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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華打造電子警察
守護中國十三億交通網

軟實力加值
研華擴展大陸FIDS市占

打造企業總部新氣象 安口導入
PowerSign 系統讓溝通更無縫

智慧城市推動
產業革命新契機

SUSIAccess 3.0 智能系統雲端管理平台再進化
以跨平台調合機制為核心 落實研華利他企業精神

SUSIAccess 3.0版，採跨平台媒合及Web base 概念，提供客戶更多樣服務與 
附加價值，同時研華也將成立SUSIAccess A+ 聯盟，與不同夥伴進行結合 

提供更完備解決方案，創造更多合作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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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調查機構指出，至西元2020年全球將有超過250億部智慧裝置及智能系統同時運作，以實踐智能城市願景。面臨如此大
量的設備分布在各城市角落，如何透過雲端技術進行有效管理則是關鍵挑戰。研華因應此需求推出SUSIAccess智能系統雲
端管理平台，不僅可透過手機、平板、個人電腦隨時隨地遠端監控設備狀態及進行控制，並整合McAfee安全方案防護系統
免於受到惡意攻擊，以及Acronis系統備份與復原方案，保存重要系統資料。SUSIAccess已經預載於研華全系列解決方案，
協助客戶大幅度節省部署及維護用，目前全球已有許多設備開發者導入SUSIAccess，感受SUSIAccess帶來管理的新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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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動智慧城市創新 
共建物聯產業典範

無論是在交通環境、教育醫療、就業機會、消費

娛樂等等皆優於偏鄉地區的大都會是長久以來吸引

民眾遷移的主因，但隨著人口快速膨脹，原本的都

市設計和生活機能難以負荷，都市化的優勢變成了

最嚴苛的挑戰。因此，有越來越多的城市透過物聯

網與雲端運算來解決都市化所造成的問題。資訊通

訊技術（ ICT）不只可重新塑造城市形象，且能提供

更便利與舒適的環境讓民眾得以安居樂業的生活。

想像一下當全面感知、可靠傳遞、智慧運算的

「智慧城市」在全世界遍地開花時，導入節能減碳相

關監控方案的智慧建築不但為企業省下了龐大的成本

支出也降低了對地球的環境傷害；由前端裝置自動

採集、後端系統主動通報大樓設施供應商的連動式管

理，改變了過去設備維修作業的遊戲規則；將各種繁

瑣的人工作業轉由電腦軟硬體代勞的工作模式，可減

少血汗護士的悲歌，同時也改善了醫病之間的互動關

係；透過無線感測技術所提供的車位資訊則讓車主不

再為停車而苦惱；可辨識顧客消費行為的多媒體導

引，既提供了消費者最佳購物體驗，也增進了百貨商

場的營收業績；結合雲端資料庫與 APP 軟體所提供

的各式各樣即時資訊能讓通勤者掌握各種交通工具、

駕駛避開塞車路段、預約用餐者不需在現場排隊等

候，甚至不管民眾走到哪，都能有最便民的服務可以

滿足您的需求。

然而，各個城市因為條件、環境、需求等都不同，

無法直接從一個城市複製到另一個城市，而是必須解

構成多個產業，因地制宜的導入需要的科技應用，為

此，研華擬訂了智能建築、智能醫院、智能交通、智

能零售這四大主軸來推動一系列智慧化解決方案，並

先在昆山與林口兩座園區內打造了具有引領作用的實

體展示區，藉此帶動上下游廠商更積極地投入其中，

共同來推動智慧城市解決方案之建置。

另一方面，研華也積極透過智慧聯盟之成立，以

及與產業龍頭異業結盟等方式，來加速產業生態之建

構以促進相關產業之發展，以滿足不同應用場域的智

慧化需求。在此一都市發展新典範中，多元化的產業

發展與多樣化的創新應用特色讓智慧城市的商機無所

不在，也因為如此，並不會有所謂的贏者通吃的寡頭

壟斷現象，唯有在彼此通力合作的前提下才能以互惠

互利的方式建構出健康發展的產業規模。

曾經，大規模城市化是工業化經濟的一項重要表

徵；如今，資訊網路經濟讓智慧城市成為城鎮發展

的新里程碑，面對這一波產業革命，研華願與夥伴

們協同合作，就如同我們為2014年所訂下的企業精

神標語――驅動智慧城市創新、共建物聯產業典範

（Partnering for Smart City & IoT Solutions），期盼

能集眾人之力一起協助各城市來實踐豐富又多元的智

能應用與服務。

軟體服務
中介軟體 /SUSI API
開發板支援套件
技術文件
客製化服務

生產製造
全球出貨服務
全球售後服務
長期供貨
優異生產品質

硬體服務
評估和開發套件
設計參考文件
設計檢視
問題解決方案建議

整合服務
驗證方式與工具
功能與可靠性測試
安規驗證
周邊與配件

www.advantech.com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26巷 20弄 1號
傳真：886-2-2794-7317 
電話：886-2-2792-7818

Advantech RISC Solutions - Freescale ARM Cortex-A9 i.MX6

RTX 2.0
ROM-3420

3.5" SBC
RSB-4410

Digital Signage Player
UBC-DS31

IP-Based Box
UBC-200

ROM-5420
SMARC

ROM-7420
Qseven

ARM 應用的開發過程中，軟硬體整合需要較多的時間與人力資源投入，因此，研華

科技在軟體、硬體與韌體提供了完整的協同開發服務，透過 RISC Design-in Services
設計服務，為客戶進行產品規劃、設計、驗證和整合，加速產品的開發週期，使產品

即時地在市場搶得先機。

for Signage

面面俱到的 設計服務RISC/ARM

研華智能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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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蕭瑱瑋覺得兩家公司十分有緣，早期研華發展監控系

統時，軟體技術請京晨科技協助設計，後來兩者供需角色互

換，4年前京晨科技計畫推出安全監控的整體解決方案，就找

研華提供硬體產品。

蕭瑱瑋表示，安全監控系統必須24小時錄影，如果因系統問

題漏失畫面，小則讓導入企業對系統商失去信心，問題較大者，

有可能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因此監控系統的穩定性相當重要，

研華產品長期為工業應用，其產品穩定度相當高，因此Crystal 

Titan 系列的R2機型，包含儲存設備都採用研華的產品，產品推

出後，客戶也非常滿意，R2為Linux 系統，可集中管理無限制擴

充的外部設備，同時可紀錄支援64部百萬畫素攝影機的後端伺

服器，使用者更可透過主管理伺服器簡易的操作介面，監看控制

其管理的所有錄影伺服器之攝影機。除穩定度外，在設計階段研

華也提供了京晨科技強大的支援，蕭瑱瑋指出，一般廠商在設計

初期雖然也會有技術支援，不過流程往往是業務人員前來了解問

題，再將問題帶回給公司的研發工程師，研發工程師找出解決方

式後，再交由業務人員帶去給客戶，這一來一往除了耗費時間

外，還常因訊息的層層傳達，導致問題與答案不能完整呈現，研

華的作法則是讓業務與研發工程師同時到京晨科技，由雙方研發

人員直接對談，之後京晨科技的研發若有問題，也直接以研華的

負責研發人員為溝通窗口，在此模式下，問題果然被快速解決，

加快了京晨科技的產品上市時間。

研華的另一個優勢在於其他廠商欠缺的全球布局，由於研華

在全球各地都有綿密的服務據點，京晨科技的產品內外銷都有，

產品在國外有問題時，可請研華人員就近支援服務，蕭瑱瑋指

出，雖然其他廠商也有國外據點，不過其密度不如研華高，尤其

在台灣硬體廠商佈點較少的歐洲，研華在當地的服務支援，常常

給予京晨科技極大助益。

由 於 合 作 愉 快 ， 目 前 京 晨

科技的 x86 架構安全監控產品

全部採用研華的產品，蕭瑱瑋

表示，在研華的技術支援下，

京晨科技無論在產品穩定度或

後續的維修體系，都有大幅提

昇，未來雙方的合作將越來越

密切，共同布局智慧化安全監

控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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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王明德
攝影｜黃冠儒
專訪｜京晨科技產品管理部產品經理 蕭瑱瑋

隨
著都市化程度不斷加深，至20 世紀中葉以

後，全世界有將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都市裡，

然而這樣的趨勢也帶來了許多問題，例如治安、交

通、衛生、市政等等，尤其以治安問題為首，直接

威脅居民的人身安全，也因為如此，安全監控系統

的需求也隨之大增。立基台灣，從最初即著眼於全

球市場的京晨科技提供資訊安全和監控解決方案，

應用範圍涵蓋城市監控、大樓監控、工廠監控、銀

行監控、機場監控等各領域。

整合異系統智慧監控架構成形

京晨科技深耕安全監控產業10 年，業務主要以研

發製造影像錄影及管理系統為主，其中包含應用於車

道上的車牌辨識系統，這類圖文辨識系統還可與其

他系統如POS、門禁、智能影像分析、GIS 等技術結

合，創造更大商業價值。

產品管理部產品經理蕭瑱瑋表示，近期智慧城市

議題興起，其架構的核心概念是透過系統內各設備的

整合，使資訊數據可以橫向流動且相互為用，因此單

一功能的解決方案已不敷所需，以京晨科技的圖文辨

識技術為例，近期就有兩個應用透過與異系統的整

合，達到智慧化願景，其一是與 POS 機台結合，辨

識發票上的數字號碼，儲存到後端系統備查、分析；

另一則是與門禁系統結合，用以確認持卡者的身分權

限、藉由門禁系統發出的事件觸發警報，並同時得知

事件位置，這類技術可應用於建築、工廠、政府或需

要門禁管理的任何系統。

京晨科技的監控軟體技術相當深厚，是台灣少數

在此領域研發有所成的廠商，目前市場上的監控系

統皆專注在 Windows 與 Linux 兩種架構環境下來做

開發，京晨科技也分別推出以 Windows 為基礎的

Mainconsole 系列，以及Linux 架構的Crystal 系列。其

中Crystal 系列專注於企業環境應用，並藉由產品的擴

充彈性設計，積極與第三方系統整合商合作，使其能

被廣泛應用各產業層面及領域。

即便京晨科技在Windows 與Linux 兩端都已累積深厚研發能

量，不過接下來京晨科技將側重Linux 架構發展，蕭瑱瑋指出，

Windows 架構發展已久，產品開發與市場亦相對成熟，但對企

業用戶而言，資安風險、系統維護成本偏高，系統更新及開發時

程也相對較長，反觀以Linux 為架構開發的Crystal 系列產品，能

協助企業用戶解決上述問題，並強化系統管理能力及成本競爭

力，也築起京晨科技的市場競爭門檻。

除軟體外，京晨科技也積極開發硬體技術，在公司初創期，

就開發出類比式監控系統的專用板卡，近期則以後端的網路監

控系統NVR 為主，蕭瑱瑋表示，現在單純提供硬體或軟體產品

的方式，已無法因應市場需求，唯有整體解決方案的提供，才

能切合使用者所需，因此京晨科技在2010年開始與研華合作，

借助研華在安全監控領域的硬體技術，拓展市場。

軟硬相互支援共創雙贏局面

京晨科技與研華的合作產品為 Crystal T itan 系列中的 R2

機型，此機型導入研華的主機板，為配合京晨科技產品的彈

性需求，研華提供了複合式應用解決方案，談到與研華的

京晨科技
布局監控產業大放異彩
京晨科技深耕台灣安全監控領域，在軟硬兩端都有深厚的基礎，而透過研華的技術與服務奧援，

京晨科技大幅提昇了系統穩定度與系統後續維修品質，雙方攜手打造市場最亮眼的安控系統。

跨平台整合 打造智慧化監控系統

關於京晨科技
京晨科技是開放式平台視訊管理解決方案的全球領導廠商。透

過將 IP 和模擬技術與 IVS 檢測結合起來，京晨科技確保能夠提

供綜合的資訊安全與監控解決方案來滿足高標準需求。京晨科

技的產品易於安裝和管理，擁有客戶公認的可靠性，能夠與第

三方系統高度相容並在全球20,000 多套裝備中提供一系列 IP

攝影機支援解決方案。京晨科技致力於為大型高階企業專案以

及中小型企業提供靈活的簡單易用型監控解決方案。

Customer Partnership成就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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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及城市化的加速，讓人、車、路三者間的矛盾日益突顯，

