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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看板走進電梯裡

整合雲端與互動 電信銷售更來電

駕駛行為管理讓車隊系統再進化

今年初，研華以軟體即服務的概念推出了嵌入式雲端服務，現在研華更進一步擴大了雲端服務的範圍， 

以平台即服務為概念，提供更靈活且客製化的服務，為垂直市場帶來更好的使用體驗。

Emb'Store隨選即用的嵌入式軟體平台登場
推出平台即服務的概念 讓客戶用最小資源建置雲端

為「服務」重新定義

智能化 

CPU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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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創新 
從服務升級開始

科技來自於人性，更來自於需求，如果說，二十

世紀科技前進的主要動力是效率，那二十一世紀推動

的就是服務，隨著IT技術深入生活各層面，「進一步

滿足人類生活的服務需求」已是未來科技的主要發展

方式，許多先進國家更是將「優質的智能生活服務」

當作科技發展的終極目標。

很多人經常問我，將智能化導入零售業或飯店業

的服務應用之後，零售業、飯店業本身會出現怎樣不

同型態的改變，個人的生活又會出現怎樣不同的變

化。說實話，面對技術發展與服務應用的日新月異，

未來充滿著無限的可能，現在也沒有人敢斷言，一旦

智能化的應用發展到極致後，對零售、飯店產業發展

或對個人生活會產生多大的影響，但可預期的是，絕

對超乎你的想像！

簡單舉幾個例子，現在很多折價優惠或促銷活動

的訊息，都是未經客製化的盲目傳送；但是，經過智

慧化的資料分析，可以做到針對不同使用者在不同時

期的需求，發送不同優惠訊息的程度，像是針對家中

有嬰幼兒的家庭發送奶粉、尿布的優惠訊息等；或

是，針對住房旅客提供不同語言顯示或引導服務等。

甚至，反過來，透過智能化的協助，對飯店運營管理

上，還可以有效達到降低運營成本的目的，而這些應

用與服務就技術上而言，都不難達成，但問題是誰來

提出及滿足這些服務上的系統整合需求？

所以，研華一直致力於各領域推動智能化服務，

希望透過專業技術背景與創新情境應用，提供民眾更

便利美好的智能生活。但要做到上述這些事情，並不

是光靠研華一家業者就可以達成。只是，在現階段所

謂服務整合業者尚未成型之前，研華願意率先投入擔

任領頭羊的角色，扮演硬體平台與實際服務需求間溝

通橋樑的角色。不過，雖然研華願意擔任開創市場的

窗口，但還是需要很多所謂的「EcoPartners（生態系

統的合作夥伴）」來共同協助產業價值鏈的建置，才

能讓整個產業服務的環境得以成型。

而先從零售業與飯店業著手，絕不是意味著研華

只重視零售與飯店業的應用服務市場發展，反倒是研

華考量產業發展的型態與目前能力所及，優先選擇出

的智能化基石，研華相信唯有優先專心做好眼前的垂

直產業應用，才能有更深厚的實力跨足到其他的產業

服務應用市場中。對研華而言，零售業與飯店業等產

業，只是一個開始，研華在站穩腳步之後，絕對會朝

著一個又一個的新市場持續向前延伸推廣。屆時，也

將會需要更多不同領域的夥伴來共同參與創造不同產

業價值建立的過程，共享市場豐碩的果實。

研華公司智能服務事業處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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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 Partnership成就客戶

例如在房間設有各種情境控制，讓房客可依自身需求

變換燈光、音響等控制。

而低階層客源市場，指的並非設備簡陋的飯店，

而是用大量自助化服務降低成本，進而使得收費更低

廉，讓僅需住宿而不重享受的商務客人有另一種選

擇，這類飯店多由城市中較為老舊的飯店所轉型。

李海寶表示，例如有商務飯店推出住宿預付卡，

住客可先跟飯店購買一定金額的預付卡，再從飯店網

站上預約用房時間，入住時房客直接用預付卡就可開

啟房門和根據付費項目使用客房的各種系統，李海寶

指出，這種作法可將櫃台人員減少最低，甚至不需

要。除了節流，IT系統還可兼有開源功能，透過房門

開啟與電視頻道的資料採擷，飯店管理人員可知住客

房間使用的週期時間與喜好節目，從而設計出不同時

段房費與頻道收費標準。

這一切的IT建置都需要高品質的產品供應商，「如

果說FMS hospitality是飯店IT問題的解答者，那研華就

是FMS hospitality最佳的策略夥伴」李海寶表示。

這幾年，亞洲旅遊業蔚然成風，根據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UNWTO）數據顯示，光是2011年就有

超過2億歐美旅客湧進亞太地區，受到歐美旅遊風氣

影響與本身經濟的提振，亞太各國的旅遊休閒概念

也全面提昇，光以中國大陸為例，每年五一與十一

的兩次黃金週，不只沿海的一級城市，連內地的二

級城市都湧進大量旅客，這股趨勢對飯店產業帶來

改變，「而 IT概念的導入，是改變的主要力量。」 

FMS hospitality執行董事李海寶指出。

面對激烈競爭的新解答

FMS hospitality是亞洲少數的飯店IT系統整合廠商，

在此領域已有超過20年的歷史，李海寶表示，2008

與2009兩年雖然全球壟罩在金融海嘯的風暴中，但

由於廉價航空生意興隆，由此仍可看到民眾的旅遊意

願仍然相當高，再加上各國政府對觀光產業的日漸重

視，不斷推出相關政策，更讓此一產業水漲船高，尤

其是汎太平洋各國，由於政治與經濟已趨穩定，國際

飯店業者均認為將會是未來成長重點。

李海寶表示，觀光發展初期，亞洲地區吸引歐美

觀光客的主因是物美價廉，不過在經濟崛起後，當地

旅客人數快速成長，如今已超越歐美人士，成為主要

客群，而客群來源的改變，也使亞洲飯店業者的經營

策略產生變化，李海寶指出變化至少包括三種，新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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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S hospitality
的飯店IT服務哲學
智慧化加持有效區隔市場 帶動飯店服務全面升級

亞太地區觀光產業的蓬勃，帶動了飯店業的驚人成長，如何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

成為業者的重要課題，研華與FMS hospitality合作，將飯店智能化，也讓FMS hospitality
的產品價值再次提昇，共創三贏榮景。

採訪撰文│M.D
圖片提供│Veryimage
專訪│FMS hospitality 執行董事 李海寶

店數量快速增加、人工與能源成本高漲、市場競爭日

益激烈，這三種變化又彼此牽動。

在利之所趨的態勢下，客源增加自然帶動新飯店

的投資意願，光以台灣為例，2012年台灣新增加的

飯店總房間數就高達8,000間，整個產業的蓬勃，

讓飯店之間的競爭愈加激烈，要在業界脫穎而出，

必須有效區隔市場，而激烈競爭的另一面，就是人

力難尋，造成這方面的成本節節高漲，同時這幾年

能源供應緊縮，龐大的電力費用也成為飯店業者的 

重大負擔。

「這幾個問題的共同解答，就是IT系統。」李海寶

指出。

走向兩極化的飯店

現在的新飯店都會有一定程度的智慧化，差別只

在於導入程度的高低，而所有飯店均有導入，那智慧

化又會成為市場競爭中的基本條件，因此業者必須在

一片類似的IT系統中，有效建構出區隔夠明確、識別

度夠高的IT服務系統。

至於IT系統如何協助飯店業者提昇服務品質與區隔

市場呢？李海寶以FMS hospitality的案例指出，為避

免與人數最多的中階層客源市場競爭，現在飯店逐漸

開拓高低兩端客層，高層方面是鎖定金字塔頂端族

群，這類飯店的IT建置以提高房客舒適和氣派為主，

軟硬兼施的相乘效應

FMS hospitality於2010年開始與研華合作，李海寶表

示，飯店的IT系統建置需要相當高的專業知識，由於

IT系統深入營運端，不可避免的會涉及業者的商業機

密，在此情況下，飯店業者都會選擇長期合作且有一

定默契的系統整合商，而目前亞洲的專業系統整合商

相當少，長期專注於飯店領域者更屈指可數，李海寶

認為這也是研華選擇FMS hospitality作為做夥伴的主因。

而對FMS hospitality來說，與研華結盟將使其硬體

設備品質更有保障，李海寶表示，研華產品線之完整

居全產業之冠，在應用領域的開發也相當深入，再加

上在全球建有綿密的維修網絡，雙方合作，正可發揮

1+1＞2的效益。

目前的合作模式，硬體方面是採用研華的現

有系列產品加以調整後共同開發的新産品，FMS 

hospitality則負責編寫設計軟體，由於可提供最完整

而即時的服務，初期雙方將以大中華區為主要目標市

場，透過智能化系統讓飯店營運效益再次提昇。■

新加坡富利康私人有限公司（FMS）
成立於1984年，FMS創立宗旨是專注為酒店和客人提供超出其期望的服

務。業務領域涵蓋了能源管理、客房即時訊息、賓客入住情況及客房設施

監控等眾多解決方案，使客戶能針對自身特點實施運作，秉承著專業精

神，FMS的業務遍及全球五大州，成功與超過100,000間星級酒店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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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香港中環的國際金融中心（ I n te rna t iona l 

