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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觸控技術為體感遊戲加分

Digital Signage讓遊客愛上博物館

研華打造智慧化辦公環境

能源合理使用 
人與環境共存共榮

整合SCADA HMI／IO的工業級影像監控
各項技術的進展，讓目前的影像監控解決方案得以提供工業環境眾多效益，

不過影像監控的真正挑戰，在於如何提供明智的監控方式以及挑選正確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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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point觀點探索

變動的世界
造就更智慧的生活

隨著科技的發展，一般民眾的生活也朝向越來越智

能化的方向發展，造就了越來越多不同新產業應用的

市場機會，這些市場對IBM更是一個新的市場契機。

IBM過去長期鑽研在IT硬體產品市場中，直到近幾

年來轉型，朝向科技服務業的方向發展，並且不斷的

提高資訊服務在營收方面所佔的比重。在發展的過程

中，不但改變了IBM在產業市場中的型態，也改變了

IBM的整個企業思維。對於IBM而言，在維持企業成

長、利潤持續發展之外，自詡為高科技產業思維先

驅的IBM，更希望透過企業社會責任的展現，對我們

所居住的地球貢獻一份心力，這也就是智慧的地球

「Smarter Planet」最初發想時的概念。

然而，Smarter Planet的概念十分龐大而且廣泛，因

此在落實層面上，IBM選擇一面透過既有的市場領導

者地位，進行全面性的宣傳；但是在同時，也透過智

慧城市 (Smarter Cities) 的執行，希望能藉由創新、科

技與綠色理念結合，為民眾提供一個更方便的生活及

工作環境、新的企業經營方式以及高效率的服務型政

府，讓智慧地球的概念能滲透進每個人的生活當中。

過去IBM在各產業，電信、金融，高科技製造等有

相當密切的合作關係，然而透過智慧城市的落實，

IBM希望能利用既有的IT技術將科技的發展與民眾的生

活進行更緊密的結合，像是透過智慧的電網、智慧的

交通、智慧的醫療、智慧的食物，以及智慧的水資源

處理，能讓民眾的生活得到更妥善的照應，在改善個

人生活的同時，針對像是新能源發展、環境暖化等全

球共同關注的議題善盡心力。

研華是IBM長久以來的合作夥伴，不僅對智慧城市

概念的落實，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比如在落實智慧

城市的過程中，IBM相當清楚自己的價值與定位是在

於更深入智慧化的應用、分析與價值的引導；而研

華所扮演的則是如何讓這樣的平台可以透過實際的

智能設備與網路的連結，更徹底的落實在民眾生活

的周遭。另外，就企業發展而言，研華與IBM先前的

轉型過程相當相似，除了研華現階段全球整合型企

業(Globally Integrated Enterprise) 的轉型之外，研華

同樣也希望透過提高服務比重創造企業無可取代的

附加價值，在創造企業利潤的同時，為民眾創造更

有智慧的生活環境。

「成就客戶」是IBM價值 (IBM Values)的首要精神，

對於研華一路的發展及轉型上，IBM扮演最佳的合作

伙伴；同樣的，在各項與智慧城市相關的產業及市場

開拓上，相信在彼此擁有相似信念的基礎下，IBM與

研華之間，將有機會共同激發出更多不同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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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M GBS GCG, 
Business Solution and Asset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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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PC革命帶動臺灣科技產業崛

起，揭櫫國內PC與NB代工廠業在

全球風起雲湧的時代，更帶動臺灣電子零件通路產

業在兩岸三地的興旺商機。然而，同時期順著電子

零件通路旺盛需求而崛起的和椿科技，卻以電子零

件「通路技術服務」為策略，勾勒「協力建設高品

質」的臺灣製造業願景，厚植研發實力後，於1994

年踏入自動化生產設備服務，創造自有品牌――

Aurotek後，轉型為臺灣科技產業各領域產業設備的

組裝系統與製造服務廠。

「技術應用」加持　打通企業多角化任督二脈

目前和椿科技主要分成三大事業部門，通路技術服

務、產業自動化生產設備服務，以及節能安全部門。

通路技術服務即為和椿科技創業時的本業，而後因國

外大廠的產品在臺灣各產業運用時，本地廠商通常無

法直接套用，還需要有人提供在地的技術應用服務；

和椿看準這個市場需求，投入研發資源，讓今日和椿

環保節能與光電產業未來潛力看漲，長期耕耘於自動化生產設備服務的和椿科技，

積極跨入安全節能產業，左手操盤公共民生節能產品、右手規畫光電產業製程設備程服務研發，

充分彰顯了臺灣中小企業的強旺生命力。
採訪撰文│潘麗萍
攝影│劉威震

扎根技術應用產業
和椿再創事業新藍海

Customer Partnership成就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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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椿科技
成立於1980年，最初以代理進口傳動、驅動零組件為主，包括滑

軌、傳動螺桿、馬達等產品，1994年前後，有鑑於機械設備整機

的附加價值最高，才轉型為自行組裝系統與製造，並創造了自有

品牌—Aurotek。自民國1998年起至2009年，和椿科技研發的產品

有十二件獲得台灣精品，其中四件獲得國家品質形象獎（一金三

銀）；2001年榮獲第十屆國家磐石獎、第四屆小巨人獎及第八屆

創新研究獎、並於2008年榮獲第十八屆國家品質獎。強調技術創

新、品質第一、快速服務的和椿，正以穩健的步伐，充滿信心的昂

首邁向未來。(左圖為和椿科技安全節能事業處副總經理胡宗和)

的零組件通路事業，能以「技術應用」的加值服務與其他零件

通路商在競爭上區隔，

「技術應用」更是和椿科技跨出零件通路商的關鍵。九○年

代國內科學園區興起，和椿開始涉入生產自動化設備的代理商

領域，同樣在國外設備廠、國內各生產廠商製程需求的雙重推

力下，和椿科技又再度投入研發資源，逐步進入資訊電子、半

導體與光電產業生產設備之設計、製造、服務領域。

和椿科技不僅對這些客戶生提供生產設備與製程的服務，也

同期針對工廠的耐震安全提供隔震、減震方案，並透過自動排

煙系統及電動百葉窗產品，以達到通風換氣與節能減碳目的。

這些自動化廠房周邊產品的硬體骨幹，如，排煙窗或電動百葉

窗，其實正是臺灣鋁門窗產業的強項，和椿在對外採購這些原

材料或半成品後，再結合其自動化設備應用的專長而發展出同

步控制系統，創造自動化工安與綠色建築新產品。

扎根自我技術　慎選合作夥伴

「許多人以為我們公司發展是很跳躍性思考，其實是有規則

可循的。和椿科技從零件銷售擴大到設備，從傳統產業跳到光

電產業設備，從設備服務又跳到安全節能產業，關鍵都在於我

們專注『技術應用』的研發。」和椿科技安全節能事業處副總

經理胡宗和表示，和椿在「技術應用」上扎根能扎得深，除累

積了豐富的零組件使用經驗外，更積極與國外廠商攜手，以應

用技術與售後服務讓零組件、設備符合國內廠商製程上需求，

進而也發展出自有品牌設備――Aurotek。

主要客戶群為筆記型電腦、通訊、資訊家電、半導體、光通

訊及TFT-LCD等製造產業。至於LED與太陽能電池產業，目前和

椿科技更已踏入全新的研發領域，不僅著重內部研發人才的培

養與自有技術的累積，也會適時向外部尋求關鍵技術與元件。

而在自動生產設備必需的工業電腦、I／O版卡上，和椿選擇

研華作為合作夥伴。由於研華的產品穩定度與售後服務完善，

為和椿減少許多服務成本，並增加客戶使用滿意度，讓和椿在

採購IPC時，仍以研華為主要考量，更近一步授權自行研發的驅

動IC晶片與技術給研華，發展出許多設備動轉時所需要的「運

動控制卡」產品。

跨足安全節能產業　開創新商機

在和椿的事業部門中，安全節能事業部與現代人生活更為貼

近。許多人都去過台北101這個全世界最高的建築物，然而很少

人知道和椿在該大樓防震裝置工程上也多有建樹。

胡宗和解釋，十幾年前，和椿即開始投入大樓與公共工程設

施防震工程，因為不論大型生產設備與小型機台，都很重視作

業穩定度與抗震程度，像是機台運作時承載的承軸（Bearing）

與抗震動的避震器，乃至於大樓與廠房工程防震的設施，遵循

的都是力學原理。

至於在節能產品上，和椿近年擷取在工廠運用上的自動排

煙系統與採光罩經驗，發展出可應用在商業大樓、豪宅與公共

設施上的自動採光百葉窗產品，並具有通風、換氣、採光、隔

熱等節能功能，任何人都可透過電子裝置操控百葉窗之上昇、

下降及角度調整，裝設在建築外面時更可以保護空間內隱私。

「這個產品不只美觀，而且還可以對抗15級的強風，」胡宗和

強調。

目前節能安全產品已是和椿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約占年營

業額的五分之一。展望未來，胡宗和表示，將來安全節能事業

部將快速成長，在營收上達公司年營業額的三分之一強，與通

路、自動設備業務三足鼎立。

從一個零件商，成長到今天跨入全球環保節能產業，和椿正

代表著臺灣中小企業在業務開發與研發上令人讚嘆的彈性與競

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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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都如何參觀博物館？在入口處拿一張平面配置圖按圖索驥？不知道有什麼好看的展覽，只好隨意遊逛？

