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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也要智慧化 環境監控守住第一道關卡

Digital Signage變裝 化身iPhone 4行銷新利器

將智能融入生活　埔里小鎮實現智慧慢遊

隨著科技不斷進步以及市場持續變遷，讓生活中所接觸到的產品與設備都朝向數位化發展，

為了協助業者更快速因應產品所需，研華進一步提升嵌入式產品設計服務層級，

希望藉由無線通訊模組產品的供應，讓業者達成Time To Market的效益。 

服務更貼心  嵌入式無線模組設計服務再進化

大未來
迎向物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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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point觀點探索

走入物聯網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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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還沒有聽過「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那麼你就落伍了！物聯網乃是當今IT產業最熱

門的關鍵字之一，只要稍加留意，你會發現我們的生

活與這個名詞息息相關；在Google輸入「物聯網」

三個字，馬上跳出2百多萬筆結果，從環境監控、智

能電網、智能交通、智慧建築與居家等，許許多多你

能想像得到甚至想像不到的應用或科技，跟它都扯得

上關係。

是的，它就是這麼地超乎想像！ IT產業有所謂的

「每十五年一大變革」的定律，平均每十五年就會出

現一個新的關鍵技術，從1965年的大型電腦、1980

年的個人電腦、1995年的網際網路，如今來到2010

年，主導這一輪變革的重要推手就是「物聯網」。

它將使網際網路自以往的人與人交流，大幅拓展到

人與物、物與物交流的局面；在未來的「U化」社會

（Ubiquitous）裡，所有的物與物、人與物將透過無

所不在的網路而彼此串聯，每個人的行為及環境都將

因而改變。

為因應這樣的趨勢，世界各國皆積極推動及研擬

相關政策，例如中國已將物聯網列為國家重點發展產

業，透過「感知中國」的戰略，積極建立中國成為

傳感信息中心，帶動物聯網的快速發展；此外，包

括美國IBM公司提出的「智慧的地球」計畫、歐盟的

「i2010」、以及日本的「i-Japan」等，也都將透過

資通訊技術的創新與投資，促進物聯網的應用。不僅

如此，爭奪新技術產業制高點的戰場，已經可聞到硝

煙味，各IT業者莫不摩拳擦掌、嚴陣以待。

當然，對企業歷程與U社會演化同步前進的研華來

說，自是不可缺席。綜觀研華的專長與發展方向， 

可說是與物聯網的整體架構不謀而合。大致上來說，

物聯網架構的最底層為感知層，即牽涉到相關的資料

擷取裝置、模組或零組件的發展；第二層為網路層，

牽涉到網路解決方案、跨網的融合技術；第三層則涉

及服務及應用的管理層，也就是擷取感知層的資訊，

經由網路層將資訊加以處理或交換，實際應用於生活

環境中；對應研華的發展，也正是如此。

對於物聯網的推動，若僅提供硬體並不足夠， 

還須搭以軟體來連結並處理資料擷取、運算、通訊、

控制、管理等層面，同時必須針對服務應用的需求，

規劃整合性的解決方案。因此，未來除了既有的應用

之外，研華也將調整營運策略，將重心放在推動全面

性整合的物聯網解決方案，不只於垂直產業持續深

耕，也會以跨產業服務平台的支援方案及先進的網際

網路軟體技術作為基礎，積極投注資金及人力，持續

開發應用於物聯網的解決方案。研華的願景，在於成

為智能地球的推手，與全體研華同仁和合作夥伴共同

努力，一起實現物聯網的新智慧生活遠景。

研華公司工業自動化事業群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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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 Partnership成就客戶

定以埔里作為示範區，並以樂活慢遊作為智慧生活的

優先發展重點，而這次設計的無縫隙智慧旅遊服務，

除了資通訊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的科技整合運用外，還包括促成

創新服務體系的生態系統（Eco-system）之串連，來

進行整個生活實驗室（Living Lab）的服務驗證。

而在這項專案執行過程，使用這些軟體、硬體與服

務的民眾將充分參與其中，並隨時提出建議與看法，

以便能修正出更符合使用者實際需求的內容與服務。

裘以嘉認為，參與其中的民眾所提出的建議，有時可

以激發出更棒的點子，甚至更符合實際應用的需求，

而這種作法，就像是生活實驗室一般，將研發出的軟

體、硬體與服務結合後，投入真實可用的場域中，在

真實的環境下，產品不斷地接受焠煉，直到找到可商

業化的模式，進而可以在未來複製至其他地區。

重視使用者感受　科技與服務才能真正融合

一向致力於推動智能生活的研華，也在該項計劃

中扮演重要角色，除了在硬體部份提供相關產品，如

UTC-W101智慧觸控電腦供店家提供個人化且即時的

優惠商品資訊，以及DSS-7042互動式資訊站（Digital 

Signage Station）於埔里智慧館提供最新且深入的景

點資訊外，更帶入第三方合作廠商讓系統的運作更為

順暢。裘以嘉說：「研華在這個專案中，除了其多樣

性的硬體與穩定的品質受到青睞外，研華更扮演著協

調者的角色，讓工研院只需透過單一窗口，即可獲得

更多其他業者的合作能量，讓整個解決方案能更有效

的達成目的。因為每個專案不是只有硬體的需求，還

有許多意想不到的要求，甚至要考量到如何避免使用

者因為非專業的操作所產生的錯誤。」

以使用者角度去規劃服務的需求與實用性，在推

動智慧生活科技應用中是相當重要的一環。裘以嘉

就以UTC-W101智慧店頭機舉了個例子來說明，當時

一切軟硬體都沒有問題，可是要以什麼樣的架子來置

放這臺機器，確是煞費苦心，從使用方法、角度等等

問題來考量，甚至親赴現場查看討論，最後才順利敲

定，這一份重視使用者體驗的用心，讓裘以嘉特別以

此來說明研華的與眾不同。因為與整個系統相比，架

子在一般人眼中，實在是件芝麻小事，但研華卻願意

花時間，認真思考，從使用者的角度出發，因此才能

真正把科技與服務融合在一起。

態度成為理念實現的關鍵

此外，裘以嘉也表示：「台灣長久以來，在

ODM、OEM方面的能力是備受國際所肯定的，但要

走出代工製造的形象，必須要讓製造業與服務業能夠

結合，讓科技與服務接軌，由科技來輔助服務，甚至

創造更高附加價值的創新服務，進而外銷出口。因此

在智慧化生活推廣上，並非僅止於硬體的研發，而研

華由上而下的推動智能生活，更有利於此一理念的實

現。」這也成了積極佈局讓IPC產品邁向智慧生活的

研華成為該專案夥伴的重要原因。

「埔里智慧小鎮」已於今年7月正式啟動，裘以嘉

表示，目前雖然還在計劃推行的第一階段，但預計明

年即可達到部份階段性成果，但這過程中，仍會持續

對系統與產品進行升級與更新，此外除了觀光，尚有

在地的健康照護與節能減碳的綠能永續等項目要陸續

推動，「而不論是公司經營方向、全球通路、產品穩

定、以及服務態度等各方面都讓研華會是這些計劃中

的重要夥伴。」裘以嘉說。■

工業技術研究院 
服務業科技應用中心介紹
工業技術研究院服務業科技應用中心是國內推動科技化服

務業的重要研發單位，期望透過使用者需求洞察、應用多

元化創新科技成果，以及建立創新服務模式來帶動新型態

服務產業的發展，促使台灣成為全球生活型態價值鏈中的

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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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你到過埔里嗎？你知道埔里變了嗎？為什

麼這麼說呢？因為科技讓這個美麗小鎮變得

更便捷了。首先，當你從高鐵站拿著智慧卡搭乘台

灣好行的專車前往埔里時，車上的景點播放服務會

隨著沿途經過之處介紹景點，豐富你無聊的坐車旅

程；再來是蛻變成埔里智慧館的西站內，設置了可

供遊人查詢景點的互動式觀光導覽資訊站，除了能

讓你深度瀏覽在地景點的介紹之外，還貼心的設計

了讓你帶著走的個人虛擬導遊服務。此外，憑著智

慧卡你還可以在參與實驗的數十間商家內取得即時

且動態的消費優惠……所以，如果現在你來埔里，

科技讓智能融入生活
埔里小鎮實現智慧慢遊
風光明媚的埔里小鎮，因為科技的應用，讓它成為了充滿智慧服務的小鎮！

由經濟部技術處推動的「i236智慧生活科技運用計畫」，

選定埔里作為「智慧小鎮」示範點，在各種高科技的智慧服務運作與在地民眾積極參與下，

不但為埔里帶進了新的科技生命，更讓喜愛旅遊的民眾能在埔里樂活慢遊。
採訪撰文│余曉晶
圖片提供｜樺舍文化、工業技術研究院服務業科技應用中心
專訪｜工業技術研究院服務業科技應用中心副組長 裘以嘉

想必會驚訝的說：「哇！埔里不一樣了！埔里行變

得好智慧、好方便！」

讓軟硬服務接受最真實的焠鍊

埔里之所以會成為智慧小鎮，其實是依據經濟部

技術處所規劃「i236智慧生活科技運用計畫」中，以

樂活慢遊、健康照護、綠能永續項目，由近程至遠程

的階段性目標作為發展重點。

負責此一專案的工業技術研究院服務業科技應用

中心副組長裘以嘉表示，當初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從

挑選地點到深入周遭區域等等的分析研究後，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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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需求更加迫切。物聯網概念出現，替智慧交通的發展再

