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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應用一卡通

「不斷進化」 的智慧園區

兼具節能與管理 
實現智慧建築願景

智慧綠建築
時代來臨

物聯網萬事具備 嵌入式設計完成最後一哩
感測網路是物聯網架構的第一線，不過這「最後一哩」的

客製化與智慧化一直不足，研華的嵌入式物聯網架構補足市場所缺，

將協助系統整合廠商打造最完整的物聯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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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智慧應用加綠建材
打造節能舒適智慧綠建築 

地球暖化所帶來氣候異常現象，對人類生活的影

響越來越大，而打造環保節能的低碳生活，成為各國

政府有志一同的目標，智慧綠建築則是實現這個目標

的方式之一。

早期智慧建築與綠建築兩者是分開來討論的，傳

統綠建築強調的是透過綠色建材達到環境保護目的，

這意味著建材耐用度要高，可以使用幾十年都不會壞

掉，即便壞了也能分解、回收，不會對環境造成影

響，而智慧建築則著重在應用 ICT 技術創造節能、舒

適的生活空間。

漸漸的隨著技術越來越成熟，這兩種本質不同的

建築開始有了交集，綠色建材的應用可以降低 ICT 節

能投資，也因此近年來開始發展出智慧綠建築的趨

勢，根據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的定義，所謂智慧綠建

築，乃是以建築物為載體，導入綠建築設計與智慧型

高科技技術、材料及產品之應用，使建築物更安全、

健康、便利、舒適、節能減碳又環保。

以研華林口智能園區的例子來說明，林口園區的

每一棟建築都在磚和主體牆之間保留一道縫隙，好讓

空氣可以流動，形成冬暖夏涼的室內氣候；此外，所

有的玻璃都使用 Low-E 低幅射玻璃，光一樣可以透

進室內，但是熱輻射、熱傳導、及熱對流都被阻擋在

室外了。

因為有了這些綠建築設計（即磚和主體牆間的縫

隙、Low-E 輻射玻璃），才能降低為了達到節能舒

適目的所投資的 ICT 成本，倘若沒有這些設計，室外

的熱、溼、冷會不斷穿透至室內，導致室內要佈建

許多個感測器，密集偵測室溫以便進行連動控制，

或是冷暖氣空調要選購噸數大一點的機種，才能維

持舒適環境。

目前，智慧綠建築已經是全球重點發展的產業，

包括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世界經濟論壇等

國際組織及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家，均積極推動

綠色資訊科技（Gre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而台灣亦將其列為四大新興產業之一，預計從2010
年至2015年，政府將投入新台幣32億元推動智慧綠

建築。

未來，台灣廠商若能善用在資通訊科技領域所累

積的競爭優勢，設法解決各廠牌間系統設備傳輸規

格不一、相容性差所造成的問題，發揮彈性靈活的

系統整合能量，定能在全球智慧綠建築市場上占有

一席之地。

研華智能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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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對氣候多變與資源短缺等等的挑戰，21 世紀

的農業發展正處於重要的轉捩點，結合先進科

技的應用與科學化的管理不但能讓農業生產不再受

限於土地、氣候、土壤等自然環境的限制，更讓農

產品能在可調控作物生長條件的前提下，以工業製

造的模式達到穩定量產優質產品的目標。

近幾年來積極投入智能農業應用領域的德能科研

就認為，現代化的農業有兩大發展主軸，其一是提供

遮蔽戶外環境、隔絕天然災害、減少病蟲害入侵等功

能，同時可以遠距即時監控的自動化管理來確保始終

處於最適栽種狀態之智能溫室；其次是在建築物內運

用對室內環境的控制，並採省電的LED 人工光源與不

用土壤的離地水耕式栽培法來種植蔬果的植物工廠。

德能科研經理林雨若表示，成立初期的德能科研

主要是以整合感測應用、自動控制、中介軟體和格網

（Grid）平台之技術提供環境及能源監控領域的相關

應用與服務，但有感於網際網路之普及與感測技術之

成熟，該公司在2008年開始將部份研發重心轉投入

於農業環境感知應用領域，並在與農業專家的共同合

作下開發出了專屬於農業的全新格網應用架構，進而

也順利地將專業的自動工控技術引進了農業領域，並

且還陸續獲得包括農業單位、民間企業與一般農民的

青睞，協助其建置了包括蘭場溫室環控系統、牛蕃茄

生長監測分析系統、阿里山高山百合遠端監控系統、

LED 植物工廠整廠監控系統等多項智慧化的農業解決

方案。

從產品到技術  研華提供最佳奧援

伴隨著在智能農業方面的卓越成果，德能科研也

陸續研發出了豐富多元的應用系統，像是微氣候監

測、土壤水質監測、戶外氣象監測、溫室與工廠內設

施控制、養液調配監控、滴灌或噴灌控制，還有太陽

引進自動工控技術
德能助力農業智慧化發展
積極推廣智能農業應用的德能科研以豐富多元的各種智能系統，協助農業用戶快速導入自動化、智慧

化的經營管理，並藉此達到穩定量產優質產品的目標，同時也促進農業朝向科技與創新的目標前進。
撰文│余曉晶
圖片│研華公司、德能科研
專訪｜德能科研經理 林雨若

跨平台整合 打造智慧化監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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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發電與一般用電之電力監測與分析，雲端平台之遠端即時監