但自鶯歌陶博館引進Digital Signage後，這樣的情況開始有所不同，聲光效果十足的Digital Signage，

不但讓遊客在進館前，就可取得各種資料與館內活動資訊，也讓館方與遊客的互動，更具即時性。
採訪撰文∣耿慧茹
專訪∣鶯歌陶瓷博物館 龔達材
攝影∣石吉弘

Digital Signage
讓遊客愛上博物館
什麼最有看頭？！互動式電子看板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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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ful eLifestyle品味樂活

對
於大雄來說，參觀博物館一點都不好玩，因為

他每次都只能跟著老師或解說員，一路從入口

走到出口，走馬看花常是頭昏眼花，不知道到底看到

什麼。不過，這次到鶯歌陶瓷博物館卻很不一樣。一

走進博物館，就聽到熟悉的「周董」的歌聲：「素胚

勾勒出青花筆鋒濃轉淡，平身描繪的牡丹一如妳初妝

……」，而且在大廳有一台觸控式電腦，按下體驗活

動區按鈕，發現好多有趣的陶藝活動，平常最喜歡畫

畫的他，決定先到青花壓印區去玩。

博物館導覽 開始走向e化

台北縣鶯歌鎮向來以豐盛的陶藝文化聞名全台，位

於鶯歌的陶瓷博物館，則是民眾領略陶藝之美的最好

去處。為了讓遊客能認識陶瓷的豐富樣貌，館方對於

多媒體導覽裝置的導入，非常積極。在2007年就已在

展覽館內架設電子看板，民眾可藉著簡短的多媒體導

覽，獲得精彩的展覽資訊。

當時的影音導覽解決方案，係以研華電子看板產品

為基礎，搭配以flash製作的多媒體導覽內容，以軟體

控制的方式，呈現生動多元的分割畫面，由於僅有單

向傳遞展覽資訊的功能，內容皆為固定且重複播放，

因此選擇懸掛於展場壁面，提供遊客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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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ful eLifestyle品味樂活

10

M
yAd

vantech

藉由當時導入的數位電子看板，鶯歌陶瓷博物館

減少許多導覽DM的印刷量。鶯歌陶瓷博物館園區佔

地廣，館內共有五層遊覽區域，從地上三樓到地下兩

樓，除了多個展覽廳外，另規劃有陶藝舞台、演講

廳、兒童體驗室、陶藝教室、餐廳、陶藝品販售部等

活動空間，早期，館方必須印製詳細的導覽圖，方便

民眾參觀使用，而透過懸掛式數位看板，民眾進館後

透過螢幕，即瞭解館內配置。鶯歌陶瓷博物館館方人

員龔達材表示，展覽廳數量多達十間，展覽主題經常

更換，因此館方美工人員必須經常修改導覽印刷物的

內容，輸出最新的館內展覽資訊，而現在只要在系統

上進行資訊修改，前端的電子看板即可呈現出最新資

訊，十分方便，不需要重複印刷，也更環保。

移動式電子看板  讓導覽服務更活潑

隨著多媒體科技的普及，館方觀察到，遊客對於影

音導覽設備的興趣越來越濃厚，因此希望增加既有展

覽媒介的功能，以新一代的互動式電子看板，強化導

覽服務，於是在2009年的陶瓷藝術節期間，在博物館

大廳另行導入具有互動功能的Digital Signage，讓民眾

以生動有趣的方式，瞭解國際藝術節的內容。國際陶

瓷藝術節是陶瓷博物館一年一度的盛事，而每年配合

藝術節所舉辦的主題特展、國際級陶藝家的現場示範

表演、以及各種體驗活動，也總會吸引大量民眾共襄

盛舉。

今年展覽主題為「青花宴」。遊客一踏進園區，就

可看到搭載青花主題的Digital Signage。具有觸控功

能，以及亮度高的顯示器，引發遊客好奇心；此外，

其中的展覽品介紹、體驗活動宣傳等內容，讓遊客深

入瞭解東方陶瓷內涵，與鶯歌陶瓷產業淵源深厚的

「青花」製陶彩繪技法，配合知名歌手周杰倫的當紅

歌曲「青花瓷」不斷播送，成功吸引遊客注意力，成

為使用率最高、最受歡迎的館內設施。

龔達材表示，直立式的電子看板可以移動，內容也

能依照需求隨時編修，非常適合用在短期、需經常變

動的特展上。尤其是新一代Digital Signage的觸控式螢

幕，讓遊客能依照自己的興趣，搜尋他們想知道的活

動訊息，讓博物館的導覽服務增加了互動性，遊客不

需仰賴館方人員的指示，便能輕鬆瞭解展場的情形。

「博物館3樓的專屬特展區，未來將大規模導入移動

式Digital Signage。」青花宴特展應用的成功，讓陶瓷

博物館對互動式電子看板興趣大增。

電子看板延伸到戶外  博物館服務無所不在

除了豐富的館藏、展品外，鶯歌陶瓷博物館最為遊

客所喜愛的，便是由風、水、土、火四個廣場所組成

的陶瓷藝術園區，包括陶瓷步道、陶瓷景觀雕塑、親

水設施等區域，提供充分的休憩空間。為了讓悠遊其

中的民眾，也能閱讀到豐富的資訊，館方在室外佈署

電子看板。龔達材表示，常設於室外的電子裝置，必

須接受嚴苛的環境考驗，而研華所製造的工業電腦，

使用兩年多來展現穩定的品質，讓博物館無須擔憂設

備故障，破壞民眾遊興。

龔達材認為，最理想的數位式電子看板系統架構，

應該是在不增加網路投資的前提下，便能讓分散博物

館各處的Digital Signage，統一植入相對應的展覽資

訊。採用研華的解決方案，使用博物館既有的光纖網

路進行資料派發，無須在每個佈署點另拉專線，減少

施工的麻煩，也能顧及博物館展示空間的美觀。

科技的進展讓導覽服務趨於多元與生動，輔助導覽

的電子看板，也勢必因不同的需求而翻新。龔達材表

示，鶯歌陶瓷博物館將持續製作多媒體、高畫質的館

藏資訊，讓遊客透過線上串流（Streaming）的方式，

直接在Digital Signage上取得各種資料與館內活動資

訊，館方與遊客的互動，更具即時性。肩負傳承陶瓷

文化任務的鶯歌陶瓷博物館，不斷思考如何以更好的

方式，讓台灣民眾認識陶土、釉彩與風爐互動下，所

創造的雋永陶藝。■

遊客一踏進園區，
就 可 看 到 搭 載 展
覽 主 題 的 D i g i t a l 
Signage，讓民眾以
生動有趣的方式，
瞭解當期展覽的主
要動態與內容。



位在內湖陽光街的研華陽光大樓，從外觀看起來，與一般大樓並無二致，

但實際上卻是一棟智慧型大樓，透過BA（Building Automation, BA）系統整合各種樓宇設備，

除了發號控制命令，同時也監控其是否正常運作，

為員工提供一個安全、節能又舒適的辦公環境。
採訪撰文∣廖珮君
專訪∣研華工業自動化事業群協理 蕭錫堂
攝影∣石吉弘

Joyful eLifestyle品味樂活

網
路對企業營運模式的改變越來越大，以前企業

透過網路傳輸商業資料，如今則是藉由網路

監控辦公大樓內的各項設備，像是照明、空調、消

防火警系統……等，透過整合性監控平台，警衛不

必在為了一盞同仁下班忘記關掉的燈，而在不同樓

層間疲於奔命，或是無意間誤觸的警鈴聲，現在只

要移動滑鼠就能解決問題。聽起來似乎有些不可思

議，透過網路就可以關燈關空調！但這卻是研華陽

光大樓的真實場景。

身為產業電腦龍頭廠商的研華，對於企業內部的E

化和智慧化向來不遺餘力，陽光大樓於2008年導入樓

宇自動化系統（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BAS），

將大樓內部各種設備整合至中央監控平台，以便管理

人員進行整合性控制，這些設備包括門禁管制、停車

場管理、中央監控、CCTV、照明控制、空調、消防

火警、機電設備（如：通風、電梯）等等。

這套中央監控系統的最大特色就是採取開放式的

網路架構，管理者可以很方便地透過網路進行遠端

監控，研華工業自動化事業群協理蕭錫堂表示，目

前在警衛室及中央監控室都設置了操作平台，只要

透過網路連線就能即時監控各個設備的運作狀態，

或是進行時序控制，讓辦公環境達到安全、節能又

舒適的目標。

以空調設備為例，在中央監控系統操作平台上，操

作者可以看到每一層樓、每一個辦公區間空調送風設

備的運作狀況，目前為運轉中、停止或故障，此外還

能遠端設定各個辦公區間的室內溫度值，一旦空調設

備裡的控制箱偵測到設定值有所改變，就會啟動控制

指令讓室內溫度達到新的設定目標，如此才能為員工

提供一個舒適辦公環境。

透過BA時序控制  兼顧節能與安全雙重效益

監控設備運轉狀況是樓宇自動化系統中最基本的功

能，對設備進行時序控制則是最常使用的控制指令，

由於照明與空調是大樓中最主要的能耗項目，透過時

序控制定時地開啟／關閉照明空調設備，可以有效達

到節省能源的目標。

在研華的中央監控系統裡，除了按照時間表自動開

啟／關閉照明設備，也與安全機制進行連動，同時兼

顧節能與安全的雙重效益。蕭錫堂指出，研華將晚上

8點到隔日凌晨7點的下班時間設為警戒時段，在警戒

時段中，倘若有人開啟空調與照明設備，系統就會發

出警示通知提醒警衛注意。

除了開關照明與空調設備，研華也將時序控制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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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大樓智慧化
研華打造智慧化辦公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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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門禁管制上，主要針對每一層樓的出入口及安全