擁擠的交通、頻頻發生的交通事故，已經不是只有在一級城市才會發生，而是逐

漸向內陸的二、三級城市蔓延，光靠人力指揮調節的傳統模式，已經無法解決各種交通

問題。故可全年無休值勤，且精確紀錄交通要道行車動態的電子警察方案便因應而生。

採用先進的影像分析及車牌辨識技術的電子警察，可大幅降低誤拍及漏拍率，針對駕

駛人闖紅燈、違規轉彎等違規行為進行有效的蒐證，是交通部門取締的重要證據，也是

公安部門有效打擊強盜、犯罪車輛、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等違法行為的重要資訊來源。

根據上海交通安全資訊網公告的電子警察佈建地點計算，至2014年2月中旬為止，上

海的電子警察設置數量已達3257套。同時，上海交警部門也開始在部分路線的公交車上

安裝電子警察，用以取締違規行駛公車專用道的駕駛人。不僅如此，目前大陸各級城市

為了智能交通的建設紛紛投入大筆預算，電子警察亦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電子警察、道路監控所需產品性能各有所長 

一套完整的電子警察是由監視器、補光燈、感應線圈、有線 / 無線網路模塊、交換

機、ECU（ IPC）等組合而成。因應主管單位的不同，及所司職責差異，還可以區分為

城市道路監控與電子警察。城市道路監控主要是隸屬於公安部或公安局，目的是做道路

影像監控，進行車牌紀錄、管理，車牌辨識及抓拍，同時進行交通流量的監控。用於城

市道路監控ECU，因為監視範圍廣，且不做立即的影像辨識與分析，只進行單純的圖像

紀錄，一般多採用低功耗無風扇機型。

而電子警察的佈建則隸屬於公安部門下的交通管理部門，是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

規則進行視頻影像智能辨識抓拍，並依法告發。罰款金額還會列入交警部考核的績效考

核。至於電子警察採用的ECU，主要安裝於交通路口，監控範圍較小，通常需要進行即

時的高清影像抓拍以利辨識、分析，因此偏好採用高性能無風扇系統。

低功耗或高性能，各司其職 

若就應用面向來看，道路監控主要設置在城市的進出口交通要道、高速公路出入口及

重要路段等地，24小時監控經過的每一輛車，主要是進行資訊的蒐集，較少即時的智能

影像分析，通常會採用低功耗機種。

電子警察架設則以城市重要交通路口為主，針對闖紅燈、違規轉彎等違法行為進行有

效的取證，因為要進行設定區域內的車輛行徑、車牌進行監控與分析，需要強大的多工

運算功能，因此多採用高性能機種。部分車牌辨識的應用需要連接到高速監視器，並搭

配特殊的影像擷取卡，因此具有彈性擴充性的嵌入式系統也是電子警察應用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除此之外，移動式電子警察也開始受到重視；因為可移動的特性，便於公安

或交警部門彈性調度，補強電子警察的防護網。

研華目前在大陸電子警察市場的發展，以低功耗的無風扇嵌入式系統發展最為成功，

關鍵在於穩定性高；雖然體積縮小，但因獨特的散熱設計，具寬壓、寬溫、低功耗等特

色，經得起戶外天候環境嚴苛的考驗，受到客戶的歡迎。然不論是低功耗或是高性能機

種，各有特色，端視使用者需求。以一般路口監控來看，如果是高性能機種，只需要架

設一台即可監控2~4個車道；但若採用低功耗機種，則是一台系統監控單一車道。

研華打造電子警察
守護中國十三億交通網
日趨繁忙的城市交通，如何進行有效的控管？研華ARK無風扇嵌入式系統，整合軟硬體提供一

站式監控整合方案，打造具備先進視訊檢測和車牌辨識技術的電子警察，滿足中國各級城市日

益擴增的交通需求。
撰文｜賴麗秋
圖片｜ 研華公司
專訪｜ 研華（中國）上海分公司工業電腦系統事業群 智慧交通行業發展經理 吳宗霖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嵌入式運算核心事業群產品經理 何肇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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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發展差異  成就不同需求  

