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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場車隊智慧化
有效降低安全性風險

提昇儲位管理效率
為高雄港打造最適化IT 系統

長途車隊管理秘密武器
有效管控司機行為

數位物流再優化
車隊管理更靈活

研華iDoor技術彈性組合 打造工業電腦的任意門
隨著應用模式不同，使用者對於工業電腦的需求也不相同，研華提供具備高度整合

與彈性的 iDoor 技術，對於有客製化需求的使用者來說， 
iDoor 的彈性與靈活度，可以讓其以更快的速度創造更多元化的自動化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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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義的資訊 
讓車盡其用、貨暢其流

透過物聯網（ IoT）建構的未來智慧城市中，車聯

網是其重要一環，藉由「車」這項重要載具，各自運

作的「點」能串連成可隨時掌握的「線」，進而布建

成全程感知的「面」，不但讓倉儲物流可以精確的取

送貨，也不會再有車隊一出公司就像斷了線的風箏的

管理盲點，更可讓冒著生命危險前往第一線救災的警

消救護車隊不再孤立無援。

儘管各行各業都把提升效率與降低成本視為是企

業營運的首要課題，並積極想藉由科技工具達到智慧

應用，但如何把因物聯網全面串連而取得的巨量資料

變成有意義的可用資訊，是真正發揮點線面的效用並

落實智慧城市願景的核心關鍵。

譬如搭配新的室內定位與3D 定位技術，原本靜態

儲存在電腦內的各項資料轉換成可主動驅使倉儲中心

的叉車，使其自動移往指定貨架取下貨物；又譬如可

將行駛中的車輛位置與車速收集整理後變成可供導航

系統判讀哪些路段將會出現塞車的參考資訊；導入影

像系統的車機可透過軟體分析達到防碰撞、車道偏移

等安全預警，甚至可主動判讀公路旁的限速標示，以

便讓車輛自動增減速度免遭罰款；安全送達貨物的無

紙化電子簽收，則能讓物流業者快速得知「使命已

達」。

另外，接獲災害通報時，所有可支援的人員、器

材、機器設備與相關資料，均透過網路傳送給救災指

揮官以掌握黃金時間加快救援速度；事故現場為傷患

進行的受傷程度判別與初步救護措施，可第一時間將

資料上傳給將要後送的醫院，讓患者一進急診室就能

立即接受急救治療；在極糟的天候狀況下前往偏遠地

區救災時，以始終暢通無阻的通訊來協助搶救作業，

既提升了任務執行效率也可保障第一線執行公務者的

人身安全。

還有，以洞悉人性的角度出發來善用科技工具，

亦能妥善調整個人行為。像是可讓全程皆需低溫控管

的冷鏈物流作業，不再因為僅做了定點冷藏或冷凍而

出現食品安全的問題；以可改善駕駛行為的影像監控

來導正不當的開車習慣或發生惡意欺騙顧主的事件；

藉由最佳路線規劃則能讓巡邏警車在提高見警率下預

防犯罪並增加民眾安全感。

研華除了在倉儲物流作業、長途貨櫃運輸、都會

快遞服務、公共交通工具、緊急救援車輛等應用能提

供專機專用的各類產品，更要從「專家型銷售」的思

維模式，將過去累積的大型專案經驗與專業知識傳遞

給下游廠商，並帶動供應鏈內的第三方供應商與系統

整合商共同規劃出最完善並一次到位的解決方案，以

締造各方皆贏的局面。

在傳承無形卻有價的專業知識，並以有意義的數

位資訊來強化管理下，相信定能「車盡其用、貨暢

其流」，真正落實數位物流與車隊管理。

www.advantech.tw

研華工業自動化事業群台灣業務處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8-3號4樓
研華在線：0800-777-111
電子郵件：buy@advantech.com.tw

智慧型乙太網路 I/O 模組 - ADAM-6200 系列
• 採用菊鏈 (Daisy-chain) 拓樸架構，具自動繞道 (Auto-bypass) 功能
• 透過電腦或手機，即可利用模組遠端監控機台設備狀態
• 具備群組設定功能，可輕鬆一次設定多個資料擷取模組
• 支援多種網頁顯示格式，例如 XML、HTML 5、Java Script

ADAM-6217
8-ch 隔離式類比輸入 
Modbus TCP 模組

ADAM-6224
4-ch 隔離式類比輸出 
Modbus TCP 模組

ADAM-6250/6251
15/16-ch 隔離數位輸入/輸
出 Modbus TCP 模組

ADAM-6256
16-ch 隔離數位輸出 
Modbus TCP 模組

ADAM-6260/6266
6/4-ch 繼電輸出 Modbus 
TCP 模組, 內建 4-ch 數位輸入

彈性佈線智慧監控
智慧型乙太網路 I/O 模組全新上市

研華移動運算暨車載電腦事業處資深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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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 Partnership成就客戶

堅持創造雙贏
創益建構自動化市場新願景
研華與創益科技合作超過10年之久，關鍵原因就在於研華具備品牌知名度、產品種類多、

C/P值高、客製化服務彈性大的特色，且不吝分享自身行銷資源，在協助系統整合業者完成專

案的同時，也提高了彼此的市場競爭力。

撰文｜林瓏
攝影｜張齊
專訪｜創益科技副總經理　蕭錫堂

台
灣的系統整合（ System Integrator, SI）是一

個高度競爭的產業，投入市場的業者通常規模

不大（經常員工人數不到10 人）、被市場淘汰的機

率也高，只有少數佼佼者可以經營超過10 年以上，

創益科技顧問公司便是其中之一。

創益成立於1994年，主要提供自動化系統整合建

置、顧問與諮詢的服務，其解決方案涵蓋視訊監控、

智能門禁、工廠監控管理（FMCS）、樓宇自動化、

高科技廠房弱電統包、機電與中央監控管理系統等不

同範圍。

創益與研華合作轉眼已經超過10 年，其中合作過

最知名的專案便是捷運防闖系統，使用研華 PAC 控

制器ADAM-5000作為前端控制器，由於系統穩定、

成效顯著，佈建範圍一路由台北捷運擴大到高雄捷

運，總共布建了50 幾個站點。而最近一次的合作

案則是松山菸廠文化園區的中央空調與監控系統，

使用研華BACnet DDC 空調控制器BAS-3500BC、

BACnetI/O 模組BAS-3000BC 及WebAccess 圖控軟

體，進行樓宇自動化控制。

WebAccess 讓松菸做到分層建置集中管理

創益科技副總經理蕭錫堂指出，松山菸廠文創大樓

共有3主要分區，分別是商場、旅館及辦公大樓，每

一使用分區的營運單位都不同，卻又位處在同一棟大

樓，圖控軟體除了單獨營運操控外，還必須將部份資

訊如：電力消耗量（避免超出契約容量）、火災警報

等傳送至上層防災中心集中管理。

換句話說，圖控軟體必須具備多層次架構，才能滿

足松山菸廠分散營運、資料庫集中管理的特殊需求，

而研華WebAccess 走聯網路型架構，在資料庫整合上

比其他網路型產品方便，可說是目前市場上整合最容

易的選擇之一，也是創益決定採用的主要原因之一。

蕭錫堂指出，這與產品原始設計架構有關，

WebAccess 設計概念是從大型專案角度出發，走網

路分層式架構、兼容各種不同設備的標準，比較容易應用在

大型專案上，尤其規模越大的系統，效益越明顯。而單機型圖

控軟體從單機版開始發展成連網架構，雖然應用在大規模專案

時，同樣也能達到資料交換和系統整合的目的，但SI 就得花費

比較大的時間與心力，例如可能需要自行撰寫程式來傳送或接

收資訊，不僅增加SI 困擾還會增加專案建置的成本與複雜度。

客製化彈性大 滿足不同專案需求

目前台灣市場上有很多自動化廠商，創益能夠與研華長期合

作的原因，蕭錫堂認為與產品和服務有關。首先，研華品牌知

名度高，產品種類多，不僅有各種標準解決方案，也提供很多

特殊規格的產品，可以滿足不同客戶的需求，而在客製化、開

發應用的平台上也同樣具備多元選擇，讓SI 可以視專案需求自

行開發，且產品品質可與外商相比，但價格卻親民許多，對SI

來說C/P 值較高。

再者，研華在售後服務上也提供很多資源來協助系統整合業

者，蕭錫堂表示，研華提供的服務資源分成產品技術與行銷服

務兩種。

針對專案來看，研華在產品客製化的彈性比市場同類型業者

都要大，比較容易滿足某些特殊專案的客製化需求。令蕭錫堂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手機製造廠的廠務設備監控專案中，圖

控軟體必須串連很多個電錶，有些電錶所採用的通訊協定比較

特殊，並不在WebAccess 提供的標準趨動程式範圍內，而研華

工程師卻願意協助修改驅動程式，讓專案進行的更快更順利。

此外，研華是抱持著一種協助SI 完成專案的心態，有時遇到需

要技術人員現場支援的狀況，研華也都願意配合，而不會獅子

大開口增加專案費用。

針對行銷而言，研華則是採取與SI 共同行銷的作法，善用自

身資源為SI 創造行銷機會，像是邀請系統整合業者參與一些大

型會議或研討會，SI 在分享專案建置經驗的同時，無形中也為

自己做了一場免費宣傳。

最後，蕭錫堂認為與研華合作，對SI 而言最大的效益是可以

不斷創新，無論是產品或應用模式上，研華都有很多創新的想

法與系統整合業者分享，進而促使SI 可以向業主提出一些新的

想法和建議，舉例來說，最近幾年非常熱門的雲端技術，研華

就分享了很多可以應用在產品上的做法，讓系統整合業者據此

發揮創意向業主提出既有系統升級的做法，不僅加深SI 與業主

間的合作關係，也讓SI 的市場競爭力向上提昇。■

關於創益科技
創益科技係由一群有共同理念的專業系統工程師所創設，公司核心業務

為提供電力需量、空調節能、環控、油、氣、水電、排煙等中央監控

及遙測遙控系統 (SCADA)、門禁安全及閉路監視系統 (CCTV & Security 
System)。本公司除與國際知名外商合作，亦自行開發Security & CCTV
整合系統及環境科技設備，並與國內各工業電腦控制通訊設備主要業者結