門，再結合紅外線偵測器達到安全警戒目的。在警戒

時段，出入口與安全門應該處於關閉狀態，倘若紅外

線偵測器偵測到的結果是處於開啟狀態，系統就會立

即發出警報聲響，並結合CCTV監視系統，在螢幕上

顯示該區監視影像，也或者警衛可以手動調閱該區的

監視影像，即時確認是否有入侵者。

為了確保機電設備能夠在最好的狀態運作，研華

在中央監控系統中納入維護保養提示的功能，根據

每一台設備的運轉時數或保養週期定期發出通知，

確保設備能夠定期保養以維持最佳運作狀態。

其實，機電設備就好像汽車一樣，在使用一段

時間後就得進廠維修，才能讓性能回復到新車的狀

況，同樣的道理，在大樓營運一段時間後，機電設

備必須要做適當的維護與參數調整，才能夠維持既

有功能與操作特性，但在沒有系統協助的情況下，

機電人員只能以紙本紀錄何時該進行保養維修，很

容易疏忽或遺漏，惟有透過系統自動提醒才能降低

人為疏失的可能。

兼具彈性與開放性  研華提供完整BA解決方案

在導入中央監控系統的過程中，蕭錫堂認為最困難

的地方莫過於系統整合作業，由於空調、照明等智能

設備的通訊介面皆自成一格，如何將這些通訊介面串

連起來，讓資訊能夠無縫傳輸，成為導入團隊最大的

挑戰，而克服挑戰的方法，除了事前充分的溝通、協

調外，產品選擇也相當重要。

研華使用自行研發的BAS-3000系列樓宇自動化解

決方案，從現場端的數位邏輯控制器（Direct Digital 

Control；DDC），到監控中心的WebAccess圖控軟

體，每一個都採取開放式的網路架構，在兼顧解決方

案的完整性與滿足開放式網路通訊介面的需求下，大

幅降低系統整合的困難度。

蕭錫堂表示，研華DDC控制器乃針對樓宇自動化控

制應用而設計，除了具備網路連線功能外，系統還內

建Auto Tune PID控制邏輯，並提供離線模擬及線上除

錯功能，可以降低現場試車時間，簡化樓宇自動化系

統的整合工作。此外，隨著科技進步，電子零組件的

體積日益輕薄小巧，連帶也讓DDC控制器的體積跟著

大幅縮減，不僅節省系統空間，外觀上也變得更有設

計感。

至於WebAccess圖控軟體則是一個具備高度整合與

擴充性的平台，不僅可以整合其他設備的資料，也可

將資料提供給其他系統進行整合，由於WebAccess使

用開放式資料庫架構，支援SQL查詢與ODBC開放式

連接界面，使用者可自行設計報表格式，或是將監控

資料結合不同應用程式，讓樓宇自動化系統更加貼近

使用者的需求。

對於研華來說，導入整合型中央監控平台的效益

可歸納為四點，首先，是節省不必要的人力成本，

所有設備的運作狀況都能在中央監控系統上一覽無

遺，管理者不必逐一巡視。其次為讓大樓機電設備

維持最佳運作狀況，不僅降低故障維修成本，也能

延長設備使用壽命，使設備的更換週期延長，節省

設備開支；再者透過時序控制，讓系統自動關閉空

調或照明設備，節省不必要的電力支出，不僅積極

響應節能減碳政策，同時也提昇企業的品牌形象；

而應用樓宇自動化系統創造安全舒適的辦公環境，

無形中也增加員工產能。

「完成了樓宇智慧化，下一步就是綠化，」蕭錫堂

強調，雖然研華中央監控平台已具備初步節能效益，

但研華希望更積極地做好能源管控，未來將導入智慧

型電錶，建立節能量測與認證模型，作為台灣智慧建

築物的領先標竿。■

研華導入整合型中央
監控平台後，所有設
備的運作狀況都能在
中央監控系統上一覽
無遺，讓大樓機電設
備維持最佳運作狀
況，無形中也提昇企
業的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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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的同時，遊戲進行的方式，也從傳統的搖桿加上

幾顆按鈕，搭配上上下下、左右左右口訣的年代，演

進成依照遊戲者肢體動作或以觸控方式進行的電玩新

世代。

京晨資訊產品經理潘彥廷，針對目前遊戲市場發

展表示，「這是因為對遊戲者本身而言，具有互動

性的體感式遊戲，本身除了具有舒壓的效果外，某

些時候也可以滿足從事遊戲的玩家對於自我展現的

一種滿足感。」

但不可否認，IT技術的日新月異，也讓硬體成為遊

戲軟體廠商的軟肋。潘彥廷說：「國內的遊戲產業架

構，主要可分為企畫、軟體及硬體這三大部分，彼此

間缺一不可，唯有透過三者密切的結合才有機會發展

出一款成功的遊戲。因此，除了在遊戲的設計上必須

要有更吸引玩家的遊戲企畫，也必須有相應的硬體搭

配，才有機會讓玩家願意掏出錢來。」

京晨是以遊戲企畫、設計為主的公司，成員的背景

也多半以程式設計或美術、企畫等領域為主，對於硬

體方面的接觸向來較少。潘彥廷認為，公司是以強調

遊戲設計與軟體開發為主，雖然瞭解硬

體的重要性，但是對於硬體的世界

也實在存有難以瞭解的門檻。

以目前最熱門的觸控式螢幕為

例，觸控技術雖然大幅的增加了遊戲

互動性經驗的可能，但卻也同樣對京

晨造成相當的困擾。例如設計必須透

過觸控螢幕來進行節奏點擊的遊戲

而言，雖然，觸控螢幕在產業上並

不算新的應用，但與目前觸控技術

應用最為廣泛的公共資訊服務站

（Kiosk）相較，在觸控螢幕應用

上遊戲機與Kiosk之間最大的差異

在於使用習慣的不同。

除了Kiosk是以單點觸控，遊戲

機較具有玩法延伸性的雙點觸控

外，「玩家絕對無法容許Kiosk在反

應與定位點上的緩慢及失誤在遊戲中發

生，因為，他們在機台上的一切表現，有時

「體感」操控已成為遊戲產業的新主流，而觸控式技術的應用，

更大幅的增加了遊戲互動性經驗的可能，透過研華的專注分工模式，

讓遊戲軟體業者可更專注在自己的優勢，發揮加乘的效益。

採訪撰文∣嚴樺佑 
圖片提供∣研華公司
專訪∣京晨資訊產品經理 潘彥廷、研華台灣區ePlatform事業群高級業務工程師　劉俊志

體感遊戲
成電玩新主流
與觸控技術結合 創新玩樂體驗

「Sorry ~ Sorry ~ Sorry ~」隨著音樂節奏的變

化，老王一邊搖動略微發福的身體，一邊熟

練的舞動著雙手，點擊觸控螢幕上的每個節奏點，隨

著節奏越來越快，難度越來越高，創下最高連擊紀錄

的老王在擊敗不知名的連線對手之後，在周邊圍觀民

眾驚嘆的眼神中，心滿意足的步出電子遊樂場……

這就是當前最流行的「體感式」遊戲，強調玩家必

須要透過運用身體運動的方式，去操控遊戲的進行。

像是目前備受矚目的Wii中，有一款釣魚遊戲，玩家

拿著特製的「感應遙控器」就同真的釣魚一般，不但

可以感受釣魚時的拉力與聲響，也可偵測玩家肢體動

作，希望藉此讓消費者體會更趨於實境的遊戲樂趣。

隨著「體感式」遊戲風潮日益風行，這種具有高度互

動性的遊戲方式，已逐漸取代傳統的搖桿加上幾顆按

鈕的操控方式，成為所有遊戲機種在設計時的主要發

展方向。

體感遊戲當紅 從需求出發掌握玩家

當遊樂場中的大型遊戲機台從「街頭霸王」逐漸被

「連線賽車」、「瘋狂鼓手」或「唯舞獨尊」等遊戲

Joyful eLifestyle品味樂活

都隱藏著對旁人展現的心態，所以他們會在意遊戲進

行連打時，是不是能達到最完美的分數，所以硬體平

台在判讀、運算及反應方面的效能表現，就必需要具

備足以應付的能力。」也因此，京晨針對旗下設計的

遊戲，有著更嚴苛的平台需求及標準。

透過分工合作 專注發揮自己的優勢 

「這一波的遊戲革命，正是『科技來自於人性』的

體現，為了因應這種趨勢，不論是服務或軟體業者，

都必須思考如何滿足使用者行為改變的相關需求，才

能在這一波中搶得商機。」研華台灣區ePlatform事業

群高級業務工程師劉俊志指出，所以如何進行平台整

合就變得格外重要。

其實，在研華之前，京晨也接觸了不少相關業者，

但在整合平台方面，卻無法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直

到與研華接觸之後，才解決了相關的問題。潘彥廷指

出，研華在了解京晨的需求後，即透過集團的資源，

整合了幾套搭配不同面板的解決方案，供京晨測試選

擇，而在透過遊戲軟體的實際測試後，再針對硬體的

極限去尋求解決之道，在往返過程中，解決方

案都以平台的方式進行，才徹底的為京晨

解決在硬體方面遭受的困擾。

而除了硬體平台的選擇性多樣外，

不論在硬體的組裝、測試或是軟體方面

像是作業平台的支援、開機程式客製化的

服務，以及對IP安全保護上的設計，研華

提供的諸多服務，都讓京晨可以無後

顧之憂的專心從事本業的開發與設

計。正因如此，讓京晨近期能順利

地將產品交付大陸客戶的手中。

「這就是研華對我們最大的幫

助，不用煩惱硬體架構及後續組裝

測試等問題，就像是80／20法則一

樣，讓各自負責自己最擅長的

事，然後加乘發揮。我相

信這也將是遊戲產業發

展的新趨勢！」潘彥廷

語帶肯定的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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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知名導演盧貝松在環保紀錄片《搶救地球》