控管理、歷史資料分析和智能化生產履歷，農產品自動採收與

分類包裝，電子自動過磅之倉儲管理，以及可提高農工工作效

率的績效考核行政管理等等，幾乎從種子培育到結果採收，該

公司都有相應的解決方案可以滿足終端用戶的需求。

然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縱使後端有性能強大的格網平

台與功能完整的應用軟體可進行運算分析，前端的資料採集若

不夠精準，串接兩端的網路傳輸不夠穩定，系統仍舊無法提供

最完善的服務。對此，德能科研雖採用過不少國內外多家廠商

的產品，但研華的各種控制器、工業級電腦、I/O 模組等硬體

始終是該公司的首選產品。

林雨若說：「研華PC-based 的產品更有利於電腦與設備間的

連接溝通，可彈性擴充的特色也方便我們系統整合商進行分階段

的規劃與布建，還有開放式的架構亦免去了額外準備軟體開發工

具的麻煩，因此從性價比的考量來看，我們認為研華產品不論是

在功能或穩定性方面都有足以媲美國外高價產品的水準。」

此外，研華專業的技術支援與服務更是令林雨若讚賞，「因

為智能農業所需採用的硬體產品與週邊裝置很多，因此系統建

置初期難免會出現無法如預期般運作的瓶頸，此時研華不僅

會派 AE 工程師到現場協助了解狀況以

排除問題，有一回甚至連研發工程師也

親自到場協助，這種不惜成本的售後服

務真得讓人頗為感動。」研華日前還為

ADAM 產品進行升級改版前，多次與德

能科研開會討論，以便深入了解系統整

合商合作夥伴的建議後將其納入，成為

產品設計的重要參考，此種願意傾聽下

游廠商意見以做出更妥善規劃的做法也

讓她印象深刻。

林口智能溫室　農業創新管理示範基地

隨著研華不遺餘力的推廣智慧城市及物聯網之應用，德能科

研與研華的互動也越來越頻繁，譬如今年二月份在台北舉辦的

「智慧城市展」中，智能溫室的部份就是雙方聯手共同以看見

台灣農業為主題，實際展出了多項創新的智能農業解決方案。

另外，研華近日剛落成啟用的林口智能園區內，也由德能科

研負責在中庭景觀區內打造了一棟具有節能概念的智能溫室，

不僅在一樓以離地栽種與立體植床方式種植了百合花與蘭花，

二樓規劃出的水耕蔬菜區也是如實複製了LED 植物工廠管理模

式以養液來栽培無農藥的萵苣，如此大費周章的建置展示區，

無非是希望能以實體展示的方式，讓參觀者能真實體驗智能應

用的特色與優點。而且系統也會將所擷取的各種感測資料與影

像畫面顯示在現場的電腦螢幕上，參觀者就能如同是農場管理

者一樣的隨時監控這座智能溫室與植物工廠的各種狀況。 

林雨若強調，過去為了推廣農業發展，台灣甚至大中華區

的用戶多半只能選用來自荷蘭、以色列等國外的解決方案，

但這些現有的系統卻不一定適用於亞洲特有的氣候環境與使用

習慣，再加上動輒百萬起跳的價格、無法客制化的規劃與遠在

天邊的售後服務都不僅讓使用者只能屈就於系統功能，也阻礙

了農業科技創新的腳步，因此她認為，研華與德能科研合作為

農業開發出的自動化監控解決方案，可以針對大中華區提供適

時、適地、適性的智能應用以協助農民或業者導入自動化、智

慧化的經營管理，進而提高農產品的經濟價值，同時也達到活

化農業發展、加速產業升級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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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德能
德能科研股份有限公司為研華關係企業，是一專注

於感測應用及環境控制之專業團隊，核心成員多來

自國家研究院，在相關工作領域已有逾10年資歷。

德能公司工作團隊積極挹注研發能量，在各領域的

感測應用上創造多項實績，舉凡科技工業產線監

控、電力監控、智慧溫室及植物工廠……等，均已

協助客戶建立雲端監控平台。

Customer Partnership成就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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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華跨業整合　打造新一代智能建築

Joyful eLifestyle品味樂活

「不斷進化」的智慧園區
研華林口園區運用自家技術與創新思維，建構前瞻性的智慧情境及節能應用，

全面優化了建築的空間機能。透過高度精密的整合科技，

不僅提供更人性化的精準服務，更賦予園區樓群持續進化的「智慧」。
撰文｜游沛文
圖片｜研華公司
專訪｜研華智能事業部協理 周連和、研華資訊處經理 陳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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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華科技林口園區於今年正式落成，研華以打造林口園區為台灣智慧建築典範為目