盟，期望進軍中國大陸、東南亞及進一步發展至中東、歐洲等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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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裡是南非迦納的一處露天礦場，地面崎嶇不

平、煙塵瀰漫，四處遍佈機具設備，轟隆作響

的開挖機器挖出一堆堆的碎礦，蘊藏其中的正是擁有

「金屬之王」美稱的黃金。在開挖現場，卡車司機

正透過顯示螢幕，注意著裝載重量不能超過200噸上

限。調度室管理人員也密切關注數據，因為太重會造

成卡車引擎及輪胎的故障耗損、增加安全風險；裝得

太少又不符生產效率。

在開挖現場，一輛輛運礦卡車來來去去、急馳在

如蜘蛛網密佈的道路上，運往位於兩、三公里外的處

理廠。對於動輒數百萬美金人民幣的龐然大物而言，

只要稍有碰撞便可能是嚴重的意外及財產損失，這

時，車載智慧管理系統中的防碰撞系統就派上用場

了。卡車司機在接收到其他車輛或機具正在接近的訊

息後，可以立即修正路線以避開碰撞可能，工作人員

的安全也就獲得進一步的保障。

這處金礦屬於南非金田有限公司（Gold Fields of 

South Africa Ltd.,GFSA）所有。事實上，在全球查明

的黃金資源量8.9 萬噸中，南非金礦就佔了五成。該

處露天金礦在2012年開始採用 Micromine 及研華合

作的礦山車隊管理系統，安裝於總計四十輛左右的裝

載機及卡車上。Micromine 是一家1986 年成立於澳

洲的礦業軟體研發商，該公司開發的 Pitram 礦山生

產即時控制與報告決策系統已成功應用於美國、加拿

大、澳洲及加拿大等地的各類礦山。

礦場車隊智慧化
有效降低安全性風險
礦場環境不同於一般道路，車隊行駛其間面臨更複雜的情況，車隊管理系統可協助監控相關 
數據及警示各種異常情況，提高現場操作人員的安全性並降低財產損失風險。

撰文│陳玉鳳
圖片│Micromine
專訪｜Micromine專案經理 張錄彬

即時監控及傳送 任務指令不漏接

Micromine 的Pitram 軟體系統加上研華TREK-743
車載電腦，再搭配網狀網路（MESH Network）的無

線傳輸，就構成了完整的礦山車隊即時調度管理平

臺。在此平臺上，Micromine 會根據客戶的需求，利

用研華車載電腦的整合功能，添加不同的管理模組，

例如防碰撞系統、油位監控系統、秤重系統及輪胎管

理系統等，相關數據訊息都會透過車載電腦傳送至後

端管理平臺，並顯現在卡車內的螢幕上，讓現場操作

人員也能獲得訊息。

透過這套礦山車隊管理系統，任務派遣及運具調

度指令能即時傳送並顯現在研華的車載電腦螢幕上，

司機能據以作業，另外，車載電腦平台也會採集司機

的登入和登出時間、引擎發動時間、當天的拉車次數

及載礦數量等，除了顯現在車內螢幕外，也會匯送至

後端管理平台。

甚至，當遇到道路崩壞等緊急情況時，司機只要觸

控車內螢幕就能發出求救及位置訊息至平台，請求調

度人員的立即協助。這在礦場環境中是非常有用的一

項功能，在過去，司機只能扯開喉嚨大喊大叫，但求

救聲卻極有可能淹沒在現場的眾多嘈雜聲中。速度的

監控也是一大重點，因為司機可能為了拉高運送次數

以獲得更高的報酬，就甘願冒開快車的危險，而透過

監控功能就能有效管理及警示司機的違規作業行為。

軟硬體整合平台 穩定性是首要條件

由於礦山開採現場的道路狀況不佳，車輛的震動

比行駛在一般道路上來得劇烈許多，因此車載電腦必

須要有抗震設計，工規更是基本要求，且必須能夠處

理礦山裝載機及運輸卡車的複雜電機環境。

Micromine 專案經理張錄彬表示，「在過去二十餘

年間，我們曾經嘗試與多家車載硬體業者搭配導入礦

山車隊管理系統，但最終還是選擇全面採用研華產

品，因為研華車載終端的性價比較突出、穩定性較

佳、維修成本較低。」

試想，如果車載電腦動輒當機，維修人員必須奔

波於礦坑間進行檢測修復，這對於人員安全是很大的

威脅，再者，停工會造成經濟損失，這當然都是礦山

業者不樂見的，所以在Micromine 選擇車載終端時，

穩定性是首要條件。

透過此套礦山車隊管理系統的導入，平均約可提高

礦山生產效率達百分之十。例如原本要花上10 億人

民幣才能開挖十萬噸金礦，在導入此系統後，約僅需

花費9億即可達成。在美國內華達州導入同樣管理系

統的一位調度室主管也指出，「有了這套系統後，我

們能即時取得報告，管理數位化及資訊化的程度大大

提高，進而避免了許多不必要的成本。」由於效益顯

著，接下來在2014年，同屬於金田公司旗下並同樣位

於迦納的的另一處礦山車隊，總計40輛卡車也將導入

此套礦山車隊管理系統和研華的TREK 系列產品。

看準中國大陸礦山車隊的需求，Micromine 近年來

積極經營中國大陸市場，與研華搭配的車隊管理解決

方案已獲得許多礦山業者的注意，預期在2014年將

有實績產生，協助中國大陸的礦山產業管理進入更智

慧化的境界。■

Joyful eLifestyle品味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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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儲位管理效率
為高雄港打造最適化IT系統
海運是人類最主要的運輸方式，全球超過九成的物品都經此管道傳遞，貨櫃場的環境特殊，
要提昇儲位管理效率，有賴完善的IT系統，亞星科技憑藉過去豐富經驗，
搭配Advantech-DLoG車載產品，為高雄港打造出最適化的港口IT系統。
撰文｜M.D Wang
圖片｜VeryImageı、研華公司
專訪｜亞星國際科技總經理 白火旺

走
進高雄港貨櫃場，總能看到各式起重機，在堆

高的貨櫃中不斷穿梭，若你有更多時間再仔

細觀察，可以發現這些起重機雖忙，但忙中依然有

序，所有貨櫃的運送、堆疊，都準確無比，極少出

錯，「港口貨櫃跟一般倉儲作業其實很類似，都是

儲位管理的一種，效能關鍵指標是準確率。」亞星

科技總經理白火旺表示。

港口環境特殊 IT 建置專業不同

港口、倉儲領域的 IT 系統建置有一定的技術門

檻，沒有一定實務經驗，要跨入這個市場並不容易，

「港口的環境相當特殊，海風、高震動、大量的鐵

質貨櫃車檔，對 IT 設備的運作與維護，帶來嚴苛考

驗。」而這些考驗也是亞星在高雄港建置超過100台

Advantech-DLoG 車載產品的原因。

研華的MTC6車載電腦，主要作為派令指示之用，

由於貨櫃體積龐大，標準的貨櫃箱為20 英呎，所需

的貨櫃場面積非常大，目前高雄港有5個貨櫃場，總

面積高達2百94萬平方公尺，雖說貨櫃管理與一般的

倉儲管理類似，都是堆貨、取貨的邏輯，不過寬廣的

面積與惡劣的室外環境，讓這兩者的 IT 系統建置幾

乎是兩回事。

「港口派令 IT 系統建置得很早，10 幾年前就有

了，」白火旺表示，港口的面積太大，無線方式是最

合乎其作業型態的 IT 技術，和其他的貨櫃場一樣，

高雄港早期用的是對講機系統，每台起重機駕駛配備

一支無線對講機，後端以通話方式傳送進出貨櫃指

令，不過純人為模式的準確率較低，並且高度依賴紙

本作業流程，司機和後台作業人員需要配合記錄繁雜

資料，又管理階層無法即使掌握狀況，多半要等到一

個月甚至一季後才能得到分析結果，所花費的時間、

人力等資源往往相當高。導入MTC6車載電腦後，司

機可透過觸控螢幕接收最新指令並回報狀況，後台可

即時掌握司機位置、載運進度，調整職務分配，管理

人員又可隨時得到分析報表，大大改善作業流程。



12

M
yAdvantech

Joyful eLifestyle品味樂活

好品質才能打造好關係

亞星採用 Advantech-DLoG 產品已有相當長的時

間，「其實在研華未合併DLoG 前，我對它早就熟悉

了」，但用了這麼久，市場上車載品牌又這麼多，難

道沒有考慮過其他的產品嗎？白火旺坦言之前因為成

本考量確有嘗試過，不過最後結果並不好。他指出，

若光看規格表的話，大家產品都差不多，只試用短期

像兩個禮拜、一個月的話，表現也相去不遠，「不過

時間一拉長，品質好壞就出來了。」

因此當初要安裝車載電腦在高雄港的貨櫃堆高機

時，亞星的首選就是 MTC6。「好東西雖然價格較

貴，不過品質好，客戶用的滿意，對買賣兩方來說是

雙贏，價低質劣的產品，只有賣出去一瞬間有成就

感，後來東西一再故障，一定會回頭怪罪你，這樣

一來雙方關係反而變差。」Advantech-DLoG 產品強

固、穩定的特色，讓它非常適合在港口使用，MTC6
通過 IP65、 IP66 與 IP67等標準，在劇烈震動的嚴苛

環境下，仍能運作無虞。輸出入埠皆提供外蓋，能防

止進水進塵；觸控螢幕則具防碎裂功能，經測試證明

能承受500公克金屬球由一公尺落下之撞擊力道，以

上種種特性都能符合港口的特殊應用需求。

德國品質 在地服務

設備穩定外，後續維修也很重要，在正常狀況

下，港口 IT 系統的使用壽命和更換時間大約是8年，

港口不但位於戶外，而且還是海邊，再加上作業時

震動頻繁，此情況下，維修成為港口 IT 系統的必要

課題，「DLoG 過去是德國品牌，德國產品向來給大

家的印象就是製作嚴謹、品質可靠，」不過白火旺

也指出，德國畢竟太遠，設備維修要更換零件，往

往要耗掉大量時間，不過這個問題在研華接手後獲

得解決，不管是一般維修或零件更換，都可以在短

時間內完成，「德國品質、在地服務，這真是最完

美的組合了！」

作為全球海運重鎮，台灣三大港口台北港、台中

港、高雄港的吞吐量十分固定，IT 設備需求都也穩定

成長，白火旺表示，未來亞星國際科技的將會持續聚

焦此一市場，整合研華的產品和解決方案，提供港口

貨運業者最適化的 IT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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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
著十二月的月報表，麥克蹙眉看著手中的文