裡，以空中俯瞰角度，取得全世界超過50個國

家的環境照片，呈現過去數十年來，因為人類對天然

資源的濫用，對地球所造成的深刻傷害，包括：非洲

草原野生動物的生存環境日益惡化，被迫大舉遷徙；

金融交易活絡的美國紐約，被灰濛濛的煙塵所遮蔽；

北極地區的冰山逐漸融化、流冰快速縮小……，透過

攝影機呈現出這個美麗星球的傷痕，讓人類無法再忽

視氣候變遷、環境暖化的事實。

最新《科學人》雜誌的報導更指出，在2100年以

前，北極地區融化的永凍土會繼續增加，導致甲烷的

排放量增加20～40%，甲烷是能夠大幅加速全球暖化

的溫室氣體，甲烷分子的暖化效果是二氧化碳分子的

25倍，如果全球暖化導致永凍土快速解凍，地球變熱

的速度，會比現在大部分的氣候模式預測的還要快。

而減緩溶化速度的唯一方法，就是人類透過降低二氧

化碳排放量來控制氣候暖化。

環保從抽象的概念 逐漸落實到生活面

面對大自然的反撲，人類已經開始有所覺悟，並試

圖積極重整傷痕累累的家園，如何合理的使用能源，

並透過各種手段降低能源的損耗與二氧化碳的排放，

已成為各國政府當前的重要國策。

為了彌補過去數百年，因為偏重經濟發展，而犧牲

地球環境的罪行，近幾年世界各國的環保作為日趨積

極，如：面對地球暖化問題的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對

破壞臭氧層物質進行管制的蒙特婁議定書、規範有害

廢棄物跨越國界的巴塞爾公約，以及限制溫室氣體排

放量的京都議定書等，以諸多國際環境公約，約束人

類戕害自然生態的行為。

除了簽署各種公約之外，各國對綠色電力的研發，也

加快腳步，企圖創造乾淨、無污染的能源。從工業革命

以降，人們仰賴燃燒石油、天然氣、核燃料，將之轉換

成電能的發電方式。然而，這種傳統方式僅能將36%的

能源轉換成電力，其他64%的能量，則成為二氧化碳和

廢熱，散入大氣層與海洋。為了降低對環境的傷害，各

國政府有效利用乾淨的自然能源，如：太陽能、水力、

風力等。以台灣政府為例，已經宣布獎勵綠色能源研

究，更訂下在西元2020年時，綠色能源的使用率，需

佔全國總電力10%，達650萬千瓦的目標。

在這樣的概念下，環保逐漸從抽象的概念，轉變成

實際落實於生活的種種作為，人們的食、衣、住、行，

都開始追求與環境達到平衡的理想。像是2008年4月21

日至25日，享譽全球的德國漢諾威工業博覽會，就以

可再生能源和環保技術作為博覽會主題。此外，民間也

發起諸多的運動響應，例如減少免洗餐具使用、善用廚

餘變堆肥、採用綠色建材的建築物、油電混合的複合式

能源省電車、環保家電等等，讓節約能源不再是一句口

號，而是地球每一個居民必須反求諸己的工作。

更有效的掌控資源 將能源用在刀口上

不過，光有環保節能的概念仍不夠，還必須以最

有效率的方式，謹慎使用稀有而可貴的能源。目前已

有許多企業正積極研發各種設備，以合理使用資源。

像是研華近年來就設計出各種監控電力使用狀態的設

備，包括：可蒐集組織內的水、電、天然氣等資源

消耗數據，並計算合理使用量的樓宇能源管理系統

（Building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BEMS）、

Web-enabled DDC控制器BAS-3000、WebLink數據採

集器等解決方案，協助家庭、企業將每一分電力都

「用在刀口上」。

研華認為，未來每一個被人們所使用的空間，都將

是智慧電網（Smart Grid）的環境。在電腦管理下，

在用電尖峰期控制器會會高耗能主機進行卸載，避免

浪費；透過自動化設備的冷卻、加熱、加濕、除濕等

功能，生產不停擺的工廠得以維持省電且恆溫的環

境；Web化的管理介面，讓人們能在最短時間內，瞭

解內部能源使用狀況。精密的工業電腦，不但能進行

高可信賴度的生產任務；在人類急思降低氣候暖化速

度的此時，也是達成節能減碳目標的最好幫手。

美麗的環境與珍稀的資源，提供我們舒適而便利

的生活，但這些並非人類所獨有，而應該與存在於地

球上的各種生物共同分享。儘管自然已經遭受破壞，

但可喜的是，我們已經看到各國政府在關注環境的努

力，包括藉由獎勵優惠、技術移轉、技術服務與教育

宣導等策略，提高民眾與企業對節約能源的重視，研

華身為工業自動化設備大廠，也是愛護地球的公民，

會持續秉持對環境友善的經營態度，開發低耗能、高

效能的產品，協助客戶尋找環境保育與經濟開發之間

的平衡點。■

Special Report特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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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合理使用
人與環境共存共榮
近年來，溫室暖化效應導致全球氣候異變，各國政府紛紛祭出各項措施，

約束人類戕害自然生態的行為，不過，光有這樣仍不夠，還必須透過科技的創新，

謹慎使用稀有而可貴的能源，這樣才能真正達成與環境共榮的目的。
撰文︱ 耿慧茹　
圖片提供︱ 達志正片

目前已有許多企業
正積極研發各種設
備，以合理使用資
源。像是研華近年來
就設計出各種監控
電力使用狀態的設
備，協助家庭、企
業將每一分電力都
「用在刀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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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各國對日趨嚴重的環境污染逐漸有所覺