Finance Centre；IFC，以下簡稱國金中心），是香港

近年來的新地標，與機場快線香港站共構、辦公大樓

與購物中心整合的運作模式，每日總有無數人在此進

出，根據IFC官方網站統計，每日在此進出的工作人

數至少15,000人。

面對如此龐大的進出量，為了確保服務品質，國

金中心在規劃之初，特別要求電梯數量與運作速度，

之後更將研華Signage解決方案導入電梯應用中，取

代傳統小小一塊只能秀出樓層數字與上下符號的顯示

螢幕，透過多媒體展示（Multi-media Display）提供更

多實用資訊，包括新聞、近期即將舉辦的活動、樓層

顯示與介紹等，讓搭乘電梯不再是件無聊的事。

目前，電子看板在香港的應用相當普遍，從銀

行、飯店、零售通路、公共場所等，都能看到電子看

板的身影，這也促使IFC思考能否將電子看板與既有

電梯系統整合，藉由多媒體內容的豐富性，與遠端管

理的方便性，為大樓進出者提供更多的指引資訊，及

強化活動宣傳的效果。

透過電子看板  提供豐富實用資訊

協助國金中心開發電梯電子看板系統的MajorLink總

經理黎寶茗表示，這套系統共分成三個部份，架設在

電梯內的顯示螢幕、安裝在大樓管理辦公室的後台管

理系統、及串連兩者的傳輸網路（以光纖與無線網路

為主），其中，電梯內部的顯示螢幕，直接面對進出

者展示資訊，對穩定可靠的要求相當高，因此使用研

Joyful eLifestyle品味樂活

電子看板走進電梯裡
有效結合多媒體與遠端管理 讓你搭電梯不再無聊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導入研華Signage解決方案，將電子看板與既有電梯系統整合，

藉由多媒體內容的豐富性，與遠端管理的方便性，為大樓進出者提供更多的指引資訊，

及強化活動宣傳的效果。 
採訪撰文│林瓏
圖片提供│研華公司
專訪｜MajorLink公司總經理 黎寶茗

華的工業電腦作為顯示器，並串連電梯系統控制器，

將電梯訊號轉換成PC訊號，顯示在前端螢幕上。

在系統導入過程中，最大困難點在於光纖纜線布

建與系統介面整合。先就光纖纜線佈建來看，國金中

心分為一期與二期兩棟，一期樓高38層、共有18部

電梯，二期樓高90層、共有62部電梯，搭乘電梯由

地面至頂樓只需2分鐘，樓層高代表纜線距離長，時

間短代表移動速度快，而這兩者都大大增加了布線難

度。

如何在纜線長、移動快速的應用環境下，確保網

路傳輸穩定性，黎寶茗認為，惟有靠過往累積的經

驗，才能妥善完成布線工程，如果沒有經驗的廠商，

很容易在安裝時扯斷光纖纜線，或是其他電梯使用的

纜線，增加導入成本與時間。

其二則是系統介面整合，電梯系統本身為封閉式

專屬系統，非一般PC架構，訊號格式也不同於PC，

如何將其轉成電腦可以解讀的資訊，並傳送到顯示螢

幕上，介面整合是否完善變得非常重要，整合如果不

夠完善，前端顯示螢幕無法秀出樓層資訊，反而會引

起搭乘者的不滿與恐慌。

此外，隨著無線技術成熟，部份應用改以無線網

路取代光纖傳輸，尤其在環境較小、布線不易的情況

下，無線傳輸會是比較好的選擇，但要注意的是：

系統設計時必須考量，該如何處理遇到網路斷線時

的顯示畫面，無線網路訊號比較不穩定，一旦遇到

斷訊時，前端顯示介面不能跟著沒有畫面，必須要

有替代訊息呈現在螢幕上，同時強制後台自動重試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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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並且避免雜訊干擾，電梯裡面有很多金屬訊號，

如何不讓它影響無線訊號，包括天線角度、電源設計

等，都是要考量的因素。

研華IPC穩定可靠  電梯電子看板最佳選擇

在替IFC導入電梯電子看板時，黎寶茗就決定選擇

研華Signage解決方案。他指出，MajorLink客戶多為

大型企業，對系統的穩定與可靠度相當重視，研華不

僅具備品牌知名度，產品表現也相當可靠，因此之前

便有過多次合作的經驗，當時是在其他環境下應用研

華的工業電腦，像是KTV點歌系統、KIOSK等，即便

長時間運作、環境嚴苛，系統也都能正常運作，表現

相當出色。

以KIOSK來說，客戶使用時間超過5年以上，卻只

有1~2次出現問題必須維修，該客戶甚至認為研華的

系統和產品非常穩定，只要安裝成功就好了，似乎不

太需要維護。因此，黎寶茗認為從產品穩定性、功能

性、售後服務品質各方面來看，研華產品的性價比遠

勝於其他廠牌，是電梯電子看板應用的最佳選擇。

現代都市高樓林立，電梯成為大樓內最方便的交

通管道，電子看板在電梯的應用，原本只是架設在

各樓層電梯等候處輪播廣告或播放新聞，如今隨著

技術進步，電子看板也走進電梯裡，結合原本電梯

系統的訊息，提供更豐富生動的內容，取代以往電

梯內雜亂的紙張張貼，透過研華穩定可靠的Signage

解決方案，不只幫企業提昇服務品質，也能為形象

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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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台北君悅飯店櫃台，你會看到一台大型

LCD螢幕，上面顯示著當天各國貨幣匯率，伸

手一點，這台螢幕立即搖身一變，成為服務

資訊平台，這套系統雖只是飯店智能化的小

小縮影，但可以預期的是，隨著IT技術的持續

導入，智能化將成為新世代飯店服務升級的

重要推手。
採訪撰文│Wang
圖片提供│研華公司、TPG
專訪｜研華公司智能事業服務處業務專員 李清榮

看著背著大包小包行李走到櫃台，等待櫃台人員

辦理Check in手續時，飯店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讓

客人百無聊賴的玩手機空等，另一則是在櫃台上擺放

觸控服務平台，讓客人可以自己動手點播飯店促銷方

案與匯率資訊，提供進一步服務，同時開發潛在商

機。台北的君悅飯店選擇了第二種！

2011年年初，君悅飯店櫃台擺的匯率播放系統，

還只是一台看來是在光華市場買的LCD螢幕，外型不

甚起眼，與飯店大廳的裝潢格格不入，同時這台播放

器還三不五時就會當機，飯店IT人員不時接到緊急搶

修的電話。但如果你今天走到同樣地方，看到的已是

截然不同的設備，21.5吋的大型觸控螢幕，正播放著

匯率資訊，伸手一碰螢幕上消費資訊按鈕，會看到目

前君悅飯店的各種促銷方案與旅遊資訊，而這部設

備的外觀高雅具現代感，與Lobby的裝潢風格互相搭

配，成為飯店風格的一部分。

即時匯率播報系統 兼具實用與美觀

「君悅飯店即時匯率播報系統的出現，其實是研

華主動推薦給飯店IT人員，」研華公司智能事業服務

處李清榮表示，研華這幾年深耕智能飯店領域，團隊

人員的市場敏銳度相當高，某次機會到君悅飯店時，

發現飯店櫃台所擺放的匯率播放器，無論是外觀或內

容，都有進一步提昇的空間，於是主動拜訪飯店的IT

部門，表示研華可以協助君悅改善此一系統。

君悅也深感當時的系統並不適宜，一來櫃台飯店

的重要門面之一，舊系統外觀不佳，會影響客人觀

感，對飯店內部IT人員來說，這套系統的功能相當陽

春，連飯店本身的匯率加成都要另外計算再輸入，同

時故障率也偏高，所以君悅同意研華的建議，重新打

造一部更符合飯店需求的匯率播放系統。

至於研華如何為君悅飯店打造專屬系統呢？李清

榮指出，在仔細考量君悅酒店的需求後，我們希望為

君悅打造一台外觀與飯店風格相符，又能提供即時資

訊的智能系統，因此在櫃台上，客戶所看到、可伸手

操控的前端，是一部21.5吋的大型觸控顯示系統，上

面顯示著飯店的各種貨幣匯率數字，使用者也可選擇

其他內容，如飯店促銷方案、周邊旅遊生活資訊等。

而這些資訊則全部來自後端管理系統，櫃台上的播放

系統與後端系統相連，後端管理人員可輕鬆掌控前端

的顯示訊息，包括飯店加成後的匯率與各類消費服務

資訊。

運作穩定奠定信心 將持續智慧化腳步

君悅飯店的即時匯率資訊系統上線已近一年，當

初由研華一手包辦的軟硬體架構，運作相當穩定，至

今仍未出現當機停擺的問題，君悅飯店相當滿意，並

計畫將此系統拓展到飯店內的其他公共區域。

君悅飯店隸屬於Hyatt Hotel and Resort國際集團，

對於智能飯店有一系列策略，除了打造即時匯率資訊

系統外，也將針對客房的房控系統進行全面更新計

畫，期望可以提供消費者更貼心、有效率的服務。

李清榮指出，從君悅飯店的頻頻動作，再往外延

伸到其他業者，可以發現透過 IT設備，提昇服務效

率，已成為飯店業的市場競爭要件。尤其台灣觀光業

受陸客自由行和國內旅遊業績成長帶動下，觀光商機

爆發，隨之而來的是無所不在的競爭，國內飯店業自 

觸控平台報匯率
君悅飯店使服務更精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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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產業共識，就此來看，飯店龐大的IT商機已然成

