 與 食 物 處 理 機 等 設 備 ， 連 接 A D A M - 5 K 可 程 式 控 制 器

及 遠 端 資 料 擷 取 I ／  O 模 組 ， 透 過 E K I - 2 5 2 5 工 業 乙 太 網 

交換機連結，將數據資料匯總至 S C A D A / H M I 軟體，並由 

UNO-2053E開放式平台，將各連鎖店之能源監控資料連結至節能

服務公司(ESCO, Energy Service Company) 之能源管理分析系統。

由於事前完善的節能規劃及節能管理系統之分析、管理報表及最

佳化控制策略，每年至少可節省11%～15%的用電量，成效相當

可觀。

國內工研院主導 成果豐碩

國內政府於94年起即已委託工研院能環所進行便利商店的節能

計畫。這個計畫中，利用導入人工智慧節能的資訊技術，以及電

腦通訊技術，透過感測器收集溫度、溼度等環境參數以及設備的

耗能數據，在透過資訊技術將採集到的資料加以分析進而推論耗

電量的控制。工研院能環所的林政廷主任表示：「實驗中的便利

商店在使用這套節能系統之後，能夠為其節省約莫10%～15%的

電費，目前此套節能系統已經開發完成，期待儘速將技術移轉，

推廣至市場上。」 

粗略估計之下，國內將擁有10億左右的節能市場規模，目前市

面上的節能管理系統已經相當成熟，平均都能夠節省百分之十的

用電量，若加入工研院所專精的人工智慧節能技術後，更能夠將

數據上修至百分之十五，未來成長潛力十分看好。

目 前 工 研 院 的 人 工 智 慧 節 能 技 術 ， 搭 配 研 華 硬 體 

已經實際應用在校園案例中，工研院以本身所開發的人工

智慧軟體作為節能核心技術，再配合研華的數位邏輯控制 

DDC硬體，並有圖控軟體WebAccess作為校園節能管理應

用。工研院能環所林政廷主任表示：「由於研華品牌歷史悠

久也一直保持良好的形象，產品效能方面也相當優秀，硬體

外觀設計上更具備美觀的特點，因此在硬體方面選用了研華 

產品」。在專業人士的心目中，節能技術從概念到研發、實驗到 

落實執行，研華都是最佳應用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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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的智慧型遠端I／O
及點對點的技術
工業乙太網路 優勢大哉問