悟，為了響應對地球環境的保護，企業對於電

能消耗與二氧化碳碳排放量，亦隨之更為警覺。然

而，一味的控制能源消耗，不免衝擊到經濟成長，為

了永續發展，企業必須在生產效能與環境保護間取得

一個平衡。也就是他們必須瞭解如何恰當、合理地使

用能源。其中最有效的能源管控，就是從瞭解現有能

源使用狀況著手，唯有掌握本身在使用上的盲點，才

能進一步在管理規範上進行修正。

為了維持用電安全，以及電力配置的高經濟效益，

台電與用電量較大的公司，皆簽訂用電契約，企業每

月依照契約容量計算基本電費。企業用電若超出契約

容量，則需支付超約附加費，由於必須為超出的用電

度數，支付多達原本電價兩倍的違約費用，因此，瞭

解用電狀況，估算出最恰當的需量，是減少電力支出

最有效的方式。而新鼎的能源管理系統（EMS），能

協助企業進行能源的診斷、分析，進而預測與管理所

需能源，已獲許多企業機構等青睞。

EMS的核心為電力需量閘道器（ACS Demand 

Gateway；ACSDMG），採用研華可嵌入式系統

（Embedded System）的工業級電腦作為設備平台，

提供企業一個彈性的電力監控解決方案。ACSDMG可

每秒進行一次電力需量的數據蒐集，讓企業精準掌握

內部用電實況，並可根據量測報表，制訂電力管理政

策。針對尖峰超約時間，視狀況導入DC卸載耗能設

備，或另接PLC等控制模組，達到有效的負載平衡，

避免支付超約罰款。

節能減碳 無須花費高額成本

在政府的宣導下，許多企業確已產生節能減碳的

概念，但因為擔憂要支付龐大的相關產品導入費用，

致使主事者對能源控管裹足不前，而ACSDMG的設

計，則可避免這個問題。新鼎系統專案事業處第三專

案部總工程師林堡田表示，與傳統售價高昂的PLC／

SCADA多用途環境監控設備相比，ACSDMG的架設相

對簡單，企業只需在主機上增設閘道器和電表，便可

開始蒐集用電資料，並加以分析。另一方面，依照客

戶規模與預算的不同，新鼎系統設計出買斷、租賃、

Special Report特別報導

校找出最佳契約電量，並協助客戶控制尖峰期的電力

負載，在節省電費支出之餘，也降低碳排放量、減少

對環境的傷害。

在辦公人口稠密的辦公大樓，ACSDMG所蒐集

的電量資料，則能協助總務部門瞭解不同樓層的用

電習慣，在不干擾同仁作息與業務運作的前提下，

制訂出電燈、空調的使用管理政策，在超出預估用

電值時，系統即發出警示或強制卸載，培養同仁

「能源有限」的觀念。更重要的是，新鼎系統將

ACSDMG蒐集的數據，彙整成節能看板，讓老闆瞭

解節能減碳的成效所在。

而服務上萬旅客的運輸系統，則能透過ACSDMG

每秒蒐集一次的、參數超過40種以上的原始資料，

瞭解全日尖、離鋒用電的細微變化，進而與旅客服務

系統、車輛調度系統的數據進行交叉比對，在節能之

餘，也不致衝擊到運輸服務的品質。■

節能績效保證方案（ESCO）等不同計價模式，讓企

業在最小負擔下，達成節能目標。

一般PLC必須將資料回傳主機後再進行分析，若傳

輸中斷，資料也就流失；而ACSDMG不但簡單，也能

確保資料完整。林堡田指出，ACSDMG本身具備運

算功能，且內建儲存媒體，就算在傳輸過程中網路斷

線，資料也能先保存下來，待後續進行回復。

架構彈性 能滿足各產業節能需求

林堡田指出，研華的ARK 3390工業電腦，具有多

序列埠設計及高效能主機，讓ACSDMG運作在各種應

用環境，甚至在高低溫、多塵、潮濕等惡劣條件下，

也都能展現高可用性。透過新鼎系統專業團隊的客製

化服務，ACSDMG已經廣泛使用在校園、辦公大樓、

運輸機構等規模不一、需求各異的場所。

在 冬 季 與 夏 季 電 力 消 耗 差 異 大 的 學 校 ， 透 過

ACSDMG的即時分析，分別瞭解月平均電量，以及空

調用電量高的6月、9月的使用量，結合課表既行教室

及樓層用電分析，再經過縝密的推估，新鼎系統為該

19世紀的英國物理學家Lord Kelvin曾說：「沒有量測數據，便無法著手改善。」

企業想落實節能減碳，得先瞭解在日常的運作中，究竟消耗多少能源。

電力需量管理設備，正可提供企業最科學化、系統化的能耗分析。

採訪撰文︱ 耿慧茹　
專訪︱ 新鼎系統專案事業處第三專案部總工程師 林堡田

智慧用電
兼顧節能與企業成長
瞭解用電現況  方能有效控管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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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企業確已產生節能
減碳的概念，其中瞭
解用電狀況，估算出
最恰當的需量，是減
少電力支出最有效的
方式。



整
個工控產品供應鏈中，系統整合業者所處的位

置可說是第一線，也就是直接面對客戶，在此

情況下，系統整合業者必須具備至少兩類專業，客戶

端的垂直產業專業與系統端的IT專業，系統所需的應

用程式就是結合兩邊專業所撰寫出來，不過在作業系

統中，有部份功能程式並不需要因應不同客戶進行客

製化，而系統整合業者每每還是必須重複撰寫相同程

式，因此，研華設計出「iManager for COM」服務，

將原本的硬體設計服務往前延伸，同時也將自身角色

從原本的硬體設計提供者，轉換為系統整合業者的合

作夥伴。

從硬體著手 穩定度更佳

「iManager for COM」在工業電腦領域是一項創

舉，目前並沒有其他廠商提出類似服務，不過在對研

華本身而言，其概念並不算創新，大約4年前研華推

出的「SUSI」（Secure & Unified Smart  Interface）就

是類似概念，只是兩者存處位置不同。

「SUSI」屬於軟體，接掛在作業系統之下，應用

程式撰寫者可透過其應用程式介面（API）的鏈接，

輕鬆完成Control、Display、Monitor、Power Saving、

Security等功能，多年來也協助了不少客戶完成各種

垂直產業的系統設計，不過由於SUSI在作業系統下運

作，當系統當機時，SUSI自然也就隨之停擺，因此在

穩定性考量下，研華推出了「iManager for COM」。

「iManager for COM」不僅延續SUSI的應用程式介

面概念，同時還擴增了其服務範圍，而兩者最大的差

異在於存處位置不同，SUSI位於作業系統之下，而

「iManager for COM」則是內建於晶片，嵌入於板卡

上，把軟硬體整合在一起，由於並不在作業系統下運

作，因此作業系統當機，「iManager for COM」仍可

正常運作，不受影響。

 iManager for COM四大優勢

「iManager for COM」提昇系統整合業者的設計優

勢，可分為四項，包括簡化系統升級、提昇系統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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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安全性更有保障、配置設計容易，在簡化系統升

級方面，由於「iManager for COM」的API規格統一，

當系統升級更換板卡時，並不需要重新設定原有功能

即可運作，在系統整合時，由於各種核心都已內建，

只要從中彼此串連即可，大幅縮短了系統整合的設計

時間。

在系統穩定性方面，嵌在板卡上的「iManager for 

COM」，不受OS當機而停擺，此外還另設有eSOS，

eSOS是一套遠端救援系統，當位於遠端的系統當機

或出現異常訊號時，eSOS會自動診斷硬體設備，並

發出相關報告的電子郵件通知遠方的管理者，這時管

理者可藉由相關報告瞭解現場狀況，在決定是否重新

啟動系統。

在穩定度方面，「iManager for COM」的另一項功

能是Smart FAN，嵌入於板卡的晶片，不受OS影響，

穩定度自然更佳，在若板卡過熱，整體系統仍然會停

擺，針對此疑慮，一般的硬體設計都是風扇解決過熱

問題，「iManager for COM」也是一樣，只不過所採

用的是Smart FAN，一般風扇是只要系統啟動就會開

始運轉，直到系統停機為止，Smart FAN則是會偵測

系統內部溫度，當溫度達到預設值時才會開始運轉，

當溫度回降到設定值以下，風扇逕行停止，如此一來

不但維持住穩定性，同時也兼顧了節能考量。

安全性部份，「iManager for COM」把所有的功能

資料都加密建於晶片上，以往的系統，解密都在BIOS

上，在此系統中，「iManager for COM」也會有解密

功能，可紀行雙重防護，相較於以往的相關資料都紀

錄在作業系統上，「iManager for COM」的破解難度

更高，在對安全要求更高的產業如金融、醫療等，其

資安等級可再次提昇，另外「iManager for COM」採

取了圖形化介面，在系統設計配置時更加容易，同時

也可大幅縮短設計時間。

市場定位轉換 供需關係更緊密

從過去的單純工業電腦產品供應商，到現在的客

戶合作夥伴，研華的市場定位一再重新定義，角色

Customer
Application

User
Space

Kernel
Space

Hardware

S/W utility & API

I / O driver

Embedded controller

Customer
Application

Hardware

SHELL
User Mode

Drivers

KERNEL

CAL FILESYS GWES
DEVICE

Drivers

CORE

COREDLL/WINSOCK/COMMCTRL/WINNET

Boot Loader

標準化API介面
iManager for COM
讓服務更全面
系統整合廠商必須面對各領域的垂直產業客戶，

同時又要兼顧技術日新月異的IT系統設計，

在此情況下，業者的工作負擔相當沈重，

研華的「iManager for COM」提供了標準化應用程式介面，

同時納入各種軟體功能，讓系統整合業者大幅降低設計負擔，

同時也縮短了產品問世時間。
採訪撰文︱溫潤
圖片提供︱ 研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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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換也反應在產品設計上，其實就市場定位

來看，工業電腦被歸類在硬體端，就保守的觀點，

只要負責供應硬體產品即可，即便有軟體服務，也

只針對部份領域做客製化服務，像是提供應用程式

介面（API），其實多數業者也都有相關服務，不

過這些API都僅侷限於個別領域，而研華則是統一

標準，大規模的納入各項常用功能，包括Advanced 

Watchdog、Hardware Monitoring、Mult i-control 

Interface、Data Security Area、Unified S/W API/utility、

Brightness Control、Board Information、BIOS Flash 

utility、Software Protection、Advantech eSOS等，都內

建在「iManager for COM」上。

這些功能的設計，代表了研華不以硬體供應商的角

度看市場，而是以系統供應商的夥伴為出發點設計產

品，包括之前的SUSI與「iManager for COM」都是此

概念下的產品，這兩者都提供了統一

標準與眾多功能的API介面，當系統整合

業者在設計系統時，由於必須兼顧客戶端的

功能需求與硬體端的系統設計，在API部份往往力有

未逮，SUSI的出現讓系統整業者大大鬆了一口氣，而

不自滿於SUSI的優勢，研華再次提出「iManager for 

COM」，強化了SUSI以往不足之處，讓系統設計工

作更簡單、 快速。

研華指出，在工業電腦產業鏈中，研華扮演統整

合商的供貨角色，面對眾多客戶，只要提供一項服

務，就可以讓所有廠商均霑其露，而且對作為板卡設

計者的研華來說，進行相關設計服務是其固有專業，

「iManager for COM」的問世，意義不僅在於軟硬體

技術的整合，更在於與客戶之間的關係體認，藉由服

務範圍的擴大與強化，讓彼此合作更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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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SCADA HMI／IO
的工業級影像監控
各項技術的進展，讓目前的影像監控解決方案得以提供工業環境眾多效益，