次注入新驅動力；依據拓墣產業研究所觀察，2010年時中國

RFID產業與無線感測器網路（WSN）的產業市場規模，均可望

突破100億人民幣，但物聯網的商機卻上看千億人民幣，其中

有關智能交通的部分，絕不再少數，也讓眾家業者相當積極地

投入相關領域發展當中。

物聯網出現 讓智能交通成真 

其實智能交通或智能運輸的概念，早就形成，但卻始終未能

有進一步發展；像是現在透過手機就能上 i68查看國道路況的

應用，據了解早在10年前相關的感應線圈就已經埋設完畢，完

成了自動化工程，但是，之所以最近才開始廣泛應用，主要還

是因為通訊技術的普及，達到將自動化及訊息化兩化合一的境

界，因此更一步的應用才得以出現。

然而，除了技術上的成熟外，物聯網概念的興起，也間接再

度帶動智能交通風潮的興起，在物物相連的概念下，如何將車

輛與網路進行連結，甚至藉此創造出更多元的附加價值，就成

為在發展智能交通的過程中所無法忽略的關鍵。

對於智能交通與物聯網的關連性，研華移動運算暨車載電腦

事業處經理林威佐指出，研華從事車載相關應用已經有相當長

的時間，車載系統也廣泛的應用於商用車隊管理與物流等產業

之中。車隊管理或倉儲管理等產業應用上，原本就存在著資訊

交流與應用等物聯網基本概念。至於如何將概念持續發揚，正

是研華目前積極從事的工作。

除了概念發展外，就產品面而言，林威佐表示，在智能交

通應用上，研華所能提供的是針對關鍵系統設備的完整統包

解決方案（Turnkey Solution），譬如透過像是汽車區域網路

（CAN）以取得車輛相關資訊（車速，引擎轉速，  油量），

及胎壓偵測（TPMS) 等多種監控系統，搭配例如TREK-550、

TREK-743的車載電腦，再透過內建的GPRS、CDMA、HSDPA

等無線通訊技術傳送至後端的調度中心，就可以串起具有物聯

網概念的智慧交控系統的基礎架構。

整合德國DLoG鎖定4大領域發展

然而，光是有這些設備架構是不足以擔負智慧交控這龐大

的概念，為了進一步深化在車載市場中的基礎與經驗，研華

在2010年初購併德國DLoG，並以Advantech-DLoG聯合品牌

行銷全球，專注在倉儲管理（ Intralogistic）；礦車、農耕機

等重型工程車管理（Heavy Duty）；定置型應用（Stationary 

Applications），以及車隊管理（Fleet Management）等4大領

域進行發展。

林威佐表示，研華車載之所以鎖定商用車或特殊車市場，

主要是因為商用車安裝車系統是Must to have（必須要）的概

念，不同於一般消費性市場車種使用者，則是Nice to have（樂

意要）。

舉例來說，商用車隊往往因為駕駛員或車輛狀況而造成損

失，傳統電話方式又不見得能確切掌握情況，透過車載系統的

協助，車隊除了可以隨時掌握車輛的位置外，透過車載機與車

輛的連結，亦可以掌握車輛的最新狀況，預防車輛發生不必

要的突發狀況。以一個具有600輛車規模的車隊為例，透過車

載系統的建置，一年至少可以減少200萬美元的成本；或是警

用、消防車輛，具有對現場進行蒐證、監控的必要性，也是最

能彰顯車載機應用的實證。

另一方面，透過對高端專屬應用市場的經營，才會累積更多

有實際效益的經驗，像是透過對農耕機進行自動化排程的案例

中，讓研華對專用車載機市場又多了一層體認。所以對商用或

特殊應用車輛上，研華投入許多精力進行市場開發與經營，目

的也是希望透過網路與資訊化的技術發展，將行進中的車輛與

網路進行連結。

此外，延續Must to have的概念，林威佐表示，對一般駕駛

人而言，目前既有的車載系統除了基礎的娛樂功能外，對於駕

駛人來說，必要性的吸引並不強烈，仍屬於Nice to have的階

段。但是，如果物聯網所代表的物物相連、資訊可靠傳遞，以

及資訊智能與即時處理等階段，能逐一實踐，對於一般駕駛人

而言，可以透過車載系統的協助，瞭解最新路況資訊外，更進

一步能將可行替代路徑做即時更新，或是對於車輛周邊環境狀

況，能有即時掌握與提前反應的效益，對於安全性與便利性上

的提升，自然讓駕駛人更迫切的需要車載系統的支援。

所以，物聯網概念的興起，林威佐表示，由於物聯網與目前

研華的車載系統，強調的都是資訊的通透性，也就是讓資訊能

完整且迅速的在不同設備與平台間進行交流與溝通，並進一步

利用資訊創造出更高的效益。因此，如果物聯網能讓企業及民

眾對於連線、資訊交流，及後端服務平台的建置有更深入的認

識與瞭解，同時願意接觸或進行相關投資，自然隨著物聯網在

市場中形成的風潮，會有助於車載系統更進一步應用在其他不

同的領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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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興起
帶動智能交通發展商機

一
早，號稱使命必達的老王上了公務車，打開車機

準備展開一天的工作，依循系統的指示，老王

順利的完成上午的工作，順暢的行駛在高速公路上，

老王想起，自從車機與雲端、物聯網這些系統連接之

後，由於系統可以即時獲得最新的路況，而且給予最

新的取代道路建議，已經好久沒有因為塞車而延誤了

送貨時間，也讓自己每天有更充裕的時間陪伴家人。

想著、想著，車機又傳出提醒訊息，要老王記得

今天要進行車輛例行檢查的工作，不禁讓老王對新科

技發展越來越佩服，由於車輛感應器與物聯網的串

連，車輛的狀態隨時都能被控制中心掌握，也都能維

持在最佳狀態，除了避免車輛臨時狀況的發生外，也

讓老王使命必達的招牌越來越響亮。

的確，全球車輛數目的持續增加，致使對智能交

不論是智能交通或智能運輸的概念，都由來甚久，但始終未能有明確成果，

物聯網概念的出現，將自動化及訊息化兩化合一，

使得進一步的應用得以實現，也替智慧交通的發展注入新驅動力與龐大商機。
採訪撰文∣杜明瀚
圖片提供∣研華公司
專訪∣研華公司移動運算暨車載電腦事業處經理 林威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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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是美佳科技公司的老闆，早上的行程總是非

常緊湊，有時和客戶進行早餐約會、有時到學

校演講、有時到合作企業端開會，無論哪一種行程，

每當準備進公司時，他都會先估算自己大概幾點會

到，然後拿起手機設定空調開啟的時間，好讓自己一

進公司就能享受舒適的辦公環境。

Peter的便利生活不只於此，下班回家時，玄關的

燈總會在進門前一刻亮起，讓他不必摸黑找鑰匙，如

果吃完飯想看部電影放鬆一下，Peter只要輕觸一下

按鈕，客廳就會立即進入劇院情境，包括燈光自動調

整成最適亮度、窗簾也會慢慢拉上、投影布幕緩緩降

下、視聽設備也隨之開啟，這些設備自動化的開啟與

關閉，可說是物聯網應用的最佳寫照。

物聯網，簡單的說就是「物物相連的網際網

路」，指得是通過射頻識別技術（RFID）、紅外線感

應器、全球定位系統、激光掃描器等訊息感測設備，

按約定的協議，把任何物品與網際網路連接起來，進

行訊息交換和通訊，以實現智能化識別、定位、跟

蹤、監控和管理的一種網路。它是自動化與資訊化融

合而成的結果，讓自動化與資訊化不再是兩條平行

線，反而相互融合發展出全新面貌。

「許多人經常將物聯網與早期的M2M畫上等號，

其實這並不完全正確，」研華工業自動化事業群綠能

事業總經理李守仁說，物聯網應該算是M2M的進階

版，M2M是將訊息串連在一起，但這些串連起來的

海量訊息，並不等於是有用的資訊，而物聯網不是只

有海量訊息，還會配合統計分析技術，把訊息轉換成

有價值的資訊，進而發展出更多的應用模式。

物聯網兩大應用：智慧建築與智慧居家

目前，在物聯網的應用中，智慧建築與智慧

居家是最具發展性的一塊，主要是透過無線感測

資通訊技術成熟發展，物聯網為自動化市場注入應用活水，

使得自動化與資訊化不再是兩條平行線，反而相互融合發展出全新面貌，

透過訊息的收集與分析，為智慧建築與智慧家庭創造無限應用前景。
採訪撰文∣Leo
圖片提供∣樺舍文化、研華公司
專訪∣研華公司工業自動化事業群綠能事業總經理 李守仁

從建築到居家
打造全智慧化
生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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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家居  環控一點通智慧家居  環控一點通

www.advantech.com

情境控制、智能感應，創造數位便利新生活

高度整合與擴充：研華居家觸控終端具有高度的居家環控整合能力，
能整合燈光情境、家庭劇院設備、窗簾以及空調等

遠端控制與 IP網路架構：主機具備網路介面，可透過電腦或手機，
藉由網路遠端遙控的功能，連結中央控制系統

環保節能：結合照明調光控制能力與窗簾、百葉窗控制，
適用於不同的日光變化，減少太陽熱量，降低能耗

居家安全：運用智慧社區或大樓管理系統，結合影像監控、保全與感應，
管理中心可以發佈警報以及異常訊息通知住戶

UBIQ-231
4.3吋情境控制面板

UBIQ-480
7吋居家觸控終端

UBIQ-360
7吋無線移動觸控電腦

UBIQ-481
10.1吋居家觸控終端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6巷20弄1號
聯絡電話：0800-777-111
電子郵件：sales@advantech.com.tw