當
某工業型企業因為成長過於龐大，以致傳統技術已無法應

付有效率的自動化控制時，如果採用了智慧型遠端I／ O及

點對點技術，先進的工業乙太網路裝置可以提供有效的解決方

案，加上乙太網路使用方式的改變，也能有效提升作業效能，其

控制應用上也更有彈性。

舉個簡單例子說明，比方說在寬闊的現場有許多油槽散落在

各處，監控這些油槽桶油位的最佳方法是使用遠端乙太網路I／ O

模組。雖然逐一檢測桶槽的油位並加以紀錄，或許是可行之道，

但隨著桶槽的數量增加，所需的相對時間也會跟著爆增。智慧型 

I／ O模組具備點對點的能力，當桶槽內的油位比設定點低或高

時，可以傳送訊息到控制室，這種效果是即時性的更新，也符合

成本效益，即使現場的檢測範圍增大也能輕易擴增。

上述範例說明，這項全新技術的許多可能性。本文將探討如何

於裝置層級切換至乙太網路，並說明某些最普遍的工業乙太網路

如何實際應用，點對點及圖形化控制語言如何加以檢視；最後，

將列出一些工業乙太網路的附加優點。

從裝置層級考量

網路從辦公室據點延伸到工廠的現場之後，下一步是將乙太

網路往下擴充到自動化網路的階層。根據2008年年初，由ARC 

Advisory Group所出版的研究報告指出，乙太網路裝置及資料擷取

設備在 2007 年的全球市場只有一百多萬個節點。分析家預測未

來市場將以 27.5% 的複合年成長率穩定持續擴張，預計在2012 

年，節點的總數將成長三倍，增加至四百萬個。

而促成節能持續爆增的原因，首先是乙太網路在控制層級上建

立十分完善，進一步帶動向下一層級的擴充。其次是設備整體的

可靠度提升，使得乙太網路設備能夠普遍使用在運動控制的應用

上，第三項因素是自動化設備的應用標準及具有智慧型功能的執

行策略。

這股往下推展的力道有一項關鍵性的因素，是整個工廠現場以

及廠外網路通訊協定的標準化。對於終端使用者而言，乙太網路

的普及性，代表通訊協定的七層通訊機型的第一、二層，對於整

個企業來說是完全相同的，所有地方的實體層及資料連結層也都

相同，讓網路的整合工作簡單輕鬆不少，同時對網路設定及重新

設定也有幫助。

這項標準化顯示，只要一組單一技術就能處理整個網路，降低

或甚至不需要靠熟知網路技術的專家進行協助。另一個原因是，

乙太網路可從主要的 IT 及自動化供應商獲得，並且得到應有的技

術支援，提供強化的網路管理。此外，另一項優點是採用乙太網

路，它的控制方法可以充分運用到現階段的先進技術，例如，最

初的連接速度限制在每秒 10 Mbps 或更少；而目前的標準版則可

以提供 10 gigabit，速度改進了一千倍。乙太網路的共通性代表資

料的交換更為簡單，因為至少有某些通訊層是共通的，相同的網

路有潛力可以傳輸任何所需流量，包括製程最佳化或資產管理。

有跡象顯示，自動化的推動或許有其共通性，但並非全然的開

放性，例如單一供應商逐步增加採用工業乙太網路時，終端使用

者將不會輕易的更換供應商，可證明此點，分析家在嵌入式應用

的使用情況中發現了相同的趨勢，因為這些應用通常都是執行具

有專利的協定。另一方面，這股朝向共通性的推動力並不代表更

高層級的協定已經開始合併，事實上，這正是供應商們所宣稱的

商品附加價值。

普遍常用的協定

工業乙太網路具備多種的通訊協定，這些工業乙太網路共享相

同的實體層及連結層，除此之外則不盡相同。根據 ARC 分析，

工業乙太網路在實際應用上有許多的優點和無可取代的優勢，

與智慧型遠端I／O及點對點的技術的充分搭配後，

有效率的自動化控制幫助企業節省各種成本與簡化運作模式。
撰文｜研華公司工業自動化事業群 阮北山　圖片提供｜研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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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工業乙太網路有以下通訊協定：EtherCAT、EtherNet/