型，但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所有IT產品都可無縫跨入

使用，而且現階段無論使用者是飯店服務人員或房

客，對IT產品的認識都還不夠成熟。

一般來說，飯店智能化的發展趨勢可分為客戶服

務、創新商機與營運管理等三大應用領域，客戶服務

以主動感知客戶需求，提供個人化的住房體驗為主，

創新商機包括如何整合數位化平台，提供通訊與購物

等便捷服務，創造業外商機；營運管理則是指運用資

訊設備協助飯店提升服務效率、強化管理品質、節省

用電成本，三者相輔相成，才能全方位提升飯店的競

爭力。

以君悅飯店的即時匯率系統為例，雖只是當中的

一個小環節，但在系統設計時，除了功能客製化外，

還需考量到操作介面的人性化及方便性，而君悅飯店

客群具國際性，也必須具備中英文兩種版本；在硬

體方面，由於飯店屬於24小時營業，強調服務不打

烊，因此服務用設備通常也必須隨時保持開機狀態，

在此情況下，長時間的穩定運作成為飯店IT設備不可

或缺的要件。另外，也必須考慮在未來與其他技術的

協同性及擴展性。而這些全賴豐富的經驗與扎實的IT

技術才能實現。

李清榮強調，「飯店智慧化」在歐美、中國、香

港等地都已有相當成功的營運案例，一切在過去看似

天馬行空的居住體驗及用餐經驗，如今似乎已觸手

可及，而飯店業者似乎仍未停歇創新的步伐，研華

也將會持續提供最適化IT產品，成為飯店業者的堅實 

後盾。■

2008年起就展開前所未見的投資熱潮，至 2013年將

累積投資超過 1,500億元擴建、新建旅館。所以，在

今後的幾年，店內裝潢、客房數量、房間設施都將成

為基本條件，智慧化、資訊化才是建立差異化競爭的

最佳工具。

而就目前狀況來看，Digital Signage已成為智能飯

店建置IT系統的第一環，以往的Digital Signage僅只於

單方向的訊息傳遞，加入互動功能後，搖身一變成為

服務業的好幫手，隨著規模與客群不同，飯店業者會

依據本身需求與特色，調整出合適的IT架構與應用。

例如中小型商務飯店，就會將互動式 D i g i t a l 

Signage設計成自助式服務系統，讓旅客可自行查詢

相關資訊、服務，甚至訂房、入住等事宜，藉以降低

人力成本，同時兼具服務品質，而大型五星級飯店

如君悅，這類收費高昂的豪華飯店房客，則較重視

「人」的服務，希望身邊可以隨時找到服務人員，並

提供高品質服務，這時經過特殊設計的IT設備，就會

成為提昇服務品質的利器，例如服務人員可藉由手上

的平板電腦或一旁的互動式觸控螢幕，為客人解說飯

店設施與附近景點，客人在櫃台Check in時，有特殊

交待，也可在平板電腦上立即輸入，告知房務人員，

使服務更即時、更貼心。

提供最適化產品 研華成為堅實後盾 

不過，無論是單向的Digital Signage或雙向的互動

式觸控平台，都只是飯店智慧化的一部分。李清榮

表示，在競爭日益激烈的態勢下，利用IT打造智能飯

店，對外區隔市場，對內提昇效率降低成本，已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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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另外後端也可監控前端設備的播放狀況，一旦

發現問題，可馬上通知維修人員前去處理。

雲端特色同時也呈現在App軟體程式上，這次研華

以Android Based設計的應用程式，不僅在信義計劃

區門市使用，也同時開放給全國其他門市下載，內容

更新一樣由後端系統管控，如此一來全台灣的訊息可

同步更新，不再受地理空間與時間的限制，張緒承指

出，雲端已成為Digital Signage的重要建置概念，透

過雲端，系統運作將會更具彈性與效率。

在「互動」方面，新世代平台打破以往訊息傳送

模式，張緒承表示，以往的Digital Signage是螢幕播

什麼，觀眾就看什麼，雖然Digital Signage有其窄播

特性，會依據擺放地點設計客群內容，不過觀眾還是

只能單向接收訊息，「互動」則打破了這種模式，觀

看者可透過觸控螢幕，挑選或使用自己想要的內容，

互動式作法，不但可使用者體驗到全新經驗，建置

端如電信廠商，也可加入更多宣傳內容，提昇系統 

效益。

設計與維修並重 創造最貼身系統

相對於過去與其他電信廠商的案例，由於這家電

信廠商對本身服務項目的認知非常清楚，系統內容的

主導性相當強，所以，從事前開會、釐清客戶需求，

設計過程中一再調整功能與外觀，初步完成後再與客

戶討論，到實際上線時間相當短，張緒承回憶，從當

初接獲對方訂單到上線，時間只有不到3個月，要在

這3個月做到品質獲認可的系統，不僅考驗了研華的

功力，研華也的確展現在這方面的專業能力，不但如

期交貨，而且品質備受肯定。

除此之外，系統上線後的維修也是重點，張緒承

指出，電信廠商的門市是全年無休，每日營業時間逼

近12小時，而且信義計劃區龐大的人潮，讓電信門

市內幾乎是永無虛席，系統產品要長時間開機，且密

集頻繁的使用，這不只嚴苛檢驗系統的穩定度，對

維修服務也是極大考驗，研華的維修人員幾乎是一週

七天每天待命，還要配合門市營業時間，隨時提高 

警覺。

而研華在近年成立的智能團隊，在這次案件中也

充分發揮長年累積的經驗與技術優勢，張緒承指出，

各垂直應用領域間的專業知識鴻溝相當深，各領域的

建置經驗能通用的並不多，在此情況下，就需要靠長

期的耕耘來累積經驗，這完全無法取巧，研華一步一

腳印地走過來，逐步累積了本身的技術能力，而這些

經驗與技術，又將同時刺激各垂直應用領域IT系統的

再進化，由這次電信廠商門市所建置的系統，我們就

可看到一個更多元、更便捷的零售IT輔銷時代，已然

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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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計劃區已成台灣三大電信廠商的兵家必爭之地，透過「雲端」與「互動」兩個概念打造而

成的IT系統，將成為新世代的輔銷設備，同時也是市場競爭的重要利器。

採訪撰文│M. D
攝影│盧大鐘
專訪｜研華智能業務經理 張緒承

整合雲端與互動
電信銷售更來電

今年起，台北市的信義計劃區，突然變成台灣電

信商的一級戰區，三大廠商都在此地設立門市旗艦

店，從門面設計到服務方式，三家廠商各顯神通，最

亮眼的設計與最貼心的服務，吸引了過路者的目光，

在這三家大型門市中，某一家店內建置了一座超大手

機投影觸控螢幕，店裡滿滿的消費者，有的拿起展示

的手機，把玩著電信公司設計的App程式，一旁的銷

售人員，則拿著另一部智慧型手機，使用同樣的App

程式，為消費者解說最新促銷方案及各種優惠，「新

時代需要新的輔銷工具，而IT就是最佳選項。」研華

智能業務經理張緒承表示。

與過去的硬體提供服務不同，這次研華與這家台

灣大型電信廠商的合作是軟硬兼施，以硬體搭配軟

體，提供客製化解決方案，張緒承指出，研華的零售

業服務解決方案，已經在業界打下一定口碑，因此這

次此電信業者主動找上研華，希望研華提供系列輔銷

工具，期能在信義計劃區兵家必爭之地拔得頭籌。

「雲端」與「互動」 打造輔銷新利器

這家大型電信廠商門市中的大型投影觸控螢幕，

是採用英國廠商產品，研華產品則是包括All in one互

動式觸控設備與App軟體設計，消費者可直接觸控螢

幕以瀏覽並體驗手機功能，同時瞭解目前該電信廠商

所提供的服務，而銷售人員也可利用同一App程式為

消費者解說目前的促銷方案。

張緒承表示，這次為電信廠商所設計的系統，體

現了零售業輔銷工具的新概念，尤其是在「雲端」

與「互動」兩部份，他指出，此門市的IT輔銷設備，

包括Digital Signage、觸控平台，都採取影音串流模

式，亦即所有的數位內容，都由後端系統掌控，後端

管理者可視需求傳送、播放內容，不必到前端設備更

換，例如農曆新年將至，所製播的內容將直接由後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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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低價液晶螢幕的出現，讓Digital Signage的普及

速度加快；圍繞在我們生活四周的觸控技術，則是第

二個改變，多點觸控技術讓使用介面與數位內容直接

跳升一個世代，而液晶面板與觸控技術的結合，也打

造出飯店與零售業的全新e化服務系統。

以零售業為例，新世代的服務平台將包括動態資

訊顯示系統、自動購物平台，飯店業將會有櫃台資

訊系統、樓層設施介紹，這些 IT系統將打破服務時

間的限制、讓服務內容更精緻，甚至連帶影響營運

模式。

這些改變聽來似乎很模糊，不過卻影響了零售與

飯店產業的服務概念，張緒承表示，新概念服務平

台的普及所帶來的影響包括：一、服務不被時間環

境影響。二、輔銷工具科技化。「在第一部份，在

2010年 iPhone4剛開賣時，我們就可以在台灣大哥

大的幾家門市，看到一台大型 iPhone4手機，這部

iPhone4外型的影音平台日以繼夜地顯示著相關資

訊，無論何時，使用者都可上前操作畫面，不會因

店面打烊而關機，突破了時間與環境的限制，提供

人力以往不易達到的24小時服務目標。」

第二部份是輔銷工具的科技化，張緒承以全球自

行車龍頭業者捷安特為例，捷安特現已在門市安裝頻

道系統，並將所有系統以網路串連，現在在各門市都

可以看到由捷安特總部統一製播、派送的訊息內容，

內容包括會員訊息、產品活動，藉以加強產品曝光

度，刺激銷售。

智能化為「服務」重新定義
智能化概念的興起，讓「服務」有了全新的內容與解釋，新世代的智能服務平台，突破了時間

與環境的限制，使用者產生全新體驗，另一面，企業也可因此有效降低人力資源，大幅提昇 
營運效率，新世代智能服務平台的問世，將引領服務業走向截然不同的未來。
採訪撰文│M.D
圖片提供│研華公司
攝影│盧大中
專訪｜研華智能業務經理 張緒承