器來提供各種安全防護，以及建築大樓自動化 

（Building Automation）及最佳化的能源耗用管理

（Building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建築物與再

生能源的整合，使建築物成為智慧電網緊密的一環。

李守仁表示，物聯網應用在智慧建築上，最重要

的意義就是改變人們生活型態，智慧建築不僅要滿足

人們對舒適性的要求，同時還要兼顧環境永續性，因

此，建築本身不只要和內部使用者連結，也必須和外

部資訊連結，如：天氣預測、使用者對建築的期望，

如此才能兼顧舒適與節能。

早期的智慧建築比較像是建築自動化，強調省力

化、省時化的概念，舉例來說，一棟高達20層樓的

建築物，以前只能靠人力手動開啟各樓層的照明設

備，從1樓到20樓至少要花1個小時，但建築物自動

化設備卻可以在10分鐘內完成，省力又省時，就是

以前建築自動化所強調的特性。

如今則是從能源角度切入，在物聯網應用下，智

慧建築看重的是節能和訊息分析，以中國市場來看，

中國近年來積極推動物聯網在智慧建築的應用，挑選

特定地區的大型建物及校園建置能耗監測系統，作為

訂定節能基準線的基礎，由於不同緯度或地區，對暖

通空調設備的需求也就不一樣，所以在選擇取樣點

時，必須涵蓋高低緯度、沿海及內陸各個地區。

當取樣點導入樓宇自動化相關設備（如：監控平

台、電力量測設備），開始進行能源監測，累積一定

資料量之後再做統計分析，從而訂出這個區域的建物

能源使用指標（Energy Usage Index, EUI），並據此

規範新建物的能耗使用標準，這不只應用了物聯網技

術，同時後端還會有雲端運算平台，隨時監測能源使

用狀況，倘若能耗快要超過標準時，就可以透過自動

化設備進行卸載、避免超標。

至於物聯網在智慧居家的應用，則是創造一個便

利、符合個人需求的生活空間，當人們準備就寢時，只

要輕觸一個按鈕，室內燈光關閉、窗簾拉上、家電設備

進入休眠狀態、保全裝置也悄悄啟動，而這一切全是在

自動化狀態下完成。透過物聯網的概念，從前端感知設

備到後端管理平台，相互整合成為全智慧建築方案，再

加上電信業者的異業結合，以及系統整合商快速導入與

Joyful eLifestyle品味樂活

複製，為建築物打造一個全智慧化的居家空間。

以智能地球的推手自許  共同推動市場發展

李守仁表示，在物聯網的未來發展上，協同合作

是非常重要的事。在物聯網裡，每個廠商都會站在自

己的產業鏈上，提供最好的服務及解決方案，而研華

一直以來就定位在解決方案提供者，同時尋找協同合

作夥伴來執行解決方案，對於進軍大陸市場的SI伙伴

們，研華提供了二種支持，第一是產品支持，協助他

們應用研華產品幫客戶作系統整合，第二則是商機分

享，研華在中國的聯絡單位超過20個以上，隨時協

助客戶，並將訊息分享給協同合作夥伴。

如果將市場規模放大到整個大中華區，李守仁認

為，研華的競爭優勢在於產品組合優勢與企業深耕

市場。研華在M2M產品線相當完整，從感測器、I/O

模組、管理平台、監控軟體一應俱全，可以滿足系

統整合商的各種需求。尤其研華自行開發、全球第

一個免費支援IE瀏覽器的SCADA軟體WebAccess，

讓使用者可以遠端接收資訊，不受時間與空間限

制，同時支援智慧型手機瀏覽，方便使用者存取相

關資訊，同時增加了靈活性和彈性，在物聯網所能

創造的價值也就更大。

研華認為未來10~15年，物聯網是產業發展的框

架所在，因此，自2010年開始，研華將企業標語改

成Enabling an Intelligent Planet，也就是智能地球的推

手，透過這樣的宣示傳達耕耘物聯網市場的決心，也

讓策略夥伴明瞭，研華將集中資源推動市場發展，共

同開創物聯網的黃金時代。■

研華自行開發、全球
第一個免費支援IE瀏
覽器的SCADA軟體
WebAccess，讓使
用者可以遠端接收資
訊，不受時間與空間
限制，同時支援智慧
型手機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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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來，全球暖化的趨勢造成因天災而死亡的人數快速增

加，讓各界更加重視自然環境的變遷，也積極開發各

方面的環境監控技術應用，尤其在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概念的帶動下，透過無線感知技術的應用，不僅為智慧監

控的發展帶來突破，更彌補過去單點監測功能的不足，這同時

也為環境監控架起了一道新的防線。

物物皆聯 智慧防災

綜觀目前的防災措施，大略可分為短中長期三種作法，短

期是利用自動化技術進行災害預警，如透過土石流、水位的

監控，提早疏散附近居民，中長期則是透過各種監控蒐集數

據，進而制定相關策略，使用正確的工具與作為，可使數據

（Data）依序進化為資訊（Information）、知識（Knowledge）

最後成為智慧化（Wisdom），即便未來十年的天災不可免，

但透過新科技的注入，或許在第二個十年就可有所改變。

研華工業自動化事業群資深經理林巨範指出，利用物聯網

的全面感知、可靠傳遞、智慧處理等特性，來進行環境監控將

可大幅減少天災所帶來的損害，目前物聯網的環境監控可分成

幾個部份，包括都市防洪預警、危急河川預警、山崩預警、橋

樑安全預警、地震預警、湖泊環境觀測、珊瑚礁環境觀測；而

物聯網架構則為：一、現地資料收集與傳訊系統；二、通訊系

統；三、資料中心，主要是透過感測器等裝置，大量收集現地

資料，利用通訊系統將資料回傳到資

料中心，形成完整資料庫以利分析

與策略擬定。

事實上，利用 IT技術來進行環境

監控，並非始於物聯網，只不過

這幾年的天災所造成的損害急速

加劇，過去基準已不適用。研

華資深經理林崇吉指出，以往

的監視架設常常是在災害後，

相關單位才進行此災害的防災

專案，因此無法進行廣域監測。

而無法建置廣區域多點監測的原

因，除成本過高外，系統安裝不

易、通訊技術以及易受遮蔽干

擾、中央監測系統功能不足，也

都是原因之一。

環境監控 研華站在第一線

林崇吉認為，廣域環境監控的設備有幾個關鍵要點，首先由

於大部份的設置地點無法供電，因此感測器、攝影機等設備必

須可用電池供電或符合低功耗的要求；其次，通訊必須長短距

離皆備，且須因應監測地點環境惡劣，IP66防水標準等環境規

範必須具備；最後，中央監測系統必須有網際網路架構，以易

於連結與資訊分享，且除具有I/O監測外，還要有分析紀錄與

預警判斷功能，並提供即時影像整合，整套系統才稱得上智慧

化監控系統。

針對物聯網在環境監控的應用，林巨範表示，研華提供了全

面的相關產品，包括ADAM-4000（RS-485資料擷取模組）與

ADAM-6000（乙太網路資料擷取模組）進行單點區域監測，

同時也提供具備援功能的電力控制系統APAX-5000可程式自動

控制器、NVS-3500系列影像伺服器、EKI工業通訊系列產品等

進行遠端傳送。林巨範進一步指出，目前研華除提供現場層設

備完整的鏈接介面外，近年也致力於提供Web-based的SCADA

監控軟體 ― WebAccess的拓展，給予客戶完整的解決方案，

並大幅降低系統整合的難度。

研華以物聯網概念的應用案例已有多起，其中2001年納莉

風災後，台北市政府在全市的下水道建置24小時監測水位與

水流，即是採用研華遠端資料擷取ADAM-4000系列、GSM 

modem以及監控軟體等產品。

從過去單點監測到現在多點監測與中央控制

系統的整合，環境監控已從過去的「監而不

控」進化成現在全面智慧化的物聯網，單純

的數據擷取功能已不敷現在日益惡化的環境需

求，監控系統必須具備智慧化，才能因應巨大天

災所帶來的損害，而物聯網系統除後端的中央系

統，需具備資料建置與判斷能力外，也讓前端的

設備同時具備資料採集與即時控制能力，並可適

時調整本身狀況。

林崇吉表示，「物聯網」這個名詞雖然是近

兩年才出現，不過相關概念早已應用在多數領

域。由於研華體認到環境變遷將使監控技術的重

要性日增，因而將早已成熟的物聯網IT技術，結

合在這領域的多年經驗，成為環境監控的主力技

術，並期望以此技術「探討自然，遠離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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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也要智慧化
環境監控守住第一道關卡
隨著地球氣候惡化，大自然反撲，天然災害所帶來的損害也快速加大，

使得我們人類倍感威脅。利用智慧化特色的物聯網來監控環境是

目前看來最有效的方式，也將成為未來最具代表性的環境監控架構，

使得人類對大自然環境有更一步的了解與掌握。
採訪撰文∣王明德
圖片提供∣研華公司
專訪∣研華公司工業自動化事業群資深經理 林巨範、資深經理 林崇吉

Joyful eLifestyle品味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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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最近走過台北信義區街頭，你會忽然發現一