件，上面記錄著整個車隊拿到的超速罰單多於

上個月，更糟糕的是，自己旗下的車隊竟然在這個

月又釀成五起車禍，而且運輸里程沒比上個月長，

但耗油量卻多出一成，麥克知道這一切都與司機行

為有關，但是究竟能有什麼方法可以管理司機行為

並提出解決之道？他的困惑也是許多車隊經營者的

心聲。

在美國公路上，常常可以見到許多大卡車呼嘯而

過，這些卡車司機終日在外奔波，也許久久才回到一

次所屬車隊在各地設立的調度中心。例如，主要提

供跨州 B2B 運輸服務、堪稱美國運輸業界一線業者

時不打方向燈，甚至是許多司機怕麻煩，非到不得已不換檔，

導致出現低檔位高轉速的低效率駕駛行為等。這些行為會導致

耗油大增，也會增加車輛維修費用，甚至是造成安全問題。針

對以上這些可以感測到的違規行為，系統都會發出警示聲並顯

示訊息，要求司機改善。

研華的車載終端也能讀取引擎的錯誤碼，包括溫度異常、機

油過少等，這些訊息除通知司機外，也會傳送至後端平台。系

統會根據情況以強制或非強制方式立即處理問題。例如，顯示

器上會出現訊息，要求司機在30分鐘內必須前往附近的維修站

檢視機油存量，若司機在30分鐘之內未處理，則後端管理人員

會與司機聯繫，要求解釋無法履行任務的原因，若無法排除問

題，則可能執行因應的調度行動，像是讓出現錯誤碼的卡車停

在路邊並調派另一輛卡車前去接應。

「有感」改善車隊效率 大幅降低營運成本

只要卡車司機完全依循此套系統的指示駕駛卡車，包括燃

料、維修等費用在內，每輛車一年約可節省3,000美元。事實

上，透過胎壓偵測所避免的爆胎意外，以及根據輪胎使用記錄向

輪胎公司要求的保固賠償，以及燃油消耗在使用此系統前後的差

距高達20%，這些金額反應在報表上就是極大的費用節省，且能

讓車隊老闆在看報表時非常「有感」。

這套即時車隊管理系統採用的車載電腦是研華的TREK-550，

顯示器則是TREK-303。研華車載電腦事業處資深經理林威佐表

示，Vnomics 的車隊管理軟體解決方案目前是百分之百與研華車

載終端搭配，「為了避免發生得常常召回車輛修復調整的情況，

車隊管理中所採用的設備終端首重穩定性，且必須具有極高的整

合能力，才能配合客戶需求擴充功能模組。」這些都是Vnomics

持續與研華合作的原因所在。

不同於其他的車載終端，可能需將蒐集到的資訊傳回後端平

台再進行計算，拜研華車載電腦的強大計算能力所賜，車輛運數

據在本地端就能執行計算，如此才能即時提供訊息及指示予卡

車司機，林威佐強調，「在Vnomics 的Driving Coach 解決方案

中，即時是最核心的概念。」車載電腦必須在震動、高溫或酷寒

的環境中執行複雜演算法以處理大量數據，這是極大的挑戰。

結合Vnomics 的軟體及研華的硬體，Driving Coach 車隊管理

解決方案能針對司機行為進行規範，改變卡車司機的作業心態

及行為模式，進而提升行車安全性及節省車隊經營成本。針對

這些目標，Vnomics 及研華將傾聽車隊客戶需求，持續強化軟

硬體技術及整合，傾聽車隊客戶需求並發展更多解決方案協助

車隊經營者老闆有效提升管理效率。■

長途車隊管理秘密武器
不同於過去的車隊管理僅提供車輛位置追蹤及調度功能，現在的管理系統強調即時性，

這就必須仰賴車載終端的強大計算能力，才能立即處理感測系統所蒐集到的資訊，

做到立即回饋和處理，進一步提升運作效率及安全性，並大幅降低車隊經營成本。

撰文│陳玉鳳
專訪｜研華移動運算暨車載電腦事業處資深經理 林威佐
圖片│研華公司

有效管控司機行為 強化即時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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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車隊公司，所擁有的車輛數高達1,6000台，便

是以各地的調度中心來進行任務指派並提供停車、維

修、交誼等服務。

該公司過去使用的車隊管理系統僅能提供車輛GPS

定位追蹤及任務調度功能，無法針對「人」，也就是

卡車司機進行有效且即時的管理。對於卡車司機的違

規行為，車隊管理者僅能給予事後懲罰，例如扣薪，

但無法在當下即針對違規行為做出反應及處置。

感測操作行為 司機駕駛不踰矩

車隊經營者希望能有一套解決方案，可以協助他

們更進一步的管理卡車司機，以降低保險費率、肇事

機率及輪胎耗損，並達到貨物運送準時的目標。結合

系統整商 Vnomics 的軟體及研華硬體的即時 Driving 

Coach 車隊管理系統正可以符合車隊經營者的期望。

透過感應機制，車載終端能感知卡車司機在車中

環境所做的任何動作，只要出現任何不被允許、不符

合規定及有危安全的行為，即時Driving Coach 系統

便會顯現提醒及警示。

再如某些司機會將車停在路邊並於車上用餐，為

了享受空調，有時怠速就是長達一小時的時間，又或

者是會發生急踩油門、急踩剎車的行為，或者是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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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車隊應用，不僅能透過各種資料的收集與分析，為物流運輸業帶來成本控制最佳化的管理，

也可應用在緊急救援的警消救護車輛，以提升其任務執行效率，並保障在第一線執行公務者的人身安全。
撰文｜余曉晶
專訪｜研華移動運算暨車載電腦事業處資深經理 林威佐、副理 謝泊含、專案經理 李鴻志、產品經理 鄭嘉菱
圖片｜研華公司