或許你曾有過這樣的服務經驗？在陌生城市的某

個地方問路，對方一派熱心、口沫橫飛、比手畫腳的

跟你說，路要怎麼走，你滿懷感激，但就是搞不清

楚，最後對方沒辦法，只好拿出iPad或IPhone，透過

Google地圖，再配合街景圖片，讓你快速瞭解該何去

何從。畫面一切，場景改為便利商店、飯店、賣場，

你的問題變成餐點、景點、購物資訊，被問路者化身

為穿著制服的服務人員，iPad或IPhone變成服務員手

上或大或小的平板電腦，讓你不僅得到全新的體驗，

也讓「服務」變成截然不同的全新內容。

新技術加持 服務邁入新世代

這些內容來自於兩種IT技術的進展，「液晶螢幕」

與「觸控技術」，研華智能業務經理張緒承指出，液

晶螢幕是第一個改變，在不知不覺中，我們身邊已甚

少看到CRT電視機，取而代之的是更大更薄的液晶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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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系統 讓服務更全面

除了以Digital Signage作為企業頻道外，液晶螢幕與

觸控技術的結合，也已打造出互動式服務系統，以在

台灣觀光重鎮日月潭建置的互動導覽系統為例，這套

系統包含了景點總覽、主題旅遊、交通資訊、旅館餐

廳、活動介紹、當地氣候、電子明信片等七大主題，

透過管理後台可在遠端增修各種顯示資訊，同時機構

也設計成可移動性，可視狀況彈性選擇擺放位置。

張緒承表示，互動式資訊平台對零售與飯店等服

務業者來說，可大幅提昇服務品質，過去的Digital 

Signage的訊息為單向傳遞，由內容製作者決定該讓

觀眾看到什麼內容，但互動式資訊平台卻是雙向的，

觀眾從單純的訊息接收者，轉變成擁有一定程度內容

決定權的角色，像是2010年的好萊塢大片「變形金

剛第三集」上映時，就可在台灣某些電影院看到特殊

造型的影像播放平台，觀眾除了瀏覽預告外，也可觸

控選擇觀看個別金剛的相關資訊與變化動作。

而互動式平台也可取代一部分的人力工作，例如

制式、冗長的內容介紹，

便可交由機器負責，而在

展會、博物館等人潮較多

地區，互動式平台也可紓

解一部分人潮流量，讓人

力可以配置在效益最大的

地點。

但改變還不僅如此，張

緒承指出，新世代智能服

務架構的最大改變在於系

統雲端化，所有的平台架

構都被整合在同一系統，

由後端統一製播、管理，就如同前面提到的捷安特企

業頻道系統，新世代智能服務架構會依不同需求，設

計成種種功能雲，例如政府公共雲、觀光雲、企業服

務雲等，所有的「端」在前方提供特有功能，而這些

「端」的內容派送、資料儲存、功能管理，都由後端

的「雲」所掌控，前端的強大服務功能加上後端的精

確控管，整體系統緊密結合，將可打造出新世代智能

服務系統，進而改寫零售、飯店產業的服務定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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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其實有同一個來源－－研華的「智能服務觸控

平台」。

在現代生活中，IT應用的深度與廣度都達到前所未有

的高峰，在此態勢下，IT系統的界線逐漸模糊，所有的

應用目標都指向同一個，讓地球更有智慧，讓人類生

活更美好，這就是研華的「智能地球」願景，而「智

能服務觸控平台」，正是此願景所衍生出來的產品。

研華智能服務平台產品經理吳蔚震坦言：「智能

服務觸控平台在技術上其實不是新產品，」不過在

產品設計方面，卻是全新的概念與內涵，現在IT產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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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服務觸控平台 
讓服務更得心應手
傳統的「喋喋不休+比手畫腳」式服務即將被取代，更具智慧的「智能服務觸控平台」，

讓服務者更得心應手，被服務者不再霧裡看花「聽攏無」，透過豐富的數位內容與簡易的

操作介面，「服務」這件事，有了全新解釋。

採訪撰文│M.D
圖片提供│研華公司
專訪｜研華智能服務事業群經理張緒承、研華智能服務平台產品經理 吳蔚震

等，銷售人員也可在此平台上快速解答客人問題，例

如產品存量、貨品擺放位置等，在飯店業，櫃台人員

可以透過它為客人解釋飯店內部設施位置或外部交通

資訊，這些功能都可依據使用者需求設計。

「智能服務觸控平台的出現，並不是要取代人的

工作，而是要成為既有工作者的好夥伴。」吳蔚震強

調，透過「智能服務觸控平台」的實際影像與人性化

介面，企業可提供更好的服務品質，例如前面提到的

飯店櫃台人員，以往為客人解說時，可能需要拿著紙

筆或地圖，一一標示各地理位置，但在「智能服務觸

控平台」上，櫃台人員可用手指輕鬆操控螢幕畫面，

對聽說雙方而言，都會是更快速清晰的服務體驗。

這款產品雖不是新技術，不過使用概念卻是業界

首創，多數應用者對這款產品的功能需求仍不甚清

楚，對此，研華智能服務事業群經理張緒承表示，研

華在各項領域的豐富經驗，正可填補導入企業的經驗

空缺，例如目前已啟用的台中中山附醫病房服務系

統，這次導入過程中，研華不但提供IT硬體產品，螢

幕後的拉曳鋼管管架，也是研華依照過去經驗，提出

建議供院方建置單位參考，進而設計完成。

研華提供絕佳導入經驗

張緒承進一步表示，研華「智能服務事業群」，

就是為提供各應用的領域智能化服務所成立的團隊，

此一團隊長期耕耘各應用領域，藉此累積豐富應用經

驗，智能服務事業群可在企業導入時提供相關建議，

降低導入難度，讓企業可在最短時間內，打造出功能

最適合的系統。

吳蔚震表示，如果拆開單獨一台「智能服務觸控

平台」，會發現所使用的技術，對各IT廠商而言並不

難，但這款產品最大的價值在於功能需求的設計，如

何將現有技術，整合成企業所需的功能；研華在技

術方面有合作伙伴 (eco system)做後盾，經驗部份有

「智能服務事業群」加持，在後續維修有強大的後援

體系支援，這三股力道不但是研華本身的市場競爭優

勢，同時也提供客戶絕佳的產品品質保證，「智能服

務觸控平台」如今在各應用領域都已有指標性案例，

如中山附醫、寒舍艾美酒店等，研華接下來將逐步拓

展初期設定領域，全力延伸應用觸角。■

2010年的此時，你走在台北信義計劃區，可以在

台灣大哥大直營門市的玻璃櫥窗，看到一隻超大的的

iPhone4，如同真的iPhone一樣，你可以在上面拖曳

畫面，時間再往後急轉到現在，這次場景換到台中的

中山醫學院附屬醫院的病房中，某個住院者正伸手將

架在病床邊的螢幕拉過來，伸手點了午餐，點完後他

順便上網，看看今天發生了哪些大事。

化身服務的最佳夥伴 

上面兩個場景中，分別出現的大iPhone與病床服務

的應用界線已逐漸模糊，智能服務觸控平台的應用目

標，不是鎖定在特定產業，而是按照使用者需求，設

計打造出專屬平台。

在談應用概念與特色之前，先來看何謂「智能服

務觸控平台」，如果從硬體架構來看，此一平台就是

數位看板與KIOSK的結合與再進化，在螢幕上，它結

合了多點觸控，可讓操作者拖曳圖片位置並操控畫面

大小，在輸出入介面上，他外加了RFID感應裝置，可

支援NFC行動設備，吳蔚震指出，如果客戶有需要，

它可以整合更多技術，而這也就是這款產品的核心概

念：依據需求，化身為使用者的最佳IT夥伴。

不是取代 而是協助

「智能服務觸控平台」要用在哪些領域？哪些場

所呢？吳蔚震表示，關鍵還是客戶本身的應用想像，

不過在全面普及之前，研華目前正依據過去的豐富經

驗，鎖定幾個最有想像空間的產業戮力開發，包括零

售業、醫療業、飯店業、展示空間如博物館等，這幾

個領域的共同特色是開放空間、人潮眾多，透過「智

能服務觸控平台」，可以提供更佳服務。

吳蔚震以零售業為例，在賣場，「智能服務觸控

平台」可以讓消費者自行查詢產品履歷、促銷活動



21

M
yAdvantech

Technology Forum技術論壇

老張在這家貨運行已經開了快30年的車，身邊的同

事也多半跟他一樣，儘管開了幾十年的車，但老張的

駕駛習慣並不好，這麼多年下來，老張大錯沒犯，至

於小錯，反正貨車一出門，天高皇帝遠，老闆想管也

管不了，去年小老闆開始管事，第一步首先就是在所

有貨車上加了車隊管理系統，對所有老駕駛來說，雖

然略有約束作用，不過長期養成的開車習慣還是改不

了，猛衝、急刹車一樣出現在老張的駕駛行為上，在

屢勸不聽的情況下，小老闆忍無可忍，終於要使出殺

手鐧了……

雙「管」齊下 效率加倍

車隊系統這幾年成為擁有龐大車隊如物流、公車

等企業的管理利器，目前市面上的相關系統，主要架

構大多是在車上安裝GPS與3G，將行車動向傳送到

後端系統，讓管控人員得以掌握車輛動線，並可有緊

急派遣、救援等彈性調度，不過這種作法偏向被動管

理，因為後端中控系統只能單方向接收車輛的車速、

動向、位置，一旦訊號接收不良或天線被惡意拔除、

毀損，後端管理人員除了用電話聯絡外，只能靜待車

輛回來。

就此來看，GPS+3G為主要架構的行車管理系統，

仍只監控到「車」，而讓車輛能夠行駛的關鍵是

「人」，如果只管「車」而不管「人」，那車隊管理

只能說做了一半，因此研華在近期可管理駕駛人行為

的高階車隊管理設備，移動運算暨車載電腦事業處

管車更要管人
駕駛行為管理讓車隊系統再進化 
「人」往往是企業管理中最難的一環，尤其是車隊駕駛，過去駕駛人車一開出去，行為 
就難以掌握，不良的駕駛習慣不但容易產生事故，也會讓企業的車輛維修成本節節高升， 
透過駕駛行為管理系統，企業可有效掌控所有駕駛行為，進而降低成本、提昇效率。