隻碩大無比的iPhone 4矗立在台灣大哥大門市

玻璃窗內，靠近一看，這隻超大版的iPhone 4下方有

張牌子寫著「Touch me」，伸手一碰，才驚喜的發

現，這並不是廣告招牌，而是iPhone 4的化身的隔窗

互動資訊站，除了可以觸碰操控外，在無人操作時，

這部由隔窗互動資訊站，還會播放iPhone 4功能與台

灣大哥大的相關活動方案。

創造消費者絕佳體驗

從今年6月蘋果（Apple）執行長賈伯斯（Steve 

Jobs）在全球用戶大會上發表後，iPhone 4就成為

2010年全球最受矚目的手機，9月17日凌晨，台灣三

大電信公司同步開賣，吸引大批人潮，為有效吸引消

費者，三家電信廠商各出行銷奇招，其中台灣大哥大

在信義計劃區的威秀影城門市，放置了一部螢幕高

達42吋的iPhone 4隔窗互動資訊站，讓消費者親身體

驗，進而產生購買欲望，同時也創造了話題性，成為

台灣大哥大的行銷利器。

iPhone 4隔窗互動資訊站，把門市的玻璃櫥窗變成

最佳露出平台，螢幕上的icon與真的iPhone 4完全一

樣，使用者可親自體驗iPhone 4的頁面滑動與瀏覽速

度，無人使用時，螢幕上則會開始播放台灣大哥大加

值服務操作教學畫面，無論是白天黑夜，畫面一樣清

晰亮麗。

台灣大哥大品牌管理暨客戶溝通處主任蔡玉婷

表示，年輕人是 iPhone 4的最大使用族群，這次的

iPhone 4隔窗互動資訊站充分滿足了年輕族群好奇、

多變、習於豐富影音的特性，活潑生動的影片與親自

操作的設計，吸引了大量消費者駐足使用，根據台灣

大哥大的統計，從9月17日凌晨建置至今，總觸碰數

已達15萬次以上。

iPhone 4隔窗互動資訊站，屬於互動式Dig i ta l 

Signage的一種，有別於以往只單純播放影片方式，

互動式Digital Signage大量應用了輸入裝置，如觸控

面板、感測器等，讓使用者從原本僅具觀眾角色，搖

身變為實際操作者，iPhone 4隔窗互動資訊站的互動

特色，就讓使用者產生全新體驗，進而提昇購買意願

與對台灣大哥大的品牌認同。

對於iPhone 4隔窗互動資訊站實際產生的效益，蔡

玉婷表示，可以從內外兩面來看，外部效益主要是開

源，也就是增加來客數，現在一般的電信門市設計大

同小異，除了櫃台人員外，就是在牆上展示各類手機

供顧客把玩，iPhone 4隔窗互動資訊站的裝設，可以

凸顯出與其他門市的差異化，吸引過路者的眼光，同

時將設備安置於信義計劃區與逢甲商圈，這兩個商圈

不僅人潮多，而且消費族群對新奇事物的接受度高，

正是 iPhone 4的目標族群，隔窗互動資訊站設置於

此，可發揮最大效益。而內部效益指的是節流，在電

信門市中，介紹手機通常是專櫃人員的工作，讓消費

者親自操作iPhone 4隔窗互動資訊站，可減少駐場人

員的人數，同時客戶也具有一定的手機認知，在詢問

時可快速切入重點，縮短成交時間。

軟硬兼施 難題一次搞定

這部iPhone 4隔窗互動資訊站，是由研華智能與系

統整合商來宇科技攜手打造，研華智能服務事業處業

務經理黃淑惠回憶，當初是由研華主動對台灣大哥大

提出相關構想，經過研判台灣大哥大認為相當可行，

由於開賣在即，時間相當急迫，研華憑藉著以往累積

的客製化服務經驗，在短時間內完成了這部迥異於以

往的Digital Signage變形版。

由於iPhone 4隔窗互動資訊站直接使用者是消費

者，而面對窗口的台灣大哥大行銷團隊，並沒有IT技

術背景，只要看最終成果，因此所有的需求考量與軟

硬體技術必須由研華與來宇科技搞定。

Digital Signage變裝
化身 
現在走到信義區威秀影城旁的台灣大哥大門市，可以看到櫥窗內展示著一隻高約一公

尺的 iPhone 4，上面播放著台灣大哥大的廣告影片，仔細一看你才發現，這其實是一部 
Digital Signage，然而神奇的是，這部Digital Signage化身的隔窗互動資訊站，即便在室內，隔著

櫥窗玻璃，還是可以在上面拉曳操作，同時還可透過豐富影音，看到iPhone 4的相關功能與促

銷活動，這是台灣大哥大的iPhone 4行銷新利器。
採訪撰文∣溫潤
攝影∣石吉弘
專訪∣研華公司智能服務事業處業務經理 黃淑惠、台灣大哥大品牌管理暨客戶溝通處主任  蔡玉婷

Joyful eLifestyle品味樂活

iPhone4行銷新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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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dvantech.tw/eA

研華工業自動化事業群台灣區營業處
台北縣新店市民權路108-3號4樓
研華銷售客服熱線0800-777-111 
eMail: taiwan@advantech.com.tw

開放架構及全網路化的主流應用
． 提供完整的建築自動化數位控制器、資料閘道器及多功能智慧電錶

． 彈性的軟體編程工具、靈活的排程功能及豐富的建築設備圖庫軟體

． 內建豐富的能源圖表及分析報表，包含電量分佈曲線圖，可有效掌握建築

能耗分佈；用電指標模型分析，優化契約容量；負載預測分析，均衡負載配置

． 在網路應用中可以透過動態DNS支援數據傳輸與設備的Web Server功能，

以達到系統運作效益最佳化

研華BEMS
建築能源管理系統

WebAccess
網頁瀏灠式之

HMI/SCADA圖控軟體

BAS-3520
20埠可連網之

數位邏輯控制器

研華建築能源管理解決方案

BEMG-4110
資料閘道器

PME-1230
三相多功能電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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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過去的經驗來看，iPhone 4隔窗互動資訊站會

有幾項特點，在設計時必須特別注意，首先是這部

設備一天運作24小時，橫跨白天與黑夜，且為半戶

外場所，白天時容易受陽光影響，因此螢幕亮度必

須足夠，另外每天配合門市時間長時運作，也會對

系統穩定度帶來重大考驗，如何在長時間接受大量

操作且不當機，這有賴於硬體架構的設計功力。

在軟體方面，研華找了在互動式Digital Signage

有豐富經驗的來宇科技進行開發，由於 iPhone 4

隔窗互動資訊站的展示介面必須與 iPhone 4一模

一樣，包括頁面滑動的感覺或螢幕上 icon的形狀、

樣式、功能，都必須與真機相同，且必須經過

Apple公司認證同意，才能上架使用，而難處在於

iPhone 4隔窗互動資訊站是PC Based， iPhone則

是Mac陣營的系統，兩邊的差異本來就極大，要

利用PC架構來模擬 iPhone的作業介面，難度相當

高，再從硬體面來看， iPhone使用的觸控技術難

以應用到大型螢幕，必須經過一次次的調校，才

能有預期效果。

經驗與技術才是王道

要在短時間內完成這些事，技術與經驗是兩個重

要因素，黃淑惠指出，研華投注大量資源，長期耕耘

Digital Signage領域，接觸過各種垂直領域的應用，

對於客戶需求與設計重點都有相當經驗，再加上深

厚的技術支援，讓研華可以省去初期設計的摸索時

間，直接切入重點進行設計，在短時間內完成高品質

產品，這次台灣大哥大的iPhone 4隔窗互動資訊站，

從6月開始研發到9月上架使用，短短不到3個月的時

間，研華與來宇團隊達成任務，做出讓台灣大哥大滿

意、消費者驚豔的產品。

隔窗互動資訊站已成為台灣大哥大行銷iPhone 4的

最佳利器，雖無實際數據因此而成交的數量，不過台

灣大哥大行銷團隊對此相當滿意，接下來研華將擴大

範圍，其他台哥大門市甚至是高鐵車站都可看到它的

蹤跡，同時隔窗互動資訊站除扮演了行銷要角外，未

來還會善用雙向互動的特色，成為消費者與店家24

小時的雙向溝通管道，肩負起行銷與客服兩項重任，

成為真正站在第一線的服務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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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合，將物體的信息實時準確地傳遞出去；第三個層面是涉及