由於大陸幅員廣大，開發程度不一，對於電子警

察和道路監控的設備需求也不盡相同。北京、華中及

華東地區對產品規格及定位相當明確，智能辨識技術

成熟，相對重視影像的品質及辨識的即時性。東北地

區、西南地區及西北地區則主要以低功耗產品為主，

配合標清的監視器，開出的電子警察規格也不完全相

同，且因為地廣人稀，需求量相對小，多採取獨立招

標方式。

為滿足大陸不同的客戶需求，研華推出了 ARK-

2120低功耗無風扇嵌入式系統、ARK-2150高性能

無風扇嵌入式系統及ARK-3500彈性擴充無風扇嵌入

式系統，具有端口防護、防塵及穩固的無風扇設計等

因應戶外環境的防護措施。這正是研華產品與競爭者

最大的差異與優勢，解決了客戶選機種時面臨的問

題，選擇也更具有彈性。

ARK 無風扇嵌入式系統強打車載監控   

鎖定車載應用

除上述所提已導入電子警察專案的產品外，研華

在今年更推出 ARK-S 系列產品應用在道路監控、固

定式、移動式電子警察等戶外監控，及陸續開發車載

專用的無風扇嵌入式系統 ARK-V 系列。車載監控系

統必須要能符合車載嚴苛的使用環境並提供穩定的工

作能力，透過與車載監視器的整合，這套系統可以安

裝在警車、公車上，提供車內、外的監控。像上海就

已經開始在部分路線的公車上安裝車上監

控系統，透過車內監視器記錄司機及乘客

的行車 / 乘車行為以及車外監視器取締違

規行駛公車專用道的駕駛。

早期的監控攝影機多採用 CCTV 或類比訊號攝影

機，解析度偏低。隨著市場對於高清影像的需求增

高，IP 監視器的普及。因此，在車載監控的部分，

研華順應推出 IP 方案，研華系統整合了PoE (Power 

over Ethernet) 擴充功能，對客戶來說最大的好處，

就是只要透過一條網路線就可以方便的安裝及管理 IP

監視器，並取得主流的高清影像。採用延華 PoE 車

載監控系統，客戶就不需要再採用額外插卡的方式，

對於系統體積縮小，電源供應、散熱、穩定性等問

題，都可有效的改善。

硬中帶軟  提供一站式監控整合方案 

研華發展監控系統的目標是提供客戶一站式監控

整合方案，除了硬體性能的強化，軟體的加值服務

將提供客戶更完整的服務。對部分終端客戶來說，

本身沒有軟體設計能力，因此可採用研華的監控軟

體，包括影像錄製、播放、事件管理、分析等功能

一應俱全。除了系統的監控軟體，研華也計畫會將

SUSIAccess 智能系統雲端管理平台衍伸一套子系

統應用在車載系統上。由於車載系統已具備 GPS 功

能，透過與後端SUSIAccess 管理平台連接，就可以

掌控每一部車輛行車狀況，是否有異常事件等，進行

行車管理。

透過研華的解決方案和加值服務，不只能提供中

國十三億的交通網路最即時、24 小時不中斷的電子

警察保護和支援，還可應用到世界各地，因應各地需

求提供最佳監控整合方案！■

ARK-2120F
低功耗無風扇嵌入式系統

ARK-3500

彈性擴充高效能無風扇嵌入式系統



新建機場及信息化需求  帶動FIDS 商機

吳宗霖指出，中國大陸民用機場，至2012年底已有183座，

預估到2020年，將達到247座，FIDS 需求龐大，尤其是大陸

十二五計畫中，機場與港口的信息化，也重要項目之一，而機

場信息化是屬全面性的基礎建設，更確認FIDS 龐大的商機。

其實，研華早在2006 年就切入機場航顯系統應用，深耕中

國大陸 FIDS 市場多年，目前在各大重要的樞紐機場內，都已

經有研華的數位看板播放器產品進駐。吳宗霖提起平日拜訪客

戶時的情形，通常客戶見面的第一句話都會問：「研華的數位

看板播放器產品已經在哪幾個機場實施？」而他總是肯定的回

覆，「簡單來說，千萬級機場都有！」其實不只是千萬級機

場，包括較小的機場在內，根據統計，研華目前在大陸FIDS 市

占率已高達88%，但吳宗霖並不以此自滿，不只希望能夠將研

華產品推廣到100% 市占率，還將持續導入升級替換工程的機

場，提升FIDS 的運用高效率和滿意度。

浦東國際機場高規格  研華端出ARK-DS762 

吳宗霖指出，浦東國際機場興建之初即是以國際機場規格進

行，故對 FIDS 的數位看板播放器規格要求不但高，更要求精

美，必須與機場設計融為一體。對於研華而言，打入浦東國際

機場具有相當的指標意義，因為這會成為大陸新建機場的仿效

對象。而隨著浦東機場新航站擴建及舊航站的5年改造更新計

畫啟動，研華再次受到肯定，於2013年獲得T1航廈FIDS 改善

標案，預計在2014年上半完成裝機，使用研華整合度更高、效

能更佳的ARK-DS762。

ARK-DS762採用第三代 Intel Core ™i7處理器，不僅運算功

能強大，同時支援3個獨立HDMI 高清顯示，且ARK-DS762體

積約只有一本筆記本大小，輕薄短小，更重要的是模組化的設

計及採用VESA Mount 標準規格，可直接安裝在顯示屏後面，

不僅施工更方便快速；後續維護更是簡單，為合作的系統整合

商節省大幅的安裝時間及人力成本。

專屬軟體加持FIDS 更聰明

吳宗霖表示，浦東國際機場案例多年來的持續執行，彰顯了

研華產品的穩定度及可靠度，研華也更深切了解到軟體的升級

是客戶進行改造時面臨最大的問題。為此，研華要走在客戶的

前面，先找出問題，並研擬出最佳的解決方案，協助客戶順利

度過軟體升級的陣痛期。而整合了SUSIAccess for Signage 的

ARK-DS762，正是研華提供客戶的最佳解決方案。

現在機場對航顯系統的要求已經跳脫了單純的資訊顯示，

除了要求顯示字體要美觀之外，更希望有淡入、淡出等多元

的特效，同時在航顯系統上置入更多的資訊給旅客。整合了

SUSIAccess for Signage 數位看板專屬軟體的ARK-DS762，便

提供了「媒體編輯」、「裝置管理」及「遠端派送」等三大功

能。直覺式的編輯界面讓管理人員可以「拖」、「放」播放內

容，安排播放排程；可由主控端控制內容的播放，播放電視、

網頁、PDF、Flash 等多樣格式內容，支援多國語系跑馬燈，也

可透過USB 直接更新內容。

ARK-DS762採用遠端KVM 管理監控每一台系統。吳宗霖笑

說，這個功能可是客戶最愛，因為一旦察覺系統有異，便可

即時了解狀況，真有需要到現場維修時，因為事先已了解問題

所在，便可以攜帶正確的工具前去維修，減少了來回往返的時

間。此外，還具有遠端開關機，自動備份等功能，這對於營運

商管理與維護都是重要功能。吳宗霖進一步指出，開放式信息

播放系統最擔心的就是誤播資訊，造成不必要的騷動。為此

ARK-DS762整合了McAfee 安全性解決方案，提供最佳的資料

防護機制，透過管理白名單的建立，只要是未經允許的內容就

無法播放出去，為內容播放做了嚴格的把關。

以高度整合FIDS 搶進機場商機 

目前機場信息化正處於高速發展階段，現代化的機場作為人

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的集散地，對於數位看板播放系統

及升級的需求更勝以往，面對未來FIDS 業務發展，研華除了不

斷進行產品創新研發外，也跳脫以往單純的硬體供應商角色，致

力於軟體的整合，提供應用就緒的ARP 方案（Application Ready 

Platform），讓客戶採購後只需安裝導入，有效縮短開發時程。

「事先了解客戶需求，然後提出最適的解決方案，讓客戶一

看就覺得是他們想要的產品。」吳宗霖懇切地說，這是研華一貫

抱持的心態。所以每當他們將SUSIAccess for Signage 功能實機

展示給客戶看時，也看到了客戶臉上驚訝及滿意的表情。吳宗霖

認為研華的數位看板播放器產品之所以成為客戶及合作夥伴首

選，服務到位、產品規格完整、產品故障率低、擁有最佳性價

比，正是研華在大陸FIDS 市占率達到近九成的重要因素！■

Joyful eLifestyle品味樂活

軟實力加值  
研華擴展大陸FIDS市占
機場不論大小，即時航班訊息的披露，是協助旅客順利登機的重要任務與服務；尤其是當機場

吞吐量不斷增加，對FIDS（Flight Information Display System）的需求也同步提升。
撰文｜賴麗秋
專訪｜研華（中國）上海分公司工業電腦系統事業群 智慧交通行業發展經理 吳宗霖、研華嵌入式核心事業群產品經理 黃薇旭
圖片｜研華公司

自
1999年啟用第一航站開始，加上2008年3月

投入營運的二航站，浦東國際機場已成為中

國出入境客運量第一，全球貨運量第三的國際級機

場，去年在浦東國際機場起降的飛機達371,222 架

次，疏運旅客吞吐量約達4719萬人次，堪稱中國最

繁忙的機場之一。因此浦東國際機場之大，不僅是

在占地廣，更重要的是這裡每日有上千航班起降，

近1 0萬人次，在此進出、轉換；繁忙的航運量，說

明了浦東國際機場的重要樞紐地位！

因應如此龐大的旅客及航運量，浦東國際機場在

重要的出入口、報到櫃台、連通道、匯流點、登機口

等處，都設置有醒目的電子看板，提供包括報到櫃

台、航班資訊、交通資訊、天氣、機場公告、機場服

務等即時資訊，這就是機場服務旅客非常重要的航班

信息顯示系統（Flight Information Display System；

FIDS），是機場指引旅客順利搭機、轉機的重要設

施。研華 ( 中國 ) 公司上海分公司工業電腦系統事業

群產品業務經理吳宗霖表示，浦東國際機場 T1航站

的FIDS 於2013年底開始進行的升級替換工程，導入

的正是研華新推出的數位看板播放器ARK-DS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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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入安口食品機械位於三峽的綠建築企業總部內，

直接映入眼簾的是一面高解析度的大型數位看

板，一幅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正緩緩飄揚於其中，這

是踏入其他公司的接待大廳時難有的經驗。

這面數位看板的解析度高達1080p，由極細邊框（單

邊0.55cm）的LED 液晶顯示器（2×2）拼接成一面電

視牆。出現在此一高解析度看板中的國旗，會隨著到訪

來賓國籍的不同而變換。相信當來自全球各地的貴賓在

這裡與自己國家的國旗不期而遇時，心中必然會泛起一

絲感動，也會對安口食品機械的用心印象深刻。

從制式到生動　打造會動的迎賓系統

安口之所以會特別規劃這一套迎賓系統，想法源自

於安口董事長在菲律賓所看到的類似效果。看似簡單的

要求，做起來其實並不容易，因為安口食品機械是一個

外銷導向的公司，內銷僅佔營業額的5%，隨著安口機

械在今年持續將觸角更一步延伸至新興市場，包括中南

美洲、非洲、東歐、中亞及俄羅斯，外賓的來訪更為密

集，一年約有200組來自全球100多個國家的客戶來到

台灣總部。安口食品機械總經理歐陽志成表示，對於外

賓來訪頻率密集的安口食品機械而言，一定要在「對」

的時間呈現「對」的國旗，相對來說播放系統必須夠穩

定、夠聰明才能執行任務無誤，因此安口選擇了研華智

能公司的PowerSign 系統。PowerSign 系統除了具備預

先設定的功能外，還提供插播、輪播功能，且操作簡

單，即使接待櫃台總機人員或活動負責人都可遠端播放

指定的國旗或活動內容。

建置公播系統　重要訊息不漏看

研華PowerSign 系統為安口企業總部建置的應用不只是上述

的迎賓系統，另外還包括公播系統、會議預約及會議時程看板

管理系統，以及直立互動導覽服務資訊站等，針對這些系統，

研華在機房中心端建置兩台Advantech 2U IPC 伺服器，這些系

統及前端的看板呈現，為安口新廠營造出一種高科技氛圍，當

然在實際使用上更提供了諸多便利。

例如，公播系統的建置，能更進一步確保安口全體員工都能

收看公司重要訊息。「生產線上的同仁在工作中接觸電腦的機

會不多，所以利用電子郵件告知公司訊息，不是一個適用於全

體員工的方法，此外，在公佈欄上張貼書面通知，也常常無法

吸引產線同仁的注意力，耗紙太多也不環保，」安口管理部經

理王怡智道出難處。

自從在企業總部的1至4樓梯廳，以及1樓和3樓的廠區安裝

總計6面42吋、解析度為 Full HD 的LED 工業級液晶顯示器後，

安口找到一個公告公司訊息的高效率方法，困擾得以解決。

王怡智進一步說明，「同仁在等電梯時，多會將目光移向數

位看板，且產線上的同仁即使在廠區作業，不能隨時使用電腦

也不會漏看公司訊息。」研華智能為安口打造的公播系統，構

成元素除了上述的六台顯示器外，還包括兩台研華ARK 系列播

放機，分別為 ARK-DS520 Atom D525播放機ARK-DS762 i3 

播放機。

客製化量身打造 讓員工訪客都滿足

員工公播系統解決了訊息通知的問題，會議室歡迎預約及會

議時程看板系統，則讓安口的會議室管理更有條理。透過會議

室預約系統，安口員工可查詢特定會議室的使用情況並申請使

用。會議的相關訊息，包括會議名稱、會議時間及申請人名稱

打造企業 
總部新氣象

從迎賓系統、公播系統、會議時程看板到導

覽系統，安口透過研華智能團隊的客製化規

劃，打造全新廠房及企業總部，務使訪客賓

至如歸，也讓同仁工作更愜意。

撰文│陳玉鳳
圖片│研華公司
專訪｜ 安口食品機械總經理 歐陽志成、研華智能零售業務部專案業務副理  

李偉華、系統整合工程部工程師 陳國松

安口導入PowerSign系統
讓溝通更無縫

等，則顯現在各會議室門口處的10 吋看板上，呈現版面可選

擇顯示多種語系。這個系統中的數位看板是採用研華的 UTC-

W101E-RE 一體成型（All In One）顯示播放機。

安口的會議室皆以花卉命名，且內部掛有符合會議室名稱的

花卉圖畫，這些都是畢業自園藝科系的安口董事長所想出的點

子。從園藝到機械，董事長一路將安口帶領至今天食品機械產

業領導者的地位。透過研華為安口規劃的落地式42吋直立互動

導覽服務資訊站，來賓可在最短時間內了解成立於1978年的安

口，如何在數十年間成長為全球最大的餃子機製造商，也能查

詢包括包餡機、燒賣機、春捲機等數百種產品機械在內的詳細

介紹。

從迎賓系統、公播系統、會議室歡迎看板系統到導覽系統，

研華智能團隊針對安口的每一項需求用心進行客製化規劃，並

從客戶的角度去思考軟硬體資源的配置效率，這些也正是安口

選擇研華智能的原因所在。

安口總經理歐陽志成表示，「研華品牌的公信力，以及研

華完成的案例，例如誠品飯店、寒舍艾麗酒店及億光電子總部

等，都給了我們很大的信心與研華深度合作。」隨著安口的海

外市場版圖日漸擴大，在充滿綠意的新總部和廠房內處處可見

的數位看板，必然能發揮更大的作用，讓訪客賓至如歸，也讓

同仁工作更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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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port特別報導