數位物流再優化
車隊管理更靈活

提
高服務品質、降低營運成本，始終是物流體

系中各業者積極尋求的目標，而目前在智慧

物流的運輸配送中扮演「使命必達」角色的車隊管

理，因為加入了車載電腦、行動裝置、無線通訊、

網際網路、衛星定位、電子地圖、車況感測、影像

監控等應用與技術來提供車隊調度派遣、車輛位置

追蹤、最佳行駛路線、即時貨況管理、緊急異常狀

況處理、駕駛行為管理等功能後，已能讓物流業者

以更具機動性、即時性與方便性的資訊科技工具來

有效管理車隊，甚至連第一線負責緊急救援的警消

救護車輛，也可善用車隊管理的應用來提升其任務

執行效率，並保障執行公務者的人身安全。

優化管理成本 必須管車管貨也管人

研華移動運算暨車載電腦事業處資深經理林威佐

指出，車隊管理是智慧物流中相當重要的一環，而其

最高指導原則就是優化管理成本，但過去靠紙本作業

的時代，載了貨的車子一出公司後，管理者就無法得

知貨與車的狀況，當有新的任務需要調派時，也要等

車輛回到派遣中心後才能另行安排。演進至透過無線

網路與衛星定位之輔助，車隊管理開始邁入追蹤車輛

位置的管理模式，並間接判斷貨物是否在預定時間內

送達指定地點，但此舉也僅能片面了解車輛的行駛過

程，且對車隊業者來說也未能達到成本控制最佳化的

管理。

現如今則藉由建置車載電腦與網路系統，管理者

不但能管車、管貨、更可以管人，透過系統監控並記

錄駕駛是否有超速或急煞等不當行為以做為年終績效

的評量考核，可有效改善駕駛行為，進而為車隊節省

油耗也可減少車體受損，再配合車體的胎壓偵測讓車

輛出問題前就透過系統發送警訊提醒駕駛，不但提高

了貨物運送的安全性，也在減少意外事故發生機率下

能降低車輛投保的保險費用，並節省車輛保養維修

費。而透過車載系統精算油量與油耗後還能預防駕駛

出現偷油等欺瞞業主的惡意事件發生。另外，無紙化

的簽收作業則能讓貨物送達時將資訊立即上傳至物流

中心的系統內，藉此管理者就能即時掌握送貨進度以

免除延遲到貨繳交逾期罰款的問題。

為惡劣車用環境 提供專用軟硬體

一套能為車隊管理做好即時管控的車載系統，除

了要提供無線通訊、衛星定位、CAN Bus 車用控制

並搭配感測器與攝影機等週邊裝置外，其最核心的電

腦必須在電源、抗震、溫度各方面的設計均要以能滿

足惡劣的車用環境才能讓系統順利運作。

林威佐表示，車用電腦要因應的特殊需求頗多，

譬如車齡老舊的大貨車常有供電不穩、雜訊過多的狀

況；而過低的電壓會造成系統無法啟動；外接週邊裝

置時的瞬態高壓則可能導致主機板燒壞；鄉間顛簸難

行的路面以及載重量大的貨車都會帶來不小的震動與

衝擊致使電源線鬆脫或電腦當機；緯度不同地區的酷

熱與嚴冬讓不符寬溫的系統難以運轉，以上種種情況

輕則因斷訊而漏接派遣工作、重則必須停工數日送廠

維修，但不論是哪一種都將加重物流運輸業者的成本

支出或造成財務損失。

研華透過車用級硬體技術不但克服了車用環境的種

種困難，系統還整合了智慧軟體將收集來的各種資料

轉變成可供使用的有意義之訊息，譬如把高解析影像

立即上傳供總部即時監控外，也可為影像進行分析，

藉此執行防碰撞、自動限速、駕駛行為監控、安全防

竊等功能。而在網路通訊方面，研華的車載電腦還可

在充分應用Wi-Fi 頻寬並挑選最便宜可長距離大量傳

輸的系統，來為物流業者省下可觀的網路通訊費用。

重視安全與效率 強化特殊車隊應用

車隊管理的應用，除了可為物流運輸帶來利益最

大化的好處之外，對於要維護社會治安、在第一線負

責救災，以及為事故現場的傷患進行緊急醫療服務的

警消救護人員，也能透過先進的車載平板電腦來提升

其執行效率。警消救護的工作可分成兩大類，一是平

日的巡邏臨檢或病患轉送任務，二是災害發生時的緊

急救援，其第一項工作就可善用物流車隊管理的派遣

功能來完成經常性的派車調度作業。

而針對嚴峻環境的救援任務，由於經常要面對像

狂風暴雨的颱風天、泥濘不堪的土石流、人煙稀少的

荒郊野外等極糟的天候狀況或偏遠的救災地，因此供

車隊應用的系統必須有特殊的設計考量。早期多半使

用手機或紙本地圖來確認地點，近期則進步到採用衛

星定位搭配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但這些非為特殊

任務所設計的商用產品僅能提供0˚C~40˚C 內運作的

條件，讓氣候一旦處於零下低溫環境時就無法使用，

此外碰到屏蔽干擾時也會讓這類手持裝置難以順利接

收訊號，而耐震度不佳的問題更讓其易於當機或根本

無法使用，因此研華認為公共安全車隊未來勢必將逐

步導入工業等級產品和更專業的解決方案。

除了公共安全車隊，還有許多不同的車種需求尚

未被滿足，各車種因為使用環境、使用目的、駕駛者

行為，甚至經營管理策略等不同條件，以往一機通用

的概念已經不適用。現今客戶對車載產品的要求除了

強固之外，還要求專機專用，像物流倉儲、長途貨櫃

運輸、都會區快遞服務、公共運輸交通工具、緊急救

援車輛等都需要相應的設計，因此，未來如何結合當

地系統整合商的know-how 以及各合作夥伴的力量勢

必將成為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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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流管理
研華產品服務一次到位
為達到有效管理、降低成本和快速送達的目標，物流體系必須將資訊化、自動化、網路化的應用導入

系統應用中，研華以一次到位的產品與服務讓物流供應鏈能擁有更透明且更智慧的管理系統。
撰文｜余曉晶
專訪｜研華移動運算暨車載電腦事業處資深經理 林威佐
圖片｜Fotoliaı、研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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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是物流系統關鍵性載具

研華移動運算暨車載電腦事業處資深經理林威佐表示，提升

效率與降低成本是物流系統中最重要也最基本的要素，智慧物

流管理必須妥善運用所收集到的各方資訊，才能達到即時且有

效的監控，以便讓供應方在成本優化下為需求方提供最快捷的

服務。

他也強調，「『車』是物流系統中的關鍵性載具，從船舶載

貨入港後，不論是卸載貨櫃所需的龍門吊車、港區內貨櫃入庫時

的搬運車、入倉庫後取貨時的叉車、倉儲與零售兩地間往來送貨

的貨車，各點之間都是藉由不同的車體來達到貨物移動的目的，

而研華將物流概念定位成從港區到大倉庫、小倉庫、倉儲中心、

零售點這整條物品流通的過程中都該有最適當的技術與相應的系

統來協助其進行資料收集與控制管理，並也在此定義下提供了各

類型的產品與解決方案來滿足不同的應用需求。」

林威佐解釋，譬如擁有龐大吞吐量的港口要能運作順暢，

仰賴的是龍門吊車內必須有堅固耐用且穩定運轉的車載電腦

（Vehicle Mount Terminal，VMT），而港區內的貨車必須有好

的派遣與管理系統，才能在取得明確的時間、碼頭、貨櫃、倉

庫等資訊後正確地將貨櫃從A 碼頭運送至B 倉庫，入倉之後則

要透過叉車上的RFID 系統與條碼掃描器精準地取貨，並移送至

指定堆放點或者送上載運貨車出貨。

強固型車載系統是必備要件

基於貨物必須從頭到尾全程監控，物流倉儲中負責搬運貨物

的各種車體所使用的系統就必須擁有高度的穩定性，林威佐強

調，「製造一台供消費者使用的個人電腦很容易，但設計一套

值得信賴的車載電腦卻相當困難，因為後者所要求的規格極為

嚴苛。」譬如車用電腦必須將電池續航力、震動衝擊、高低溫

差、網路傳輸、防水防潮等等因素都考量在內，並透過專業的

軟體技術與硬體設計來加以解決，才能為車體提供品質優異的

車用級電腦。

因此，研華設計產品時引用的並不僅是市面上所談的工規

或軍規這樣的概念，甚至把更高階地的航空用戰鬥機等級的

規格，拿來做為產品強健度的檢驗標準，林威佐說，「譬如

shock vibration，一般僅能承受10G 以下的振動衝擊，但我們

的產品耐受度卻可高達20G；而寬溫也是研華產品向來必備的

基本規格；還有觸控電腦的顯示螢幕採用的是可敲擊的強化玻

璃，因此就算使用者隨手以身邊工具取代手指來點選功能也不

易損壞；產品的防水防塵功能，更是以能在暴風雨或颱風天下

工作的需求來設計。」

漫遊、室內導航與3D 定位讓取貨更順暢

不過，對於動輒數千平方公尺的大型倉庫來說，僅能在

100~200公尺內提供無線傳輸的Wi-Fi 有著致命的缺點，因為處於

移動狀態下進行搬貨動作的叉車經常會在兩台熱點間進行切換時

導致車載系統頻繁的出現斷訊狀況，而研華所提供的漫遊功能，

以優化的切換作業讓系統始終維持在網路連線中。其次，一般的

GPS 是無法對室內的車體進行定位，而因應目前高階的定位系統

所引進的室內導航（ Indoor navigation）應用，研華只需透過RFID

與Wi-Fi 熱點就能正確引導倉庫內的叉車去正確的貨架取貨。

而另一種3D 定位的新概念，則是讓叉車可以行駛到堆高數

公尺的立體貨架上取下指定的棧板或貨箱，目前在德國的海尼

根與BMW 之倉儲中心、以及瑞典 IKEA 的倉儲中心也都已有順

利採用的成功案例。還有安裝了研華車載電腦的載貨車也能搖

身一變成為倉儲自走車，在不需要另設軌道下透過地板上不同

顏色的色條，無人搬運車（AGV）就能在接收系統派發的指令

後延著指定路線移動，待感應偵測到已順利取貨後再自動前進

至下一個取貨點，所有的貨物都取下後再一併將貨送上貨車。

專家型銷售 讓物流一次到位

除了各種車體所需的車載系統外，倉儲中心內管理人員在

盤點或揀貨時所需的設備、以及最尾端的快遞送貨員所需的進

出貨點收應用，研華也都有相關的平板電腦或手持裝置以強固

特性來滿足其應用需求。林威佐說，「針對物流倉儲之應用，

研華除了在電腦設備、網路裝置等產品線齊備之外，我們還能

提供所謂的one store shopping 服務，此概念並非只供應研華

自家的產品，而是在充分了解系統廠商需求後，再根據研華過

往的專案經驗將施工配線、配電安排、軟體介面、網路架設、

條碼選配等等配置主動給予客戶最佳建議，甚至可透過研華

ecosystem 內的夥伴為客戶的週邊需求提供支援服務。」

林威佐認為，研華這種在客戶尚未清楚自身可能碰到的問題

前就先為其解決問題的態度是一種「專家型」銷售。在拉高專

案評估時的思考邏輯取代僅介紹產品規格的銷售模式的同時，

把研華在車載應用中已有的眾多大型成功案例所累積的專業知

識傳承給系統整合廠商以補其不足之處，讓後者能以紮實的系

統規劃，以一次到位的解決方案為終端客戶建置出最適當也最

完善的物流系統，進而就能達到研華、第三方供應商與系統整

合商三贏的最終目標。■

物
流，在商業社會的運作中，已經形成相當成

熟的運作概念。根據物流協會的定義：「物

流是一種物的實體流通活動行為，過程中透過管理

程序有效結合運輸、倉儲、裝卸、包裝、流通加

工、資訊情報等相關物流機能性活動，以創造價值

並滿足顧客及社會的需求。」而從製造端到消費端

這整條供應鏈上，除了可提供原物料、半成品、產

品與服務的廠商眾多外，其更涉及了資訊流、金流

等作業需求，因此讓物流運作有著既多元又複雜的

生態體系。

為了達到有效管理、降低成本和快速送達，將資訊

化、自動化、網路化的應用導入物流系統中，甚至藉

由物聯網（ IoT）發展成為有智慧的管理模式，已成

為當前物流業的必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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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唯有把部份的智慧決策下放到最底部，由感測層來