服務及應用的管理層，也就是利用雲端計算等各種智能計算技

術，對海量的資訊進行分析和處理，對物體實施智能化的控制，

實際應用於生活環境中。

舉例來說，海爾在今年元月底發表了世界上首台的「物聯網

冰箱」。這款新冰箱不僅可以儲存食物，也可顯示冰箱食物的

保鮮期、特徵、產地等資訊，同時還和超市相連，讓消費者足

不出戶，就可知道超市貨架上的商品資訊，並根據主人放入及

取出冰箱內食物的習慣，制定合理的飲食方案。

研華工業自動化事業群總經理吳明欽就曾表示，2010年是物

聯網與雲端運算的黃金時代起點；隨著物聯網的發展環境趨於

成熟，所有物件皆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相互溝通，並創造

出更多智慧的新生活。

兆元商機 兵家必爭之地

由於物聯網的概念，是利用無所不在的網路技術建立起來

的，可廣泛延伸應用於生活的各層面，大幅提升生活的便利

性，同時也能實現節能減碳，目前已延伸到各領域，包含智慧

環境監控、智慧建築與居家、智慧交通、智慧醫療等等。所

以，物聯網也被視為繼大型電腦、個人電腦、網際網路之後，

未來十年的下一波資訊發展浪潮。

根據美國研究機構Forrester Research預測，物聯網所帶動的

產值將要比網際網路（Internet）大30倍，將形成下一個兆元級

別的通信業務；Gerald Santucci也預估，現有網際網路至2020

年，將形成真正的物聯網，屆時將有上千億個裝置串連在物聯

網中，上網裝置的數量至少成長十倍。

面對這個即將來臨的市場機會，物聯網也成為各國政府積極

研究與推展的產業，包含美國、歐盟、日本、韓國及中國政府

等均將物聯網正式列入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紛紛以國家級獎

勵計畫投入物聯網技術的研發。

其中，像是美國總統歐巴馬在2008年提出「物聯網振興經

濟戰略」，勾勒出「全球物聯網」的智慧型基礎新建設；歐盟

2009年6月制定物聯網行動方案，推出物聯網標準戰略；日本

的國家政策由e-Japan進化到最近的i-Japan，強調設置完善的寬

頻建設逐步朝無所不在的網路社會，以至於完全數位化社會的

建立；中國大陸於2009年下半年指定無錫做為大陸物聯網主要

推動城市，今年出台的十二五規畫中，更將「物聯網」納入政

策發展項目，以加速物聯網產業化進程。

無獨有偶，面對這襁褓中的朝陽產業，各業者也已在為物聯

網技術應用摩拳擦掌。

不過，由於物聯網仍處孕育階段，技術標準缺乏統一，加上

商業模式處於初級階段，離大規模應用普及尚有一大段距離。

日前領導IBM物聯網技術研發的院士王雲在「2010智慧生活暨

物聯網高峰論壇」上，就以「物聯網的前景」為主題，表示物

聯網的發展將遠超過目前網際網路的運用，尤以食品履歷追

蹤、醫療保健、智慧城市、環保節能等領域。但首先要解決物

聯網標準尚未建立、電腦運算與分析資料的龐大成本、數位落

差等問題。

所以，面對潛力無窮的IoT產業，現階段沒有人能預估產業成

熟與量產的時期，但從歷史經驗中可知：機會往往伴隨技術革

命而來，只有將自己準備好，讓技術提早到位，才能真

正在這波浪潮上站穩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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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記得湯姆克魯斯主演的《關鍵報告》中的那個未來世界

嗎？要驗證身份不再用身分證或是IC卡，而是用瞳孔掃

描；街頭上的廣告，會跟你互動打招呼，還能提供你喜歡的最

新商品；路上的車流井然有序，由交通監控系統精確掌控，能

夠主動調整車流，以避免塞車；電腦也可輕易透過消費記錄，

精準算出食物的卡路里及營養成分，並提供一份理想的建議菜

單……

聽起來好像很不可思議，但事實上，這些原本只在電影出現

的情節，未來都將一一實現；這種透過感應器、網際網路、雲

端運算，把所有物品與網路連接、管理的概念，就是目前全球

最熱門的「物聯網」。

物聯網帶來新生活體驗 

「物聯網」，英文為 In ternet  of  Th ings（簡稱

IoT），顧名思義就是「物物相連的網路環

物聯網時代
即將來臨
專家預估，物聯網將是繼網際網路後，未來10年最重要的產業大趨勢，應用前景超乎想像，

至2020年可望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新推手，商機高達上兆元，面對這波產業新浪潮，你準備好了嗎？
採訪撰文∣黃銘宣
圖片提供∣TPG

開啟下一波資訊產業發展浪潮

境」，最早由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於2005年所發布的報告「The Internet of Things」

中提出，主要是利用各種資訊傳感設備，隨時隨地擷取物體資

訊，然後通過網際網路技術讓各種實體物件交換資訊，從而實

現物與物、物與人間的通信及管理。

基本上，物聯網的發展架構可分成「感知層」、「網路層」

及「應用層」三個層面，而這三個層面也涵蓋了「人與人」、

「物件與物件」及「人與物件」三大範疇；首先是最基礎的感知

層，即利用RFID、二維碼、傳感器等隨時隨地獲取物體的信息；

其次是網路層，通過各種電信網絡與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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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聯網發展中，研華的步調相當快。阮北山表示，就像馬

拉松一樣，不但需要耐力，起步速度也相當重要，研華可說是

先跑先贏，針對物聯網，研華制定了三個5年計畫，第一階段

是先行期，在這段期間研華會先將物聯網的特質，建入相關產

品中，目前研華的相關技術與產品都已備齊，只要類似概念應

用出現，即可套入使用。

物物相聯 無所不在

第二階段是提供加值解決方案與服務（Va l ue‐added 

Solutions & Services），在該階段物聯網已逐漸普及，除基本功

能外，將在產品中加上其他附加功能，以提昇整體服務價值，

如在環境監測中，第一層的感測器可自我監控，當電量不足

時，會自動進入省電狀態，這類有自我判斷的智慧型感測器，

就屬於加值型系統。第三階段是全面普及期，也就是進入所謂

的「U化」（Ubiquitous），物聯網在該時期已大量建置於周邊

物品中，達到物物皆聯，無所不在的願景。

觀察物聯網的架構組成，由下至上可分為感知、網路、服

務、應用等四個層面，研華的產品策略是定位在感知層，負

責第一線的資料擷取，匯整後往上送，透過網路層傳送到服

務層，最後形成資料庫，並將訊息以不同策略，應用在不同

領域。

阮北山指出，感知層位居物聯網的第一線，這一環節對設備

的要求是夠準、夠快、夠低；資料要準確，訊息才有價值；佈

建速度要夠快，才能提前產生效益；成本要夠低，才不會因感

測器數量龐大而導致預算超出。

經驗與技術俱備 產品水到渠成

通訊層方面，感測器網路可分為有線與無線兩種，有線感測

網路因需要佈線，大多以室內為主；室外的環境監控，則多採

無線方式。這兩種傳輸方式各有優缺點，有線感測網路傳輸品

質穩定，不過施工難度和成本都較高，此外，受佈線牽制，應

用範圍也較窄；無線感測網路則恰好相反，雖然無線傳輸訊號

易受干擾，不過其佈建容易，放到哪裡、測到哪裡，所延伸出

來的應用也更廣。

無論有線或無線，研華產品多可支援目前市面上的通訊介

面，且將抗環境能力等產品特性如防水、防塵、防震、強固性

等都考量進去。阮北山表示，研華在工業電腦耕耘已久，在技

術面已相當成熟，近來研華積極跨入不同垂直領域發展，也累

積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在技術與經驗都已俱足的情況下，投入

物聯網可謂是水到渠成，接下來研華將依照制定的策略執行，

全力投入物聯網發展。■

Special Report特別報導

從
1950年代電腦的發明，至今演變成資訊連結、

交流、瀏覽的平台，下一個具有改變世界能力

的IT事件將會是什麼？多年來眾說紛紜，不過目前已

經有了一個較為統一的答案，那就是「物聯網」。

物品訊息化時代來臨

物聯網的構想，是在目標物上安置各類感測器，

將所採擷的資料傳回後端系統建立資料庫，此外，並

可加以分析，進行即時控制或日後相關策略擬定。 

物聯網概念並非始於今日，前幾年的RFID與M2M，

作法與目標都與物聯網相似，都是使物品具備「訊息

化」功能，將「網路化」概念普及到一般物品上。

不過，由於RFID與M2M一直未能全面普及，直至

2009年才再次由中國提出雷同的「物聯網」概念。

研華工業自動化事業群產品經理副理阮北山指出，

「這種物品訊息化的需求始終存在，尤其在近期，地

球環境巨變，環境監控成為環保的必然手段，更讓物

聯網的重要性浮出檯面。」 

就架構面來看，物聯網是資訊化與自動化的融

合，自動化設備在第一線採擷訊息後，將資料回傳到

後端系統，後端系統再將訊息匯集至資料庫，用以作

為分析並制定相關策略。

在技術方面，自動化已是相當成熟，類似物聯網

的應用，其實早已出現，舉例來說研華的ADAM系

列，早在10年前就已佈建在台灣高速公路的收費

站，擷取車流速度，提供駕駛人行車資訊，每間隔

100公尺就設置一組感測器，用以記錄車速，再由

ADAM進行運算，將資料傳回後端系統。不僅於此，

在舊金山，亦有業者提供監測路邊停車格的停車狀況

服務，讓駕駛人能夠上網查詢哪條街上還有停車空

位，將物聯物的資訊轉化為具有實用價值之商業應用

服務模式。

類似上述兩例的物聯網概念應用，至今已相當普

遍。回頭觀察這兩起應用案例，可明顯發現多應用於

公領域上，由政府機關帶頭執行。阮北山指出，政府

是扮演物聯網火車頭的最佳角色，一來可建立完整架

構，能對尚未熟悉該領域的商業市場起示範作用，

二來當政府擴大這方面投資，將可活絡市場，讓市場

機制更佳完善。尤其近幾年，在能源短缺的態勢下，

透過物聯網來監控能源的耗用狀態，不但可行節能之

事，又可推動物聯網發展，不管對環保或產業都有正

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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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步跨入物聯網
研華三個5年計畫啟動
繼PC、網際網路後，物聯網被視為下一個改變世界的IT技術。