資訊網路時代下，智慧城市成為新一波產業革命與順應城市永續發展的新契機，結合物聯網平

台與各種創新應用，城市裡的各個產業得以更聰明的方式來服務群眾。
撰文｜余曉晶
圖片｜研華公司、達志正片
專訪｜研華智能副總經理 余金樹

智慧城市推動 
產業革命新契機

工
業革命後經濟的快速發展促使了城鎮人口大量

增加，百年前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當時人口為

650 萬的倫敦，但時至今日，居住人口超過百萬、

甚至千萬的城市已多不可數，根據聯合國的統計報

告指出，目前全球七十多億人口中有一半居住在城

市之中，並且隨著人口不斷地往大城市遷徙，像倫

敦、巴黎、紐約、北京、東京這種超過千萬人口數

的超級城市（Mega City）亦將在未來幾年內突破30

個。而在人口稠密度持續激增的態勢下，都會區的

城市承載力不但面臨著日趨沉重的負荷，地方資源

的配置與城市治理之秩序亦備受考驗。

智慧城市讓民眾安居樂業

研華智能副總經理余金樹表示，「如何讓民眾能

在城市中『安居樂業』其實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

人一聚集起來後，城內的交通、醫療、零售、教育、

治安等諸多問題都會一一浮現。」譬如：尖峰時段裡東京地鐵

需要藉由工作人員把乘客推到擁擠車廂內的景況，多年來已是

人盡皆知的事實，北京地鐵通勤時間人擠人的大爆滿情形亦是

不遑多讓；不只是交通，醫療資源不敷使用，香港孕婦排不到

產檢與床位的問題，目前仍持續延燒。

上述的種種城市問題不僅是讓治理者頭痛不已，對於居住其

中的民眾之日常生活也帶來了極大的衝擊，因此余金樹認為，

「近來不斷在媒體發燒討論的『智慧城市』並非只是產業發展

的趨勢，而是城市化的過程中不得不做的必要手段，因為透過

物聯網（ IoT）與雲端運算以資訊通訊技術（ ICT）所提供的服

務，不但能有效降低城市問題對居民造成的不便，也能提升城

市的居住品質，進而讓民眾真正在此安居樂業。」

城市無法複製 智慧應用才是重點

但何謂智慧城市？而提供怎樣的應用可以算是智慧城市呢？

根據市場研究機構 IDC 的統計指出，目前全球已經啟動或興建

中的智慧城市多達上千個，但由於各地方的區域特性不同以及

初期所要導入的服務也互異，因此有鎖定節能減碳的能源與水

資源管理、有專攻資源回收再利用的環保城、有針對政府行政

效率改善的電子化政府、有結合地理資訊與公共交通來建構綠

色運輸、有利用自然環境打造先進醫療服務的觀光島、有居家

健康照護與防災保全的智慧家庭等等，甚至在日經 BP Clean 

Tech 研究所提出的《全球智慧城市研究報告》中更列出了八大

領域36項服務來代表智慧城市可囊括的應用範圍。

在眾說紛紜、沒有統一公認的標準下，余金樹表示，「首

先在觀念上必須要釐清的是：智慧城市是無法『複製』的，因

為你不可能把高雄市如法炮製成台北市，而且城內涉及的產業

領域眾多，並非單靠城市首長一人就能匯整規劃出完善的智慧

城市發展藍圖，再加上各產業其實都相當的封閉且有自己的專

屬語言、應用規則與解決方案，連其商業模式、上下游協力廠

商、獲利方式、運作週期也都迥然不同，跨領域間的溝通幾乎

是滯礙難行。所以必須先將城市解構成多個垂直產業，譬如交

通、醫療、零售、建築等，而其中的智慧服務系統才是能順利

複製至其他地區的應用，像台北市的YouBike 公共自行車租賃

系統就能當做成功案例而套用在其他城市。」

關鍵技術讓智慧服務更完善

儘管各城市推動智慧應用的重點不同，但以 ICT 服務為城內

的企業與市民帶來更多便利性與舒適性的目標卻一致，余金樹

認為，物聯網的感知層、網路層、應用層這三層架構可以完全

涵蓋智慧城市裡的各個產業，但要達到全面感知、可靠傳遞、

智慧運算這終極目標其實還有許多技術有待革新，依據他目前

所觀察到的以下幾項趨勢都是智慧城市迫切需要的產品與技

術。首先從最底層看起，具備絕佳移動性的電池是前端全面感

知相當重要的配備，但目前的瓶頸是：要長時間使用的電池既

沉重又體積大，因此像需要提供八小時服務的行動護理車就必

須配置超大電池讓使用者移動推車時備感吃力，使得尺寸較小

又易於安裝的大容量電池成為未來必備的需求。

在第二層的網路傳輸方面，「雖然無線傳輸已來到4G、5G

的高速行動時代，但對於像電子感應扣款、零售櫃台結帳、醫

院診療服務等領域是連1% 的斷訊都無法接受的應用，因此目

前我們仍會選擇有線網路來建置智慧應用系統，除非像是牆壁

鑲有鉛板夾層的醫院X 光室，亦或者是採大理石裝潢的五星級

飯店，這類不允許進行挖孔布線的情況下才不得不選用無線網

路。所以為了做到百分之百的精準度，穩定可靠的網路系統是

智慧城市之應用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余金樹如此說。而且

受惠於網路頻寬越來越大的好處，智慧系統的建置成本將越來

越低，而可傳輸各類大型檔案的特色亦將引發許多創新的服務

模式。

至於最上層的智慧運算部份，雲端上的大數據（Big Data）

是發現問題改善現狀的最佳參考依據，余金樹指出，醫學界就

是透過大量資料來進行研究後發現，亞洲不吸菸女性之所以容

易罹患肺癌主要與體內的特定基因有關，而非國人長久以來所

認定的因為吸炒菜油煙所導致。

另外，曾刊登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的「尿布和啤酒」的故

事更是最知名的資料有效運用的案例，該店家把兩項看似風馬

牛不相干的商品擺放在一起竟然提高了商品的銷售收入，跌破

許多人的眼鏡。

運用類似的概念，目前智能零售已開始利用辨識系統來進行

顧客行為之分析以創造好業績；另外智能建築方面也可根據尖

峰與離峰時段的使用狀況來分析系統是否設定不當或能源設備

有無異常，進而降低企業成本支出與落實節能減碳。「當各產

業依序導入各式各樣的創新智慧應用後，其所累積的Big Data

在未來還會持續為我們帶來更多目前尚未知曉的新發現。」余

金樹說。

隨著更多的創新發現與全新應用不斷湧現，智慧城市之建置

成為資訊網路時代下實踐城市再生與改造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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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華深耕垂直產業
積極建構智慧城市
因應智慧城市發展浪潮，研華以智能建築、智能醫院、智能交通、智能零售四大產業為主軸積極塑造

產業領導品牌形象，並期許能與夥伴合作共同協助城市實踐各種智能應用與服務。
撰文｜余曉晶   
圖片｜研華公司、Fotolia、iStock  
專訪｜研華智能副總經理 余金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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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亦尚未浮上抬面，身為領頭羊的我們必須勇敢地率先提供