採訪撰文｜M. D
圖片提供｜研華公司
專訪｜研華移動運算暨車載電腦事業處經理 林威佐

經理林威佐指出，透過此款產品，車隊企業主可讓

「車」與「人」的行為訊息同時被掌握，讓車隊管理

可同時達到降低營運成本與管理效率兩個目標。

林威佐表示，營業車輛在外，管理難度非常高，

傳統行車管理設備只能顯示行車路徑，但並無法得知

駕駛人的駕駛行為，例如開快車、急刹車、急轉彎

等，這些不當行為會為企業帶來各種影響，有形的影

響包括行車事故、車體零部件耗損、違規罰單，還會

讓部份不肖員工有機可趁，謀取自己私利，傷害公司

利潤，無形影響則行車效率低落，企業營業額無法提

昇甚或下降，而在路上到處橫行的公司車輛，會導致

企業的社會觀感不佳，從這裡可以看出，駕駛人的行

為對企業帶來的影響有多大，一名有良好行為的優秀

駕駛，不但可以提昇效益，同時也進一步降低了營運

成本。

數據化讓效益一目了然

林威佐指出，監控駕駛人行為的車隊管理系統，

在歐美地區已行之有年，但在亞洲仍屬新興概念。 

這類系統主要是將感測器等IT技術與車體系統結合，

包括油門、煞車、引擎、煞車燈等結合，紀錄車輛行

駛時的所有動作，推算出駕駛行為，像是駕駛途中，

車輛深踩煞車或油門的頻率過高、引擎長時間維持高

轉速，方向盤轉動但沒打方向燈等，這些行為都代表

危險駕駛，而這些訊息都會被車上的系統記錄下來，

匯集成駕駛行為模式，提供給管理人員作為營運管理

參考，同時駕駛人也會因有行車記錄器，而更注意自

己的駕駛行為。

高階車隊管理系統透過對駕駛人的行為管理，

讓企業的車輛維修成本可以更有效控制，林威佐表

示，根據研華的客戶經驗，導入研華高階行車管理系

統後，每年省下的成本相當驚人，包括燃料費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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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維修費下降10％～30％、安全費用 

（罰單、保險費）節省10％～40％，而在營運效益

方面，還可隨時掌握車輛，並減少人員訓練所投入的

資源。

林威佐同時也實際數字說明其成本控制效益，他

以車胎為例指出，大型車輛維修成本最高的部件就屬

車胎，而急煞車無疑是車胎的最大殺手，一條大型

車輛的車胎價格在新台幣1萬元左右，使用壽命約為

5萬公里，每4個月就要換一次，而一般的維修是4個

使用胎加上2個備胎全換，這等於每4個月就要支出

6萬元的車胎費，但高階車隊管理系統可偵測每一輪

胎的胎壓，在有數據情況下，僅需更換胎壓不足的輪

胎，兼具安全的成本雙重考量，若再加上油耗與其他

部件更換頻率的降低，更可讓維修成本大幅降低，更

好的的是，這些所減少的成本都可數據化，企業主 

一調出系統導入前後的維修支出數字，即可看到效益

指標。

研華專注高階領域發展

高階車隊管理系統的發展，林威佐認為大陸型國

家如美國、中國大陸，因幅員遼闊、運送車程長，最

適合使用，另外則是載送高危險與高價值物品特殊車

輛，例如油罐車、化學原料、運鈔車等，這類車輛發

生意外，造成的損失有可能非常龐大，因此有必要規

範駕駛行為，避免因人為疏失產生重大災害。

至於技術面，林威佐表示，要打進高階車隊管理系

統領域並不容易，GPS Based的車隊系統，只需以外掛

方式安裝於車體，但擴及駕駛行為管理的車隊系統，就

必須與車體密切整合，不但要支援汽車專用的CAN Bus 

J1939、J1708等通訊協定，還要有OBD-Ⅱ 等I/O介面設

計，同時還要考慮到這些I/O可擴充性，以便於未來系

統功能的強化；而這些設計都要經過嚴格的車規認證，

例如: 寬溫、防震、防塵等，俾使日後能穩定運作，目

前研華提供中高階的車隊管理系統，未來將專注於此發

展，提供車隊管理者更完善周全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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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A, 1xCOM、GigaLan及USB 2.0等多元化I/O介面，