IP、Ethernet PowerLink、PROFInet、MODBUS TCP/IP、

SynqNet（按字母順序排列，並非依據市佔率）；這些工業

乙太網路的應用都能提供比傳統的序列式網路更快的傳輸

速度。

舉例來說，協定的始祖RS-232 所能提供的速度只有每秒 

9.6 kilobits，遠比乙太網路所能容許的速度來的低。甚至是

速度已經大幅提升的RS-485網路，比起乙太網路，根據應

用的不同，速度仍至少慢了3倍到30倍之多。

EtherCAT 與 CANopen 序列協定相關，並且受到幾個 IEC 

標準的規範，包括 IEC 61158。此協定具有最佳化的短週

期時間，並修改乙太網路封包框架的處理，可將各個節點

的延遲最小化。EtherNET/IP 與 DeviceNET 及 ControlNET 

相關，使用的是相同應用層協定，採用網際網路的標準 

TCP 協定傳輸。另一種應用工業乙太網路使用的協定是 

UDP，傳輸速度及效率都較 TCP 來得快、來得好，但可能

必須冒著可靠度較差的風險。

Ethernet PowerLink 儘管名稱上這樣稱呼，但與透過 

乙太網路佈線的配電  (power distr ibut ion) 一點關係也

沒有，而是將混合輪詢及時間切片的機制新增至標準 

乙太網路，轉換為具決定性、即時的協定，適用於機台及

裝置控制。PROFInet 是個組合名稱，為工業乙太網路管理

序列式 Profibus 標準的同一個組織所控制。就如同其他協

定，也是以 IEC 標準為基礎。此協定同時具有即時與等時 

(isochronous) 應用，前者與後者的不同處，主要在於確定性

的程度。在此協定中，被處理資料優先順序的改變有助於

進行即時操作。

SynqNet在開發時，是為了符合半導體及電子組裝市場對

於機台控制的需求，如同其他協定一般，建立在乙太網路

的實體層及連結層的基礎上。MODBUS TCP/IP 是長期以來

所提供的 Modbus 序列式通訊協定乙太網路版本，兩者之間

的不同在於序列式協定需要計算校驗和 checksum，以做為

確認資料的方式，而乙太網路版則無須如此。

這些工業乙太網路在應用時多少有些爭議，研華則選用 

Modbus TCP/IP；因為它能提供必要的性能，並且是公開發

行、免授權金，並廣為使用的通訊系列一部份。

點與點之間

工業乙太網路以及使用智慧型資料擷取模組，還有另一

項顯著的優點，即點對點通訊功能。點對點通訊具備以下

優點：一是無需額外控制器；用傳統的非eer-to-Peer(點對

點)乙太網路資料擷取模組，必須透過控制器，自輸入模組

讀取資料，再將資料傳送至輸出模組。透過Peer-to-Peer通

訊的技術，資料會自動由輸入模組傳輸至輸出模組，無需

額外的控制器，這不只簡化作業流程，更有助於節省系統

硬體成本。

二是系統佈線簡單且具彈性；長距離佈線是個惡夢， 

在自動化的應用下，如果可編程邏輯控制器 (PLC) 與感測

器間的距離較遠，就需在感應器的週邊設置遠端輸出入裝

置(Remote I/O Module)。此時，PLC與Remote I/O Module是

透過專屬的網路進行溝通，這樣的網路系統在通訊距離上

是受到限制的，且不同PLC廠牌的通訊網路是屬於封閉的系

統，彼此間並不相容。點對點資料擷取模組使用開放且具

彈性的乙太網路，無通訊距離的限制，在此應用下可以取

代這些PL C廠牌所提供的網路系統。

圖形相輔助益更大

圖形化邏輯控制功能（Graphic Condition Logic,簡稱

GCL）使得遠端資料擷取模組具備控制的功能。用戶可在

圖形化環境下，定義邏輯如何運作，再將定義好的邏輯規

則(Logic Rule)下載至指定的資料擷取模組，該遠端資料擷

取模組便能扮演控制器的角色，自動執行預先設定的邏輯

動作。

最後，說明使用工業乙太網路帶來的附加的優點。因為

TCP及UDP這類的標準網際網路協定被用做運送層，所以標

準工具也可以使用，例如可以採用網頁啟用的模組，只要

使用適當的網頁瀏覽器就可以輕鬆存取；經過設定之後，

開發及合作可用本機或遠端的方式完成，根本無須重新學

習或維護新軟體。更重要的是，模組式的網頁伺服器進行

資料的呈現，資訊可以從工廠的現場傳送至前端的辦公

室，靠著流暢的資料流滿足多元化需求。這些都可以是增

進生產力的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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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實狀況中的虛擬私有網路(VPN)，既需要面對管理存儲、