不過影像監控的真正挑戰，在於如何提供明智的監控方式以及挑選正確廠商。

唯有找到具備雙重專業領域的廠商，才能提供適合的解決方案，滿足工業環境應用的特殊需求。

採訪撰文│研華科技公司工業自動化事業群 林崇吉
圖片提供│研華公司

古
語有云：「眼見為憑」，這句話用在工業自動

化而言，代表視訊監控所提供功能上的效益。

作業員與工程師可以透過攝影機及適當技術，安全檢

視遠端或危險區域的現場情境，也可同時親眼監控眾

多地點，瞭解各地發生的狀況，不必親身涉險。

不過影像監控的真正挑戰，在於如何提供明智的監

控方式。若是要監控人員一直盯著螢幕看並不能符合

現實需求，因為監控人員在這種情境下非常容易喪失

注意力，因而遺漏重要事件。

還好數位影像壓縮及其他技術出現進展，得以透過

更輕鬆的方式執行這項工作。這些技術可以結合攝影

機畫面及其他資料，即時呈現各項資訊，讓相關人員

得以做出更明智的決策。此外，系統也能與警報記錄

同步追蹤影像，並儲存進行後續分析。

工業等級的影像監控所帶來的優勢包含：提升安全

性、增加生產力、縮短反應時間、 做出更明智的決

策、強化記錄功能等。

本文將探討促使影像監控進步發展的各項技術，以

及這些進展為工業自動化所提供的各項優點；本文也

將介紹部分的應用方式及產品範例。

監控中斷 

影像監控技術在傳統上屬於保全措施，將攝影機安

裝在精心規劃的重要定點，拍攝現場的實際情形。警

衛通常會坐在桌子前方，即時監控多部螢幕。監控攝

影機屬於類比設備，資料則使用磁帶儲存。數位攝影

機及視訊技術的問世，雖然提供了更優異的技術與功

能，但基本上對執行監控方式的影響非常有限。

如果從工業自動化應用的角度來看，上述作法有許

多不適當之處。舉例來說，桑迪亞國家實驗室 (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 的研究顯示，人類能夠集中注意

特定目標的時間有限，在 10 至 20 分鐘後，注意力就

會開始降低，因而遺漏重要細節。

另外一項相關的問題，就是人類在專注特定目標

時，容易忽略背景中的其他部份，因而遺漏意外事

件。在一項示範視覺系統運作方式的活動中，普渡大

學 (Purdue University) 的研究人員請觀眾觀賞影片。研

究人員請觀眾計算穿著白襯衫者的籃球傳球次數，研

究團隊則是穿著黑襯衫在其中移動。觀眾專心遵循指

令之下，完全沒有發現有人扮成猩猩穿越現場。

這些研究顯示，影像監控如果利用工作人員作為評

Technology Forum技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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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即時影像的主要方式，效果可能比不檢視影像還要

糟糕。監控影像大部分時間可謂風平浪靜，沒有任何

意外，可能在長時間內只發生極少數的重要事件。在

此情況下，監控人員會自然地缺乏注意力，再加上容

易傾向注意已知重要活動，因而忽略其他事件，將導

致發現異常現象的能力大幅降低。

在工業自動化的應用中可能牽涉危險情境，如果決策

錯誤，可能付出非常慘痛的代價。因此，找出方法改善

影像監控功能，就是工業自動化應用的迫切需求。

傳統的技術與方法很難因應工業自動化的需求，例

如一般監控僅提供視覺畫面，因為這對保全服務而言

相當重要；但是畫面上並未顯示其他資訊，例如溫度

及槽內壓力。由前所述，資料並未顯示於螢幕，也未

與影像畫面同步。考慮到各種工業傳訊器及控制器可

能產生的資料，僅提供影像的監控方式，是非常嚴重

的應用障礙。

此外，傳統系統只能依據時間及日期回放影像，至

於記錄或警報等資訊，並不能用於尋找特定影像或連

續影像，因為兩者之間沒有直接連結。雖然確實可以

使用時間戳記作為連結，但是以手動方式建立不但耗

費過多時間，也容易發生錯誤。

標準監控方式的最後一道障礙，就是保全廠商並不具

備工業自動化的產業技術背景，因此產品與控制系統的

互相整合困難重重。即使能夠成功，一般除了開／關錄

影控制外，並無法產生其他具體成果；例如警報摘要追

蹤及列表與影像播放的整合，多半無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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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監控熔爐 