標，與夥伴協同合作將許多具特色的解決方案應用在園區中，因此啟用至今幾乎周

周都有前來參訪的人潮，包含建築師、企業主、專家學者等，都來親身體驗多項「智慧服

務」，並見證這座大樓優異的「進化力」。

全自動智慧停車  禮遇貴賓

一早，受邀與會的Gary 驅車前往研華林口園區，當他緩緩駛近停車場入口，拉下車窗

正準備向警衛表達來意，閘門已自動開啟，原來是擁有精準辨識率的「車牌辨識系統」

已經認出Gary 的車。

早在預約停車位時，「 i-Parking」系統就登記了訪客的車牌與手機號碼，因此能準確的

辨別車牌。參訪當日會自動發送信件提醒並附上專屬QR Code，若臨時駕駛不同車輛可

使用QR Code 感應進入停車場，而員工入場時除車牌辨識外亦可持員工證或e-tag 進出。

進入停車場後，不像大多數的停車場缺乏清楚的導引，訪客找車位常常繞得暈頭轉

向，研華「智能停車導引系統」沿路提供明確的指示和地圖，車位前的地燈還會自動發

亮，協助VIP 輕鬆地找到專屬車位。取車時不用擔心忘記停在哪裡，只要透過「智能尋

車系統」輸入車號，就可立即標示出愛車的位置。

資訊分享  數位看版激發互動

賓客紛至沓來，大廳的電視牆不只可播放影片，還有許多互動功能包括研華大事記、

各地分公司簡介、拍照留影等；而大廳中數台數位看板各司其職播放不同資訊，尤其以

裝設紅外線感應的看板最為神奇，只要感應到有人靠近，原先的影像會立即變化，例如

增加文字訊息，以傳達更多資訊。

作為新興的溝通平台，電子看板更須創造有趣且有意義的互動體驗，加深人們的參與

感，促進交流。因此，有別於一般公播系統的制式內容，研華數位看板拓寬了互動層次，

並整合企業內部的系統和資訊，使其多媒體內容隨時更新，與時俱進。例如電子型錄系統

e-Catalog，將研華所有型錄整合在一個平台上，可即時更新並展示產品型錄，訪客閱覽

後可用QR code 將需要的型錄掃描儲存至手機、或寄到電子信箱，相當便利又吸睛。

開會辦公一卡通  事半功倍

研華資訊處經理陳正中表示，辦公大樓最重要的任務是提升工作效率與產能，因此研

華也花了許多工夫在會議室系統上。園區中有許多間會議室，為達到有效率的空間分配，

每間會議室設有「人感偵測」系統，假使有人預約或使用，系統會將使用情況顯示在大廳

的「預約班表」及門口燈號。白色燈號代表「可使用」，紅色代表「正在使用」，綠色代

表「已預約，但沒人使用」，三種情形遠遠看就一目瞭然，還可直接在大廳做預約。

一進入會議室，空調燈光早已設置好；要啟動視訊會議時，透過研華UTC 情境控制系

統，一個按鍵就切換到「遠端會議模式」；會議結束後，系統將自動關閉燈光空調。全

程由系統操作，既提升了會議的品質和效率，更達到自動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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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行動辦公室則是專為出差人員設計，用研華UTC 觸控電

腦先設定「分機跟隨」（Call Forward）功能，再透過隨身攜帶

的Wif 手機或桌機 IP 電話，就能接聽原本的分機，重要電話不

再漏接。

容易大排長龍的公共區域，例如門禁打卡、公用設施、咖啡

廳點餐等，已經達到「智能一卡通」，只要帶著一張識別證，

就可利用各種服務，讓員工享有高度便利。此外，為提升樓

宇安全，智能一卡通不僅連動門禁安防系統，並可搭配研華的

WebAccess+IVS 軟體，廣泛用於電子圍籬、車牌辨識、人流 

統計等。

智能情境處處蘊藏「節能思維」

更令人驚豔的是，如此細緻的智能應用並未增加能耗的負

荷。研華智能事業部協理周連和表示，這是因為每一項情境功

能當中，都蘊含了「節能」巧思！

以辦公空間為例，全面運用「人員在場感測器」、空調感

控器及研華 I/O 控制器等，可提升21% 節能效益；並透過研華

工控排程系統，達到「分區、分時段」照明節能，最近更設置

「微波偵測」以利於大範圍的環境感控。

「微氣象站」連結到 BEMS 樓宇能源管理系統，當天氣轉

涼，冷氣將自動降載；有了微氣象站、電腦排程及日照計的數

據交叉分析，空調系統可因應氣候變化加以調整。

停車場設定排程，非尖峰時段交由研華 I/O 控制器與感測器

進行節能感控，當它感應到人車經過時，燈光再漸漸亮起，節

省不必要的能源浪費。出入口並設置太陽能遮雨棚，白天蓄電

後，再供應給夜間照明。

研華甚至在整座園區最顯眼的位置設立中控室，俾使員工和

訪客進出公司時都能觀察能耗情形，對節能更有感。不同於一

般能源管理只做到「監看」，研華還可立即控制、直接進行障

礙排除，真正做到能源「監控」。

遠端管理「零時差」  節能效益45%
透過數據顯示，林口園區一期的「用電日耗量」平均為

18,300（ kWh），與傳統建築物日耗量約33,108（ kWh）相

比，節能效益將近45%！ 

效益顯著，可歸功於研華 BEMS 與「智能建築整合平台」

（WebAccess）的雙向遠端管理。一方面分散控制，先由「樓

宇能源採集器」在地蒐集資訊，再透過網路即時回饋數據，傳

送至總部資訊中心；另一方面集中管理，透過「企業雲」匯集

樓群建物的數據，擴大分析層面，提高資訊價值。

研華更建構「移動中控」系統，讓管理者透過行動載具隨時

隨地監控公司的能源管理系統，巡邏者也可藉由行動裝置在園

區各處察看所有樓層狀況。更進階而言，研華所有分公司大樓

都可以「跨國管理」了！

能將遠端監控功能發揮到淋漓盡致，全是因為研華在「遠程

操作控制」累積雄厚的實力，其 BAS 系列樓宇專用控制器、

ADAM 遠端資料擷取模組都是炙手可熱的遠端控制產品。

協同創新  攜手進軍海外市場

隨著文明推演，人們渴望從建築當中獲得更多細膩的體驗，

研華有感於此，便在昆山及林口打造智慧園區，以物聯技術具

體落實人性化設計，將空間機能發揮到極致。

承接建築規劃的潘冀建築師便表示，智慧建築並非是產品設

備的升級，而是從使用者經驗發想，以真正打動人心的設計，

為建築開創不一樣的價值！縱使多項情境應用都不是新技術

了，卻是由研華率先「化零為整」實現全方位整合。智慧建築

協會榮譽理事長溫琇玲更讚歎道，這座智慧園區具有劃時代的

指標意義，為業界樹立標竿，令人敬佩。

長久以來，研華自期為智慧綠建築的推手，技術上，由

WebAccess 協助更多BA 廠商投入系統整合與連動；戰略上，

要偕同WebAccess+ 合作夥伴進軍國際。有些廠商跟研華合作

後，原本單一產品便升級為創新解決方案，價值更是三級跳。

無論軟硬體設備的導入、後台管理及維護等，研華都能提供

一條龍服務，而其工業級規格產品更利於系統穩定運作，無疑

是智慧建築的品質保證。未來，研華將以「不斷進化」的智慧

綠建築，持續拋磚引玉，挈領業界「賣」向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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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節能與管理
實現智慧綠建築願景
累積三十年系統整合經驗的立固自動化系統，

以其專業規劃搭配研華開放式管理平台（WebAccess）及

能源管理系統（BEMS），協助企業廠辦提升管理與

節能效益，朝「智慧綠建築」目標更進一步！
撰文｜游沛文
專訪｜立固自動化系統總經理 杜欣叡、副總經理 許英杰
圖片｜達志正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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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後，天氣漸漸轉涼，大樓透過樓頂的「氣象站」感測到