使用者授權，又需要防護網路駭客的攻擊，硬體效能需要

大大地升級，以促進工作能力。效能對於虛擬私有網路非常重

要，但是許多中型的企業通常並未將提升虛擬私有網路的效能

所需要的加速器所產生的費用估算進去，導致當所有員工在使

用網路時，面臨低效能與有限的功能。 

為了因應這樣的問題而產生了新一代的處理器平台，它將所需

要的相關功能架構基於新的英特爾(Intel) EP80579整合性智慧型

系統單晶片，相較於上一代的處理器，這款處理器釋放出更高的

效能，卻只需要一半的價錢。憑藉著1600Mb/每秒的處理能力， 

對於中型的商業機構及企業提供一個既安全，且功能完整的高速

網路環境。

英特爾EP80579系列平台與其他四晶片解決方案的比較

以往中、低階的網路應用平台，常常採用四晶片的解決方案。

例如：研華FWA-3700產品系列，為典型的IPSec VPN虛擬私有網

路使用256位元封包，以及2048個IPSec保密安全通道，最高的

處理能力為200Mb/每秒。當中央處理器(CPU) 百分之百運作的狀

態下，CPU的耗電量高達31瓦特（Watt）。

英特爾的EP80579整合系統單晶片(Integrated SoC) 使用了英

特爾QuickAssist加速處理器 (Intel AuickAssist Acceleration)，取代

了以往三個晶片及加速卡的設計來提供了以下的服務：價錢省

兩倍、網路封包處理能力加強了八倍、預留空間的改善增加了

十倍、省電百分之二十、主機板空間縮減了百分之四十五！ 

研華最新的FWA-3240正是一款採用英特爾EP80579系列晶片

而擁有這些優異性能的網路應用平台。它提供虛擬私有安全網路

(IPSec VPN) 1600Mb/每秒的處理能力之外，佔用低於百分之十的

中央處理器效能、省電百分之二十，它更讓電路版節省了百分之

四十五的面積。

OEM廠商可以捨棄以往所採用的其他零件，專注在這種網路

安全硬體，不但非常的省電而且費用只有以往的一半。這一款 

晶片整合相容前幾代的英特爾處理器，使得從事網路安全工作的

廠商得以在這一款英特爾EP80579平台上運行以往的程式，也就

是說；在以往開發環境所製作的網路安全程式，也可以在這款新

型的處理器上執行。

Intel EP80579系統架構簡介

英特爾 E P 8 0 5 7 9 是一款系統整合單晶片，結合英特爾

QuickAssist 加速器讓晶體本身就具有記憶體、I/O控制組，加速

針對密碼處理以及網路封包。英特爾EP80579家族定價從54元美

金到95元美金，電力的消耗效率從13瓦到21瓦不等。

省下半個網路平台預算
大幅提昇網路設備效能
研華FWA-3240 1U網路平台採用英特爾EP80579整合性智慧    型系統單晶片架構
提供VPN的中低階入門級平台之安全解決方案
研華嶄新的網路平台將可為網路安全展業帶來新的震撼。對於需求IPSec標準安全協定、

加速與壓縮內容的OEM廠商而言，可以低於現有平台的價格，享受整體效能八倍的提升，

以及十倍的處理器效能進步， 主機板空間縮減百分之四十五，還有什麼比這更划算的投資？

撰文｜Paul Stevens 產品行銷總監，研華歐洲法國分公司　翻譯｜陳毅力　圖片提供｜研華公司

英特爾EP80579系列有四個主要構成要素：

1.  Pentium®M系列處理器，採用32位元核心，時脈從600~1200 

MHz，每顆處理器含256 kilobyte雙向的L2緩衝記憶體。

2.  整合的記憶體控制元件(俗稱：北橋晶片)；掌控主要的通路

來連結記憶體與運算器核心，以及其他的輸入與輸出的周邊

元件(例如：PCI Express)、ICH(俗稱：南橋晶片)。將以往複雜

的加速元件與輸入、輸出都整合在一個晶片組裡面。

3.  整合的輸入、輸出控制元件(ICH，俗稱南橋晶片)；一組PC

相容的輸入、輸出晶片包括了：SATA 1.0 / 2.0 控制元件、

USB1.0 / 2.0控制元件、USB埠、每一個晶片組含有兩個相

容于16550的非同步收發序列連接埠。

4.  晶片組的人工智慧包括了：英特爾的QuickAssist技術；一種

服務加速組件，提供一般封包處理的加速器。另有一組封包

加速引擎，支援各式各樣安全機制同步(AES、3DES、DES、

RC4)與非同(RSA、Diffie-Hellman、DSA)的加密流程。此外，

他還支援對訊息摘要和碎裂的功能(MD5、SHA-1、SHA-2、

HMAC)，以及亂數產生器。

其他晶片組的人工智慧組件包括：1.三組超高速乙太網路(GbE)

媒體存取控制元件(MACs)。2.三組高速序列(HSS)介面，支援達

到十二個 T1/E1 分時多(TDM)介面。3.邏輯電路可以使用晶片組

上得快取記憶體(SRAM)也可以使用外接的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DRAM)。基於主機板上的BIOS設定直接存取記憶體，或者是經由

記憶體管理組件直接存取處理器上得快取記憶體。一個暫存記憶

控制器(Ring Controller)，提供六十四個暫存區(Circular Buffers)。提

供處理器核心的軟體程式訊息交換與在ASU韌體使用。 

加速模組

Look-aside模組：

每一個網路封包無論有無經過加速，都會由超高速網路媒體控

制器(Gigabit Ethernet MAC)傳送到中央處理器(IA)。當處理器接受到

封包之後就會直接傳送到SSU，進行安全編碼的運算。這個保全

的運算包括了解碼、編碼，以及同步或非同步的授權運算動作。

處理器核心依賴這些程式運算支援安全的資料，當資料傳送到 

程式的時候，無論是加密或是碎裂資料都會盡量減少程式互相呼

叫的等待時間。這個模式非常容易佈署，但是缺乏了加速封包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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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件：Intel® EP80579 Software for Security Applications on Intel® QuickAssist 
Technology Programmer's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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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因素，限制了它佈建到中小企業的契機。很多廠商都使用PCI

介面的加速器來滿足這樣的需求，不過這只能提供Look-aside的模

式。對於英特爾 EP80579的產品特性來說，大大的填補的市場上

這樣不足的區塊。

Fast Path模組：

封包的處理都是在快速通道ASU之下進行，由於不需要經過處

理器，使得資料的處理在線性的條件下高達每秒千兆位元。一般

的伺服器有一個Gigabit連接到外部，另一個Gigabit則連接到內部

網路，一組IPSec引擎就坐落在兩個網路端口之間，在高速通道下

(ASU) 執行安全密碼或授權的工作。在IPSec VPN通道將前往外部

的封包編碼並且將外來的封包解碼送往內部網路。網路認證交換

(IKE)的工作由處理器核心執行，採用Look-aside模組加速密碼認證

的工作。這樣的低頻率作業並不會因為規模的放大而受到影響。

Inline模組：

加速器將處理過的封包送往處理器，這些處理包括了密碼認證

與其他的加速工作。(例如：終止主機送來的SSL編碼的TCP串流) 