便於客戶滿足資料交換、網路傳輸、USB設備操作等

多項需求，堪稱貼心設計。

此外，ARK-DS220系統提供1個MiniPCIe插槽，方

便客戶擴充應用功能，譬如安裝Decode卡，針對若

干特殊程式進行解碼，以利播放Full HD高清畫面。

秉持散熱最佳化設計　確保系統穩定運作

為有效降低數位電子看板系統的安裝與維護成本，

OPS主機都將被設計為可插拔的模組，並以Slot-in 

方式與螢幕整合，由於主機與螢幕兩者緊密相依，所

以主機散熱結構務必良好，以避免衝擊系統之穩定運

作。因此，研華對於ARK-DS220的散熱設計，從裡到

外都做了極為縝密的思考，期望營造最佳散熱效果。

首先，在主機運作時，處理器、硬碟等主要元件

都勢必產生熱能，因此發熱源集中於機器內部，為求

有效導出熱氣，特別於ARK-DS220F-D6A1E主機的內

部配置吸入式風扇，並透過機器正面處的入風口，與

外部室溫進行交換，藉此達到熱平衡效果。風扇吸

入冷空氣，最終亦將吹出熱空氣；而ARK-DS220F-

D6A1E上蓋右半部的出風口，以及左半部密佈之散熱

鰭片（Fin），便成為熱能的最終出口。

另一款ARK-DS220F-N5A1E機型，內部則未配置風

扇，其設計重點在於避免風扇損耗，同時避免囤積過

多灰塵，因而更能適應較為髒亂的應用環境；既然無

風扇，就需要搭配不同散熱設計，所以ARK-DS220F-

N5A1E搭載了Intel Atom  N455單核心處理器，且上蓋全

面密佈散熱鰭片，藉此擴大散熱面積，有效導出熱氣。

重視每個小細節　充分迎合客戶需求

正所謂「魔鬼藏於細節」，唯有從小細節著手，

加入設計巧思，竭盡所能貼近客戶使用情境、滿足

客戶實際需求，才可望打造優質產品；研華在開創

ARK-DS220全新數位電子看板平台的過程中，即秉

持這一設計理念，用心看待每一個微小環節。

以工業電腦上蓋表面的出風口為例，無形中使得

風扇因而接觸外在環境，容易沾染灰塵，假使長時間

任由灰塵堆積而不予清理，恐將影響散熱效能，甚至

間接造成處理器過熱，導致系統趨於不穩定。

為了化解這般疑慮，研華針對其ARK-DS220F-

D6A1E Fan-based主機，精心採用了一個鐵質濾網，

藉此罩住出風口，適度將灰塵阻絕於風扇之外，而客

戶只需透過簡單的螺絲拆卸動作，即可取出濾網而加

以清理，避免灰塵成為傷害系統穩定度的潛在禍患。

此外，在研華ARK-DS220機身正面的左右兩側，

各自保留一個約1cm大小的圓柱，狀似兩個小型把

手，這般設計也蘊含莫大意義。

主要是因為，客戶使用工業電腦主機的過程中，都

會有維護需求，因而需要拆拔機器，但這項看似平淡

無奇的動作，其實並不算容易，因為客戶必須倚靠工

具的輔助，而且拆卸過程也毫不輕鬆；然而藉由研華

ARK-DS220的貼心設計，客戶只需將手指勾住把手，

順勢一拉，即可完成拆拔動作，全然無須工具輔助。

另一方面，綜觀近幾年研華研發設計脈絡，愈來

愈重視產品的工業設計，也愈來愈講究美觀元素，旨

在讓工業電腦不再是外表拙樸的元件，而是具備實用

價值的工藝品；順著這般設計脈絡，也就不難讓人理

解，為何針對ARK-DS220的機殼表面處理，其四周

完全包覆著烤漆，而非赤裸呈現硬梆梆的金屬，目的

便在於提高美觀性。

然而在OPS規範之下，數位多媒體播放主機將以

Slot-in方式插入螢幕，等於是雙方機殼的近距離接

觸，而研華ARK-DS220的全面烤漆設計，是否衍生

隔絕阻礙的疑慮，導致Panel廠商更加不易進行EMI

（防電磁波干擾）的設計？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為

其主要癥結在於，ARK-DS220機身的兩個側邊，都

各自安裝了一個金屬彈片。

受惠於金屬彈片的設計，使得主機能夠跳脫烤漆

包覆的因素，依然可以達到良好的導電效果，能直

接針對Panel進行導電，在此情況下，主機即可與螢

幕進行最佳的接觸，所以Panel廠商完全不必考慮主

機，便能順利推動EMI設計。

環顧英特爾的OPS夥伴，研華是唯一具備全球行銷

及服務能力的廠商，因為其已建立遍佈全球18個國

家、36個城市的服務據點，從而累積豐厚的行銷與

服務能量。相信再加上與OPS Panel廠商在產品面的

相容整合及業務面的行銷推廣，定能為客戶提供更全

面方便快速的數位電子看板解決方案。■

研華ARK-DS220
易插拔式數位電子看板平台問世
融合OPS與ION2優質元素 讓Player、Panel溝通無障礙

伴隨相關應用技術日趨成熟，數位電子看板

（Digital Signage）發展前景備受期待，已被喻為企

業新一代行銷平台與競爭利器，並可望在未來世界無

所不在，全面滲透進民眾生活；儘管如此，回顧數位

電子看板以往發展，卻存在莫大障礙，因為無論在於

多媒體內容格式、數位內容伺服器的同步化，乃至於

多媒體播放主機與螢幕之間的整合，全都缺乏共通標

準，導致系統整合難度偏高。

尤其以Player、Panel的整合而論，由於客戶採用

的數位訊號，橫跨DVI、LVDS、HDMI等不同型態，

因此系統整合商必須針對每一個案，費時進行纜線

（Cable）及機器的整合與安裝，導致人工成本高

漲，且徒增系統維護難度；長此以往，自然對數位電

子看板的發展多所阻撓。

於是，英特爾（Intel）登高一呼，推出開放式易插

拔規格（Open Pluggable Specification, OPS）開放平

台，藉此建立數位電子看板之共通標準。探究OPS重

點，首先制定了一體適用的硬體設計規範，主機與螢

幕的整合機構尺寸定義為200 x 118 x 30mm，讓主

機與螢幕硬體整合無障礙；其次則設定一致性訊號定

義，透過HDMI訊號，以JAE 80-pin連接器居間串聯主

機、螢幕，讓兩者相互溝通無障礙，並且簡化相關裝

置的安裝、使用、維護及升級。 透過OPS，可更快

速且更大量部署容易更換的系統，同時降低開發與實

作的成本。 

工業電腦領導廠商研華呼應了OPS標準，成為Intel 

OPS合作夥伴，遵循相關規範，並結合多項設計創

意，推出ARK-DS220新一代數位電子看板平台。

兼具低功耗與高顯示效能

綜觀現已問世的OPS Player，研華ARK-DS220絕非

獨一無二，但卻是唯一搭配Intel Atom處理器（包括

Atom D525 1.8GHz、Atom N455 1.66GHz），也是

唯一結合NVIDIA ION2平台的機種。

有別於其他廠牌機種多數搭配Intel Core i 系列處理

器，研華ARK-DS220之所以採用Atom處理器，主要

理由在於，Atom處理器向來標榜低功耗特色，且成

本相對較低，所以不僅有助降低主機耗電量，也連帶

發揮節省成本的效應。

在滿足低功耗、低成本等利基之餘，研華為了增

強ARK-DS220的顯示效能，特別搭載NVIDIA GT218

獨立顯示晶片，相較於市場上同質性機種，堪稱一

大創舉；因此在ARK-DS220、OPS連接器（意即JAE 

80-pin連接器）兩者搭配之下，可順利支援Full HD 

1920x1080播放畫面，展現優異顯示效果。

ARK-DS220除搭配OPS連接器之外，本身還支援

呼應英特爾推出的OPS標準，研華遵循OPS規範，領先業界結合NVIDIA ION2顯示晶片，

打造全新數位電子看板平台，推出ARK-DS220數位多媒體播放器，串聯主機、螢幕，

讓兩者相互溝通無障礙，同時降低開發與實作的成本。 
採訪撰文︱明雲青
圖片提供︱研華公司
專訪︱研華嵌入式電腦系統事業群產品經理 黃薇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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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工業電腦最普遍的應用，即在於工廠自動