處理，並藉由簡單運算（Micro Computing）之設計來分擔物

聯網上層系統的沈重負荷才能真正徹底實現智慧城市。」

簡單運算需要精簡型設計架構

相較於上層＂複雜運算＂概念 , 由一個裝置處理眾多任務的

方式，Micro Computing 則是把單一或數個裝置精準地鎖定一

項簡單任務來執行，並藉由分散的概念讓系統即使有部份裝置

失靈時也不會影響整體的運行。而配合底層的感知應用必須

滿足小尺寸、低功耗、低成本、精準專用等特色，精簡指令集

（RISC）處理器架構成為這類簡單運算的最佳首選。

蘇高源指出，像 x86系統在儘可能的把所有功能均納入的設

計理念下，將導致不管系統是否需要都會整包提供所有功能，

進而耗用較多的電力與資源；但智慧城市的最後一哩關鍵技術

必須是專用而非泛用，因此若以系統單晶片（SoC）為基礎的

RISC 架構來根據專門的應用進行嵌入式設計，將可在設計之

初就針對所需應用提供精準的功能 , 把許多不必要的功能排除

在外，讓系統能擁有低功耗 , 體積小 , 一秒內快速立即服務的優

勢，此外精簡又專門的設計還能搭配像 Linux 這樣的精簡的嵌

入式作業系統，也使得 RISC 架構所設計出來的產品具備小而

美的特色 , 且讓所需建置成本相對較X86方案低。

而因應這樣的精簡專用之物聯網感知層需求，兩大半導體晶

片大廠德州儀器（TI）與飛思卡爾（Freescale）均各自在RISC

架構下推出了多樣化的相關產品，譬如TI 就有可展現優異圖形

處理能力的OMAP 5處理器和能提供豐富控制功能且低功耗的

Sitara 處理器；而Freescale 則以單核心、雙核心、甚至四核心

的 i.MX 系列產品為垂直產業提供高度整合、低功耗、可支援多

媒體應用的處理器。

擔負起中介橋樑 加速RISC 架構普及化

但儘管有了最適合的 RISC 架構又有了最佳效能的處理器，

系統整合廠商在為智慧城市的應用進行設計時卻仍有滯礙難行

之處，蘇高源解釋，「以目前使用最普遍的ARM 公司之RISC

處理器架構為例，其自身並不進行設計製造或販售處理器，而

是將處理器架構授權給像 TI 與 Freescale 這些半導體公司，但

後者也只提供處理器產品並沒有系統廠商所需的板卡，因此過

去每當系統廠商選擇了ARM 架構時就必須投入相當的人力物力

來開發一件新案，再加上垂直產業少量多樣化的特性，讓ARM 

base 的專案普遍存在投資報酬率低的現象 , 阻礙RISC 技術在嵌

入式應用的普及。」

蘇高源進一步說明，系統廠商每新啟一項ARM 開發專案時，

除了要找到精通ARM 架構的設計工程師外，還要自行選料、配

料，完成的產品更要進行各種的檢驗測試，但仍免不了會碰到

像 I/O 匯流排無法順利與週邊設備串接，亦或是所設計的板卡要

多加網路連接埠，還有需要額外附加驅動程式或軟體等特殊設

計需求時，都必須與原廠進行技術溝通或者花費繁瑣冗長的評

估時間來尋找適當的解決方案，這樣的過程除了延誤產品上市

時間外，有時就算已經過仔細的評估與驗證，卻仍會發生因板

上使用了某顆不當的零組件而導致專案無法完成的窘境。

由研華做為系統廠商與處理器大廠間的中介橋樑，可事先將

軟硬體做好各種檢測作業，讓系統廠商可以直接拿到已經驗證

好的軟體與板卡來使用，並轉而把公司資源投入在讓自己更具

競爭優勢的系統設計。蘇高源表示，長期以來研華其實解決了

不少系統廠商的設計問題，像就有客戶碰到棘手的PCI Express 

Interface 穩定性問題是經由研華與原廠溝通而快速解決；而另

有其他客戶想增加圖形加速軟體、新增Ethernet 埠，CANBus

等等的軟硬體需求也都由研華為其客製完成，他並指出，「需

求端與供應端無法妥善銜接是造成產品無法順利推廣的主因，

而儘管垂直市場上各系統廠商的需求不同，但仍能找到一些可

“共通的部份＂，因此研華從過往豐富的經驗中將這些可共用

的軟體、硬體與服務流程標準化來取代以往廠商自行開發自己

使用的模式，不但能讓進行 RISC 專案開發的客戶不再需要重

頭來過就能拿到最佳解決方案，也可加速 RISC 相關產品的應

用普及率。」

RTX 2.0為嚴苛環境打造強固型硬體

針對 RISC 架構所需的標準化硬體產品，蘇高源表示，早期

該架構並沒有統一標準的板卡（ Form Factor）規格，直到前

年才開始有廠商推出像適合手持應用的Q Seven 與SMARC 標

準、以及為強固型應用所推的 RTX 標準，這些板卡規格都透

過模組化概念將共用的核心與系統應用切割成上下兩塊板卡，

再由互連方式啟動硬體功能。由於已事先定義好板子的大小

尺寸以及底板上數百接腳（ pin）的功用，因此系統廠商想採

用ARM 技術時 , 不再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來做核心平台的

開發工作 , 且系統廠商如果想依低中高階等不同應而設計板卡

時，也能共用核心的上板而不需要一一重新設計整塊主機板。

研華豐富的產品線中可提供符合這三種規格的板卡，不過蘇

高源也指出，「我們發現 ARM 架構的設計中需要應用在嚴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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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C處理器架構
實現智慧城市關鍵技術

配合智慧城市最後一哩的關鍵技術，研華從減少系統廠商投入RISC架構設計 
所耗費的心力著手，將專案所需的軟體、硬體與設計服務均進行了標準化處理， 

藉此不但讓RISC架構能更普及，也加速了智慧城市的各項布建。
撰文｜余曉晶

專訪｜研華嵌入式運算核心事業群協理 蘇高源
圖片｜研華公司

透
過物聯網（ IoT）架構中的感知層、透過可靠

傳遞和雲端運算將現有的及未來新的各種硬

體設施進行全面串連以形成巨大的智慧網路應用是

現今智慧城市規劃的基本概念，但當上層應用已全

面備妥時，物物相連的物聯網卻也面臨著極大的考

驗，研華嵌入式運算核心事業群協理蘇高源表示，

目前產業界已把與智能運算上層複雜運算相關的雲

端服務、系統應用等軟硬體架構逐漸完成，但若把

成千上萬的底層設施之決策都交由雲端運算來處

理，龐大的運算負擔將使系統輕則網路大塞車、重

則無預警當機，屆時智慧應用不但不能即時提供智

慧服務 , 反而只能以龜速反應來處理終端需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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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系統居多，因此研華推出了RTX 2.0（RISC Technology 

eXtended）的標準規格以便能專為嚴苛環境提供優化的 RISC

標準平台。首先，厚度為2.0mm 的主板以12 層的設計讓硬體

不但能對線路設計最佳化以取得高度穩定的訊號外，更能保有

絕佳的焊接抗裂性與抗變形效果；以四個板對板連接器來緊密

串接上板與底板的方式也比金手指的連接能擁有更優異的電氣

性能、以及更好的抗氧化與防振效果，「像穩定性要求極高的

機器手臂之應用就很適合用RTX 2.0 的產品因為上下板連接方

式的好壞牽涉到的是結構性問題，因此一旦選用連接性不佳的

方案，日後頻頻出問題的機率將大增。」蘇高源說明。

此外他還介紹，「工控應用中5V、12V、24V 都是在工廠、

發電廠中非常容易取得的電力來源，因此我們以5V~24V 寬範

圍輸入電壓做為RTX 2.0的基本規格，在對電壓變化有較高的

耐受性下既可避免電壓過高主機板燒掉或過低無法啟動的問

題，設計者也無需為電壓不足而要額外進行轉換設計，藉此

簡化其設計過程。」再則，RTX 2.0板卡上所使用的都是符合

-40˚C～85˚C 寬溫規格的零件，因為「高低溫差下的零組件特

性就容易出現漂移，因此在選用零件上 , 必須要事先設定好 , 加

上厚度夠的RTX 可以較寬裕的走線設計來強化穩定性，再加上

研華所有板卡出貨前都經過嚴格測試，因此能確保最佳的產品

品質。」蘇高源說。

標準化API 與設計服務可優化設計流程

而在軟體部份，研華可在嵌入式作業系統（ Embedded 

OS）與開發板支援套件（ Board Support Package，BSP）

這一層與系統廠商所開發的應用程式間以韌體形式 , 提供應用

程式介面（ API），藉此協助客戶的系統能簡單並正確呼叫所

需的硬體功能，以免除設計者必須清楚了解硬體位址在那的困

擾，譬如當客戶的系統要換用不同供應商的處理器或不同世代

的產品時，同一功能所呼叫位址就可能有所變動進而增加了

系統設計的困難度，蘇高源說，「為了簡化廠商的設計，研華

獨特的 SUSI API 能協助客戶在不用管底層硬體的異動下讓系

統所需功能始終以同樣的呼叫方式來進行，因此不論是處理器

或板子更新換代時，都不會對系統廠商帶來任何產品升級的 

困擾。」

除了軟硬體標準化之外，研華也為開發案所涉及的規劃、

設計、整合與驗證流程提供了一套標準化的服務（ Design in 

Support Services），蘇高源表示，「設計者在規劃初期其實多

半並不知道有那些解決方案是能夠滿足其功能需求，而我們提

供的客戶諮商服務則能讓系統廠商了解那些 OS 或技術是可以

支援其所要功能，並協助其將構想具體化且開出最適當的規格

書；另外，研華已累積許多已驗證過的設計參考或線路佈局，

因此當客戶需要像Ethernet、System Bus、CANbus 等應用時

就能直接copy 使用，免去自行摸索所耗費的時間。」

到了板卡整合階段時，研華則有專門的服務工程師做為客戶

的對應窗口，不論是軟體的程式碼修改或硬體的線路圖改善都

能事前為其先做除錯（Debug）動作，甚至最後的驗證測試，

研華也提供了許多相關工具，蘇高源指出，「市面上顯少有針

對ARM C 的測試工具，因此通常都必須為專案測試另寫軟體，

研華則有各式各樣的測試工具與豐富的測試經驗，因此能協助

客戶優化其設計品質。」

最後，蘇高源強調，研華從減少系統廠商投入 RISC 架構設

計所耗費的心力著手，將專案所需的軟體、硬體與設計服務均

進行了標準化處理，藉此讓 RISC 這項智慧城市的關鍵技術能

以更容易也更好用的設計方式來加速智慧城市的各種底層應用

之佈建。■

Validation
 ▪ Test tools ready to validate 
customer’s solution
 ▪ Consultant services for HW/SW 
related issues
 ▪ Test sample validation-
Production run confirmation

Integration
 ▪ Board level integration support
 ▪ Peripheral module integration
 ▪ Consult for HW/SW fine-tuning
 ▪ SW customization services 
 ▪ Optional thermal solution for 
system integration

Design
 ▪ Technical documents for 
optimizing layout/schematics
 ▪ Referenced schematics to speed 
up development of carrier board
 ▪ BSP ready for AP development
 ▪ Customer’s carrier board 
schematic review

Planning
 ▪ Consultant services suggest 
appropriate solutions 
considering technical trends, 
specs and schedule
 ▪ Offer suitable evaluation kit(s) 
for customer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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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用多元化是嵌入式系統的特色，舉凡金融、