以上種種問題，讓工業自動化在應用上無法實現部

分重要優點。各位可以思考一下，影像監控可以在哪

些情境派上用場。

首先是應用於危險環境，例如結合鍋爐、熔爐、壓

縮機及燃氣管路的區域；另一項稍微類似的環境，則

可能包含燃氣或化學儲存槽。讓操作員、技術人員以

及工程師遠離這些區域，盡可能避免身處於造成生命

威脅的情境，是良好的實作方式。不過同時，檢視危

險區域內部的實際情形，則有助於定期維護作業，並

可診斷意外停機或其他問題。舉例來說，假設高壓警

報響起，作業員可使用影像監控檢查情況，並可提供

影像搭配感應器資料，評估實際狀況。因此在安全距

離下監控作業環境，是非常實用的功能，不僅能提升

安全性，也盡可能延長連續運作時間。

環境監控是第二項主要的工業類別，可用於證明影

像監控的優異效用。一般人平常已使用這項功能，例

如規劃假期時，可能會利用遠端的攝影機畫面，觀察

旅館附近的天氣狀況。在工業應用中，類似情況可能

包括監控颶風或豪雨期間的河流水位。在颶風或豪雨

期間，若能監控河流或堤岸水位，可提供非常有用的

資訊，協助決定何時開啟水門、關閉抽水機、疏散人

員，或採取其他措施。

我們再次強調，安全是影像監控的其中一項優點。

在上述情形中，堤岸及其他地方的居民以及工廠人

員，都能藉此獲得更安全的保障。在上述例子中，使

用影像監控也代表工廠人員能夠有效同時監控許多地

點，可使用攝影機迅速掃描多個地點，因此達到提升生產力的

目標。

節省成本的影像監控技術 

我們可從以上範例得知，影像監控可以提供各項重要利益。

目前由於各項技術的進展成果，影像監控不但能提供更多好

處，也能以更簡易的方式，在工業自動化環境中實現各項利

益。第一項技術進展成果，是部署符合 MPEG-4 及 H.264 標

準的影像壓縮技術。由 Moving Picture Experts Group 開發的 

MPEG-4 及其他標準，指定影像的壓縮方式，讓每秒 30 訊框 解

析度 720 x 480 的影像，能夠以位元速率傳送，其範圍可由每秒

數十千位元 （kb） 至數百萬位元 （mb）。上述頻寬範圍大部

分都遠低於有線寬頻或 3G 無線網路的容量，因此可將相當高

品質的影像傳輸至筆記型電腦、手持裝置、行動通訊裝置以及

其他地方。

第二項技術進展則是 IP（網際網路協定）可定址攝影機。由

於感應器的功能提升，成本降低，加上更低價的電子及光學產

品，因此這類攝影機產品不但價格合理，也能同時拍攝相當高

品質的影像，並可利用標準的 IP 位址及技術進行存取及控制，

實現網路影像監控功能。

從市場統計資料看來，這類攝影機及監控功能已獲得市場肯

定。IMS Research 是英國的商業及技術顧問公司，他們表示儘

管全球經濟成長趨緩，網路影像監控市場今年的成長率仍將接

近三成；本類別市場預計成長 29%，類比監控市場的成長率僅

為其 1/10，也就是 3%。

傳統的影像監控市場預期維持低成長，但網路影像監控的成

長速度預期將持續加溫。一般預計年複合成長率約為 38%，而

美國地區的市場價值，將於 2011 年之前達到 40 億美元。

影像則是值得留意的另一項成長指標，根據 IMS 提供的資料，

影像資料量在 2012 年之前將高達 3.3 exabytes，也就是 33 億 

GB；而外接儲存裝置的銷售金額，也將高達 7 億 5 千萬美元。

擴展工業自動化 

對於工業自動化應用而言，這些新技術代表什麼意義？新技

術可結合影像與其他資料，共同提供多種利益，其中包括提升

安全性、增加生產力，並能以更快速更明智的方式因應意外情

況或危機。此外強化記錄與事件後分析功能，也具備潛在的各

項優點。

由於新型攝影機可提供數位影像，因此以上各種優點都可

能實現。無論影像資料或是網路感應器及控制器提供的資料串

流，都是以位元方式組成，因此並沒有差異，都可利用 IP 相容

協定傳送至任何地點，並由手持裝置、筆記型電腦，或適合的

電腦處理及顯示所有資料。

在工業環境中，這代表 IO 與影像資料可同時在螢幕上顯示，

作業員與工程師不再需要監控兩種系統，只需要注意單一系統

即可。使用者可定義監控資訊的內容，可設定僅顯示最重要的

層面，並可依據需求設定內容的尺寸、顏色以及位置。監控系

統顯示的內容，不再只是許多固定的數字，或是攝影機顯示的

單純影像；例如警報響起時，需要注意的行動項目可以閃爍或

變換顏色。

在某些程度上，這類似於擴張實境的成果；長期以來製作的

大量電影以及各項學術研究，讓本技術逐漸成為主流。其中的

基本概念是結合不同的資訊串流，並將資料疊放在背景上，以

提供額外資訊，用於制定更適當明智的決策。

影像監控的重要關鍵不僅是顯示的資訊，而是資訊在過濾後

能夠強調重要元素，讓檢視者能夠快速集中注意重點，並忽略

其他不重要的部份；同時，檢視者若需要深入調查異常事件，

也可以取得更多資料。

在上述情況中，能夠快速成功地過濾並挑出重要事件，可說

是其中的必備功能。如果是影片描述或學術研究的自由活動情

境，很難正確執行這類過濾功能，不但需要非常大量的運算能

力，也需要使用非常精密的演算法。

不過另一方面，工業自動化應用是限制非常嚴格的環境，目

前已瞭解各項重要參數，以及可能產生警報的讀數數值，因此

現今的技術已符合要求。

應用成效與範例 

您可參考以下情境，瞭解影像監控如何應用於工業自動化；

以下都是在工業應用上的常見的情況：

工廠通常因為法規、安全或其他原因，必須清理污染物的廢

氣排放管道；燃燒法是其中一種清理方式。火焰可以燒毀污染

物，並將其轉換為較環保的物質。不過若污染物具有爆炸性，

則可利用控制燃燒的方式，將其由廢棄物流中移除，以增加安

全性。

燃燒過程中可於背景加上各項資訊，包括燃燒時產生的氮

氧化物以及硫氧化物濃度，以及火焰溫度等等。以上所有資訊

和影像一樣，都可以即時呈現。作業員或工程師可藉此觀察火

焰，並同時瞭解所有相關資料。

至於化學儲存槽方面，一般影像僅顯示極少數的重要資訊，

因為多半僅顯示槽外影像。不過有了新技術，情況可獲得大幅



在
嵌入式應用領域，能夠在第一時間為客戶提供

最新技術與加值的設計服務，就能贏得市場。

面對日益嚴苛的產品設計和上市時程的壓力，為協助

客戶克服這些挑戰，研華採用一系列可協助客戶更快

完成設計專案的措施，以縮短除錯週期，使工程資源

最佳化，讓客戶即早進入樣品設計階段，進而贏得設

計訂單。

縮短設計週期 更快交付樣品

為了提供客戶與最新技術同步的樣品，研華整合

內部的硬體和軟體工程師等人力資源，成立專業設計

團隊，透過密切交流並討論設計資訊、確認設計原理

圖，再交由小組負責人確認。這種合作模式可讓工程

資源最佳化，縮短除錯所需時間。此外，研華也統一

關鍵零組件與包括BIOS與API在內的軟體設計，以有

效降低設計風險與開發時間。

在團隊、最佳化工程與合作夥伴的支援下，研華全

系列搭載英特爾新一代Atom處理器的嵌入式主機板，

將在2010年1月與英特爾處理器同步上市。這些搭載

Atom處理器的主機板，根據不同的應用、尺寸相異，

但均採用相同的Super I/O和乙太網路控制器等零組

件，以及如BIOS與API等單一的軟體環境，最少可節

省最少6個月的開發時間。

內建雙核心Atom處理器的嵌入式設計

有別於第一代Atom處理器的三晶片平台架構，下一

代Atom採用雙晶片設計，將繪圖晶片和記憶體控制器

整合到處理器中，有助於打造出更精巧、更能有效運

用電力、具備良好散熱能力以及足夠I/O功能集的小型

化設計。

此外，英特爾宣佈將長期為嵌入式產品提供雙核心

處理器，性能優於過去採用的單核心處理器，可為數

位電子看板、Kiosk和博奕設備等應用，提供更省電、

夠快速的開發平台，為嵌入式產業帶來正面的衝擊。

為此，研華制定了全新的軟硬體統一策略，能夠

為客戶提供全新的單板產品。在這樣的設計中，單

一PCB設計已經過驗證，可同時支援單核心與雙核心

Atom處理器。因此，無論客戶需要單核心或雙核心

設計，都能以單一PCB布局滿足需求，客戶僅需換掉

處理器和相關的電力控制單元，便可選用不同的處理

器。

搭載英特爾新一代Atom處理器的嵌入式主機板，

具備提高系統可靠性的無風扇設計，可支援包括

Windows 7、XPe、WinCE、QNX和Linux等多種作業系

統，並整合多種智慧軟體API，提供系統整合商更多

種的設計優勢。

研華的硬體支援-20℃～80℃的寬溫使用，適於嚴

苛環境下的應用。為了確保產品在關鍵任務應用中的

嵌入式電腦
性能大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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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可靠性，研華在硬體開發之初，對每個零組件嚴

格把關，以確保所有元件在特定的時間週期內，都能

通過嚴苛的溫度變化考驗。

全系列Atom新品登場

研華在2010年Q1將推出一系列支援新一代Atom處

理器的產品，包括嵌入式電腦模組、嵌入式單板電

腦(SBC)、工業主機板，以及短卡。研華的嵌入式電

腦模組系列搭載高可靠性的CPU模組，可支援小型的

無風扇系統設計，同時能讓系統整合商快速變更設

計，也更易於安裝、維護與升級。未來預計陸續推

出SOM-7562 COM-Ultra、SOM-6763 COM-Micro與

SOM-4463 ETX 3.0等三個新品。

而 在 嵌 入 式 單 板 電 腦 部 份 ，  P C M - 3 3 6 2 、

PCM-9362和PCM-9562尺寸精巧，搭載Atom處理

器、具PCI-104模組堆疊能力、與豐富 I/O輸出入端

子，還能在-20℃~80℃的寬溫範圍內運作。適用於醫

療、工廠自動化、測試與測量等要求嚴苛的嵌入式應

用。

此外，研華將推出首款搭載Atom處理器的Mini-ITX

主機板-AIMB-212，高度整合Mini-ITX平台具備低功耗

特性和基本的擴充槽，能滿足Kiosk、博奕與數位電

子看板等對尺寸和電源效率的嚴格要求的新興應用。

研華同時還開發了全新的短卡PCI-7031，這款產品將

鎖定機械控制領域，為客戶提供更低的功耗和更佳的

散熱能力。

未來一年內，研華將陸續推出至少8款的低功耗產

品，透過研華的硬體解決方案，客戶將可同步開發採

用新一代Atom處理器、兼顧高效能與環保的嵌入式解

決方案。■

2010年第一季上市的嵌入式主機板
以新一代英特爾Atom處理器為基礎的
行動平台/ Nettop平台
外形 型號 支援雙核心 工程樣品 量產

COM-Ultra SOM-7562 否 2009年11月初
2010年

第一季

COM-Micro SOM-6763 是 2009年11月初
2010年

第一季

ETX 3.0 SOM-4463 是 2009年11月初
2010年

第一季

PC/104 PCM-3362 否 2009年11月初
2010年

第一季

3.5"  SBC PCM-9362 是 2009年11月初
2010年

第一季

EBX SBC PCM-9562 是 2009年11月初
2010年

第一季

Mini-ITX AIMB-212 是 2009年11月初
2010年

第一季

短卡 PCI-7031 是 2009年11月初
2010年

第一季

研華運用低功耗Atom處理器 引領嵌入式運算再進化
為了加快產品上市時程，並即時為客戶提供最新技術同步的樣品，

研華透過設計團隊和內部資源的整合，為客戶提供經過驗證的軟硬體，大幅提升系統整合的效率。
撰文｜研華嵌入式暨工業電腦事業群 協理 蔡淑妍
圖片提供｜研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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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 開啟了獨立元件的發展過程，進而創造出現代的 HMI。
HMI 不僅提供更優異的速度及運算功能，在應用上也更為靈活，可作為多工作業裝置，