幾個示範區來引領上下游廠商更積極地投入這一波產業發展趨

勢，藉此加速推動智慧城市解決方案之建置。」

今年一月正式開幕的昆山協同創新研發中心（ Advantech 

+Technology Campus，A+TC）以及即將在今年第一季完

工的林口園區就是研華為了展示智能建築解決方案的最佳 

代表作。

余金樹表示，在研華規劃的四大產業中，特別著墨於智能

建築領域主要是認為除了路上行駛的汽車外，幾乎所有的應用

都在建築物內進行，因此建築已是落實各種智能應用的重要載

體。為此，研華決定將兩座新園區做為實踐智能建築解決方案

的場域，藉由導入自家的建築能源管理解決方案（BEMS）與

可遠端監控的 WebAccess 圖控軟體，並採用來自第三方協力

廠商的眾多監控裝置與週邊設備，打造出能讓人親身體驗並感

受科技是如何優化建築管理的實體展示中心。

優化管理流程 改善互動關係

目前在電費持續飆漲以及節能減碳議題發燒的推波助瀾下，

許多像醫院、旅館、植物工廠、停車場這類24 小時運作的行

業都非常需要一套既省電又環保的建築管理方案。研華的系統

可將大樓內的硬體設施狀態與外包廠商的系統進行串連，使得

負責的供應商可以直接根據系統顯示的異常狀況而主動派人進

行維修；就醫院來說，服務住院病房的護理人員無需再為電燈

出問題、廁所馬桶不通、電視沒訊號等非醫療事務而忙得焦頭

爛額，因為住院患者只需透過螢幕點選床邊照護服務系統之選

項，就能通知該負責的人前來處理，各司其職下也能減少血汗

護士的情形。

而醫院除了能建置智能建築之應用外，與醫療護理相關的工

作也能透過智能應用來改善醫病關係並提升工作效率，譬如：

針對開刀房進行手術時，可先將手術過程進行分類後，再由電

腦軟體自動將目前手術進度顯示在開刀房外的電子看板上，藉

此可安撫焦急等候的病患家屬，手術室內的護理人員也不再需

要每隔一段時間就手動輸入開刀進度；又譬如：過去必須耗費

三、四個小時進行的血液透析治療，其過程中醫護人員不但要

一一詢問洗腎病患的身體狀況，還得隨時注意各台儀器設備的

運轉狀態，現在則透過將數十位患者的數據統一匯集在單一看

板上，並且事先設定好各種數據的上下限，當異常時即以紅燈

警示方式來顯示，如此一來不但能減輕護理人員的工作重擔，

也能提供病患更優質的服務。

先了解作業流程 才能解決問題

除了上述針對建築與醫療所提到的幾項應用，研華為這兩大

產業所提供的智能應用其實還很多，譬如供停車場使用的智能

監控及車位導引、辦公大樓的會議室預約管理系統、串連家電

設施監控與社區保全的智能家居系統、醫院預約掛號和診間報

到系統、加護病房與醫療專用電腦、行動醫療與護理車等等。

而研華亦在智能交通與智能零售方面為不少政府單位與民間企

業建置了相關的智能服務，像是以雲端資料庫提供 I68 國道即

時路況讓駕駛可避開塞車路段、以無線感測技術提供即時停車

位資訊、結合太陽能面板的智慧綠能公車站、可提升車隊管理

效率並提供多媒體播放與監控服務的智能巴士、專供第一線警

消救護使用的車載系統、連鎖店之公播系統、公共空間之形象

看板、商場互動式多媒體導覽等各式各樣的應用服務。

不論是面對哪一個產業，研華都會秉持解決客戶問題的前提

下，先了解現有作業模式，並將預期要導入的方案與既有流程

進行評估比對，在找出最順暢的運作方式之後才來定義軟體以

及提出適當的硬體。他並指出，過去台灣廠商習慣只賣硬體產

品，因為簡單、直接、又快速，但未來唯有能解決客戶問題並

提供適切服務的廠商才有機會贏得客戶的信賴。

與夥伴協同合作 共創城市新風貌

此外，余金樹也強調，智慧城市雖然商機無限但卻不會有一

家獨大的局面，「智慧城市要成功，相關應用與服務必須先在

對的場域裡經過試煉後才能為客戶提供正確的解決方案，因此

研華必須與夥伴們密切的合作，借助系統廠商在專業領域的知

識提供對的產品，另方面也希望透過我們遍及全球的網絡與國

際知名度來協助系統廠商與世界接軌。」

與此同時，研華也積極投入各種產業合作以加速形成產業

生態鏈，像是成立智能建築聯盟、率先加入台灣智慧航空城

產業聯盟成為發起會員、與產業龍頭進行異業結盟共同推動物

聯網與智慧城市，並且透過海內外的企業併購來補足研華在智

慧城市產業發展中所欠缺的產品與技術；而對內研華則不斷地

進行組織再進化，希望在以大中華區作為智能應用產業發展

之基地（ Homeland）下，透過新的以市場為導向的業務組織

（Sector-Lead Sales Organization）來為全球各地提供最完善

的智能解決方案。

藉由對內的組織再造與對外的協同合作，研華期許自己能在

智慧城市的各個產業中都能建立起領導品牌的形象，並與夥伴

們一同「驅動智慧城市創新、共建物聯產業典範」。■

自
1999 年美國麻省理工大學率先提出物聯網

（ I oT）概念，到2005 年由國際電信聯盟

（ ITU）勾勒出物聯網時代願景，再到2008年 IBM 以城

市作為具體落實全面感知、緊密串聯、智慧回應的智慧

地球（Smarter Planet）概念，一波波科技的演進與技

術的革新都讓初期的「概念」不再只是紙上談兵的口

號，而近幾年來各國政府亦為了城市的永續發展紛紛決

定利用先進科技的手段來解決都市的種種問題，同時也

想藉此塑造全新的城市形象以提升競爭力，因而促使了

「智慧城市」運動在各地如火如荼的進行。

打造智能示範區 加速產業發展

早在幾年前，研華就鎖定建築與醫療作為推動

智慧城市的重點，如今更擴充為以智能建築、智能

醫療、智能交通、智能零售這四大主軸來推動一系

列智慧化的解決方案，藉此滿足不同應用場域的需

求。研華智能副總經理余金樹說，「研華向來都非

常關注市場的各種發展趨勢，並以此來擬定公司的

未來走向，我們看到了『智慧城市』是勢在必行非

做不可的產業發展，但也由於這類應用與服務太過

創新，致使產業生態之建構未臻完善，相關的系統

Special Report特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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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研華智能 解決方案產品經理 溫士範

傳統靜態的傳單、佈告欄海報或廣告燈板，蛻變為富含動態聲光效

果的多媒體數位公播型態，已是不可逆的潮流；著眼於此，研華的

PowerSign解決方案，協助SI與業主順利推動轉型、贏得價值。

近
年來數位公播需求快速增加，市場容量不斷擴

張；據統計，2005～2013年全球數位看板市

場複合成長率逾25%，增長力道甚為強勁。研華智

能 解決方案產品經理溫士範分析，數位看板市場之

所以熱絡，在於蘊含許多遠勝靜態文宣的優勢。

溫士範表示，就宣傳效益來看，數位看板具有

動態聲光效果，易於吸引顧客，並可集結圖像、影

片、即時影音串流、跑馬燈、時刻表、航班資訊、

匯利率表、叫號系統等多元媒體內容，衍生更多行

銷宣傳應用效益。

就管理面而言，業主可借助中央監控之網路架

構，同時監管眾多遠端主機，並設定排程派送媒體

節目，無需像從前耗費大量人力及時間成本，奔波

各端點逐一更新內容；取而代之的，是更勝以往的

操作便利性，有助業主大幅減輕導入與維護負擔，

提升營運效率。

應用型態質變 衍生諸多難題

但不可諱言，現今觀眾從數位看板接收資訊，多

屬於單向被動型態，易使行銷宣傳效果受到抑制，因

此未來多媒體數位公播應用趨勢，勢將朝向「強化感

官及互動體驗」演進，藉以發揮主動推播妙效。

溫士範預估，今後數位看板市場將呈現三股演變

趨勢。首先，具互動性之數位看板應用漸受重視，因

此結合觸控、影像擷取、人臉辨識，乃至RFID 等各

式感測器之跨系統整合，各類型多元應用，勢必更為

普及。

其次，數位看板不僅是互動推播的載具，亦將進

一步結合物聯網、海量資料（Big Data）等技術，展

現資料蒐集、後端分析、圖表呈現等完整功能，成為

業主制定商業策略之重要依據。

最後，伴隨雲端服務概念的發展與落實，客戶所

需商品內容，將逐漸由實體產品轉變為服務導向的解

決方案型態，促使商業模式產生質變，例如由看板軟

硬體銷售，轉向提供數位公播行銷廣宣服務。

問題來了，隨著市場迅速擴張、競爭者不斷湧

現，SI 要想兼顧軟硬體整合、數位媒體內容，又得

頻頻應付複雜客製需求，無疑是巨大挑戰；猶如市場

烽火連天，對手正蠶食鯨吞市場大餅，SI 卻費時打

鐵鑄劍，豈有勝算可言？

因此，SI 莫不期盼獲取一把幾近磨利的「Solution-

Ready」刀刃，無需擔憂系統整合難題，僅須將寶劍開

光（微幅客製及整合），即可快速上陣殺敵。至於意

欲自行管理內容播送的業主，面對使用介面僵化、操

作流程複雜的電子系統，學習門檻偏高，難以妥善駕

馭，莫不企盼取得一套功能完備而又簡單易用的解決

方案。

三大特色加持 助用戶輕鬆克服挑戰

有鑑於此，研華智能基於Solution-Ready Package

（SRP）之公司方針，打造PowerSign 解決方案，將

軟硬體妥適整合為完成度極高的數位公播平台，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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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完善技術支援、諮詢服務及產業應用分享，冀望一

方面提供火力強大之武器，作為經銷夥伴強而有力的

後盾盟友，二方面訴諸親和易用特質，協助業主提升

管理效率。

何以 PowerSign 能協助 SI 與業主克服重重挑戰？

對此溫士範解釋，主要是憑藉三大關鍵特色。第一，

有別於傳統數位看板軟體生硬複雜的介面與流程，研

華智能特別組成 UI 設計團隊，精心琢磨友善介面、

直覺流程，不僅訴諸圖像化親和介面，且以滑鼠拖曳

為操作依歸，用戶無需費心計算畫面座標、長寬或節

目起迄時間，即可憑藉「拖曳＋微調」簡易步驟，正

確播放各類數位內容。

第二，PowerSign 可依產業應用實際需求，進一步

整合銀行匯利率表、列車時刻表、飛機航班資訊、叫

號進度等各式資訊，且以標準化網頁格式作為跨系統

整合基準，有助 SI 揚棄過往非標準化介接模式，不

需費時撰寫閘道程式，便可快速滿足不同客製需求。

第三，研華智能兼具技術、多媒體內容等兩大面

向的諮詢顧問能力，不論面對SI 在意的整合介接，

或業主在意的人機互動、平面設計等呈現效果，均可

提供奧援；透過這些顧問服務，無異是為 SI 夥伴或

業主提供成功捷徑，得以聚焦於核心事務，全力推動

數位看板內容規劃，免於受到技術層面的牽絆。

蘊含獨特利基 大幅跨越同質方案框架

總括而論，PowerSign 於設計開發階段，是以使用

者暨產業應用角度出發，其商品力相較其他數位看板

方案，大致具備以下四項競爭利基。一是整合x86、

RISC-Linux 與Android 等系統平台，多元的平台與機

型之搭配，可適切滿足低中高階不同成本考量之市場

需求。

二是系統功能完整，平台操作簡易。PowerSign 支

援大多數常見之媒體型態，涵蓋影像、圖片、跑馬

燈、Flash、PowerPoint、串流影音、電視訊號等眾多

型態；而在大型場域應用中，PowerSign 具備完整的

中央監控、遠端管理功能，能支援上千個Client 播放

設備，並可群組化管理、設定使用者帳戶存取權限，

而節目內容可排程派送並支援斷點續傳，展現一應俱

足的功能格局，得以滿足各種產業領域應用，輔以研

發及設計團隊的精心改良，打造圖像化的友善介面及

直覺式的節目編輯方式，更大幅提升平台使用效率。

其三為根據不同應用上的變化，提供多元的數位

看板解決方案，提升產品附加價值，並協助經銷夥

伴為客戶創造服務差異化。PowerSign 除基礎的單機

版、網路版外，亦延伸出結合不同技術之新型態數位

看板，譬如觸控應用版，可規劃節目內容之間相互切

換的腳本，實現導覽或各式互動應用；譬如結合人臉

辨識技術的PowerSign Face 版，則搭配對性別及年

齡辨識準確率超過80% 的演算法，將辨識結果與節

目內容相互關聯，便於業主根據不同客群，規劃對應

的節目內容，創造精準行銷效果，並進一步蒐集紀錄

觀眾資料，進行後續統計分析應用，協助業主評估宣

傳效益及研擬銷售策略。

除人臉辨識外，數位看板的節目內容，亦可結合各

式感測器訊號；PowerSign Event 版提供訊號串接口，

可藉以整合RFID、NFC 或其他感測技術，將傳達之數

位訊號定義為特定事件，觸發對應的節目內容，例如

結合會員卡，依據資料庫中會員喜好、消費習慣等資

訊，播放相應的產品廣告。至於PowerSign Geometry

版訴求跳脫單一螢幕、2×2、4×4等制式長方形格

局，可支援幾何形狀之拼接螢幕，藉由不規則拼湊展

現獨具特色的內容，讓行銷效益更上一層樓。

第四，PowerS ign 解決方案提供數位看板監控

APP，使業主無需透過遠端連線、或派遣人員定期巡

視，即可隨時隨地借助行動裝置，監看各個展示點是否

正常運作，因此不僅產品操作直覺，且易於導入及營

運，顯見透過APP監控，更能兼顧維運層面的便捷性。

夥伴結盟深耕產業，共建智能有感新服務

展望未來，伴隨智慧城市的演進腳步，勢將帶動

各產業應用之蛻變，由單一產品轉向系統整合服務，

從單打獨鬥轉向夥伴共創價值，凡此種種，都將成為

後續演變歷程的實體內涵。

因應大勢所趨，研華致力提供的 PowerSign 數位

公播解決方案，將在迅速崛起的數位看板市場中與時

俱進，以完整的產品線、完善的技術支援及諮詢服務

為標幟，結盟合作夥伴共同耕耘智能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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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於耕耘垂直市場的工業電腦廠商而言，博奕是

個性質極為特殊的產業。由於使用的機器設備

種類繁多，像是：設置在電玩遊樂場或公共娛樂場

所的大型電子遊戲機、可下注的視頻彩票終端機，

以及專供像拉斯維加斯或澳門觀光賭場使用的拉霸

機、桌牌遊戲機等等，再加上所有合法經營電子遊

戲機的業者必須事先通過政府的層層審核，甚至連

機台內的軟硬體一旦通過認證就不能有所變動的獨

特性，讓博奕產業成為進入門檻極高的寡佔市場 . 