研華的產品長期應用於各垂直市場，物聯網的架構完全切中研華產品特性，無論是產品、技術、經驗，

研華都已備足，只要市場啟動，研華將可即時跟上，提供最完整的解決方案。
採訪撰文∣溫潤
圖片提供∣TPG
專訪∣研華公司工業自動化事業群產品經理 阮北山

相關技術與產品備齊 實現物物相聯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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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線與連結線的配置服務與整合

無線模組在整合到主機板與系統時，還有一大重點，就是與

其互相搭配的天線及連結線。由於天線與連結線的選擇與主機

板和系統的搭配上，有許多不同的組合及技術在其中，如不同

無線模組所使用的頻段、天線的增益比、同軸纜線的長度與寬

度、纜線的阻抗匹配等等，都會影響無線傳輸的訊號及干擾程

度。研華率先提供天線與連結線的整合服務，預先測試與配對

相對應的組合，簡化客戶設計產品時的流程與複雜度。

三、無線模組與硬體平台的相容性檢測

除了提供核心技術的加值軟體及天線與連結線整合的服務

外，研華更將無線模組與不同的硬體平台及作業系統做相容性

檢測，讓客戶在搭配各種軟硬體組合時，無需顧慮相容性與技

術支援之問題。

研華利用現有標準連接埠，以模組化的方式將無線模組與既

有的嵌入式產品結合，針對模組本身，提供相關軟體設計、通

訊協議編程、驅動程式與作業系統整合等技術，並透過這一系

Technology Forum技術論壇

隨著科技不斷進步以及市場持續變遷，讓生活中所接觸到的產品與設備都朝向數位化

發展，為了協助業者更快速因應產品所需，研華進一步提升嵌入式產品設計服務層級，

希望藉由無線通訊模組產品的供應，讓業者達成 Time To Market 的效益。
採訪撰文∣杜明瀚
圖片提供∣研華公司
專訪∣研華公司嵌入式運算核心事業群專案副理 王大維

服務更貼心
嵌入式無線模組設計服務再進化

隨
著科技不斷進步，我們的生活邁向數位化發

展的腳步也越來越快。然而，在將嵌入式產

品導入各種產業發展的過程中，除了為原本深耕在

嵌入式市場裡的業者帶來更多商機外，也讓許多業

者必須要投入更多資源，以進行無線通訊連結技術

的發展。

為協助產業發展，加速市場規模成長，嵌入式

龍頭業者研華公司將原本嵌入式產品設計服務進一

步提升服務層級，希望透過無線模組（包括現行

的、3.5G、WiFi、WiMax、RFID、GPS、GPRS、

ZigBee、藍牙以及未來的LTE等）產品的供應，能

協助相關的嵌入式業者在手持、移動裝置，或是新

興的物聯網市場中減少開發時程已便得到Time To 

Market的最大效益。 

無線通訊應用當道 帶動嵌入式產品需求

隨著物聯網概念成形，唯有透過即時數據的傳

輸、分析及反映，才能帶來智能化的服務效益，因此

嵌入式產品對無線傳輸的需求，也就更為明顯及迫

切。研華嵌入式運算核心事業群（ECG）專案副理王

大維表示，在工業或特殊環境的應用中，對於無線傳

輸的需求早已存在；但早期因無線通訊相關技術所牽

涉到的利益團體較多，規格制定上相對緩慢，較不常

導入一般標準產品設備的開發應用上；然而隨著無線

通訊技術近年來的急速發展，以及成熟的技術與基礎

建設的完備，讓嵌入式應用對於無線模組的需求快速

增加。

提供模組化產品 深入解決相關需求

不過，對於嵌入式產品導入無線傳輸方面，業者

卻面臨到許多困難。一方面是由於嵌入式產品的產品

生命週期較長，不容易因為無線傳輸應用需求的出

現，而全面性的重新設計及生產硬體產品；再者是，

無線通訊種類眾多，導入嵌入式應用，必須要經過相

關規範測試等程序，對嵌入式業者而言，將成為另一

種成本負擔。 因此，研華提出新的服務模式來協助

滿足客戶在系統與主機板上無線模組的設計需求，服

務包含三大加值模式：

一、無線模組的加值軟體設計

除了整合不同的驅動程式與作業系統外，研華

針對無線模組的各種應用領域，開發了專屬的軟

體服務；在GPS無線模組上，設計了專用的NMEA 

Parser，能夠接收且分析衛星訊號並轉換成可辨別

的程式語言，方便系統廠商針對需求做修改；針對

3.5G的無線通訊，也從最基礎的AT-Commands，一

步步將繁瑣的指令集，建立成客戶易於使用的API，

並提供圖型化的Connection Manager，讓嵌入式設備

簡簡單單便能連上電信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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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華推出3款車載專用的無風扇嵌入式電腦: ARK-VH200、ARK-3202V與ARK-1388V，超輕巧且功

能強大，專門針對嚴苛震動環境且空間有限的車輛應用所設計。提供工業等級、高運算效能、多樣

化I/O以及低噪音運作等功能，適用於車載數位看板、影像監控，及行動通訊等各種行進中的車載應

用。ARK-VH系列可使用各種車內電源(相容於 ISO-7637-2)，具備無線通訊功能、GPS接收器，符合

eMark、EN50155車用認證，且採用防震抗摔設計(MIL-810)，並提供簡易安裝模式，適用於各種車

載應用。

研華無風扇嵌入式電腦-車載系列

研華台灣營運處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6巷20弄1號
銷售客服熱線: 0800-777-111
eMail: sales@advantech.com.tw

ARK-VH200
Intel® Atom™ 無風扇數位影像
監控車載電腦

內建Intel® Atom™ D510 1.67 GHz處理器
支援120/100 FPS D1解析度影像錄製
配備PoE埠可與IP錄影機連接
可選配miniPCIe卡以支援無線應用方案，
如 WLAN 或3.5G模組

In-Vehicle 影像監控

ARK-1388V
Intel® Core™2 Duo 無風扇車載電腦，
提供安全開/關機及無線通訊功能

內建Intel® Core™2 Duo ULV U7500 1.06 GHz
處理器或 Celeron® M ULV 423 1.06 GHz處理器
開/關機可與車內電池以及點火系統連接
可選配WLAN/GPRS/EDGE/UMTS/HSDPA模組

In-Vehicle 行動通訊

ARK-3202V
Intel® Atom™ 無風扇車載電腦，
提供雙顯示並支援豐富I/O
內建Intel® Atom™ N270 1.6 GHz處理器
支援雙顯示、寬螢幕與高解析度
支援2個以太網路、5個USB 2.0埠與5個
COM埠
可選配WLAN與HSDPA模組

In-Vehicle 車用看板

www.advantec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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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加值模式傳送給客戶，讓導入無線功能的嵌入式業者，可

以一步到位的完成產品設計，達到快速上市的目標。

對外統合需求  降低跨足無線通訊門檻

對於無線模組供應業者而言，工業應用無線通訊模組產品市

場，雖有不錯獲益，但由於工業應用業者所需求數量不多，供

期又長，若針對每家客戶重複進行市場與技術教育，對做慣消

費性產品市場的無線模組供應業者而言，將被視為一種資源重

覆投資的浪費。而研華的出現，恰巧扮演了無線模組供應商與

嵌入式應用市場間的橋樑，針對多樣少量的嵌入式市場提出快

速的交期，免除最低訂購量，並透過研華來達到長期的供貨保

證與相關技術的支援。

對內整合相關資源 有效提供及時性產品

在研華內部，嵌入式運算核心事業群並不是唯一從事無線

通訊相關產品設計開發的單位，工業自動化產品事業群本身基

於智能建築或環境監控等不同垂直市場的應用需求，也進行無

線通訊技術及產品的發展；但透過嵌入式運算核心事業群的協

助，工業自動化產品事業群可以專注於產品與垂直應用產業間

的結合；而無線通訊技術的部分，則交由嵌入式運算核心事業

群進行負責，如無線產品的開發、通訊晶片的選擇、以及後續

相關的測試與驗證等等；不但節省資源，也可將此know-how應

用於嵌入式產品有無線傳輸需求的同業客戶上。

無線模組設計再進化 提升品牌新價值

研華將無線模組標準化，提供產品設計上相關的資源，如參

考的硬體線路圖、開發軟體所需的相關物件、匹配的纜線與不

同頻段的天線、專業的測試儀器進行驗證，以及無線模組所搭

配的硬體平台與作業系統之相容性測試，客戶只需投入於產品

設計，研華即可提供無線通訊上所有需要的技術支援與協助。

王大維認為，產品從有線進展到無線，是既定的發展歷程，

透過無線技術的導入，可以免除複雜的線路安裝，並達到遠端監

控及管理等目的；雖然嵌入式市場的導入期較長，但是隨著研華

提出愈來愈多的加值服務，提供客戶更充分便捷的設計，這種創

新的服務模式，預計能使更多嵌入式應用的客戶與同業獲得更貼

近需求的技術與產品支援，而研華也將繼續深耕無線應用的加值

服務於不同的垂直市場，為客戶創造最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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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業自動化領導品牌研華公司觀察有越來越多的