執行品質控制、資料擷取以及其他工作，並可同時作為控制程序的操作台。
撰文│研華公司工業自動化事業群 林巨範
圖片提供│研華公司

三
十年前工作站的組成元件，包括指示燈、按

鍵，可能再搭配記錄器，全部皆安裝在大型機

殼的機門上，或是安裝在機座式機殼表面。至於在工

作站內部則是安裝可編程邏輯控制器（PLC），以及

需要親手進行硬接線的各種元件。每個端子及元件都

是單一故障點，隨時可能發生狀況，每台操作站的製

造成本也非常昂貴。

今時今日，目前工作站的所有功能，只需要使用單

一裝置即可完成，也就是人機介面（HMI）。HMI 是

配備顯示面板的嵌入式電腦，具備許多可編程控制器

的功能，不過這些功能與 PLC 的設計目的相同，前者

用於模擬早期的電機控制，後者則是用於模擬並取代

過去的電機繼電器。HMI 配備觸控螢幕顯示器（通常

為 LCD），並可提供各種不同的尺寸、功能、顯示器

解析度，以及非常簡單或高度複雜的編程功能。

從獨立元件到 HMI

事實上，PLC 開啟了獨立元件的發展過程，進而創

造出現代的 HMI。當初開發 PLC 的原因，是為了減少

汽車工廠組裝線的作業時間。PLC 採用韌體及邏輯取

代了硬接線繼電器，因此只需數小時就能完成安裝，

不必耗費數週時間。可惜下載新程式至 PLC 之後，還

必須花更多時間進行操作面板的接線作業，才能執行

必要的重新配線，在新的安裝設備中重新利用 PLC。

操作面板的製作時間，需視面板的複雜程度而定，

而決定面板複雜程度的因素，則是應用方式。例如簡

單的輸送帶控制面板，可能包括緊急停車 （E-stop）

裝置、連接至變頻器的速度表、讀出裝置（LED 或類

比撥號）、HOA 交換器（自動切換），以及一組用於

運轉輸送帶馬達的接觸器。

若變更為固定的 HMI 面板，即可移除以上所有元件

及其相關配線，以及配線各個端子所產生的故障點，

最後剩下的元件只有 VFD、接觸器以及 HMI 面板。若

是複雜的面板控制，操作面板的建造與安裝時間最多

可減少 90%。

如何提升系統穩定度

移除元件及其相關配線不僅能節省建造與安裝時

間，也能減少維護時間。元件數量減少，代表維修工

作也隨之縮減，特別是佔用操作面板維修作業一半以

上的各種電機元件。

移除大部分單獨接線的元件，可提升操作面板的 

MTBF（平均失效間隔時間），並減少面板可能的故障

點。個別指示燈原本多半使用白幟燈泡，MTBF 值為

數百小時；若移除並更換為背光 HMI，其額定使用壽

命高達 35,000 小時，可說是 HMI 大幅提升穩定度的最

佳證明。

HMI 本身為內嵌式電腦，並內建診斷程序，可監控

整個系統的程序，確保系統穩定運作。

快還要更快！

工廠工程師、系統整合商以及機器製造商在使用 

HMI 之後，得以預先設計面板、指示燈、介面工具

集，以及物件的資料庫，並可於編輯畫面輕鬆組合

各項元件，以取代過去硬接線操作面板使用的各項程

序，包括尋找供應來源、採購、調用存貨、組合、組

裝以及測試等等。即使是相當複雜的的批次步驟，使

用 HMI 面板只要幾天即可設計完成，過去可能需要數

有效降低成本的
HMI人機介面解決方案

週時間。因此對工程師、整合商以及機器製造商而言，HMI 本

身就已節省了大量成本。

此外，HMI 在過去十年內也持續縮小體積、加快速度、提升

智慧功能，並降低成本。這代表 HMI 可適用於更精密的控制應

用，可輕易取代簡易的自動切換站，並執行複雜的數學運算、

記錄資料、處理警訊管理演算法，持續產生即時精密圖形。

HMI 也開始配備標準的網路通訊功能，例如  Modbus、

fieldbus 以及工業乙太網路，使原本單純的操作面板，擴充成為

工廠區域網路的強大通訊節點。

化繁為簡⋯⋯

若將操作面板物料清單所減少的元件項目，與適當 HMI 面板

的購置價格進行比較，再將 HMI 所減少的編程及配線人力，與

傳統操作台的建造及配線人力進行比較，成本至少可大幅降低 

50% 以上。

一般 10 吋的 HMI 面板零售價格約在 1,200 至 2,500 美元之

間，價格差異取決於功能及連線能力；如果再添購簡單的 HMI 

機殼，可能只需再多花 200 至 300 美元，不必再支付額外費

用。如果採用硬接線操作面板，除了本身的成本較高以外，還

可能需要更大的機殼，再搭配各種單獨元件、按鈕、指示燈、

交換器、繼電器以及相關配線等等，實際成本可能就要超過 

3,000 美元，這筆成本還不包括安裝及連接所有元件的人力。

提升工作效率，強化工作成果

若使用 HMI 取代傳統的操作面板，不但能降低建造、安裝以

及維護成本，更可減少營運及訓練成本。工廠或製造單位的每

一個操作台，都可擁有相同的操作介面，以簡化訓練並減少學

習曲線。此外，HMI 也可作為訓練模擬裝置，藉此提升訓練效

果，示範標準運作程序及回復步驟，以因應異常或不利情況。

使用 HMI 及模擬教學提升訓練效果，可迅速解決問題，縮減營

運中斷時間，並避免操作人員因為行動錯誤，導致長時間的重

建工作，甚至能救人一命。

HMI 提供更優異的速度及運算功能，因此在應用上也更為靈

活，不僅是單純替代簡易的操作台而已。HMI 可作為多工作業

裝置，執行品質控制、資料擷取以及其他工作，並可同時作為

控制程序的操作台。

開放式架構

微電腦革命的重大好處之一，就是提升對 COTS（商業現貨）

的依賴，以因應各種不同的產業用途。COTS 包括硬體、軟體以

及韌體。舉例來說，早期的 PLC 為專用電腦，並配備專屬的即

時作業系統。HMI 則採用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以及可

編程自動化控制器 (PAC)，因此可在個人電腦的開放式架構下，

製作可攜式軟體。此外，HMI也採用了標準開放式架構 I/O，除

了應用於網路連線，也可增加 HMI 本身的元件及功能，進而大

幅降低成本，提升可用性，並讓工業 HMI 的功能更為強大。

軟體開發更為輕鬆

HMI 可配合使用二種軟體，包括設計圖形及畫面的工程軟

體，以及 HMI 執行的作業程式，讓 HMI 得以滿足操作台的所有

需求。由於大部分 HMI 為 Windows 裝置，因此可使用標準的編

程語言，以及 Windows 顯示的標準規範，包括標準熱鍵以及滑

鼠或搖桿功能。這表示無論使用者公司、系統整合商或機器製

造商公司，都將擁有更廣大的軟體開發人才庫，並可大幅降低

使用 HMI 取代傳統硬接線操作台的障礙。

取代舊有設備

Windows 或 Linux HMI 正大幅取代標準操作介面平台，甚至包

括裝置內的嵌入式控制器，例如變頻驅動器、PLC 或是 PAC 等

等，未來，這些嵌入式軟體將成為操作介面平台的使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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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華ARK-3202嵌入式工業電腦  
搭載Atom處理器  滿足多樣化應用

研華宣布推出ARK-3202精巧型嵌

入式工業電腦，採無風扇設計、堅固

耐用、搭載Intel® ATOM™系列處理

器，可支援Windows XP embedded與

Linux作業系統。配備更豐富的IO介面，包括DVI與VGA的雙顯示

輸出埠、麥克風埠、雙網路埠、並可選配8-bit DIO、5個USB 2.0

連接埠、內建GPS，以及最多6個RS-422/485序列埠。低耗電、

高彈性與多樣化IO埠之特色，適用於各種嵌入式應用。 

研華無風扇觸控電腦再進化節能環保效能更高
研華推出2款搭載Intel® Atom™ N270處理器的無風扇觸控電

腦: 12.1吋的PPC-L128T與15吋的PPC-L157T，

可在低耗電的狀態下提供高效能，系統運轉極

靜音，並提供1024 x 768(XGA)的螢幕解析度。

系統內建2個乙太網路埠，支援故障復原或

LAN teaming功能，也可選配無線網路模組、電

池組、SATA硬碟等，以支援更多樣化的應用開發。此外，PPC-

L128T系列亦可選配強光可視螢幕，適於戶外應用的開發。

研華15吋無風扇工業級平板電腦 有效滿足 
食品、飲料、製藥業之包裝及製程需求

研 華 推 出 1 5

吋無風扇工業級

平 板 電 腦 I P P C -

8151S，配備15吋

XGA TFT觸控式液

晶螢幕，搭載Intel

® Celeron M 1.06 

GHz CPU、1MB 

L2快取記憶體，

整組電腦以符合NEMA4X/ IP66 防水防塵等級的不鏽鋼材質密

封，可完全阻擋水份入侵，即使架設於佈滿粉塵的環境中或以

高壓水柱清潔面板，也不影像系統運作效能。

發燒新品

研華推出多功能低價位USB資料擷取模組
研華推出多功能8通道、12位

元USB資料擷取模組，每秒傳輸

速率最快可達10kS/s，適用於設

備測試、校園實驗室或訓練等應

用。USB-4702為同時兼具功能性

與成本考量的低價位方案，其無

外殼設計，為需要基本資料擷取功能的客戶或學生作為教育訓

練或實驗室測試時的最佳選擇。

研華無風扇嵌入式工業電腦全面升級
研 華 公 司 宣 佈 旗 下 之 高 效 能 無 風 扇 嵌 入 式 工 業 電 腦

UNO-2170、2171與2176系列及配備PCI擴充槽之無風扇嵌入式

工業電腦UNO-3072與UNO-3074系列進行全面升級，相較於舊

型的PATA通訊介面，無風扇嵌入式工業電腦

在升級後可支援SATA介面，支援更快速的

資料傳輸，並

提供更加可靠

的串列通訊。

支援新一代Atom處理器   
研華推出全系列低耗能雙核心嵌入式平台

研華推出包括嵌入式電腦模組、3.25吋/ 5.25吋嵌入式

單板電腦(SBC)、工業主機板等全系列支援新一代

英特爾 Atom™ N450/D510 處理器的嵌入式

板卡，此低功耗平台兼具節能與環保，支援

Windows 7、XPe、WinCE、QNX及Linux等多種作

業系統，搭載研華的SUSI智慧型軟體應用介面，適用於

端點銷售系統(POS)、互動式多媒體資訊站(Kiosk)、數位電子看

板、醫療及工廠自動化等各種解決方案的開發。

2010年研華嵌入式設計論壇3月登場
研華公司將於3月3日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研華嵌入式

設計論壇」，將邀請產業界具領導地位的合作夥伴們，一同發

表新一代的嵌入式設計技術、趨勢、創新概念、以及各項實用

的開發工具，內容包括: 嵌入式平台解決方案、模組化版卡設

計、嵌入式軟體服務以及網路電信運算平台應用等。

洽詢專線：02-27927818#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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