氣候變化，自動開啟「智慧窗」，讓陣陣涼意滲入室

內；與此同時，VRV 全熱交換系統感應到窗戶開啟，便停止輸

送冷氣，以節約空調能耗。

當氣象站感測到氣溫升高，Low-E 玻璃帷幕上的「水霧系

統」會自動灑水，以此降溫、阻絕熱能，緩減熱島效應。傍

晚，員工陸續下班，管理人員可透過監控系統將智慧窗關閉，

加強辦公大樓的安全管理。

WebAccess 實現高階智能管理

如此進階的智慧化應用，將具體實現在「富邦人壽敦南大

樓」。向來以智慧建築為目標的富邦建設，不僅延續先前的

智慧化規格，更要求在能源及監控管理上有所突破，因此委由

系統整合商立固自動化協助規劃，管理平台也導入了研華智能

的開放式網路管理平台（ WebAccess）及樓宇能源管理系統

（BEMS）。



為達到鑽石級綠建築設計，需通過智慧建築評估八大指標，

而其中一項非常重要的評估標準即為系統整合的完成度。因此

這棟新大樓納入多項機電設施，包括中央監控系統、VRV 系

統、門禁保全系統、能源管理系統、電梯管理、太陽能及風力

發電等，這些系統都透過研華 I/O 控制器與WebAccess 管理平

台來做到連動控制。

立固自動化總經理杜欣叡表示，研華 WebAccess 具有「高

開放性」，可以整合各廠牌設備。比方說，原本無法整合的電

梯系統，正因為 WebAccess 的兼容性與 SI 的努力下，得以納

入整合管理。

未來，系統整合商選用設備不再受限於廠牌規格，業主要汰

換或新增設備，也不受廠牌限制，可依照自身需求選擇理想的

產品。而且WebAccess 穩定性強，不僅使用無虞，更為業主省

下高昂的維運成本。

BEMS 提升節能潛力

不只是新大樓，既有建築的智慧化需求更不在話下，某電源

供應器大廠就是最好的例子。該廠設備歷經十年運轉，漸漸出

現系統效能不彰等疲態，便委託立固自動化協助改善升級。

改善期最棘手的狀況就是新舊設備難以整合，或者管理軟體

無法收編新式設備。而立固自動化採用研華WebAccess 開放式

管理平台，無論新舊設備、國產品或歐美品都能無縫整合，硬

體規格不再是系統整合的障礙。

為了讓研華 WebAccess 更高效運作，立固將既有的網路佈

線升級至光纖架構，並建置研華BEMS，同時也進行了感測器

的更新、電力監控的提升等，全面加強節能措施。

以往能源管理系統導入後，可能因為介面不良、使用不便，

並未善加利用，導致節能成效不彰。有鑑於此，立固致力優化使

用介面，將電力監控介面圖形化，並可遠距監控用地圖方式總

覽，有助於管理者一目了然，提升管理效率；而且監控點具彈性

擴充性，可採集更多能源數據，以利於更精準的分析預測。

透過BEMS 畫面，用電分析與負載管理，可察覺哪些樓層、

哪些區域需要多少電力，尖峰用電如何轉移到離峰時段，以便

進行「需量控制」，降低契約節省電費。

立固自動化系統副總經理許英杰表示，系統性整合管理升級

方案完成後，總電錶達到同步即時管理，該廠的需量控制及負

載管理也有了顯著效果。

由於成效斐然，還克服了「邊營運、邊施工」無縫接軌的

高難度，該廠陸續將一期至三期的改善工程，託付給立固自動

化，再再證明其技術實力與研華的系統設備，足以符合業主的

嚴格要求。相較於同等級既有建築改造，可以節省下大幅電力 !

隨著科技進步，「智慧綠建築」漸漸成為樓宇管理的核心

價值。台達電子董事長海英俊曾引述英國研究表示，當使用者

知道自己的用電情境，透過有效負載管理可以省下不必要的能

耗，足見用電管理「可視化」的重要性。唯有能源可視化、設

備自動化，才能造就管理與節能並重的智慧化建築。■

13

M
yAdvantech

1 「綜合佈線」 指標 鼓勵將建築物佈線整合，以節省建置費用、管道以及配線空間，便於後續更新維護。

2 「資訊通信」 指標 資訊通信系統應具備良好的人機介面，並考慮系統的可靠性、安全性、使用的方便性及未來的擴充性。

3 「系統整合」 指標 整合建築物內各種自動化服務系統，彈性使用資源，提升操控管理方便，促使建築設備性能充分發揮。

4 「設施管理」 指標 建立良好管理機制，確保正常運作的可靠度、穩定性、故障排除及時性，以及管理資訊提供之正確性。

5 「安全防災」 指標 安全防災指標著重各系統間整合及連動程度的評估，鼓勵以主動控制之積極手段設計更安全之建築物。

6 「健康舒適」 指標
評估整體環境、光、溫熱及空氣、水、室內健康、健康照護等項目與人居健康保障程度，促進使用者之

健康與舒適度。

7 「貼心便利」 指標 提供智慧型加值服務，提供建築物使用者友善的無障礙導引資訊，提升生活便利性及優質居住空間。

8 「節能管理」 指標 升建築設備使用效率，減少能源費用支出，更期望藉由二氧化碳減量而符合減緩全球暖化之永續環境趨勢。

智慧建築評估8大指標

來源：智慧建築標章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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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
到科技園區上班的 Edison，上任第一天就對