客戶，傾向選擇向單一供應商或系統整合商購

買完整解決方案的套裝產品；除了能確保產品相容性

與設備運作，同時在維修與客戶服務上具備即時的便

利性。因此，許多的供應商開始嘗試擴大服務範圍，

提供多樣化的產品內容，以便在不同的垂直整合市場

中提供整體解決方案，例如汽車生產或鋼鐵製造行業

等。人機介面一直是自動化解決方案中的關鍵元件之

一，方便操作人員透過此操作面板控制所有互連裝

置，進而掌控運作狀態。

根據最近的 ARC 產業預測報告顯示，到 2013 年

為止，操作面板營收的成長幅度，預估將超過任何其

他的工業產品。ARC 產業預測報告也指出操作面板

市場分為二個部分：同時供應面板與控制器的供應

商，以及僅銷售操作面板的供應商。如前所述，供應

商如果能找到方法搭配銷售面板及控制器，就能創造

更優異的營收，超越僅供應個別元件的供應商。這是

因為客戶希望擁有完整的解決方案，同時結合人機介

面與控制器，創造可長期使用的最佳系統。為進一步

豐富完整解決方案，人機介面需要擁有更彈性的連線

能力，以便連接新一代的可程式自動化控制器PAC與

可程式邏輯控制器PLC，因應更高層級的程序控制應

用需求。整體看來，該架構（人機介面搭配可程式自

動化控制器PAC）可確保關鍵性的控制作業擁有高穩

定性，並滿足使用者在複雜控制應用方面對高效能解

決方案的需求。

研華推出最新的工業級可程式人機介面WOP-2000

系列，與研華的可程式自動化控制器APAX系列及遠

端資料擷取 I/O 模組之間具備高度相容性，可讓客戶

建立三種不同的資料擷取及控制解決方案，因應各種

不同的應用需求。

1. 遠端資料擷取 I/O 模組搭配人機介面

研華遠端I/O模組APAX-5070系列具備可擴充的彈

性架構、熱插拔功能、高密度 I/O，同時最多可擴充

至 32 個模組（1536 的點數），滿足空間有限機台

或機械設備的需求。任何人機介面平台只要搭配使用 

APAX-5070 耦合器，就能透過標準的 Modbus/TCP 

工業級通訊協定，與 APAX 遠端 I/O 模組連接，建立

穩定可靠的遠端資料擷取系統。

2. 控制系統搭配人機介面

人機介面在一般的控制系統中可連接  PLC 控

制器，以處理設備自動化作業，例如工廠組裝

線 上 的 機 械 控 制 或 程 序 控 制 作 業 。 為 了 在 現

有的  PLC 系統擴充  I /O，研華提供耦合器模組 

（APAX-5070/5071/5072），利用 PLC 透過不同的

通訊協定連接 APAX I/O，例如 Modbus/TCP、Profinet 

及Ethernet/IP。PLC使用者只要使用原有的 PLC 開發

軟體，就能直接與 APAX I/O溝通，進行資料擷取。現

有的 PLC 系統則可利用 APAX-5000 遠端資料擷取系

統，就可輕鬆提升彈性及擴充能力。

3. 進階控制系統搭配可程式人機介面 

高度複雜的控制系統，必須擁有高運算能力、網

路連線能力及具備即時的輸入及輸出模組；研華的 

APAX控制器整合控制功能、資料記錄及分析、資訊

處理、網路連線，以及音訊與視訊功能，可因應多

種工業控制領域的複雜應用需求。研華推出工業級

可程式人機介面，搭配 APAX-5000高效能控制器系

列，或精簡型 APAX-5520系列所組成的自動化控制

解決方案，適用於任何應用環境，更能滿足艱困的

環境需求。

除了硬體規格外，軟體亦扮演另一個重要角色，

讓人機介面可以直接透過軟體輕鬆地與系統進行整

合。研華為了因應內建控制功能面板的需求，實現

最佳化的程序控制，依據效能、技術與設計，提供

創新的整合式平台 WOP-2000 系列，並搭配功能強

大的人機開發軟體PM Designer 2.0。該軟體在多項

應用領域中深獲肯定，此整合式開發工具不僅提供

User-Friendly的操作介面，且具備解決方案導向的檢

測物件、高階向量圖形、因應多種語言應用需求的 

Windows 字型，以及配方、警報、資料記錄器及操

作記錄等多項功能。

相較於大部分的操作面板僅限於「介面」的監控

與操作功能，研華的人機介面則採用重點式的設計策

略，結合強大的APAX可程式自動化控制器系列，實

現最佳化的程序控制與控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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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端輸入／輸出
資料擷取模組

可程式自動化控制器
與人機介面完美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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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多樣化的需求，人機介面需要擁有更彈性的連線能力，

研華的人機介面採用重點式的設計策略，結合強大的APAX可程式自動化控制器系列，

實現最佳化的程序控制與控制效率。
撰文、圖片提供│研華公司

可程式
自動化控制器

遠端輸入／輸出
資料擷取系統

可程式化
邏輯控制器

TCP／IP

遠端輸入／輸出
資料擷取系統

Modbus／
T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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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讓產業對市場與產品發展需求在最短時間內有明確的瞭

解，並且創造出更大產業應用與效益。

目前不論是廣義的車載資通訊應用或單純的智慧巴士，一

般都會涵蓋包括行車資訊傳達、安全輔助、駕駛輔助以及輔助

車隊管理等幾個大的方向。像是在行車資訊傳達上，透過目前

WLAN、GPRS/CDMA/HSDPA其他多樣的通訊方式（ex : LTE & 

WiMAX later），將各項包括車況或車輛位置等資料進行彙整，

再傳遞至後端中央控制中心，一方面讓中心對車輛在路上的車

況有清楚的掌握，對乘客的生命安全多了一分保障，同時，傳

遞回中控中心的資料，可以再次被計算成不同的資訊，提供像

是車輛到站時間預估，甚至透過中心調整每輛班次的車速及間

距，提供乘客更多的服務。另外，透過物聯網無縫式傳遞，巴

士業者亦可以提供類似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等不同

型式的服務。而不論是基礎的建置、車輛本身或附加在上面的

車載機都是屬於產業應用上的一環。

不過這些資料在收集和傳遞的過程中，同時涉及到車輛內

部，以及對外的通訊規格與相關模式。因此，不論是從功能面或

硬體層次而言，車載機產業標準的建置，就相對的十分重要，因

為有了一致性的標準，資料才能迅速而有效的發揮原本應有的資

訊功能，同時產品業者在設計開發時，也不再需要因為面對不同

的產業通訊標準與模式而大費周章的進行轉換。

推出標準1.0版  研華率先響應

在智慧巴士標準1.0 版中對於車載機系統部分，就規劃了硬

體與功能平台2部分。在硬體平台方面，在處理器運算能力支

援下，以模組方式將車輛資訊收集、無線資料傳輸、儲存、顯

示、語音及視訊等模組及輸出入介面做出規範。

因此，研華也推出了相對應的產品組合，像是專為應用於各

式產業、工業車輛所量身打造的車用通訊運算平台TREK-550

以及車用等級觸控顯示面板TREK-303，採用堅固耐用的工業

設計，能在-30~70℃的溫度範圍內正常運作，其抗震動/抗衝

擊能力亦通過SAEJ1455、MIL-STD-810F Method 516.5車規、

軍規等級認證。同時符合ISO7637-2/ e mark / SAE J1113規

範，配備了汽車電源管理軟體，提供車用電源保護功能，避

免電流雜訊及突波的影響，並能預防瞬時車輛電源不穩定對電

腦造成的損害；同時產品本身可與汽車區域網路（CAN 2.0B/

J1939/J1708）及胎壓監控（TPMS）等多種車輛次系統進行

連結，並透過內建無線通訊功能（WWAN、WLAN）與中央站

台進行雙向通訊及資料更新。為了確保絕對的行車安全，系統

並支援即時倒車影像後視顯影功能且內建G sensor 可自動監測

過度的煞車／衝擊／翻滾力道，系統主動觸發SOS自動警報系

統，通知行控中心進行相關安全調度。

車載機產業標準1.0的推出，只是加速台灣智慧巴士產業發

展及實際導入應用所必須要做的第一步，因為有了實體的版

本，才能應用在現實環境中，再藉由試用反應去進行更精準與

正確的修正。基於促進台灣產業轉型的責任，研華技術長陳贊

鴻強調研華與聯盟會攜手繼續在相關標準制訂上持續推出更適

合實際產業應用與更能被市場接受的產業標準，為台灣在全球

智慧巴士領域中奠定下深遠廣泛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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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了扶植智慧巴士產業發展，經濟部以台灣

深厚的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產業發展技術及基礎，結合相關力量，

希望能將智慧巴士產業塑造成另一個屬於台灣的新

興產業。首要工作就是透過「台灣車載資通訊產業

聯盟之智慧巴士標準工作小組」（IBCS WG）將全

球第1套的「營業大客車車載機產業標準」導入業界

與市場中，希望藉由標準規範制訂，讓更多業者投

入市場與產品研發；並展現台灣在智慧巴士產業中

的領導地位。

建立產業標準 擴大市場效應

車載應用屬於封閉性的產業，車輛本身與傳統ICT

產品在應用環境上有極大差異，唯有透過統一標準，

研華車載系統
推動智慧巴士產業標準
智慧巴士已經成為倡導使用大眾運輸系統時重要的一環，

如何讓智慧巴士能有一個可依循的產業標準，更是其中成功關鍵，

身為車載系統產業龍頭的研華科技，除了積極參與並推動產業標準的規劃制訂，

並基於此標準，推出多款可即時導入市場的平台組合。
撰文｜雷司伯
圖片提供｜研華公司

智慧巴士標準（v1.x）車載機系統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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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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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同時也是個很棒的工作壓力出口。另外，身處組織龐大的公