新科技新玩法 帶動產業換機潮

從機台外觀來說，除了過去舊型機台所使用的投

幣孔、紙鈔辨識器、操縱桿、按鈕之外，已有部份機

台開始改採觸控面板來取代拉桿或按鈕式操控，也有

俱樂部以卡片取代傳統代幣輸入的方式來方便遊客能

玩得盡興；而顯示螢幕的配置，也從過去單一螢幕改

為寬螢幕子母畫面或同時提供兩個以上的螢幕顯示

器，以便能呈現更完整的遊戲資訊或提供像點餐、廣

告等遊戲之外的促銷服務。

面對不斷推陳出新的新遊戲新玩法，博奕機台勢

必需要處理大量的內容與資訊，同時還要滿足高解析

影像與多螢幕顯示之需求，其中最明顯衝擊到的就

是 CPU 性能與繪圖處理能力。因此，研華在提供給

博奕機台專用的 DPX 系列工業級電腦平台內，能依

客戶需要選用主要晶片廠商的各式產品，像 Intel® 第

四代的 Core-i 系列、最新款的 Xeon® 處理器，或者

是 AMD 嵌入式 R 系列處理器、Radeon 系列繪圖引

擎等等，透過嵌入式板卡與各式晶片的整合來達到高

速運算並提供3D 繪圖與多媒體影像處理能力，譬如

研華的DPX-S435就是搭載 Intel® Xeon 處理器內建

HD4600晶片組，並配有多種遊戲專用的 I/O 和COM

介面，且能提供絕佳圖形效果的整合平台。至於需要

多螢幕或更高畫質圖像處理性能的應用，則可透過外

接顯示卡的方式來達成。

除了處理器與繪圖功能外，機台的性能好壞也受

到板卡的配置方式所影響，目前坊間多半是在嵌入式

板卡上外加好幾張介面卡的方式來完成一些系統所需

的功能，譬如處理來自週邊的各種數位輸入輸出訊

號、提供安全機制讓遊戲免遭複製及竄改、透過非揮

發性記憶體（NVRAM）讓系統即使停電或當機時一

些關鍵資料也不會留失等。

然而，外接過多的介面卡會導致彼此間爭搶 CPU

資源進而嚴重影響 I/O 效率與整體性能，因此並不是

系統開發時的最佳設計選擇，而研華採用的是單顆晶

片的現場可編程邏輯閘陣列（FPGA），透過韌體的

控制來滿足上述各種功能需要以實現高效能的機台運

作環境外，同時還能縮減板卡所需面積或者把 I/O 插

槽留給其他必要的介面卡使用，可說是一舉數得的好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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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專業打造高效能博奕平台
針對博奕產業的獨特性，研華不僅提供嵌入式板卡或工業電腦，還有各種顯示螢幕，

更能以多年的產業經驗快速整合出性能優異的系統平台，並搭配相關的軟體工具與來保障系統安全

並加速遊戲開發，進而更快取得法規認證讓博奕機台順利上市。

撰文｜余曉晶
圖片｜研華公司

專訪｜Advantech-Innocore Product Director Craig Stapleton、
研華嵌入式運算核心事業群資深經理 高啟銘

豐富整合設計經驗 提供專屬解決方案

DPX-SC710
博弈專用主機板

DPX-S435 
博弈專用主機板

DPX-E130 
經濟型博弈專用
主機板

UBC-DS31 
RISC 
多媒體播放器

IDS-3121GD 21.5吋
開放式框架螢幕

AOD180WO
超寬屏營幕

GFX-A5T790 
AMD Radeon
顯示卡



27

M
yAdvantech

Technology Forum技術論壇

26

M
yAdvantech

可隨需求整合出最佳機台

研華運用了所謂的「 One board for al l」的概

念，以累加方式在必備功能之外能隨客戶需求的不

同整合出性能卓越的機台，像新世代機台可能需要

由雙螢幕擴增為四個顯示畫面，或者外加更多的跑

馬燈、使用多點觸碰螢幕，取代傳統按鍵輸入等

等，都能在原型版的基礎上進行靈活且彈性的功能

設計。

此外，已累積不少為博奕產業頂級客戶成功完成

專案的經驗，也讓研華有足夠的專業知識在客戶有限

的開發預算下，對板卡與機構設計、控制驅動、系統

整合、測試製造等各個層面均進行有效掌控，進而做

出擁有高效能的系統平台。再則，研華也能以客製

化方式針對各地特殊的法令規章設計出可通過認證

的產品，譬如DPX-E130就是專為的義大利新修訂的

AWP3法規而量身訂做的產品，其高性能、低功耗的

特色可以極具市場競爭力的價格來提供該市場最佳的

博奕解決方案。而 DPX 旗下的 S 系列或 E 系列的嵌

入式電腦產品也早已是能符合歐美多國博奕法規的產

品，即使有新的縣市州郡或國家制定了新的博奕法，

研華也能在過往經驗中快速為客戶打造出更符合當地

法規認證的機台。

DTOS 客製服務 提供最適博弈顯示器解決方案

而針對嵌入式顯示器領域，研華提出幾點看法，

首先是在成本考量下，博奕產業最需要的顯示器解決

方案必須兼顧功能性與產品外觀設計，譬如選用敏銳

度高、反應速度快、可多點觸控的投射式電容觸控技

術（PCT），透過其不需邊框或保護框架，以及可避

免污垢和灰塵堆積而對性能產生影響等特色，讓向來

對機台款式與外觀相當講究的博奕業者可以有外形美

觀又功能優異的觸控螢幕。再搭配最新的顯示器連接

埠DisplayPort，以其能提供較高頻寬來同時傳輸各種

高品質影音，還有防脫落的鎖附功能和易於組裝的特

色，來滿足博奕機台應用的需求。

在客製化方面，研華提出了 DTOS 服務（ Design 

To Order Services），透過11個核對選項，如是否需

要機械式按鈕、專屬的顯示器連接埠、特殊協定或韌

體、多點觸控、螢幕與機台整合，以及螢幕觸控範圍

大小、還有機台內可容納顯示器的空間等等問題來確

認客戶所需顯示器的條件，而當所有步驟確認完成

後，也等於間接為客戶開出了完整的產品規格書，同

時也能讓其了解這套新產品將會有那些基本開銷以及

因為特殊需求可能衍生的額外費用。而藉由循序漸進

的檢視方法，不論客戶是要打造一台全新的吃角子老

虎、或跑馬機、還是輪盤機，研華都能以可配置的方

式快速整合出客戶最需要的顯示器解決方案，同時也

讓客戶清楚得知產品所耗費的資源與人力還有量產時

程，進而促使其能有效管理與掌握換機時所需耗費的

時間與成本。

加速遊戲開發 保障客戶智慧財產

除了硬體、韌體、螢幕之外，研華還提供了各種

軟體服務，包括安全套件、客製化韌體或 BIOS、主

板支援套件、及工具程式等，遊戲開發商可以透過研

華的軟體套件來快速完成像通訊協定設定、診斷與測

試等作業，另外各種API 程式庫、範例程式碼及工具

程式也有助於節省設計者的開發過程，把省下的時間

投注在自家遊戲的設計。其次像安全套件、客製化韌

體或BIOS 則提供了遊戲平台驗證、存取控制、資訊

加密等保護功能，讓客戶的遊戲程式可以設定為只能

在指定的硬體或指定的軟體上執行，藉此保障其投入

大筆心力的研發成果。

博奕市場是個對成本相當敏感的產業，同時又受

到政府法令的種種規範，一項新專案的開發能否成功

與選對合作夥伴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供應商過去在

市場上的成績表現、其產業知識的專業程度、與上下

游廠商間的熟悉度，再再都影響著專案能否如期完

成。研華不論是主機板運算性能、系統整合能力、螢

幕最適選配、軟體工具與安全防護套件等全都完備，

更有長效的產品生命週期以符合博奕產業不輕易更動

系統的需求，是協助業者加速拓展其博奕應用的最佳

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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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NUC 原有尺寸僅供消費端使用，所以為了能納