化，此後伴隨科技發展、人類生活的進步，工業電腦

逐漸走入人們生活領域，無論POS、道路監控、電視

牆，乃至於機場內的行李輸送帶，各種應用情境，都

成為嵌入式工業電腦的揮灑舞台。

工業電腦從幕後走向幕前，顯然已不宜固守過往

硬梆梆的型態，在著重效能之餘，另需針對產品外

觀、散熱、機構強固、電源、寬溫、模組擴充性等多

個層面，精益求精加入設計特色，使其能成為實用的

工藝品，適應多樣性的嵌入式應用環境。

為順應這股趨勢潮流，研華研製新一代ARK系列強

固型嵌入式系統，即融入諸多設計巧思，一舉囊括

散熱最佳化、寬壓輸入電源、寬溫、多元擴充性、

機構強固等優質特色，從而根據Slim、Compact、

Rich I/O、Expansion等不同應用主題，分別孕育

研華瞄準市場應用趨勢
推出新一代ARK強固型嵌入式系統
以往工業電腦多運用於工廠，如今應用範圍日益擴大，已被廣泛運用於數位電子看板、POS、

KIOSK、交通運輸、醫療養護、數位監控……等各項垂直領域；因此兼具體積精巧、堅固耐

用、節能減碳、低噪音等多項特質的嵌入式工業電腦，逐漸成為市場新寵，研華也呼應此一趨

勢演變，精心打造新一代ARK系列強固型嵌入式系統。
採訪撰文︱明雲青
圖片提供︱研華公司
專訪︱研華嵌入式電腦系統事業群產品經理 邱冠瑋

ARK-1120、ARK-1503、ARK-2120及ARK-3540等全

新機型，期望充分滿足市場需求。

上蓋圓弧及導熱柱　營造最佳散熱效果

由於多數嵌入式應用環境，對噪音的容忍度極

低，因此研華ARK系列產品一向採取無風扇設計，讓

dB值徹底歸零。

但任何元件均將產生熱能，因此在無風扇的狀態

下，如何將熱導至外殼，發揮最佳散熱效果，無疑是

高難度設計。研華先前ARK系列產品，針對最易產生

熱能的元件－CPU，主要倚靠導熱管進行散熱，惟導

熱管是以複合材質加工製造而成，取得成本較高，且

導熱距離較長，難免影響散熱效果，所以新一代ARK

系列產品，一律以導熱柱取代導熱管。

Technology Forum技術論壇

導熱柱是以鋁材質一體成型設計，由於材料、製

程相對單純，因此成本較低，對客戶是一大福音；其

更大特色在於導熱距離明顯縮短，有助提高轉換效

率，營造更佳散熱效果。

除了導熱柱外，另一大亮點則為上蓋圓弧；回顧

以往ARK系列機種，其上蓋沿襲分離式設計，而新一

代上蓋圓弧則改採一體式ㄇ字架構，為包覆式設計，

使得散熱面積因而擴大，有助提高導熱效率。

在上蓋圓弧的表面，清楚可見一根根鋁質圓錐形

鰭片（Fin），這般設計蘊含莫大深意。第一，相較

於過往稜角分明的鰭片設計，圓錐體可說更加美觀；

第二，圓錐形鰭片可縮小人手接觸面積，因此客戶在

進行維修時，較不易燙手；第三，拜圓錐形設計所

賜，鰭片與鰭片之間的空間距離，明顯較以往擴大，

藉此提升風流效果，更加易於帶走熱氣。

採取精密式組合　增強結構強固

有關機構強固部分，研華新一代ARK系列嵌入式工

業電腦，其主機板上的電容與相關零件，皆具備高達

5G的抗震能力，可有效避免因震動而受損或剝離。

為了提高結構強度，且不影響系統耐震度，研華

採取了精密式的組合設計，盡可能精簡或省略纜線

（Cable）及螺絲數量，甚至在產品外觀上，已未見

任何螺絲孔。

為何減少螺絲數量？因為研華新一代ARK系列產品

訴諸一體成型、上下式結合之設計，使得機箱易於拆

裝，方便客戶進行維護，因此對於螺絲的倚賴程度，

原本就較以往降低；更重要的考量在於，螺絲不僅有

鬆脫疑慮，且容易產生風化現象，這些潛在風險，都

可能損害結構強度，理應盡可能減少使用。

至於Cable，一來可能因安裝不當或品質瑕疵，容

易產生故障，算是不安定因素；再者，Cable使用數

量愈多，也將占據更大機構空間，從而影響散熱效

率，因此，研華採取將連接器（Connector）設計在

主板之上，運用MIOe這項可客製化的模組式擴充介

面，滿足客戶各項應用，不再動用大量Cable傳遞I/O

訊號，藉此保留足夠空間，確保處理器、南橋晶片、

記憶體、硬碟等主要元件之有效散熱性。

綜觀研華新一代ARK系列產品線，不論是最輕薄短

小的ARK-1120機型，或體積最大的ARK-3540機型，

都將因Cable數量的精簡而得利。ARK-1120體積狹

小、空間有限，本不適合因過多Cable而影響散熱結

構，而ARK-3540裝載高效能CPU，功耗相對較大，

更需搭配堅強的散熱結構，亦不允許過多Cable盤踞

機構空間。

精巧的外觀設計　滿足各式應用需求

相較於舊款產品，研華新一代ARK系列機種，在外

觀上已有重大突破，不僅因上蓋的一體成形包覆式設

計、圓椎形鰭片設計，從而增添美觀元素，且拜諸多

設計巧思所賜，更契合各式應用情境，發揮最大實用

價值。

首先在上蓋圓弧處，特別保留VESA標準孔位，使

得客戶無須費心鎖住鐵盤，便可直接將主機鎖入懸

臂，順利與Panel整合。此外，為了維持核心元件一

致性，並儘可能迎合不同客戶需求，研華推出一個可

供客戶彈性運用空間的Bracket結構體，以此支架空

間裝載兩片擴充卡，堪稱饒富創意、面面俱到之嶄新

設計。

回顧以往，有些客戶僅重視系統運算能力，並無

I/O擴充需求，特別青睞短小輕薄的機種，但另外有

些客戶從不計較體積是否龐大壯碩，只關注系統擴充

空間是否足夠，兩類需求無疑南轅北轍，甚難憑藉同

一機型加以滿足；現今以ARK-3540為例，研華基於

相同產品架構，既可推出「3540L」精簡款機型，又

可結合Bracket推出「3540F」擴充款機型，同時跨越

不同市場藩籬，全面迎合不同客戶需求。

寬壓加寬溫　有效適應嚴苛環境

工業電腦多被應用於工業環境，因此研華對於嵌

入式產品的電源設計，向來都以DC-to-DC電源模組

為基準，以直流電供電、取電，藉此營造更高穩定

度，且更加適應工業生產環境。

以往ARK系列產品支援的直流電輸入電壓，介於

12V ~24V區間，新一代產品則擴大成為9V ~34V；

而其Default支援的溫度範圍，也順勢擴大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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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 Slim, Palm-size Fanless Embedded Box PC 
ARK-1120 Only 13.4 x 4.3 x 9.4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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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並可依客戶特殊需求予以擴增。隨著寬溫及

寬壓優勢之強化，研華新一代ARK系列強固型嵌入式

系統，更能符合工業等級之嚴苛環境要求。

另因應嚴苛環境下層出不窮的電磁干擾，研華基

於提高產品穩定度，在選料方面亦煞費苦心，採用特

殊電源IC，藉以消弭環境干擾因素。值得一提的，許

多工業電腦通常採用獨立電源板，然後透過Cable串

接主機板，但研華則將電源IC、主機板整合為一體，

藉此減少Cable使用量，並有助縮小系統體積。

MIOe彈性化設計　滿足垂直市場的多樣需求

伴隨市場需求快速變遷，使得垂直應用更趨多樣

性，彼此I/O擴充需求差異甚大。譬如需要懸掛42吋

大螢幕的客戶，需要多個DVI連接器；養護中心需要

加裝擴大器（Amplifier）；一般工業生產環境，則需

要使用更多COM埠。

面對多變的深度垂直應用需求，工業電腦廠不論

透過ODM完全客製化、或提供多種嵌入式電腦模組

來試圖滿足，似乎都緩不濟急，且可能因量能過小導

致成本高漲；為解決這項難題，研華新一代ARK系列

結合MIOe創新版卡彈性化設計，將一些客戶可能需

要的擴展介面功能，收斂在統一定義好的連接器，然

後透過匯流排，與MIO主板進行I/O訊號交換。

藉由此項堆疊式設計，研華無須費時更動系統主

板架構，可迅速搶攻不同市場，從而讓客戶透過研華

所提供的現有不同功能的模組，快速組合出所需的特

色產品。

研 華 新 一 代 強 固 型 嵌 入 式 系 統 A R K - 1 1 2 0 、

ARK-1503、ARK-2120及ARK-3540各具特色，可分

別對準至不同應用訴求。ARK-1120將於2012年1月

率先推出,另三款將搭載英特爾(Intel)最新低功耗及高

效能平台陸續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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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鍵安裝一鍵安裝

雲端裝置就緒雲端裝置就緒

軟體即時同步軟體即時同步

三步驟輕鬆建構產業雲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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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Store
隨選即用的嵌入式軟體平台登場
推出平台即服務的概念 讓客戶用最小資源建置雲端

現今資訊科技業界廣泛討論的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提供一種以新興的管理模式來有效運

用資源，並達到低投資高效益的資訊管理方案。因應

這樣的發展趨勢，研華積極投入雲端技術開發，今年

初以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的

概念推出了嵌入式雲端服務，並鎖定智能設備、遠端

控制管理、以及隨選軟體服務（On-demand Software 

Service）三大發展主軸提供相關的產品與服務，如

iManager、SUSIAccess和Emb'Store等，藉此來滿足

嵌入式雲端運算的各種需求。

以平台為基礎 擴大雲端服務範圍

Emb'Store服務是其中最典型的雲端運算應用，藉

由公共的資源庫為客戶提供了一個隨選存取的服務，

如此一來，不僅能讓客戶按自己的需求來下載，更能

以此簡單而直接的方法，進行有效率的系統安裝和維

護。同時，Emb'Store囊括了嵌入式設備上所需的各

種軟體和韌體，如驅動程式、BIOS、平台公用程式

等等，更會主動進行平台資訊的偵測讓相容的內容與

平台串連，並透過單一按鍵來完成下載和安裝。

對於涵蓋面廣泛的嵌入式產業來說，嵌入式雲

端平台是最適合不過的應用模式，譬如，機械自

動化產業最需要的莫過於遠端控制管理的功能，

透過大量客製化的GP IO以確認上線的平台運行

狀態，再藉由串列埠所取得的機器工作記錄以監

控生產狀況。而遊戲產業則最需要配合不同應用

需求來裝設機器，因此隨選軟體服務是其

首選，在研華嵌入式雲端服務的協助下，

廠商能擁有更有效的系統建置方式和管理 

功能。

此外，Emb'Store也能串連各種軟體和驅動程式

的來源伺服器進行軟體和驅動程式的更新，並將其重

新配置到個別的用戶端，以便讓所有終端設備即時安

裝最新的軟體，甚至是第三方應用程式等客製化的 

內容。

也就是說，研華進一步擴大了雲端服務的範圍，

以提供更加靈活且客製化的服務，這項被稱為「產業

雲端服務（Industrial Cloud Built-in Services）」的方

案將為垂直市場帶來更好的使用體驗。

從技術面來看，嵌入式雲端服務是以軟體即服務

為基礎，而產業雲端服務則以平台即服務（Platform 

as a Service，PaaS）為概念推出所謂的架構服務，

不同之處在於後者能讓客戶以最少的資源來建置自己

的雲端服務，且不論是公有雲或私有雲都可藉由權限

控管的方式讓指定的使用者取得特定的資訊。

降低開發時間與成本的Emb'Store

研華的嵌入式雲端平台Emb'Store讓每個嵌入式應

用均能快速獲得由研華所提供的各項服務，讓系統整

合商在軟體整合和設備建置上能更有效降低開發的時

間與成本。

首先，在用戶端方面，Emb'Store提供了統一的

應用程式管理介面，並適用於各系統整合商或是終

端客戶所自行開發的應用軟體，其概念與Windows 

OS的「桌面」或是蘋果 iOS的「Home Screen」

有異曲同工之處。同時，研華也提供了一個名為

「Dashboard」的使用介面讓管理者能方便地進行存

取和管理嵌入式應用軟體，讓使用者獲得更好的使

用體驗；完善的更新機制則在伺服器端提供了推播

（Push）和通知（Notification）兩項功能，以便根據

客戶端的設定來進行不同程度的自動更新服務。

在伺服器端的部份，Emb'Store提供了一個可跨平

台的伺服器，無論客戶採用的作業系統或硬體平台，

均能提供符合其需求的軟體和工具，同時，該伺服

器也制定了使用者帳戶、群組管理和後台資料庫等

功能，讓管理者更容易地配置應用程式到各個雲端 

工控機。

除此之外，Emb'Store更加入了用戶端軟體同步、

伺服器端廣播派送等功能，讓每個雲端工控機彼此之

間直接進行同步的變更，或是直接由伺服器下達各項

控制指令，並進一步能達到前面所提到的自動更新，

甚至是備份與還原等功能。

另一方面，考慮到不同工業應用領域對私有安全

性的普遍需求，Emb'Store以加權機制處理多層雲

（multi-cloud）的互連方式，透過伺服器與用戶端不

同權重的組合，系統整合商可輕易訂定雲端資料的

存取權限，避免不同領域的客戶互相存取到錯誤的 

資訊。

結語

Emb'Store是一套立即可用的雲端平台，以最智慧

且簡易的模式來協助系統整合商進行嵌入式設備的建

置和維護，再透加權以及用戶管理機制來確保客戶隱

私和專業知識。

研華在兼顧易於使用和樂於使用這兩大用戶價值

的理念下，Emb'Store將不只是提供結構性完備的架

構，更設計出直觀式及觸控化的操作來強化使用介

面。同時繼續開發和拓展產業雲端服務的許多特色

功能，並予以整合，例如加入了 Intel主動管理技術

（AMT）的SUSIAccess和iManager，均能進一步為嵌

入式設備的遠端控制提供更好的支援。

透過嵌入式硬體平台與整合軟體的搭配，研華為

系統整合商提供一套既穩定又可靠的解決方案，讓客

戶能更專注於自家的專業領域以推出其優勢產品。■

今年初，研華以軟體即服務（SaaS）的概念推出了嵌入式雲端服務，現在研華更進一步

擴大了雲端服務的範圍，以平台即服務（PaaS）為概念，提供更靈活且客制化的服務，

為垂直市場帶來更好的使用體驗。

撰文│研華產品經理李柏勳、軟體服務經理 盧瑞榮
編譯│余曉晶
圖片提供│研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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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佛對我的企業經營理念，乃至人生規畫，