醫療、零售、建築、製造工廠等任何與自動

化有關的應用，幾乎都可以看見嵌入式系統的身

影，隨著應用模式不同，使用者對於工業電腦的需

求也跟著不一樣，如何滿足客戶特殊需求、用最短

時間交付客製化產品，成為工業電腦廠商最常面臨

的挑戰。

研華工業自動化事業群協理張仁杰指出，從內部

產品銷售統計來看，客製化產品的市場需求很大，可

惜以往受到資源、人力等諸多因素限制，導致市場回

應速度不足，因此希望找出改善方法。根據市場調查

報告指出，工業電腦的客製化需求約略分成以下三

種：首先是基礎客製化：像是改變 Logo、貼紙、顏

色、標籤等，此類客製化需求簡單、更動容易且交貨

速度快；再者為中度修改：從標準品去增加或修改某

一個功能，如增加一個 LAN port，此類客製化需求

最高；最後則為高度修改：標準品完全不符合客戶需

求，必須重新設計與製造。

對研華來說，如何在保持機構不須大幅調整的情況下，滿足

上述需求，創造出最大的客製化彈性，同時加快產品交付到客

戶手中的時間，成為目前最大的課題，經過長時間的研究與技

術討論，以產品原型再進化而生的 iDoor 技術，提供高度的整合

性與快速的市場回應力，成為新一代研華工控機的市場利器。

iDoor 三大特色：標準化、最佳化、整合化 
iDoor 強調整合性與產品彈性，讓使用者依需求決定 iDoor 上

要配置的 I/O，而為達到目標，iDoor 必須具備以下三大特色。

第一、介面及顏色標準化：iDoor 使用mini PCIe 介面嵌入在

主機板上，就目前市場趨勢來看，mini PCIe 不僅能衍生出不同

功能，也符合現場總線通訊協定（fieldbus）的需求，就色彩而

言，iDoor 符合總線通訊協定的各代表色設計，在使用上辨識度

高且更加的直觀，另有以研華代表色為主的多款功能性模組，

提供多元的選擇。

第二、尺寸最佳化：iDoor 尺寸為81*19.4 公釐，適用研華

嵌入式Box PC、觸控介面的工業平板電腦等多種平台。

第三、整合多元功能：客戶可自行決定應具備的功能，iDoor

的應用模式包括：

（1） 現場總線通訊協定（Fieldbus protocol）：如Ethernet/

IP、Profibus、Profinet、EtherCAT、Powerlink…等，將

Mini PCIe 延伸出來的 I/O 模組作為Fieldbus 使用。

（2） 作為擴充的Memory/Storage：透過Mini PCIe 介面連

接主機板與 iDoor，作為備援的記憶體或儲存空間，降

低系統停止運作的風險。

（3） 數位 / 類比 I/O：透過 iDoor 將外掛的數位或類比 I/O 模

組（如：研華的 ADAM 模組）嵌入至工業電腦中，對

於只需要少量 I/O 點數的使用者來說相當方便，可以同

時降低系統建置成本與空間。

（4） 通訊WAN/MAN/LAN：將 iDoor 整合具備Mini PCIe 介

面的 Wifi/GPS/GPRS/LTE 模組，並在機殼外裝上天

線，工業電腦就能進行無線傳輸。

（5）連接溫度、亮度、智慧電錶等不同感測模組。

高度靈活與彈性  讓使用者發揮想像空間

iDoor 不僅借用 Mini PCIe 介面提供不同種類 I/O，還能在不

占用機殼空間的情況下，將主機板功能延伸出來。以CFast 記

憶卡為例，以前機殼外的 CF 插槽會占用掉很多的機殼空間，

當客戶有客製化需求時，因為受限於空間因素只能將嵌入式電

腦往上或往下堆疊，此時就得重新調整或設計機構，交貨時間

只能往後遞延。運用 iDoor 技術可將CFast 卡的 I/O 直接設計在

iDoor 上，再連接到主機板SATA 介面即可，可以大幅提供產品

的應用可能性。

iDoor 的彈性不僅在於 I/O 擴充，還能延伸主機板的功能，充

分尊重不同客戶需求，讓客戶可以結合自身專業知識，量身打

造與眾不同的應用系統，創造廠商本身獨特的市場差異性。

對於系統整合商來說，除了上述所提幾種應用模式外，iDoor

讓客戶能夠自行開發相關的 MiniPCIe 卡、設計自家專屬 iDoor

功能，甚至還能彈性變化 iDoor 的外殼顏色（如：結合公司

Logo），透過顏色識別塑造自身的品牌形象。面對主要客戶

（Key account），則能透過 iDoor 將產業專業知識融入在自動

化應用中。因為 iDoor 可以彈性組合，即便未來進一步有擴充

需求也不必擔心相容性問題，研華 iDoor 技術讓產品不再侷限

於標準，將回應客戶需求與客戶共創價值導入產品開發中的一

環，以更快的速度創造更多元化的自動化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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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工業電腦的任意門
隨著應用模式不同，使用者對於工業電腦的需求也不相同，研華提供具備高度整合與彈性的iDoor技術，

對於有客製化需求的使用者來說，iDoor的彈性與靈活度，可以讓其以更快的速度創造更多元化的自動化應用。

撰文｜林瓏
專訪｜研華工業自動化事業群協理 張仁杰
圖片｜研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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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POS機成為開店好幫手
發展歷程超過數十年的POS系統，因為科技的日新月異讓其不再單純只是提供前檯收銀的終端設

備，整合電子看板、遠端維護、影像監控、叫號系統、觸控螢幕等功能後的新型態POS機將是更貼

近消費者的行銷利器，也是零售餐飲業者遠距控管門市的好幫手。
撰文｜余曉晶
專訪｜鈞發科技 資深專案經理朱淑霞、專案經理曾文彥
圖片｜研華公司

自
八○年代市場上推出了第一代的銷售點管理

系統（ Point of Service，POS）取代早期僅

能簡單運算製表的電子收銀機（ Electronic Cash 

Register，ECR）成為零售、連鎖、餐飲、百貨、飯

店等業者處理進銷存管理作業的主要終端設備後，

電腦相關的各種技術之進步，也讓 POS 系統不斷地

更新換代，並藉由納入各式各樣的新功能來創造出

更多新型態的應用以提升門市店面的營運效益。

長 期 以 來 與 研 華 有 緊 密 合 作 的 鈞 發 科 技

（AdvanPOS），就透過前者的各種軟硬體支援開發

出了整合數位行銷看板、遠距硬體管理、影像安全

Technology Forum技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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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PowerSign 則更能充分利用店內的第二或第

三顯示器將門市的最新促銷活動加以推廣，未來更

能透過互動功能來依個別消費者的需求提供相關資

訊，曾文彥舉例，「藉由軟體的即時辨識功能對位

在電子看板前方的消費者進行判讀，螢幕上播放的

廣告就能隨著顧客性別的不同而自動更換顯示內容

以達到最佳文宣效果。」

可做店內與店外監控的PowerView，除了能透過警

報設定而具有防竊功用外，甚至可延伸其影像應用進

行店內人流統計，讓店長或總公司可隨時掌握現場狀

況，以即時加派人手提供消費者最佳服務。PowerQ

則能透過叫號功能來紓解排隊人潮，並讓來店消費的

顧客可有效運用等候時間。而針對連鎖零售業者動輒

成千上百的門市經營模式，SUSIAccess 提供了能遠

端管理遍佈各地的店內設備之功能，曾文彥解釋，

「過去在無法得知分散各地的機器處於何種狀態時，

系統廠商必須定期派人到門市巡察以進行維護作業，

但有了SUSIAccess 後，不但可事先得知設備的運轉

狀況，還能直接在總公司為門市進行備份作業，因而

大幅減輕了設備管理所需的人力負擔。」

曾文彥進一步指出，未來更將把節能功能納入鈞

發的產品中，以協助使用者對門市用電量進行最佳化

管理，進而避免實際用電超過契約容量時必須繳交罰

款。此外在硬體方面，研華提供了市面上少有的19
吋、21.5吋等4:3大尺寸觸控螢幕、以及16:9的寬螢

幕等產品也是鈞發認為非常適合做為自助式應用與戶

外電子看板的行銷利器。

模組化硬體設計 維護升級皆靈活

雖然成立還不到十年，但已多次榮獲台灣精品、

最佳產品與創新設計等獎項的鈞發科技，因為經營管

理與設計團隊均是來自於 POS 應用與工控產業的菁

英，所以在充分了解終端需求的情況下，產品研發之

初就把「模組化」概念做為其設計之主軸，該公司資

深專案經理朱淑霞說，「門市的系統若出現問題時，

店家最需要的就是在最短時間內完成修繕作業，以便

持續為上門的顧客處理結帳動作，而模組化設計的產

品就能滿足零售餐飲業這樣的特殊需求。」目前鈞發

擁有獨家專利的無接線可拆式LCD 螢幕、抽取式PC

盒等，都是為了把更容易維護與更方便升級的概念發

揮到淋漓盡致，而研發出的創新設計。

朱淑霞並舉了實例來說明其各種好處，譬如當主

機風扇出問題時，使用端並不需要大費周章的更換

整台 POS 機，而是抽出 CPU box 更換新品就能在

30 分鐘內快速完成更換作業；又或者業主發現原訂

的12 吋顯示畫面太小而想要更換15 吋螢幕，也是

輕而易舉的事；再則若要在原系統中額外提供 RFID

功能，也只需要安裝（ docking）鈞發的 RF 模組即

可。朱淑霞強調，「不論是系統或週邊裝置，我們

都是以模組化的方式來供應，而現在又可有了研華

藉由數位行銷與遠端控管 提升門市營運效益

監控等功能的第五代 POS 系統，近日該公司更加入

了研華團隊成為其子公司，期許結合雙方的資源將

POS 機的應用擴展成為更完整的開店設備。

對外有效行銷 對內加強管理

鈞發科技專案經理曾文彥以零售餐飲業的角

度來說明，將 POS 機加入研華的 PowerS ign、

PowerView、PowerQ 與 SUSIAccess 等各種軟體，

以及特殊尺寸的觸控螢幕後可為系統整合廠商帶來

那些加值服務。可在第一時間與消費者接觸的 POS

機，其實本身就已是一台具有行銷意涵的裝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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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Forum技術論壇 打造網路平台資源配置的
全新體驗
研華推出專屬的完美伺服器與網路系統

研華科技為您打造伺服器全新體驗，除了配置最佳化，也提升網路平台的資料處理速度。
Customized COTS 架構讓現成的硬體可迅速建立客制化的嵌入式系統，並提供各種高效能的解
決方案。

研華伺服器提供配置最佳化、效能加速和強大可配置性功能的
全新體驗

Fabric Mezzanine Modules (FMMs)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6巷20弄1號