入更多產業應用所需的基本功能並確保系統的環境耐

受度夠，UTX 的尺寸就比NUC 略大了一些，藉此把

原有可滿足消費應用的規格強化成也能滿足工業所需

的規格。此外，目前市售主機板規格中最小尺寸的產

品是Mini-ITX 170mm×170mm，而UTX 的面積僅是

Mini-ITX 主機板的四成大小，因此這款新的超迷你產

品被命名為Ultra Thin ITX，透過清楚定位的產品名稱

來展現此款新品的主要優勢。

除了尺寸之外，由於UTX 採用的是單板而非疊板架

構，所以在架構單純、可變因素較少下，其平均故障

間隔時間（MTBF）也相對較低，因此能提供更高的

系統穩定性。此外低功耗、無風扇設計的UTX 還針對

嵌入式應用的需要加入了不少獨特的功能，包括可支

援較寬的溫度範圍、有更多的 I/O 介面、提供更好的

鎖固機制與多種安裝方式以保障系統的順暢運作。

物聯網的最佳解決方案

根據產業專家與市場研究報告的預測，至2015年

將會有超過150億個節點被納入物聯網中，其發展速

度之快速以及規模之龐大令各界既驚訝又有點質疑其

真實性。以氣象站為例表示，過去每40 公里才架設

一套觀測儀器以便透過感測器來擷取溫度、濕度、風

速、風向等天氣變化資訊的情況，已逐漸改由每20

公里就提供一套偵測裝置，未來更可能每5公里就裝

設一套，這樣的改變也間接證明了物聯網中終端裝置

勢必會倍數成長的事實。

針對物聯網中需要搭配網路閘道器（gateway）來

大量傳送遠端資料之應用，研華也開發出UTX-3115超迷你系

統，特別適合各種戶外資料收集之應用，譬如裝設在公共設施的

戶外機電櫃內協助將偵測資料後送控制中心，同時也適合應用在

像是車體、提款機、多媒體資訊服務站、數位電子看板、行動醫

療、視訊監控等領域，透過UTX-3115超迷你系統的超迷你、無

風扇、低功耗、寬溫、多 I/O 介面等特色，讓系統廠商可以一套

精巧又完善的主機系統，快速打造垂直市場的物聯網應用方案。

UTX-3115超迷你系統尺寸僅138.5×35.98×116.4 mm，搭

載AIMB-115 UTX 主機板，內建 Intel® Atom Dual Core E3800 

series 處理器，支援DDR3L 記憶體最大容量16GB 及2.5吋SATA

固態硬碟與mSATA，且具備支援WiFi 模組的mini-PCIe 插槽，

目前已陸續取得包括CE、FCC、UL、CB、3C 等多種認證，還

有對無線傳輸相當重要的RF 相關認證也將一併完成。一般電腦

多半是在常溫或有冷氣的環境中使用，所以對於硬體的執行溫

度範圍要求並不高，但產業應用卻要面對像工廠的高溫或戶外

的酷暑與寒冬等各種嚴峻環境，因此UTX-3115超迷你系統以

-20˚C～60˚C 的寬溫特色來確保系統能承受各種高低溫差的考

驗。相較於一般供消費市場使用的迷你主機多半只提供單埠介

面來連接螢幕，而UTX-3115超迷你系統則能支援多種不同規格

的介面，譬如 VGA、HDMI、

LVDS、Micro HDMI 等等，讓

系統商可以根據不同的應用需

求自行組合所需的介面。

而 在 鎖 固 與 安 裝 方 面 ，

UTX-3115 超迷你系統的特殊

設計，則能提升應用安裝效率

並節省安裝空間。在需要把主

機掛在電子看板上的應用，

研華提供的鎖附功能就能讓連接 HDMI 埠的電纜線不易發生脫

落的情況；多種安裝選項則讓設計者可以根據應用環境的需求

來選擇是要嵌入在機箱內、亦或者貼合在機台或螢幕旁，譬如

在醫院內協助醫生進行檢驗的行動醫療車或護理人員提供病患

照護的行動護理車，就能採用既方便又不占空間的 VESA 壁掛

孔安裝方式讓UTX-3115超迷你系統直接貼合在螢幕後方，而

把更多的空間留給診療照護所需的輔助器材或醫療用品。

至於軟體部份，由於UTX 以低功耗特色見長以因應惡劣環境

之應用，所以相關作業必須以精簡模式來執行，再加上UTX 是

全新的系統平台，研華也投入資源調校市售作業系統、編譯器

和應用程式。因為市售現有的作業系統、編譯器或應用程式介

面並不適合直接套用，研華不但在硬體設計方面與 Intel 合作，

UTX-3115超迷你系統所需的相關軟體像是作業系統、嵌入式

軟體與防毒軟體等也是與 Intel 共同開發，以便重新設計出適合

新平台的應用軟體開發環境。此外，Wind River 也與研華合作

開發智能裝置開發平台2.0（ Intelligent Device Platform 2.0），

這是專為嵌入式系統打造的作業環境，提供物聯網應用中最關

鍵的裝置安全、智慧連結、裝置管理功能，UTX-3115超迷你

系統透過搭載 IDP2.0，可讓使用者以立即可用的元件開發相關

的應用。另外，為了有效管理

眾多遠端設備裝置，使用者也

可選搭研華 SUSIAccess 智能

系統雲端管理平台，結合即時

監測、遠端控制、資料防護的

好處，確實提高管理時效並節

省企業成本，協助各垂直產業

可以更快速、方便地導入各式

智能應用。■

提
到「輕薄短小」，眾人的第一印象總是聯想到

消費性市場的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或穿戴式

裝置，但其實在工業自動化或垂直應用市場裡同樣

也在積極且廣泛地導入這種整合度高而設計又精簡

的緊湊型設備，再加上近來不斷快速成長的物聯網

（ IoT）與智能應用，更是帶動了市場對這類精巧型

硬體之需求。有鑑於此，研華與晶片龍頭大廠英特

爾（ Intel）共同合作，定義出一款全新外觀尺寸的

工業主機板規格― Ultra Thin ITX（簡稱 UTX）來滿

足不同應用環境的專屬需求。

由於市場上的工業主機板並沒有像 UTX 這種尺寸

標準的產品，因此研華首開先例率先投入超薄超迷你

工業主機板的研發，現如今隨著高整合度的系統單晶

片（ System-on-Chip，SoC）成為設計的主流，讓

過去舊平台需要配有處理器與南北橋三顆晶片才能完

成的應用逐漸退場，改由一顆 SoC 即能提供豐富多

樣又極高效能的新平台，也讓我們有機會開發並設計

出更小而美的主機板。

手掌般超迷你尺寸  多種特色滿足嵌入式應用所需

UTX 的發想是源自於 Intel 之前推出的NUC（Next 

Unit of Computing，100mm×100mm）迷你主機，

但由於其鎖定的是消費與商用市場，所以 NUC 的設

計架構、產品規格、甚至零組件的供貨期都與要求較

嚴格、標準較高的嵌入式應用有所不同，因此透過與

Intel 的合作，研華在NUC 的架構下設計出了UTX 這

樣一款工業主機板新規格。

再者，UTX 的尺寸大小為112mm×117mm 則是

超迷你工業用主機問世
全球第一套針對產業應用的超迷你主機即將問世，採用由研華與英特爾

合作開發出的全新超薄工業主機板UTX，以超小尺寸及獨特的軟硬體功能，

讓垂直市場可以更快速地導入物物相連的智能應用。

撰文｜余曉晶
圖片｜研華公司
專訪｜研華嵌入式運算核心事業群資深經理 林鴻豪、課長 陳玉枝

帶動垂直市場物聯網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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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X-3115超迷你系統
● 專為機對機（M2M）與物聯網（ IoT）應用打造

● 輕薄靈巧尺寸（138.5×35.98×116.4 mm）

● Intel® Atom Dual Core E3800 系列 SoC 處理器

● 支援 -20˚C～60˚C 寬溫、USB3.0、mSATA

● 高可擴充性WiFi/3G/4G/LTE，通過RF/PTCRB 認證

● 搭配Wind River Intelligent Device Platform 作業系統平台

●  Windows 7/8、Linux、WES7/8、SUSIAccess 遠端裝置

管理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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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IAccess 早已經晉級成為能提供各項軟體服務的

平台，而研華更希望透過SUSIAccess 平台的推廣，

可以為客戶提供更多樣的服務與附加的價值。

對於SUSIAccess 平台所能夠提供的服務項目，林

啟文指出，除了過去基本的單機監控管理之外，藉由

平台的概念，研華希望可以進一步為每個不同的產業

使用者，創造更具有效益的產業生態鏈，尤其是以軟

體服務為主的各項加值應用，更是研華在規劃此一平

台時鎖定的重要發展方向。林啟文舉例指出，在平台

的概念上，針對不同垂直產業的應用需求，使用者僅

需輕鬆點取即可從平台上安裝並下載自己所需要的應

用程式、公用程式及資料。同樣的，不同產業的應用

服務開發商，也可以將自行開發的各式應用服務，上

傳至平台上，讓更多使用者有機會可以接觸到可能具

有創新價值的服務與應用，藉由彼此媒合的過程，創

造更多的市場機會。

而且，不論是對於服務應用的開發業者，或是實

際使用者而言，在SUSIAccess 的架構下，原先使用

的作業系統環境或程式語言，都可以無縫接軌的進行

開發或使用。對於SUSIAccess 的跨平台調合機制，

林啟文表示，透過對應用程式介面（API）的釋出及

開發，在SUSIAccess 的架構環境下，開發者及使用

者均不會感覺到作業系統的差異，因為對這些使用者

而言，使用的都是統一而且一致的介面，也就是說不

論是在windows、 Linux、Android，甚至是ARM 架構的產品，

只要是採用研華的終端硬體設備，具備有 SUSIAccess 就可以

直接使用所有在後端平台上的服務及應用。同樣的對服務應用

開發者而言，也是同樣的概念。

成立SUSIAccess A+ 聯盟 為夥伴創造最大效益

不過，SUSIAccess 要如何進一步吸引產業生態系中的相關

業者參與？林啟文認為，SUSIAccess 從原本一開始，就是為

使用者提供一個具備雲端概念的服務，藉由一代一代的演進與

轉變，不論是從最早1.0 版時，所有技術都由研華自己進行開

發；或是進入2.0 版本之後，研華開始導入並整合夥伴方案，

例如 : Acronis 或McAfee 等在Recovery 或Security 等專業領域

中的專業業者，以被市場所認可的技術，開創建立新平台架

構的概念，SUSIAccess3.0版採跨平台媒合的做法，以及Web 

base 的概念，從市場需求及便利使用的角度出發，提供更智能

的方法讓使用者去管理、應用平台上各項資源的作法，這些都

在在的表現出研華對SUSIAccess 平台的重視。

林啟文強調，所有研華內部的應用服務支援，將率先在

SUSIAccess 的平台上集大成，並藉此吸納更多不同的業者加

入這個平台，不論是底層技術面或上層解決方案的業者，研華

都相當歡迎。同時，在撮合產業生態成型之際，研華也希望將

底層的技術面進行整合，之後再進一步與既有的商品業者進行

接觸；以提供 IoT 的完整解決方案為主要商業模式，創造出 IoT

產業的最大價值。為了進一步推廣 SUSIAccess 平台的概念，

隨
著網路技術成熟與物聯網等概念的興起，如何

應用有線、無線網路，讓使用者可以對於位在

天涯海角的終端設備進行使用監控，甚至操作的遠端

控制功能已經成為絕大多數網路終端產品必須要具備

的基礎功能。為了滿足產業實際需求，積極進行技術

投入及開發的研華，於先前自行推出的SUSIAccess

系列，均可提供使用者遠端監控與操作的功能。不

過，研華想要的不僅於此，談起SUSIAccess 所能提

供的平台服務，研華嵌入式運算核心事業群產業開發

經理林啟文表示，SUSIAccess 透過平台的概念，不

但能增加客戶賺錢的機會，也帶來更多市場推廣的機

會，正好符合了研華「利他」的企業理念。

視SUSIAccess 為平台 讓開發者無縫接軌

為什麼會符合研華「利他」的企業理念？林啟文

指出，智能系統的趨勢帶來大量終端設備對於遠端控

制的需求，同時對於設備的管理有效化的需求也同步

增加。過去，透過SUSIAccess 來作為智能設備的遠

端雲端管理，已經讓越來越多的使用者熟悉並習慣使

用SUSIAccess 的各項遠端功能。不過，在多數客戶

的印象中僅將SUSIAccess 視為遠端設備管理的一個

附加軟體，可以藉由SUSIAccess 進行系統的遠端監

控或是對系統的安全提供一定的保障。但是，林啟

文強調，其實面對市場與應用需求的多樣化出現，

SUSIAccess 3.0 智能系統
雲端管理平台再進化
SUSIAccess 3.0版，採跨平台媒合及Web base概念，提供客戶更多樣服務與附加價值， 
同時研華也將成立SUSIAccess A+聯盟，與不同夥伴進行結合提供更完備解決方案，創造更多