加速器將處理過的訊息轉成純文字傳送給主機，而將TCP、SSL

的紀錄與密碼認證交由加速器處理（編碼、解碼、授權認證...等

工作)。中央處理器得以減輕負擔，轉而將運算能力處理其他的

系統作業。TCP/SSL引擎將TCP終端設定在快速通道。阻絕服務

(Denial-of-service, DoS) 攻擊的預防機制包括了使用SYN cookies，

終止以TCP SYN流量的攻擊。這個引擎同時也佈署了高速通道，

讓SSL的紀錄得以順利進行。而SSL的通訊協定則佈署在處理器

上，採用Look-aside技術加速密碼認證的工作。使用TCP/SSL引擎

使得程式在SSL加密的虛擬私有網路下，有著透明又整齊的加速

處理能力。

模組的整合

實際運作上程式和模組的組合，常以制定的原則和符合實際

用途來區分：1. IPSec流量通常是以Look-aside或者是Fast Path模

組。2. IP轉址、TCP疊合以及簡單的防火牆(Dropping、Rejecting、

TTL scrambling) 使用Fast Path。3. TCP終端以及SSL是佈署在Inline

加速器之下。4. 其他作業系統層級流量管制而不需要封包處理的

流量。密碼認證的工作不論模組都是交由Look-aside密碼程式來執

行加速的工作。

英特爾EP80579呈現出來非常驚人的性能，讓你無需為了處理

器而犧牲程式的能力，同時給予中央處理器足夠的能力，繼續擴

充其他有價值的附加功能軟體。中小企業的虛擬私有網路終於可

以全速前進，不再受限於功能與效能。

相較於過去的各種解決方案來看，英特爾 EP80579無論是在

價位上、網路封包速度表現能力，甚至於節省了機板的尺寸， 

提供了讓人驚喜又具有發展空間的產品。綜合各種優點，英特爾

EP80579是該公司在網路應用的市場上推出的革命性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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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今工業電腦幾乎無處不在，其所連接的網路，穿越整個工