園區內無所不在的 RFID 應用驚豔不已，因為

不僅是進出研發大樓、實驗室、財務部門、機房等

重要區域，連停車場、不同廠區、各樓的辦公室、

甚至電梯樓層控制，也都詳細的劃分出每位員工可

出入的權限，以便即時有效地控管不同區域內人員

進出狀況，保障公司重要資產的安全，因此不論

Edison 要到哪都必須隨身攜帶著在新人報到時所領

取的員工識別證，才能透過這張非接觸式 IC 卡片讓

「芝麻乖乖開門」。

這張 IC 卡同時也提供了相當貼心的服務，像是置

放隨身物品的置物櫃、暫時入住員工宿舍、健身房的

健身器材等亦能透過員工識別證來啟動使用，甚至連

到員工餐廳內用餐、連鎖咖啡店消費、便利商店買零

食點心等，也可以把它當成電子錢包來支付款項。種

種的便利應用打破了Edison 對於RFID 只是企業做為

門禁管制的刻板印象，也讓每天超過八小時待在園區

內工作的他，覺得更簡單方便。

智能應用 
一卡通

發展超過半世紀的RFID技術，其應用範疇已

不再只是企業對人事物管理的有力工具，在

整合多元化的應用之後，RFID的感測應用也

成為更生活化、便利化的智能應用。

撰文｜余曉晶
攝影｜黃冠儒
專訪｜一卡通科技總經理 施亦樵

多元化RFID感測應用　
提供包山包海便利服務

企業智能應用最佳媒介

半世紀以來，RFID 早已從初期的軍事應用、動物

追蹤衍生為企業對人事物管理的有力工具，同時也在

民生消費市場上成為實現便利生活的重要關鍵。

專精於開發各式RFID 與系統整合應用的一卡通科

技總經理施亦樵指出，「企業大樓或園區的出入管

制只是RFID 應用中相當基礎的一部份，我們的整合

方案早已能將其功能從門禁系統擴及至各個應用領

域，像會議室、健身房、置物櫃的使用，還有餐廳消

費、電梯控管、車道管制、照明供電、火警警示等

等，藉此真正做到所謂的『一卡通、事事通』的多元 

應用。」

施亦樵並以全球某知名手機大廠為例，由於在各

個出入口均裝設有RFID 的控制箱，因此這套多元整

合方案就能透過企業內部網路，讓管理者可直接在控

制中心進行完善的進出監控；其雲端資料庫也能讓總

部掌握位在其他地區的辦公大樓或廠房狀況；而且系

統亦整併了美食街、便利商店與咖啡廳的 POS 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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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再根據計費記錄向該手機大廠統一請款。這樣一來，不僅

能達到企業安防的目的，又能讓員工有相當的便利性。

而一卡通也可配合某些客戶的特殊需求，設計出不同的RFID

應用，施亦樵說：「我們曾為日本客戶將RFID 的技術整併入歌

手的單曲專輯內，讓原本只是播放歌曲的CD，同時也是新歌發

表會的入場門票。」還有像是結合流行時尚而製作的附 RF 感

測功能之Hello Kitty 鑰匙圈、取代溫泉區的傳統置物櫃鑰匙之

RFID 特製手環、可注射入動物體內的追蹤晶片等等。

另外，位於北台灣知名溫泉區的五星級酒店，也透過RFID 節

電應用系統，讓 IC 晶片不僅可做為房客check-in 後入住房間的

門鎖與電源啟動開關，也能控管該卡片可進出的樓層與使用空

間，甚至還能做到提前啟動房內冷氣等相關設施的事前預定之

功能，讓該酒店的房客有更舒適貼心的入住體驗。

善用感測技術  提升管理效能與服務品質

與研華有長達十年以上合作關係的一卡通，其眾多成功案例

中當然少不了研華的各種硬體產品，其中最常採用的就是PCM

系列產品，且研華還曾專為一卡通科技特別客制過一張專用的

PCM 單板電腦，藉此讓其能以更具性價比的優勢來打造其所需

的整合式系統。

嵌入在控制箱內的 PCM 單板電腦，除了能自動確認刷卡者

的權限以決定是否啟動相關應用外，同時產品所提供的乙太網

路功能，也會將所有記錄上傳至控制中心的伺服器內，做為資

料查核之用，並能因應環境多變的需要，確保系統能維持高度

穩定的運作，所以備受客戶青睞。施亦樵指出，「對於系統整

合商來說，價格與穩定並不是其選用產品的唯一考量，因為系

統設計之初一旦選定相關的硬體後，通常就不太會任意更換，

而研華當初就是因為能依照我們的需要提供客制化服務，所以

才開啟了雙方合作的契機。」

隨著科技技術的快速發展，RFID 的用途也越來越廣，從門禁

管制到航空行李識別、物流運輸管理、工廠物料控管、垃圾廢

棄物回收、醫院病歷與藥物管理、捷運悠游卡、高速公路電子

收費、汽車或商品防盜晶片、儲值消費卡等。未來，在迎接物

聯網全面感知的時代，RFID 的感測應用將擴展至更生活化、更

便民化的智能應用。■



當智慧綠建築慢慢深入到不同業態的時候，相關的節能策略和應用模式也要跟著改變，

除了達到原本節能、創造舒適環境的目的外，還可能因為產業別差異而發揮不同效益。
撰文｜林瓏
專訪｜研華智能副總經理 余金樹
圖片｜TPG

智慧綠建築時代來臨

因
應節能減碳趨勢，發展智慧綠建築已經成為各

國政府有志一同的方向，透過各種不同政策來

提高智慧綠建築占總建物的比例。像德國政府依據

導入智慧綠建築後，所改善的能源效率給予不同等

級之經費補貼，大陸一樣也是提供財政獎勵，二星

級綠建築每平方米補貼人民幣45 元，三星級綠建築

每平方米則補貼人民幣80元，而台灣則是自2013年

起要求造價新台幣2億元以上的公共建設，必須申請

智慧綠建築標章。

另外從成本角度來看，在能源有限情況下，未來

水電價格勢必持續上漲，而綠建築可以降低能源使用

量，根據內政部估算，智慧綠建築相較於同等規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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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平均至少可節電20%、節水30%，尤其像一些