連絡電話: 02-27927818

電子郵件: NCG@advantech.com

FWA-3220 FWA-6510 Netarium™-14

每片ATCA主板可加入一張quad 40G的FMM支援
160G的Fabric I/O

透過Intel® QuickAssist技術打造出的FMM， 提升網
路加速的能力

搭載FPGA, 設計專屬的FMM模組－ 更詳細的規格資
訊，請聯絡研華科技

 Network Mezzanine Cards (NMC)
搭配研華網路伺服器平台 FWA-6510和
FWA-3210，可針對不同的應用，彈性
搭配IO使用。

1U 機架式伺服器

Intel® 通訊架構處理器平台

2個NMC 插槽

2U 機架式伺服器

Intel® Xeon® E5-2600v2 
處理器

可高達8個NMC 插槽

14插槽ATCA系統

超過200個Intel® Xeon® 
E5-2600v2 處理器核心

交換器提供1.28 Tbps 傳輸
速率

www.advantech.com/nc

的 SUSIAccess，則更提升了店面維護管理的便利

性。」而鈞發也計畫明年推出第二代「模組化」應

用，則希望能進一步的從產品結構面下手，提供用戶

更具親和性且更易插拔的模組化POS 機。

透過韌體控制 量身訂制專屬應用

POS 是個相當獨特的產業，其使用面所需的是極

為類似商業應用的軟體，但商用電腦每年推新品的模

式卻無法滿足零售餐飲業想要減少異動、長期使用同

款產品的需求，再加上使用環境的需要，讓強固型工

控等級的產品成為其基本備配。其次是，店家不可能

因為要使用 POS 系統而全面更換現有的週邊設備，

因此許多專案中常能見到一些早已找不到供應商可提

供維修服務的傳統老舊裝置。

對此，鈞發亦培植了一組 OPOS 設計團隊來撰寫

相關的應用程式介面（API），以便能透過韌體控制

的方式來為客戶定制專屬的應用。「不像大多數的

POS 廠商以委外方式來提供所需的driver，鈞發有自

己專屬的設計團隊，讓我們可以對不同國家的特殊要

求或各別客戶的指定功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快速回應其

需求，甚至在世界各地屢屢打敗知名大廠而取得訂

單，像中國大陸瀋陽的百貨購物商城與澳洲的大型百

貨業即是如此。」朱淑霞說。

強強聯手 產品與服務更完善

除了原有的 POS 收銀服務外，也可做為多媒體看

板、查價機、點餐系統、出勤打卡、安全監控等多元

應用的鈞發產品，目前在台灣已有不少超市、百貨、

速食店、連鎖商店、五星級飯店等零售業採用外，該

公司甚至有高達八成的成功案例是來自海外，像紅極

一時每年都票選島主的澳洲大堡礁，其渡假村所使用

的 POS 系統；還有服務據點遍及全歐洲的瑞士加油

站的多媒體播放機；應用在瑞士最大超市 Manor 必

須依地心引力做度量衡調整後才能使用的自助式電子

磅秤，以及英國、法國、瑞典、加拿大、紐西蘭、以

色列、菲律賓、新加坡、甚至南非等地的零售餐飲業

者也都因為鈞發的產品夠優秀且專業團隊能快速回應

解決系統廠商所碰到的問題而獲得青睞。

朱淑霞強調，「我們有自己獨特的產品設計與整

合經驗，但海外市場的經營對企業的規模與品牌知名

度都是相當的考驗，因此成為研華團隊的一員後，將

可充分提升鈞發在世界各地的能見度，而研華的全球

據點也讓我們能提供更完善的服務；在國內市場方

面，相較於其他競爭者多半是硬體供應商只能以殺價

競爭搶攻市場，研華與鈞發的強強合作則能強化雙方

在軟硬體與系統整合的各種資源，以提供客戶更具競

爭優勢的好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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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硬技術分進合擊
AOI系統效能全面提昇
撰文｜王明德
圖片｜研華公司
專訪｜網路暨通訊事業群 產品企劃經理 魏廷仰 嵌入式電腦系統事業群產品企劃高級工程師 柯力嘉

AOI是機器視覺的重要應用之一，隨著現代製程的進化，AOI系統效能也需同步提昇，

研華在軟硬兩端分別推出了A+ Vision與AIIS平台，提供系統整合商更佳的工業檢測解決方案。

一。目前機器視覺軟體產品多來自歐美品牌，其各項

功能的操作都已制式化與模組化，負責前線服務的系

統整合商僅能在既有功能上盡量找出接近客戶需求的

產品與參數組合，無法針對客戶特殊需求進行較大幅

度的修改。研華A+ Vision 以成為大中華乃至於亞洲

機器視覺軟體之領導品牌自許，強調自有技術核心，

掌握最底層之演算法，因此可針對客戶需求從原始碼

調整程式功能，大幅提昇設計彈性，讓產品更貼近使

用端需求。

機器視覺技術的精進，讓它在製程應用上，除了

工業檢測外，也另外發展出其他功能，精密對位平台

就是其中之一。在各項精密加工如觸控面板等元件的

生產，即會需要精密對位的功能，如將導電材質直接

印刷在玻璃基板上成為電路，或是玻璃貼合鑽孔切割

等工序。由於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功能不斷增強

與輕薄短小的訴求，近年來這類製程對位精準度需

求不斷提高，人工對位已經漸漸無法滿足良率的要

求，因而衍生出升級自動對位的大量需求。在剛結束

的2013深圳國際觸摸屏展會中，研華將A+ Vision 結

合旗下的運動控制卡，搭配500萬畫素的工業相機與

XXY 三軸對位平台展出A+ Aligner 的精密對位系統完

整解決方案，引起與會人士的高度關注與詢問。

視覺專用介面，高速運算，豐富 IO 
三合一的AIIS 視覺專用系統

除了有齊全豐富的函數庫做為邏輯的思考以外，

也需要高效能的平台作為大腦的運算。以工業電腦見

長的研華，結合系統產品的廣泛經驗與機器視覺的

應用深度，針對現在工業自動化的三大趨勢：小型

化、專用化、以及智能化，推出Advantech Intelligent 

Inspection System, AIIS 視覺專用智能系統。

系統體積與效能往往互相違背的，大型系統負責

高速運算，小台機器則是強調低耗能，AIIS 要顛覆大

家的觀念。透過獨特的散熱模組，與機器內部近乎無

線材的設計，讓氣流導動最有效率化，把整體效能與

系統體積做最完美的優化。AIIS 的體積只有3公升，

外觀近似一台Thin Client，但內部搭載的運算核心最

高可以使用 Intel Core i7 系列處理器，完全滿足大面

積的檢測且多路攝影機高速處理的應用，如PCBA 或

紙張檢測。

以往客戶都是在組裝自己的機器視覺的平台，將

影像採集卡（Frame Grabber Card）I/O 卡等等…組

裝到工業電腦中，但是不可避免的存在卡片驅動，系

統平台與OS 間相容性的問題，當客戶遇到這類問題

的時候往往就耽擱了自動化設備研發的時程。研華

的AIIS 視覺專用智能系統具有影像採集的介面 PoE 

& USB3.0，控制開關的 DIO 與和其他裝置通訊的

COM，專業且豐富的 IO 是特別為機器視覺的應用所

打造的。目前機器視覺影像傳輸介面的主流為Power 

of Ethernet（PoE）與日漸遽增的 USB3.0，其優點

除了頻寬大之外，只需要一條線就可以同時傳輸資料

與電源，可省去自動化設備配電與線材繞線的問題。

在目前強調自動化無人工廠的時代，智能化是個

重要的關鍵。AIIS 全系列支援研華的平台管理軟體

SUSIAccess，讓客戶可以在遠端監控所有 AIIS 系

統，包含觀察實時的機器狀況，如 CPU 溫度、風扇

轉速與電壓，硬碟的壽命。當有異常發生時會主動透

過郵件或訊息通知到管理電腦與手機。除此之外，

AIIS 還內建震動感知器（G-sensor），當自動化設備

的馬達與機器手臂動作異常也會提醒使用者。

市場需求提昇 解決方案同步跟上

研華指出，現在生產系統的製程效率要求越來越

高，精準度方面也同樣重要，因此視覺檢測系統的

軟硬兩部份效能，都必須有所強化，方能因應製程

所需。在2013年研華全球夥伴會議（World Partner 

Conference-WPC）上，研華結合了A+ Vision 軟體與

AIIS-1240硬體平台，搭配四部高速工業相機，安排

一套啤酒生產線檢測解決方案的概念展示。充份發揮

研華軟硬體整合的產品優勢，可以同時檢測啤酒罐的

四個不同位置，並在一秒內完成3~4罐的檢測動作。

在更為精密的應用如前述的觸控面板加工，則可利用

高畫素相機來達成微米級的對位系統解決方案。由此

可觀察出，市場對工業檢測與精密加工的需求已與以

往不同，未來唯有更快速、更準確、更高解析、更具

彈性的平台，才能有效協助系統整合業者，開發出符

合市場期待的機器視覺產品。■

近
年來智能化已成製造業趨勢，作為智能化關鍵

的機器視覺技術這幾年來因而進展相當快速，

應用也隨之拓展。在自動化製造領域中，機器視覺

扮演的角色以AOI（Automated Optical Inspection；

自動光學檢測）為主要功能之一。作為產線檢測中

主要技術，AOI 必須整合軟硬兩部份的技術，軟體

的部份包括與檢測相關的影像處理與分析等功能，

硬體則以各式設備為主，包括前端的工業相機及鏡

頭、光源與後端的運算架構等，前後端以傳輸纜線

串連，組成完整平台。

三大特色 A+ Vision 提供絕佳方案

A+ Vision 是一套研華針對 AOI 與自動精密加工

相關應用而發展的機器視覺函式庫 （ Libraries），

目前在 PC-based 架構下提供了五個主要功能，包

括影像前處理（ A+ Image Processor）、樣版比對

（ A+ Pattern Matcher）、物件篩選（ A+ Object 

Extractor）、量測（ A+ Measure）以及精密對位

（A+ Aligner）等。A+ Vision 有三大特色：1. 易於使

用的圖形化介面2. 更智慧的視覺化參數調整3. 保留

客製化彈性。這三大特色充分凸顯了A+ Vision 的產

品差異與市場區隔。首先，研華參酌目前市場各家產

品優點，考量方便程式開發人員做二次開發的使用情

境，除了容易上手的SDK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與完整使用手冊以及參考程式碼  （ Sample 