合作商機。

撰文｜嚴樺友
圖片｜研華公司
專訪│研華嵌入式運算核心事業群產業開發經理 林啟文

以跨平台調合機制為核心 落實研華利他企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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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華同步成立 SUSIAccess A+ 的產業聯盟，希望藉由產業聯

盟的形式，加速市場對 SUSIAccess 平台的接受程度。林啟文

強調，這個產業聯盟，不單純是一個形式上的結盟，更會透過

加盟業者間的屬性，進行媒合，並給予聯盟成員相對的業務保

證。據了解，聯盟初期也將會以醫療、車載、零售流通等12個

不同的產業為主，而在這12個主要產業之外，亦將同步找系統

整合業者、通路商或 SIV 等不同業者進行結合，希望能在最短

的時效內，為加入 SUSIAccess 平台的夥伴創造最大的效益與

價值，落實研華利他的企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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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人物特寫

備愛心伴手禮。林基在說，研華講求「創新」，無論是產品研

發、公益活動，都不能一成不變。以伴手禮來說，愛心社每年

跟不同庇護工廠或愛心團體合作，今年選定觀音愛心家園的巧

克力豆和手工餅乾，讓大家不只捐血救人，在享用愛心商品的

同時，也是在幫助弱勢團體，一舉兩得。

利他又利己 助人為樂最幸福

加入研華後，才開啟捐血之路，林基在強調，捐血不只是關

懷生命的具體表現，也能促進自身血液的新陳代謝，是「利他

又利己」的事。每次捐血前，醫護人員會幫捐血者做初步身體

健康評估，事後還會提供血液健康報告，「每捐一次血，就是

做一次免費身體健康檢查，何樂而不為」。今年六十歲的他，

希望在捐血年齡上限到達前，盡可能貢獻自己的心力。相較於

其他助人方式，捐血不是外在的給予，而是將體內流動的熱

血，透過輸血流入受捐者體內，這是很溫暖的情感交流。

愛心社成員黃麗珠，本身是長期的捐血者，每次都擔任捐血

活動志工的她，過去曾因捐血前生病而錯失捐血資格，現在她

每到捐血前，都會特別留意自己的健康狀況，做到不熬夜、不

服藥、少吃油膩食物，就是希望提供最健康的熱血幫助他人、

把愛傳出去。

怕打針、怕見血，是多數人對捐血感到卻步的原因。學生

於
一月十五日上午，台北捐血中心安排的捐血

車，陸續抵達研華瑞光總部、陽光大樓、研華

新店、東湖廠，及愛心夥伴經貿聯網、台灣世曦的

大樓前；由研華愛心社發起的「愛心你我他」捐血

活動在六地同時起跑，成功號召582 人參加，共募

得936袋熱血，刷新紀錄！

愛心社社長林基在表示，農曆年前一個月及七八

月暑假是台灣「血荒期」，因此一年兩次的研華捐血

活動特地選在此時，呼籲大家踴躍捐血、度過血荒。

為了讓活動順利舉行，

早在半年前，愛心社就開始聯繫安排捐血車，製

作宣傳海報。活動當天，愛心社志工全員出動，大家

不只趕在第一時間完成捐血，更call out 吆喝拉票，

鼓勵其他同仁或週遭上班族挽起衣袖、共襄盛舉。

社區鄰里一起來 捐血聯盟成立

在台灣，捐血活動推行四十年，國人捐血率超過

8%，超出先進國家標準。林基在說，以這幾年的捐

血活動來看，研華人捐血率超過10%，要不是因為

眾多同仁經常出差國外，不符捐血資格，數字應該會

更高。

研華的員工社團包括樂活、運動、慈善、藝文等

四類，林基在表示，公司希望各社團舉辦的活動，不

只針對社員，最好能讓全公司、甚至社會大眾參與，

連續舉辦數年的捐血活動，是串連愛心最成功的平

台。一開始，捐血活動只是提供同仁一個公益行善的

便利管道，但因為辦得太成功，讓鄰近企業感到好

奇，主動聯繫希望加入，也因而促成研華、經貿聯

網、台灣世曦的內科愛心捐血聯盟成立。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不是口號，而是每個人

都能身體力行的事。但要讓大家真的捲起袖子捐血，

還是需要一股助力。林基在認為，提供行善的「便利

性」，以及塑造正向風氣很重要，「我們直接把捐血

車直接開到門口，宣傳捐血的好處，鼓勵大家做好事

『呷好道相報』，慢慢就會帶起捐血風潮」。

每年捐血活動都有不同主題，主辦單位也貼心準

用愛串連利他精神
研華愛心社 熱血人士站出來
研華愛心社發起的企業捐血活動，成功號召同仁響應公益，

用愛串連起全公司的向心力，並將這份愛延伸到整個社區。
撰文｜陳鈺婷
圖片｜研華公司
專訪｜研華公司企業文化及社會責任專員 吳晨華、愛心社社長 林基在、研華同仁 黃麗珠、呂昆峰、姜介中

時代就開始捐血，已累計99 次捐血紀錄的研碩同仁呂昆峰強

調，捐血不如想像中可怕。捐血對他來說，已經成為生活的一

部分，「就是時間一到，自然會去做的事」。

新進同仁姜介中第一次參加研華捐血活動，十八歲時他就將

捐血當作「成年禮」。過去服務公司沒有辦過類似活動，這次

能參與捐血，他感到很興奮。對忙碌的上班族來說，或許不見

得有時間去當志工、做服務，捐血是「舉手之勞」，也是做公

益最簡單的方式。

「熱血」總動員 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利他，是幸福企業的本質，也是研華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核

心理念。企業成長的養分來自社會，唯有願意發揮利他精神、

回饋社會的企業，得以永續經營。

企業文化及社會責任專員吳晨華說，愛心社的捐血活動將持

續舉辦，規模也會逐步擴大。下次捐血活動訂在七月十七日，

目前規劃在總部、陽光大樓、東湖廠、經貿聯網、台灣世曦五

地，派出五部捐血車，希望成功募得千袋熱血，也可望有新的

企業愛心夥伴加入捐血聯盟。此外，愛心社也擴大與其他捐血

聯盟合作，像研華新店就加入「新店捐血聯盟」，二十幾家企

業共同發起主辦，充分發揮在地企業的公益精神，用愛串連大

家的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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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IAccess智能系統雲端管理論壇與夥伴會議
研華因應物聯網新時代，將面臨大量設備如何有效管理的關

鍵挑戰，推出SUSIAccess 智能系統雲端管理平台，協助客戶以

雲端管理技術節省部署及維護管理成本，並於2014/3/20-21於

研華昆山A+TC 舉辦SUSIAccess 論壇與夥伴會議，邀請夥伴協

同合作，於SUSIAccess 平台打造 IoT 完整軟體解決方案，並在

會議中宣佈成立SUSIAccess A+ 聯盟，邀集夥伴透過聯盟方式

共創物聯網管理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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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 機架式網路應用平台FWA-3230
新款的FWA-3230為具備高成本效益的中階網路應用平台，

從 Intel® Xeon® E3、Intel® Core ™ 到 Intel Celeron®，該款產

品提供彈性的 Intel 處理器選擇。高度可配置性的輸入和輸出配

置，整合 Intel® QuickAssist 技術，提供強大的壓縮與加密能

力，可增加網路應用的安全

性、可擴充性和可靠度。

研華無風扇系統推出新系列   
搭載Quad Core 高效能及彈性擴充

ARK-35系列智能高效能無風扇系統，以因應各種不同應用需

求的彈性整合為設計核心，系統平台為 Intel®QM77晶片，可搭

配 Intel®Core i rPGA988系列處理器，支援最高效能45W Core 

i7 四核心處理器。ARK-35系列另一特點為彈性擴充設計，可

支援PCI，PCIe x1，PCIe x4，MIOe module，MiniPCIe 等介面

裝置以因應各式應用環境。此外，在儲存部分可選搭多樣性儲

存介面hard drives/SSD/mSATA/CFast，系統工作溫度支援寬溫

-10 ～60℃及寬壓9～34V/12V DC 電源輸入，更通過CE/ FCC/ 

UL/CCC/CB/BSMI 多項認證，是因應各種不同嵌入式應用需求

的最佳解決方案。
超越極限 共創顛峰！ 
研華集團Sports Day 即將登場

2014研華集團運動會將在5月3日（週六）於師大附中體育

場舉辦，本次運動會將分為團隊榮譽（事業群球賽、大隊接

力、啦啦隊）、個人競技（男女田徑項目）、趣味競賽等，

歡迎同仁踴躍報名參與！報名請上 ABLE Club 網站（ http://

ableclub.advantech.com.tw/）

論壇

發燒新品

產業雲暨智能影像應用夥伴論壇
完整部屬雲端運算架構，需具備彈性擴充、負載平衡及資料

安全。不同於大型雲端系統，產業雲更著重在大幅降低安裝的

複雜度，以節省佈署成本；肩負關鍵運算與存儲的產業雲，結

合虛擬化技術，能達到高可用性與容錯能力，能滿足產業應用

的各項需求。誠摯邀請您一同參與4/23~24於研華協同創新研

發中心舉行的『產業雲暨智能影像應用』夥伴論壇。

研華推出博弈專用顯示器 IDS-3121GD
研華博弈專用顯示器 IDS-3121GD ―21.5吋Full HD 開放式

框架螢幕，其面板採用 IPS 技術，支援廣視角及高畫質銳利影

像，並整合3M 表面式電容觸控方案，提供玩家快速反應的互

動介面。輕薄的機構設計及VGA/DVI/HDMI 多重訊號介面讓客

戶在其終端應用的安裝上更有效率，並支援背鎖式及 VESA 壁

掛式彈性安裝。IDS-3121GD

結合領先業界的輕薄設計和

優化的顯示觸控功能，能被

廣 泛 應 用 在 博 弈 機 台 ， 如

arcade, casino 等。

DPX®-S435博弈遊戲主機板搭載 
Intel® Xeon® 晶片 展現驚人的繪圖效能

DPX®-S435博弈遊戲主機板整合 Intel 最新晶片，包含雙核

心Celeron® 、四核心 Xeon® 與 Intel® Core ™ i7，是目前效能

最強的主機板，其整合性的繪圖核心（ Intel® HD4600）展現

優異的繪圖運算能力，PCI-Express 擴充能力是具有16 倍率頻

寬的顯示卡插槽，讓DPX-S435得以得以支援當今大頻寬的獨

立式顯卡，獲得最震撼的視覺效果；

不僅如此 DPX-S435 亦具備專

為博奕遊戲打造的 I /O 與

COMs，因此非常適用於

高階博弈機、遊樂機與資訊服

務站等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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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