耗電量較高的商業建築，如五星級飯店其電費占總體

營運成本約30%，智慧綠建築的效益將會更顯著。

針對不同產業別　各應用模式應運而生

智慧綠建築的市場需求將越來越大已是必然的趨

勢，根據日經Green Tech 研究所的調查報告，全球

智慧住宅 / 大樓市場的市場規模在2010年約為1兆日

圓，2015年可望成長至22兆日圓，2020年達到65
兆日圓（約莫新台幣20兆），短短5年內以幾近3倍

的速度在成長，而規模最大的市場就是中國大陸。

研華智能副總經理余金樹認為，如果從大樓類型

來看，醫院、企業總部、飯店、及公共建築這四種大

樓轉型成智慧綠建築的需求最明顯。伴隨著相關 ICT

技術不斷朝小型化、低功耗、無線傳輸等方向突破，

也讓智慧建築的智慧連動越來越成熟，使得智慧建築

得以更精細的針對不同大樓類型做出不同規劃。

畢竟樓宇使用行為會隨著產業類型不同而有差

異，因此，當智慧綠建築慢慢深入到不同業態的時

候，相關的節能策略和應用模式也會跟著改變，除了

原本節能、創造舒適環境的目的外，還會有一些不同

目的的應用。

舉例來說，同樣都是監測環境中的溫度、溼度、

與二氧化碳，企業總部的目的是讓員工上班有精神，

不會因為二氧化碳濃度太高而感到昏昏欲睡，但在醫

院進行環境監控的目的，就不只是這樣，通常還會與

院內感染控制有關，避免溫度太高滋生細菌，此外，

醫院在累積一段時間的環境資料後，還可以回饋給後

台系統去調整控制策略，例如室溫幾度時就要連動開

啟或關閉哪些設備，以前只能人為感受是否溫度太

高、空調溫度要不要調高，如今則是藉由 ICT 技術做

精準控制。

台灣智慧綠建築發展的 4大關卡

回歸到台灣市場來看，台灣推動智慧綠建築的腳

步其實很早，1984年全球首座智慧建築City Place 在

美國康乃迪克州完工，5 年後、也就是1989 年，台

灣也誕生第一棟具指標性的智慧建築台北震旦大樓，

而在全球約26 套綠建築評估系統中，台灣為僅次於

英國、美國及加拿大之後，第四個發展綠建築評估系

統的國家。 

然而台灣的起步時間雖早，但是智慧綠建築占整

體建物的比例仍不及歐美國家，余金樹認為，台灣在

發展智慧綠建築上有四個要突破的關卡：業主認知、

法規獎勵、建築師 / 室內裝潢設計師、供應商。

智慧綠建築是新興領域而且範圍很廣，不僅業主

對其認知不足，就連建築師 / 室內裝潢設計師也不知

道該怎麼做，因為他們過往所接受的訓練重點在於力

學、安全與外觀設計，沒有所謂的綠能環保或是節能

控制。也因此，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TIBA）列出了

八大評估指標，給業主、建築師 / 裝潢設計師一個參

考方向，另外還可以積極參觀目前己經完成的智慧綠

建築，藉由親身感受會更清楚智慧綠建築所需要的元

素有哪些。

至於法規獎勵的部份，目前公共建築已有強制要

求，未來政府若能針對民間建築提供容積獎勵措施，

或是針對既有建物提供能源改善津貼，就有可能加快

智慧綠建築的發展速度。

最後則是要建立供應商的協同體系，集結建築產

業鏈的上下游廠商包括建築師、保全業、系統整合

商、研究單位等，為業主提供服務，在這個雙向多對

多的協同平台上，因為整合了各領域專業知識，讓業

主可以快速找到想要的解決方案，也讓各個供應商可

以各展所長，共同打造出完整的智慧建築解決方案，

及雙方互惠的營運模式。■



化身智慧建築推手
研華提供一站式服務
為了推動智慧建築產業，研華除了提出SRP服務方案，也結合產業鏈打造協同體系概念， 
為業主提供一站式服務，更在林口及昆山成立智慧園區，讓智慧建築從腦海中的想像， 
變成可以親身體驗的場域，進而刺激需求帶動整體市場持續擴大。
撰文｜林瓏
專訪｜研華智能建築業務部市場開發經理 苗中聖
圖片｜研華公司

為
因應高科技資訊化時代的來臨，現今建築物已

逐步採行智慧化與自動化的技術，建立綜合的

操控模式，打造成所謂的「智慧建築」。儘管各國

對智慧建築的定義皆不盡相同，但簡單來說，「智

慧建築」就是藉由自動化與資通訊技術，賦予建築

一顆聰明大腦，使其能根據使用者需求、溫度變化

等因素，提供更舒適便利的生活空間。

智慧建築是智慧城市的根本，通常談到智慧建築應

用時，可以分成智能建築能源管理、智能情境空間管

理兩個部分。其中，智能建築能源管理是從傳統的樓

宇自動化控制系統（Building Automating, BA）延伸

發展，BA 發展歷史悠久，其系統設計乃是以設備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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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為出發點，並沒有站在使用者角度去思考，舉例來說，一棟

大樓裡若有3台電梯，最常運作的可能只有其中一台，這樣工

程師來維修時只要處理那台電梯就好。

而智能情境空間管理則是整合室內各種設備，為空間使用者

創造一個舒適便利的氛圍或提升特定空間的服務價值。如果換

個角度從營運模式來看這兩個應用，BA 領域多為國際知名大

廠，設備運作穩定且標準化，而智能情境空間管理則以小型系

統整合業者為主，目前並沒有標準化的解決方案。

在系統設計、營運模式皆不同的情況下，這兩個應用領域似

乎很難有交集，不過，研華智能建築業務部市場開發經理苗中

聖表示，研華公司從工控設備起家，在樓宇控制領域已經營多

年，已發展出各種類型的工業電腦，再結合研華的WebAccess 

平台，具備整合智能情境空間管理的能力，可以創造更多的連

動設計。

研華提出SRP 概念　與產業鏈夥伴協同共生

過往，智慧建築在發展上最常遇到的問題就是整合，一來BA

設備多為封閉式架構，要對外整合本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二

來台灣SI 業者規模不大且有各自擅長的項目，而智能情境空間

管理的整合範圍卻非常廣泛，業主需求幾乎都不太一樣，如果

SI 遇到不屬於自身業務範圍內的整合項目，就得去尋找其他適

合的產品，導致執行的難度與成本也跟著增加。

為此，研華提出SRP（Solution-Ready Package）服務，並

透過協同體系的概念，藉由與產業鏈上下游業者互利共生的模

式，加速推動智慧建築市場。

苗中聖進一步解釋，研華提供整合平台匯整基層機電設備

的訊息，系統設計者或集成商只要把產品連結在平台上，就

能創造很多新的連動應用，提供以往各自獨立系統無法做到的

功能，另一方面，研華也扮演解決方案供應商的角色，串連起

業主與建築師和系統集承商，透過對業主的諮商顧問，將業主

的需求協助建築師從設計中植入，再透過適合的系統集成商來

執行。換句話說，建築師和系統集成商只要了解研華的解決方

案，就可以快速地將產品複製到各個專案中，同時還可以省去

自行整合不同解決方案、管控品質等工作，研華SRP 等於幫智

慧建築產業在大量標準化和少量客製化中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林口昆山園區  智慧建築實踐場域