廠，並透過 TCP/IP 連接至整個世界。這與早期的自動化

有極大的不同，那時的系統、甚至許多今日的系統，充其量只能 

稱作工廠內的「自動化孤島」，控制器操作非常基本，很少或者

根本不需要連接至工廠現場以外的控制系統。擷取資料往往是以

人工方式收集，使用的是操作員—記事板的原始方法。

如今，工業電腦幾乎是網路上的一個網路節點，串起整座工

廠的操作，並將工廠現場與企業連接起來。對工廠操作來說， 

有時候連接工業電腦的網路，遠比其所連結的工業電腦還要重

要，甚至包括與企業之間的介面。

在乙太網路成為全球性企業網路標準之前的90年代、累積許

多失敗經驗後，現今的工業乙太網路有足夠的耐用性、確定性、 

彈性及恢復性，適用於最嚴苛的環境，包括工廠現場。工廠效率

雖然取決於工業電腦的軟體程式效能，但事實上，工廠製程的

控制需求分散得極為廣泛，無論是應用在傳統製程工廠的DCS操

作，或是非連續自動化工廠的使用，作業效率的關鍵在於工業電

腦的網路連線性能。

多數工廠會連結多個乙太網路；工廠現場有裝置層網路， 

將感測器、現場匯流排網路以及裝置，連接到控制器，再將控制

器連接到區域控制器及控制系統。資訊層網路再將裝置層級網路

群組起來，將資料上傳至較高層級的網路及電腦，同時也將資料

及指令下載至裝置層級的網路。

這些網路的連線性能必需是穩定的，且具處理高流量的負載

能力，其中大多數不僅需要使用乙太網路路由器，更需使用到 

乙太網路交換器，在許多情況下，甚至需要多個管理型乙太網

路交換器與控制器的網路相互連結，並將控制器網路連接到 

MES/ERP/工廠的企業網路。

工廠乙太網路的功能，不僅在裝置網路之間來回夾帶資訊，許

多工廠的裝置網路與乙太網路是並存，用來執行影像檢查及監視

系統，有時作為人機介面的工業電腦或是控制器，有時也會充當

與網路之間的路由器。網路通訊包括幾個部份；包含組成節點的

工業電腦的裝置及控制器；或者成為路由器、交換器及伺服器的

工業電腦，目的都是用來進行資料傳輸並保持網路正常運作；其

他則是網路執行所需要的連接線或媒體。

備援網路或備援路徑？

工業網路需要強健的架構。通常會將好幾個LAN 交換器連接

一起成為大型網路，並將乙太網路裝置連接至此網路。傳統標準

樹狀乙太網路並非是一個完全備援的拓樸結構，對應工廠現場所

需，強健性尤顯不足，無論是離散或製程產業都是如此。一個完

全的備援環狀拓樸協定通常是由交換器的供應商提供，例如研華

的 X-環拓樸結構，提供使用者輕鬆建立一個備援的乙太網路，在

短短的10毫秒時間內即能以超高速還原。

因此，真正的備援系統有兩個連接埠、兩條連接線、以及兩

台完全一樣的 LAN 交換器，每台乙太網路交換器還都要有相同

的IP位址。交換器協定能確保環狀網路上的所有裝置都使用相同

的應用層協定，及 LAN 復聯備援機制。此一備援環狀拓樸結構

可以防止單一網路故障時，導致網路路徑懸置，同時允許同步時

的「best x of y」票選。即使有完全相同的連接埠、連接線及交

換器，仍能在應用上提供某種程度的簡化，因為對網路使用者而

言，復聯備援有實質上的透明度。

網路工業電腦的
最佳範例

工業乙太網路架構的堅實拍檔
工廠作業效率關鍵在於工業電腦的網路連線性能，從研華X-Ring 環拓樸結構、EKI 序列式裝置伺服器、UNO 嵌入式

工業電腦到EKI 乙太網路交換器，穩定性高、堅固耐用的設計，成為工業網路所需強健的架構最佳範例。
撰文｜研華公司工業自動化事業群 Mike Berryman　圖片提供｜研華公司

Technology Forum技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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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人物特寫