Code）外，A+ Vision 另外提供一個直覺式的圖形化

介面，只要點選拉曳，就可快速完成操作，大幅降低

了學習曲線與程式開發時間。

視覺化參數調整則是延伸圖形化介面的優勢，讓使

用者更快找出最佳化參數組合。在實際應用環境的參

數調校過程中，欲提昇檢測比對準確率，不免會犧牲

處理時間；而過度追求處理速度，則常會得到準確率

下降的結果，如何在互相連動的各項參數中找出兼顧

準確率與處理速度的最佳組合，就成了相關系統整合

商最大的難題。A+ Vision 以目前市面上絕無僅有的

參數調校精靈，一步一步帶領使用者以視覺化的調整

方式，得以快速而準確地完成參數最佳化。

此外，客製化的彈性也是A+ Vision 的重要特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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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部門之光。

另外，業務部詹亨文、鍾翊達、蔡宜杰所組的「研華草

蜢」，以熱情動感的《忘情森巴舞》擄獲了現場同仁的心，不

僅讓陪伴參賽的家屬爭相合照，甚至連公司為比賽所設計的專

屬海報，也被「粉絲」撕回家留念，所受待遇可說是較真正的

巨星「草蜢」不遑多讓。

用歌聲同歡 軟實力的另類展現

研華美滿人生才藝競賽舉辦至今近十屆，無論軟硬體規格或

者比賽風格的營造上，都成為同仁之間津津樂道的話題。對於

參賽者來說，除了有精心打造的表演舞台外，也不失是跨部門

彼此認識、交流的大好機會。「研華草蜢」鍾翊達表示，能夠

跟同事一起組團練歌舞、參賽，讓彼此的團隊默契變得更好，

對工作有不少正面加分的效果。這其樂融融的一幕，正是研華

品牌精神「共創美滿人生」的最佳寫照。

在公司規畫下，2014年的「研華好聲音」將有機會在可容納

千人的大型場地舉辦賽後的成果演唱會，並邀集眷屬共賞同樂。

相信在研華同仁賣力的演出之下，無論是年終 Year-End 

Party 或者未來的的歌唱比賽、Family Party 演唱會，都必定精

彩可期，也歡迎研華集團所有同仁共襄盛舉，展現屬於研華人

的才藝軟實力！■

鎂
光燈下的勁歌熱舞，觀眾席上尖叫歡騰，高舉螢光棒與

字卡為台上參賽者加油打氣；舞台前，評審專注投入地

聆聽演唱，仔細評分並一一講評。這，不是電視台錄影的一

景，而是研華內部一年一度的盛事―研華歌唱比賽。

研華好聲音 你也能變大明星

與三五好友到卡拉OK 高歌一曲、歡唱較勁，一直是台灣人

熱愛的日常休閒。但是，這份休閒活動在研華歷經10 個年頭

的演變，從最初交誼性質的卡拉 OK 大賽，愈趨專業、精彩，

甚至在命題上也追尋當下的潮流；例如，去年的「研華星光大

道」，以及今年「研華好聲音」。

這個專屬研華內部員工的歌唱比賽，除了是每年度的重點

活動，也可說是Year-End Party 演出的暖身；每屆比賽的優勝

者，都會透過公司精心包裝、策畫，無論是妝髮造型、服飾道

具或者舞台肢體語言，都經過精心打造，百分之百展現巨星般

的登台風采，讓許多「素人唱將」能藉此一圓歌手夢。

今年度的比賽中，經過激烈的初選，從100多人中脫穎而出

的，共有10名個人組、6隊團體組。其中，以黑馬之姿拿下冠

軍的人力資源處甜美女孩陳文馨，以嬌小的身形唱出充滿爆發

力的電影《悲慘世界》名曲《 I Dreamed a Dream》，更是令

人感到驚艷不已。賽後，歌聲動人又甜美可愛的陳文馨，也成

 比人氣更拚實力 
「研華好聲音」口碑開唱！

研華美滿人生才藝競賽舉辦至今近十屆，每屆從初賽到總決賽，參賽者們高水準的精彩演出，

都成為同仁之間津津樂道的話題，也可說是Year-End Party演出的暖身，

今年更以「研華好聲音」為名精心打造決勝舞台，讓許多研華人藉此一圓歌手夢。
撰文｜柯延婷
圖片｜研華公司
專訪｜研華公司陳文馨、陳威志、詹亨文、鍾翊達、蔡宜杰

研華同仁參賽回饋

  個人組冠軍

陳文馨

學生時代參加過校園歌

唱比賽，沒想到出社會

還有機會參加「企業歌

唱比賽」。無論是舞台

聲光營造到參賽歌手的

造型服裝，公司都非常

用心在協助和規畫，帶

給我很美好的回憶。非

常驚喜能夠得到這次的

冠軍，也很開心大家喜

歡我的歌聲，敬請期待

Year-End Party 的演出！

  人氣獎

陳威志

一直都很喜歡唱歌，除

了參加過外面的大型歌

唱比賽，過去也在歷年

的研華內部的歌唱比賽

有著不錯的成績；多次

參加下來，看得見公司

在 歌 唱 比 賽 軟 硬 設 施

上不斷改進的用心，不

過，今年有點可惜沒拿

到前三名，雖然看見了

同仁的成長與努力，也

讓我更期許自己明年有

更好的表現。

  團體組冠軍

詹亨文

還滿驚訝會得冠軍的！

上 班 還 要 抽 空 排 舞 練

歌，雖然很忙，但得獎

就 很 值 得 了 ！ 回 想 起

來，從選歌到打點造型

等過程，都是非常難得

又有趣的回憶。

鍾翊達

去年參加過個人組的比

賽，今年改以團體戰進

攻，很開心有好成績。

不過，之後在公司常被

認出來，公事還沒談就

叫我們先跳一段舞，這

種心情挺複雜的呀！

蔡宜杰

其實我們本來要組「咻

比 嘟 嘩 」 ， 走 美 聲 路

線，可惜計畫趕不上變

化。很感謝公司準備了

這麼好的舞台讓大家發

揮，真的是非常充實的

體驗，也因為比賽增加

了能見度，有機會和各

部門同事拉近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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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智慧城市展暨智慧醫療論壇
研華於2/19至2/22南港展覽館協辦2014年智慧城市展，一

同與夥伴展示最新智慧城市產業應用；此外，也將邀請大中華

區兩岸醫療專家與產官學界先進進行智慧醫療論壇，說明大中

華區未來智慧醫療發展趨勢與創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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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OS 超薄無風扇 
Ivy Bridge POS 端點服務終端機

AdvanPOS W-POS 搭載 In te l 最新 I vy 

Bridge 處理器及55mm 超薄機身，鋁合金材

質讓無散熱對流孔的外殼提供更高效率的散熱效果同時打造

IP65全機防水特性 ( 接線端子除外 )。W-POS 提供各式人機介面

的應用，同時可支持研華SRP(Solution Ready Package)，提供

更加值的服務。W-POS 也提供完整的周邊擴充模組，包括刷卡

機、RFID、WiFi、指紋辨識等功能。

SOM-5894 COM Express Basic 
嵌入式電腦模組

SOM-5894 COM Express Basic 嵌入式電腦

模組搭載 Intel® 最新Core ™第四代處理器，展

現優異的 CPU 與繪圖效能，不僅可支援三顯，並提供高速 I/O

及可彈性配置的PCIe x16擴充介面；此外，SOM-5894也兼具

功號調配的特點，使用者可依照需求調整最高功耗的TDP，因

此適用於高階工控設備、醫療工程、博弈、電信與電子看板等

領域。目前SOM-5894 提供兩種版本，A1為一般版本，B1可

支援記憶體含ECC 功能。

迎合微型嵌入式設備的趨勢及物聯網智能系統

產業 UTX-3115 超迷你工業級系統全新問市
研華推出新規格工業級系統 UTX-3115，體積僅4.6"（ L）

×5.6"（W）×1.4"（H），UTX-3115是由研華和 Intel 共同研發，

採用智慧型系統架構（ Intel® ISF），搭載最新一代 Intel Atom 

Dual Core E3800 series 處理器，支援HDMI 高解影像雙螢幕輸

出及具備Dual GbE LANs、WiFi、3G 網路傳輸介面，全機可於

-20～60℃環境溫度操作，適用於物聯網之閘道控制器、數位

電子看板、運輸及可攜醫療設備。

企業動態

發燒新品

研華開放式ToR 機櫃頂端交換器
研華最新推出 ESP-9212 ToR（ Top-of-Rack）交換器，提

供新一代 SDN（ Software-Defined Networks）軟體定義網路

高達10G 和40G 的連結能力，結合高效能、較低滯候時間的

Broadcom StrataXGS® Trident II 交換器，可支援高達每秒680G

的資料量處理，和四核心的 Intel® Xeon® E3v2處理器，兼備效

能與彈性，是現代資料中心不可或缺的交換器系統解決方案。

研華已於今年德國SDN & OpenFlow World Congress 首次發表

ESP-9212交換器系統，獲得極高評價。

研華推出全新 ADAM-6200 系列 
智慧型乙太網路 I/ O 模組

研華推出全新 ADAM-6200 系列智慧型乙太

網路 I/ O 模組，可讓您透過最新的網路技術來

輕鬆地完成自動化整合作業，進而讓您的系統

能以優異的靈活性來對設備的狀態進行遠距監

控，採用菊鏈（ Daisy-chain）拓樸架構，具自動繞道（ Auto-

bypass）功能，現場可彈性佈線並享受穩定傳輸，也可透過電

腦或手機，即可利用模組遠端監控設備狀態。

新一代醫療定點照護（POC）終端機具備防

潑水防塵及多點觸控功能
研華新一代19 吋定點照護終端

機 POC-S198，採用安靜的無風扇

設計，支援新一代 Intel® Core ™ i7 

processor 處理器，整機通過 IP54
防潑水防塵的標準，特別適合於對

環境衛生要求嚴謹的醫療應用，例

如手術室或加護病房。POC-S198
採用創新的投射電容式多點觸控技術，在透光率、反應速度上

相較傳統電阻式觸控螢幕表現更優異，也大為豐富使用者的觸

控經驗。POC-S198同時搭配POC_Link 遠端管理軟體，確保醫

療設備穩定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