不過，SRP 只解決了智慧建築市場上供給端的問題，在需求

端所遇到的困難又不一樣。苗中聖指出，智慧建築是一個新興

領域，在原有建築產業鏈裡，並沒有「智慧建築解決方案供應

商」這樣的角色存在，使得企業若想打造一棟智慧建築，必須

自行整合從設計、系統執行、裝潢等過程中的所有細節，也因

為太過複雜使得願意投入的業主並不多。

於是，研華從解決方案供應商的角度轉換成業主，在台灣

林口與大陸昆山分別成立兩座智慧園區，從設計到執行完全一

手包辦，再將這兩座智慧園區的建構過程，包括方案、服務流

程與執行團隊打包成一套完整的解決方案，除了與業主分享經

驗，同時還藉由協同體系提供一站式服務，替業主省去過往要

自行整合的繁雜過程。

苗中聖表示，所謂方案不單只是智慧建築解決方案，還包

括設計過程中所需要考慮的因素，藉由設計和執行過程中的經

驗分享，讓建築師知道哪裡可以預留管線、網路線，或是系統

該如何架設。舉例來說，如果進入停車場的車道上方要架設攝

影機的話，就得注意鏡頭方向，最好面向東方或是可以自由轉

向，以免因為背光導致影像不清楚，倘若鏡頭只能面向西方，

則要思考可以透過哪些方式提昇影像清晰度。

至於服務流程，則是指提供智慧建築顧問服務。打造一棟智

慧建築需要裝潢設計、系統整合、子系統（如：安防、停車場

設備）等不同領域的供應商，但究竟需要哪些供應商的協助，

則要視業主需求而定，因此研華專門團隊會與業主進行訪談，

確認需求後，再建議該如何設計智慧建築，最後為業主尋找適

合的解決方案並執行。

智慧建築是近幾年來才興起的，目前實際案例並不多，因

此市場在談到智慧建築時，多半只能透過文字描述或情境影片

讓人們去想像它應該有的樣子，如今研華將這種抽象畫面化為

具體場景，不僅打造兩座智慧園區，更開放參觀與導覽，甚至

定期舉辦座談會，為的就是讓更多人可以親身感受何謂智慧建

築，透過體驗行銷與協同行銷的方式來推動這個市場。

苗中聖強調，研華身為智慧建築產業的推手，希望藉由 ICT 

技術，以「服務、整合、創新」理念，提高建築管理效率與服

務價值；建構大中華地區協同體系，打造企業總部、醫院、商

場酒店及公共建築之智能建築SRP 解決方案。要做的不是獨占

市場，而是聯合這個領域中不同優秀廠商，為業主提供兼具整

合與創新的智慧建築服務，進而促進市場需求，實質推動智慧

建築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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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MD Wang
圖片｜研華公司

專訪｜研華嵌入式核心運算事業群經理 陳少華

感測網路是物聯網架構的第一線，不過這「最後一哩」的客製化與智慧化一直不足，

研華的嵌入式物聯網架構補足市場所缺，

將協助系統整合廠商打造最完整的物聯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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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設計完成最後一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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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聯網被喻為繼PC、網際網路之後，下一個將改變世界的 IT 技術，其架構是透過感測器擷取