眼前這位神情溫柔、言語開朗的女生，穿著時尚的套裝，

侃侃而談她對美妝、保健的經驗，

扭轉一般人對科技人不善打理門面的印象，

但是越是深談，越發覺藍麗冠不時釋放快樂與積極的氛圍、

樂於與人分享的態度，才是最大的魅力來源！
採訪撰文│王慧茹　圖片提供│研華公司

專訪│工業自動化事業群業務專員　藍麗冠

在
研華的新店辦公室內，初次見到藍麗冠，穿著一席象牙白套

裝，內搭藍色上衣，臉上搭配著同色的眼妝，看得出來對於

自己的外表極為用心打理，全然不同於一般印象中的科技人。

藍麗冠說自己雖然念的是嚴肅的工業工程管理，但是興趣卻極

為廣泛；能動能靜的她，平時喜歡看書以及爬山，同時公司的羽球

社、高爾夫球社，也都能見到藍麗冠矯健的身影，而對於彩妝和保

養特別有興趣的她，甚至在八年前就考取美容技術士丙級執照！

分享美妝添自信

藍麗冠不僅將彩妝的興趣運用在自己身上，將自己打理地美麗

自信，每天出門時總是神采奕奕，就連同事也都受惠不少，「當初

開始學彩妝，是因為想要接觸美麗的事物，當自己和別人都藉由彩

妝而變得漂亮，也會讓我從中得到滿滿的成就感，所以我經常義務

幫朋友修眉、作臉，甚至同事結婚，我也提著我的化妝箱，到喜宴

上當起了新娘秘書。」談吐風趣的她還說：「公司每年一次舉辦卡

拉OK大賽，我不僅是啦啦隊，還會幫參賽者化妝，增加自信與氣

勢，雖然有時很累，但是我卻很享受這個過程！」。

這位同事口中的彩妝大師，也是研華的Top Sales，工作上成

績斐然，藍麗冠說：「壓力大是必然的」，但她懂得如何釋放壓

力，每到週末假日，藍麗冠經常替自己安排成長課程，從不同人

身上聽取經驗，找尋生活中的答案，如「要積極，不要著急」、

「做別人不願做的事，就能享別人不能享的福」，這些在成長課

程中讓藍麗冠印象深刻的話語，也是當她遇到困難時用來自我勉

勵的良方！

預防醫學助健康

在工作歷程中，藍麗冠發現同事經常熬夜，也因為壓力過大

而嚴重影響健康，於是她開始潛心研究營養學，「我喜歡美麗的

事物，其實健康和美麗可以說是相輔相成。營養學是一門預防醫

學，想要健康就必須了解疾病的成因，平時更要注意飲食，均衡

攝取。像是同事若是感冒不容易好，通常就是因為營養失衡，導

致免疫系統差，抵抗力不足，我就會建議他們少吃垃圾食物，多

吃蔬果，也可以適時補充保健產品。」。

遇到因為壓力大而出現口角炎的同事，藍麗冠就會建議他們多

補充維生素B群，經常熬夜的同事則是要多吃蔬菜水果補充維生素

B及維生素C幫助肝解毒，甚至有同事以藍麗冠所建議的蔬果、維

生素和蛋白質搭配出來的排毒餐作為早餐，成功瘦了十多公斤，

因此被同事戲稱為「藍大師」，還笑說要來她的辦公桌前排隊掛

號呢！她與同事間的感情親密融洽，得見一斑。

雖然從事高科技行業，但藍麗冠的興趣卻扭轉了一般人對科技

人的印象，既注重健康、又深具美感，但藍麗冠說她的興趣不僅

於此，喜歡不斷充實自我的她，還有許多有趣的事物想要嘗試，

近來又開始對生命密碼與姓名學產生了濃厚興趣，想必又會在辦

公室中掀起一股風潮了。■

一起美麗
健康吧！
藍麗冠的快樂分享哲學

選擇 Gigabit 或Fast Ethernet！

工 廠 環 境 中 激 增 的 高 頻 寬 應 用 已 成 一 股 趨 勢 ， 從 標 準 

乙太網路 (10/100) 轉移到 Gigabit 乙太網路。Gigabit 乙太網路

曾經一度只運用在主要幹線或環狀網路上，現在卻已經成為網

路速度的標準了。

這些高頻寬應用包括VoIP 通訊、無線骨幹 (wireless backhaul)、

高頻寬監控視訊、以及機器視覺應用。工廠網路攜帶的VoIP通訊

代表操作員與其他工廠現場人員不需要攜帶一大堆的通訊裝置

（手機、PDA、對講機等），只需要攜帶一具電話或 PDA 裝置，

即可處理所有通訊相關需求。

快速發展的工廠及現場內無線裝置市場，對於遞增的頻寬要求

越來越大，涵蓋範圍從無線閘道器到控制系統（骨幹）。工廠愈

來愈專注將安全系統一併納入夾帶工廠資料及 VoIP 通訊網路的相

同網路之中，這也同樣需要用到 Gigabit 乙太網路。類似自動條

碼機，以及主動或被動 RFID 讀取機等 AIDC 應用也一樣需要將工

廠現場的頻寬加大。最後，機器視覺系統已經開發出先進的分類

及控制演算法，在應用上更為廣泛。上述所有應用都需要將典型

的乙太網路換裝成足以適用於 gigabit 速度、以及耐用的復聯備援

裝置。

傳統網路／裝置的整合

儘管自90年代以來有極大獲利，以及多數工

廠網路將乙太網路標準化，仍有許多工廠現場

的裝置無法直接使用乙太網路進行通訊。

許多都是序列式裝置，使用R S - 2 3 2、

RS-422或RS-485 通訊。其他的則使用專利通

訊網路，例如Modbus、Profibus或Foundation 

Fieldbus。有些Modbus 裝置可以使用 Modbus/

TCP協定連接至乙太網路 LAN，其他的則需要 

Modbus 對乙太網路的閘道器。同時，序列式

的裝置也隨處可見，這些裝置也需要透過閘道

器才能連接至乙太網路 LAN。

這些裝置一般皆固定在現場，以便於連接

到如條碼掃瞄器或分析器等單一裝置，或者

成為網路架構的一部份，固定在機架上或是面板配置。只要有能

力將序列式的資料，轉換成能在乙太網路上，將資料夾帶至安裝

在遠端電腦內的序列式資料伺服器，欲善加利用許多現存的工廠

網路資產才有可能實現。Profibus及Foundation Fieldbus網路也需