司體系，愛心社共同的出遊、服務計畫，更不失是個人脈交流的

絕佳時機；更有趣的一點，是愛心社部分單身或尚未養育子女的

成員，在透過陪伴弱勢孩子的志工服務過程中，預先感受到了一

份為人家長的責任心與感動。

化心動為行動，愛心不落人後

2010年尚未過完，翻開「研華愛心社」的行事曆，卻發現

2011年已安排了相當豐富的活動，可以用「緊鑼密鼓」來形

容，除了每個月一次月會，幾乎每個週末也都有志工服務。所

以，真的是只怕你不參加，而不怕沒有活動可以參與；另外，

Joe也感性的提到，愛心社非常歡迎各種形式的分享，例如有

一位家有種植柚子的同仁，就在中秋節前捐了好幾箱柚子給愛

心社，由愛心社轉贈予弱勢小朋友分享，讓研華愛心社在這個

華人獨特的佳節裡，飄著帶有淡淡柚子香的溫情。

但是，說到有什麼具體的目標與新展望？Joe表示，希望社

員們能夠「更放開心胸一點」。除了金錢上的支持，精神上的

鼓勵，更應該放開心胸―從精力上付出參與，走出幕後熱切的

參與活動。因為，金錢雖然充滿力量，卻仍然需要足夠的人

手，才能將它徹底發揮。■

動
物園裡，一群小朋友環繞著動物們興奮的談

笑，如此看似尋常的景致，卻可能是這群孩子

們畢生難忘的時光，因為，出身於弱勢家庭的他們，

父母從來沒有多餘的心力與時間、金錢，帶他們走一

趟動物園。即便像是吃麥當勞或搭捷運，這樣對一般

孩子來說在尋常不過的開銷，都是一分奢侈。幸好，

他們還擁有一群默默付出，身著粉紅POLO衫的守護

天使―「研華愛心社」。

以回饋社會為理念 付出愛心不落人後  

提到「社團」兩個字，你想到什麼？打球、游

泳、登山，還是手工勞作或棋藝？在這個越來越注重

員工福利的時代，許多企業也開始透過社團的成立

與經營，希望能讓員工除了工作以外，有更多發展興

趣、與同事交流的機會。「研華愛心社」也是在這樣

的前提下成立，透過企業本身「取之於社會、回饋於

社會」的感恩心，藉「施比受更有福」的理念，以及

「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精神，由紀建業與Water 兩位

同仁草創，也奠定了愛心社的基礎。

星期六對很多人來說，是個放鬆身心的假期，有

些人選擇睡一整天補眠，也有人選擇逛街、看電影紓

解工作壓力，但是，研華愛心社的社員，卻是在陪伴

弱勢家庭的孩子，為他們做課後輔導、說故事，或者

帶他們出遊散心，動物園與研華有機農場，都有他們

大手牽小手走過的足跡。而這群身穿柔彩社服的善心

人，也曾承辦過令人熱血沸騰的捐血活動，透過公司

與臨近社群的動員，募集到高達133袋鮮血。

另外，為了能讓偏遠地區的孩子有彈珠檯休閒

玩樂，愛心社的成員更是各司其職，透過精心的規

劃與設計，製作出協助釘製的治具，一鎚一釘的用

心打造出上百套彈珠檯；雖然，製作的過程辛苦無

比，有些社員甚至為此犧牲了個人睡眠與休閒的時

光，但是，看到那些孩子們的眼神因彈珠台而發

亮，玩耍時的表情如此開心，就不禁讓人覺得，這

一切辛勞都是值得的。

透過體驗與分享 觸動關懷弱勢的感恩心

2009年成立的研華愛心社，由創社時期初期僅2、

30人的小規模到今年的269名社員，這將近十倍驚

人的成長，暱稱Joe的袁社長不居功，只是告訴我們

這都是社員共同努力的成果。不過，Joe本身確實是

「愛心不落人後」的最好寫照，她不只自己加入愛心

社，還連自己全家大小都「拖下水」；Joe也發現自

己的女兒在歷經一段又一段陪伴弱勢家庭小孩出遊及

週六品格教育課程後，性格也變得更沉穩、有同理

心，並且發自內在懂得分享的意義；例如，她會在家

裡整理出不需要的舊玩具與書籍時，很自然的說：

「可以送給『愛鄰協會』的小朋友。」

曾有同事調侃Joe，如果「愛心社社長」這個頭銜

是有供薪水的，Joe不僅會領得名正言順，而且會忙碌

的更理直氣壯。對Joe而言，加入愛心社除了希望在自

己心有餘力、餘錢的當下，多一分為社會的分享與付

People人物特寫

分享，
是最有價值的興趣
2009年甫成立的愛心社，已是研華內部屬一屬二的大社團，

從剛創社的2、30人規模，到現在的200多人，這將近10倍驚人的成長，

不僅是愛心社的經營成果，更代表了研華人對公益事務的認同與肯定。
採訪撰文∣柯延婷
圖片提供∣研華公司
專訪∣研華公司服務應用電腦事業群資深專案經理 袁曉雲



ARK-VH200 數位影像監控嵌入式車載電腦
ARK-VH200搭載Intel® Atom™ D510處理器，可錄製120/100 

FPS @ D1解析度的高品質影像，並以 H.264 壓縮技術作為錄影

功能，大幅節省頻寬與儲存空間成本。配備PoE埠可與IP錄

影機連接，內建eSATA介面可外接1 TB的硬

碟空間，並提供2個可鎖固的USB埠，確保

行駛中不會鬆脫，且符合eMark、EN50155

車用認證，適用於各種車載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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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吋嵌入式單板電腦PCM-9363
PCM-9363，Intel Atom N455單核/D525雙

核處理器且支援DDR3記憶體，低功耗、

豐富I/O及雙顯能力（LVDS/ CRT or HDMI）。

DC Power更易於電源整合，輕薄且高可靠度設計

適用低功耗且空間有限的嵌入式應用。

工業級儲存模組  搭載高安全性加值軟體
研華工業級儲存模組SQF-PDM提供

40/44 pins IDE介面，防震且低功耗，提

供高效能及高穩定性的產品品質，並搭

配安全加密軟體輔助，如Flash Security 

ID、Life Monitoring、Flash Lock等，徹底保護客戶機密。WebAccess 3步驟課程體驗
研華公司計畫於2010年11月19日

（五）假研華新店教育訓練中心舉辦「WebAccess 3步驟課程體

驗」訓練課程，內容將涵蓋圖控整合系統WebAccess的架構與

特色，各種不同產業應用以及實際功能展示。期望透過「一學

習．二使用．三分享」 的體驗過程，讓您快速掌握WebAccess

圖控軟體的核心技術，成為企業整合大內高手。活動洽詢專線 : 

02-2218-4567分機2604孫小姐。

新展資訊

UTC-520互動式自助平台  智慧生活新選擇
研華21.5吋All-in-one互動式自助平台搭配寬螢幕觸控介面，

採低功耗、無風扇設計。產品厚度只有4mm，溝槽外框可依據

需求搭配周邊設備，包括攝影機、麥克風、RFID讀卡機、條碼

掃描器、鍵盤和藍芽裝置等；結合支架系統，可置於桌上、立

於地板或壁掛，成為品牌零售、飯店餐飲、活動展場、醫療機

構、企業學校都適用的自助式

服務系統與互動電子看板。它輕

薄簡美的造型，以及易於安裝、

組裝與運送的特性，融入設計裝

潢更能輕鬆移動，進一步提

升智能服務的品質與價值。

ADAM 論壇中文區塊正式上線
ADAM論壇中文區塊為專為工業自動化相關話題所開設的線

上免費討論空間，範圍涵蓋工業自動化軟體、人機界面平台、

自動化控制器、工業通訊 、資料擷取、運動控制以及圖控整合

軟體WebAccess等，提供大中華地區用戶一個分享及交流資訊

的網路平台。即日起至2010年11月30日止，凡於ADAM論壇中

文區塊中張貼或回覆工業自動化相關文章，即可獲得一次抽獎

機會，累積張貼文章數愈多，中獎機會愈大。獎品豐富，快上

活動網頁 www.adamforum.com 參加活動！

企業動態

研華推出MTC 6/10超強固車載電腦 
適用各類嚴苛環境

研華旗下Advantech-DLoG推出

10吋超強固車載電腦MTC 6/10，

通過最高IP67及EN60721-3-5 5M3

震動衝擊認證，可承受每分鐘100

公升的高壓水柱，超越MIL-810F軍

規等級。經典「紅帽」(Red Cap)強固多集無線網路天線設計，

搭載最先進的CFast儲存裝置，適於嚴苛環境不間斷應用。

研華高效能ATX主機板  
AIMB-780搭載英特爾Core i7多核心技術

研華全球同步上市的新產品AIMB-780 ATX主機板具備豐富

的擴充能力，搭配最先進32奈米製程的英特爾架構 Core™ i7/

i5/Xeon® 高效能四核心處理器，採用Hyper-Threading技術讓處

理器最多可同時處理八個軟體執行緒，除了大大提升運算效能

外，AIMB-780的RAID功能還能有效保護

系統資料，提升系統的可靠度。若

是搭配 Xeon 處理器，更可

使用具備ECC功能的DDR3記憶

體，已獲客戶好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