產生了革命性的改變。這是在未曾接觸佛法之

前，始料未及的。

1983年我和一群夥伴創立了研華公司，經

過大家多年的努力，事業版圖逐漸擴大，如今

研華公司在工業電腦的領域，已經有了相當亮

眼的表現。然而就像不少企業主一樣，年輕的

時候，我為工作而工作，心中追求的是股東的

利潤，總想著只要奮鬥幾年功成名就後，到了

五十五歲就要退休，開始享受人生的後半段。 

1999年，我和中台有了初步的接觸，往後我

陸續接受許多優秀法師的開示，乃至在面對人生和事業的關鍵

時刻，有幸可以得到導師上惟下覺大和尚的指引。在這十二年

的薰修過程中，由於專注力的提升，以及佛教的因果輪迴觀影

響所致，不僅啟發了我對生命意義的不同領會、改變了我的價

值觀，乃至對企業的經營理念也有了突破性的發展。

專注力在企業管理的運用

專注力，並非僅是一般人認為的專心而已，在佛門中可稱

為止觀法門。止就是專一，就是定。對當前人事物心收攝在當

下，控制自己的念頭，集中所有心念的力量來處理事情。觀，

就是清楚明白的覺察，辨識出人事物的差異性，並做圓滿組

合。如員工的優缺點、能力在那裡，安排在怎樣的職位，才能

產生最好的結果？

觀，還要有對因緣法的概念—萬法皆是眾緣和合而成，沒有

東西是單一存在。在經營企業時，則要了解世界的變化，全球

的政經形勢的改變，隨時要因應外界的變化，來調整企業的策

略。如果只有守住本業，埋頭苦幹，不顧同業或其他產業以及

世界的變化，終究會被淘汰。

唯有清楚明白又專心一意地面對所有的人事物，才能處理

並解決紛雜的人際關係和生活事務。這就是專注力帶給我的 

好處。

過去在面臨客戶倒帳、退貨、產品品質不良、員工抱怨時，

總覺得很煩。當員工犯錯時，常以指責的口氣對他們講話，缺

乏慈悲心和同理心。現在學會在專心聆聽的當下，沒有太多的

專注力與企業經營
口述│研華科技董事長/普圓精舍榮譽會長 劉克振
彙整│楊雪鍠居士
圖片提供│研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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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和煩躁，對許多事情已經不強求，懂得凡事隨順因緣，把

每一個當下當成享受。乃至於對開會也很興奮，每一個會議行

程都能充滿喜悅，對事物也充滿新鮮感。這是在日常生活中的

改變，我稱之為短期的專注力。  

永續經營的企業目標

佛教的因果輪迴觀，讓我體悟到生命既然是永續的，那麼

我就無需刻意切割工作和退休的時間點，個人應該盡其所能

來奉獻給社會；而在企業的發展上，也不應受個人意願或時

間的侷限，而應該以傳承和永續經營為目標。我稱此為長期的 

專注力。

過去公司的計畫都是只有15年、20年，現在是永續的概

念。自從人生目的改變，對長期專注的焦點也變成永續的。從

經營理念、品牌、到對員工的培育，決策也都改變成真正的永

續。意即，長期專注力的提升，能讓企業經營者在面對企業方

向、利基、經營的領域，能夠鍥而不捨，不斷深入，並將經此

變成願景，加以傳承，以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

平衡利他的經營觀

永續經營的目標，同時讓我發展出平衡利他的經營觀。長期

以來，研華公司的經營理念即以追求美滿人生為目標，但是範

圍則以追求股東利潤，利益員工為主。當瞭解宇宙萬法都是因

緣生、因緣滅，一切事情的成就也都是依著眾緣和合時，便明

確將其拓展為以利益股東、員工、顧客和社會四者平衡為經營

目標。這種平衡的利他，也是平衡專注的結果，才是圓滿的企

業目標。

日本的經營之聖 稻盛和夫說：「人生的目的在修練自己的

靈魂，提升心智，造福社會。」這句話呈現的就是我目前的心

境，而我在日常生活和企業經營中，已經在實踐這樣的理想。

專注力對企業經營的重要性

面臨全球化的衝擊，環境不斷改變，競爭更加嚴苛，企業

經營須要不斷求新求變，策略上需要設定長期經營利基和方

向，並在此方向經營，創造價值。沒有長期的專注力，就無法

達成這些。企業人士、員工在面對顧客、媒體時，也需要建立

永續發展的經營理念、價值觀，只有專注力才能應付此些，並

永續達成。以上是從企業看。若從個人看，個人需要有工作的

目的觀，清楚明白自己為何而工作，目的若偏差，就無法達成 

專注。

儘管變化產生競爭，競爭的目的仍要回歸自己本來的目標，

否則就會隨波逐流，失去企業的方向。清楚目標是為了甚麼？

目標若不清楚，有太多個人私慾，則仍將歸於失敗。無法控制

個人欲望，就要靠止去控制，靠觀去覺察。

總之，經營領導者的人生觀，引出企業的經營理念，成為企

業的專注，專注的方向就是企業的宗旨。除經營者的理念外，

還須考慮其傳承交棒。此理念要延續到未來，專注力要更大，

若不能傳承交棒，此理念就有侷限。

專注力和因緣觀在企業經營中，確實能產生莫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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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款工業級 802.11n 無線 AP
研華推出 EKI-6331AN IEEE 802.11a/n IP55 工業

級無線 AP/CPE，相較於傳統的 802.11a 裝置，

可提供高達 3 倍的資料傳輸率。相較於2.4GHz，

EKI-6331AN 給您可靠的 5GHz 無線連結，透過

乾淨的非重疊頻道，避免通訊干擾。憑藉 2X2 

MIMO（多重輸入與多重輸出）技術，EKI-6331AN 

可在傳輸時提高資料傳輸率，並增加接收品質

的可靠度。詳細產品資訊請洽0800-777-111或 

www.advantech.com/ea。

研華科技升級人機介面 WebOP-2000T  
內建記憶體及 PLC 驅動程式

WebOP-2000T為具備NEMA4 / IP66防護等級，且提供4.3 吋至 

10.1 吋不同尺寸的寬螢幕工業級人機介面，可用於控制各種可程

式邏輯控制器（PLC）；每一台WebOP-2000T皆內建操作方便的

物件導向編程軟體 － WebOP Designer，可方便使用者建立完全

符合其需求的應用程式，同時節省時間與開發成本。詳細產品資

訊請洽0800-777-111或www.advantech.com/WebOP

研華推出高穩定性mSATA介面工業級儲存模組
SQF-SMS為研華最新推出符合JEDEC MO-300以

及SATA-IO規範的工業級mSATA儲存模組。SQF-

SMS的外觀與Mini-PCI express介面的卡類

相同，但PCIe的訊號已經改為標準的

SATA II 3.0G的傳輸協定，因此在作

業系統部份是全面地相容，不需

要安裝額外的驅動程式。此外，由於

此形式的卡類在板端的機構設計已經標準

化且相當穩固，因此更加適合應用於對結構穩定性高度要求的嵌

入式工業應用領域。

嵌入式設計搶先應用班
研華將於12月及1月假台北、台中、高雄舉辦「嵌入式設計搶

新應用班—「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7」、嵌入式系統搶

新應用班—「Windows Embedded CE 7」課程，由曾獲得微軟認

證並歷經多項大型專案開發的講師群，協助系統開發人員提升開

發能力，歡迎報名！

活動網址：http://www.advantech.com.tw/ia/newsletter/tw/

Training/2011/Embcore/index.htm

企業動態

使用Advantech WebAccess Mobile在 Apple® 
iPhone® 及 iPad® 上監控您的應用程式

Advantech WebAccess已可在 App StoreSM下載使用，用戶

可在任何執行 IOS 3.2 以上版本的Apple 裝置上使用Advantech 

WebAccess Mobile，此即代表使用者能在任何地方查看設備的

運作狀態。Advantech WebAccessMobile 具備監控遠端裝置的必

備功能，例如警報通知、目前狀態、讀取與寫入標籤值、趨勢資

訊及圖片擷取，且僅需使用手勢控制，即能放大上述功能並檢視 

詳情。請至www.advantech.tw/ea查詢更多產品資訊。

ARK-DS220 OPS易插拔多媒體播放器 
簡化安裝 維護更方便

ARK-DS220搭載Intel® Atom™ D525/N455及NVIDIA GT218 

(ION2)影像處理器，並採用Intel最新推出“開放式易插拔規格＂

設計（Open Pluggable Specification，簡稱OPS），藉由可插拔

模組標準規格JAE 80-pin的接頭, 提供HDMI, DVI-D, DP, UART, and 

USB2.0/USB3.0介面傳輸訊號, 不但可簡化操作互通性及數位招

牌裝置的維護及升級,更讓數位

招牌製造商可更快速

且大量部署容易更

換的系統，同時降

低開發與實作的成本。

發燒新品

創新伺服主板擴充模組設計 
多元高階應用需求一次搞定

研華獨創Powerful Modular Expansion

（PME）設計提供多樣擴充模組

選擇，不但符合業界標準規格，完

全與標準工業級機箱相容，更兼具隨

插易用、組裝簡單及彈性擴充等特色，是

高階運算應用業者面對多元擴充插槽難題時的

最佳解決方案。PME設計已成功產品化，並導入到最新Intel®下一

代雙處理器EATX伺服主板ASMB-920I，預定明年第一季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