要用到閘道器，FF HSE 則除外，這是一種特別針對 Foundation 

Fieldbus 裝置及 Profinet 的乙太網路協定，執行與 Profibus 裝置

及網路節點相同的功能。隨著無線網路愈來愈普遍，更需要用到

無線網路閘道器將無線感測器網路連接到基礎架構。

一部使用在乙太網路應用上的「工業級強度」工業電腦可以有

多種不同的實體外型及結構：如可依據安裝在現場的需要而設計

的研華 EKI 序列式裝置伺服器。而可依據機架或面板安裝的需要

而設計的，例如研華UNO 嵌入式工業電腦，若需依據安裝在乙太

網路環狀架構的需要而設計則有研華的 EKI 乙太網路交換器。

隨著無線網路愈來愈普遍，更需要用到無線網路閘道器，將無

線感測器網路連接到基礎架構。無線網路閘道器要有工業級強化

的電路板、需比商業操作溫度還要大的溫度規格，同時具備防止

因撞擊與震動而損壞的工業級固定方式。換言之，要跟網路連接

在一起的其他工廠現場裝置一樣地堅固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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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固型高效能 8 吋無風扇觸控式液晶電腦
研華公司的工業自動化事業群推

出全功能的8吋無風扇觸控式液晶電

腦 -  TPC-870H，具備輕巧設計、壓

鑄外殼、無風扇散熱系統，以及CF儲

存裝置。此項工業功能的極致組合，

讓 TPC-870H 成為可靠耐用的TPC平

台。配備高畫質 TFT 液晶螢幕，其設

計搭載Intel Celeron M 1GHz 處理器。

內建低功耗的處理器，提供快速反應

時間，賦予 TPC-870H 更強大的功能。

即日起開放訂購，產品洽詢專線：0800-55-7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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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華Active DAQ Pro軟體 
無須繁複程式 輕鬆完成開發

研華公司ActiveDAQ Pro 軟體已正式上市。透過人性化的介面，

ActiveDAQ Pro 不僅提供有效率的程式開發環境，也具備高速資料擷取效

能，可支援所有研華公司的資料擷取 (DAQ) 卡。此外，只要設定這款先

進軟體的屬性，無須繁複的程式設計，即可輕鬆完成程式開發。即日起

開發訂購，產品洽詢專線：0800-55-77-99。

發燒新品

企業動態

搭載新一代行動運算平台 
研華SOM-6760尺寸精巧、效能強大

研華推出採用全新規格尺寸SOM-Express的

SOM-6760，搭載Intel® Atom™ Z500系列處理

器，尺寸僅達95mm x 95mm，卻提供與COM-

Express模組相同的工作效能，耗電量低，適

用於各式行動通訊應用等小型裝置的開發。此

外，SOM-6760針腳的定義與COM-Express相同，相容性高，可方便客

戶的升級需求。

新一代Modbus資料閘道器 – EKI-1220系列 
高速傳輸 雙重備援

研 華 公 司 工 業 自 動

化 事 業 群 ， 推 出 新 一 代 

EKI-1220 Modbus 資料閘道

器系列，具備快速的 1、2 

或 4 個 RS-232/422/485 序

列埠和 2個乙太網路埠。

EKI-1221、EKI-1222 和 

EKI-1224 Modbus 資料閘

道器，同時支援 Modbus RTU/ASCII 主從模式，具備高速資料傳輸率和

雙重 LAN 備援，提供市面最現代化且可靠的 Modbus 資料閘道器。即日

起開放訂購，產品洽詢專線：0800-55-77-99。

研華推出高價格效能比網路應用平台— 
FWA-3240

研華推出第一台導

入Intel® EP80579整合

處理器技術的1U網路

平台- FWA-3240，採用整合性智慧型系統單晶片(SOC)技術，大幅提昇

網路設備平台的升級效能，創造絕佳的價格性能比。FWA-3240尺寸精

巧、擁有先進的軟體支援，強化處理能力及兼容性，適用於網路安全架

構下更多元的安全解決方案。

研華「嵌入式系統平台與解決方案趨勢」 
巡迴研討會

研華將於11月13日、18日、20日、27日，分別於新竹、台北、

台中、高雄舉辦「嵌入式系統平台與解決方案趨勢」巡迴研討會，

深入剖析嵌入式系統平台在各垂直市場的發展，並探討嵌入式軟

體將如何加速硬體開發進程，協助研華伙伴掌握此一新興發展。 

(http://www.advantech.tw/solutionday)

新展資訊

研華獲選台灣國際品牌價值第十名
由經濟部國貿局主辦、外貿協會、數位時代和Interbrand國際品牌顧問

公司，承辦的「2008年台灣國際品牌價值調查」，研華以品牌價值2.99

億美元勇奪第十名，並以連續六年品牌價值的成長榮耀，證明研華多年

來致力於加速企業國際化與提升品牌形象的成果，並展現更強勁的國際

品牌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