數據，再將數據傳送到後端系統，由後端系統儲存、分析，做出具智慧化的決策與控制，

此架構中的感測、通訊、管理三大技術缺一不可，不過就目前發展來看，感測器到後端系統的通

訊環節發展仍停滯不前，如果這「最後一哩」無法完成，整體物聯網勢必無法運作，為解決此一

問題，研華提出了物聯網的嵌入式整合解決方案，從軟體、智慧系統到閘道器（Gateway）與節

點 (Node) 一應俱全。

透過軟硬整合 打造包含智慧停車等各種系統 
研華的嵌入式解決方案透過上述軟硬體的整合，打造出一座完整的感測網路架構，研華嵌入式

核心運算事業群經理陳少華指出，物聯網架構底層是感測器，為達「物物相聯」願景，感測器的

數量勢必龐大，尤其是環境監控系統，這類系統所應用的環境像是空污、水質、溫度、噪音等，

這些環境的感測器數量動輒破百，要有效管理難度相當高，研華的嵌入式解決方案每一控制器可

同時控制200個節點，可建立完整的環境測試系統。

目前這套系統將應用在研華的昆山與林口兩處大樓，其中研華林口總部就將傳輸網路搭配地球

磁力線感應傳感器，建置智慧停車管理系統，在每一停車格上建有感測器，感測該停車格是否有

車輛停駐，再透過網路回傳資訊，後端系統根據各感測器回報的數據，建立起管理系統，精準控

制停車場目前的已停與未停車格，並標示出未停車格的位置所在，當有來車時，停車場前方的告

示系統就會告知車主停車位號碼與動線。

除了研華林口大樓的停車場外，國外也有相關應用，陳少華以路邊停車為例，國外是與手機結

合，同樣也是停車格上設置感測網路，並將資訊上傳至雲端，駕駛者可透過手機應用程式找到最

近距離的停車位，收費管理員也可利用手持式裝置瞭解各停車位的訊息，當有車停入空格，系統

就會發出通知，提醒管理員前去開單收費。

由於主要使用環境是戶外，這類物聯網架構的節點，其外型都必須特殊設計，以研華的停車

場系統為例，為了避免感測器被車胎輾破，特別選用強固性性質，同時外觀設計為倒蓋碗形狀，

不用另外施工挖洞，只要平置於地面即可，每一節點內部設有感測器與傳輸模組，在傳輸模組

方面，一般使用的通訊標準為 Zigbee，不過由於 Zigbee 有干擾問題，因此研華特別選用 IEEE 

802.15.4e 標準，此一標準具有跳頻機制，可自動避開易受干擾頻斷，避免傳輸斷線。

Mesh 網路 串連每個感測器

研華的嵌入式物聯網解決方案也採用了時間同步技術（Time Synchronization）技術與6LowPAN

標準，以最低功耗維持節點運作，系統中的感測器在平常狀況下處於休眠狀況，在排程時間才會

被「喚醒」，例如停車格感測器每30秒喚醒一次，當前一次偵測狀態與目前偵測結果一致，感測

器就不傳輸資料，這種作法可使節點運作保持在最低功耗，以研華林口總部的停車場系統為例，

每一節點的電池可維持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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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物聯網功能，其感測器符合 IPSO 規範，陳少華表

示，物聯網的建置必須符合具公信力的業界標準，其

節點的封包傳輸要有標準可循，系統才能兼顧穩定

性與擴充性，在設計WSN 節點時，必須注意幾項重

點，首先是感測器與後端系統的介面必須依循相關標

準，此外其外觀也需因應應用環境設計，前文提到的

停車場節點只是一例，其他惡劣環境如鍋爐或位於高

緯度地區者，就要有寬溫設計。

另外則是感測器傳輸的拓樸設計，物聯網的感測

器數量龐大，為求有效掌握，良好的拓樸設計成為必

須，研華的解決方案採用網狀拓樸（Mesh），此一

拓樸形式可以保持每個節點間的連線完整，當網路拓

樸中有某節點失效或無法服務時，這種架構容許使用

「跳躍」的方式形成新的路由後將訊息送達傳輸目的

地，其傳輸可達32 層，傳輸距離在室內可達100 公

尺，室外也可達300公尺，對於大範圍環境監控相當

適合。

完成物聯網的最後一哩

在傳輸介面部份，研華的 WSN 節點含4 個類比

Input、16 個 DI/O 與1 個 URAT，透過不同的感知元

件偵測環境數據並傳輸回智慧系統，比如偵測土壤濕

度讓智能系統控制澆灌水閥、資料中心的溫度監控實

現智能空調系統達到節能效果等等。感測器在物聯

網架構中，不只用來做為擷取數據，也可進行遠端控

制，研華在感測網路中建入Modbus，讓後端系統可

透過此一建置，讓感測器控制各類設備，這種作法使

得物聯網網路不再只是由前而後的單向傳輸，而是前

後兼具的雙向網路。

物聯網概念日漸成熟，各式應用已逐漸出現，不過

底層的感測網路技術的客製化與智慧化仍然不足，這

「最後一哩」將會是物聯網普及的第一關鍵，研華嵌

入式物聯網解決方案的適時出現，補足市場所缺，為

系統整合廠商布局物聯網市場填上最後一塊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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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華MI/O模組化系統問世
打造成本與快速上市優勢
嵌入式系統應用漸趨多元，各領域所需系統特色不一，讓成本與快速上市往往難以兼顧，

研華的MI/O模組化設計服務，以簡單、彈性的作法，輕鬆解決系統業者的此一難題。

撰文｜M.D Wang
圖片｜研華公司
專訪｜研華嵌入式核心運算事業群產品經理 佘宗麟 

豐富整合設計經驗 提供專屬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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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
入式產品應用漸趨多元，現在的嵌入式板卡已

無法再像之前，以同一種規格設計因應全部

應用，目前市場的主要作法，是先設計出市場需求

最大公約數需求的板卡，當客戶有特殊需求時，再

行更動設計。以往嵌入式產品應用領域仍不多時，

這種作法可兼顧成本與客戶的上市時間，然而隨著

應用日增，這類需要大幅更動設計的作法已不符效

益，尤其是部份量能不大的應用，甚至會因為更動

設計的成本過高，乾脆放棄整個產品計畫。

由於嵌入式產品有長尾效應的特色，一大部份營

收都來自少量但長賣的產品，一旦產品計畫被放棄，

就會削弱其產品組合的效益，當因考量更動設計成本

而放棄的產品越來越多，就會大幅影響企業營運，有

鑑於此，研華推出了MI/O 模組化系統設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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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分工 加快上市時間

所謂的MI/O 是由Multiple 與 I/O 兩個字所組成，意

即模組化 I/O，嵌入式板卡主要的客製化需求，多來

自週邊 I/O 的變動，CPU 的特殊需求較少，研華的作

法是讓CPU 主機板具有 I/O 擴充的功能，客戶可依本

身需求，選擇所需的 CPU 主機板與擴充 I/O 板卡，

而除了這兩部份，研華也提供不同電壓的DC 電源模

組，客戶在CPU、I/O、電源三部份都有其選項，可

以彈性互搭的方式，在短時間內打造出適合的系統。

研華嵌入式核心運算事業群產品經理佘宗麟表

示，現在嵌入式系統被廣泛應用於各種垂直領域，為

符合各領域的專業特色，研華提供了各類專用型嵌入

式平台與 I/O 模組，而如果客戶認為現有的 I/O 模組

無法滿足應用的需要，也可主導開發，研華則轉為輔

助角色，以長期深耕嵌入式技術所累積的專業經驗，

提供客戶設計參考，打造出專屬的 I/O 模組，客戶能

夠跳過複雜的x86系統開發流程，專注在他們的應用

領域。佘宗麟指出，這種方式可大幅縮短設計時間，

以往的設計需要一再來回修正微調，整體設計時間往

往會達到6～8 個月，而由客戶主導，研華以專業輔

助的作法，則讓設計時間縮短了一半，只需3～4 個

月即可完成。

貼心細部設計 讓系統升級更有彈性

除了MI/O 外，針對客戶的快速上市，研華也提出

了其他服務，可拆卸擋板就是其一，佘宗麟表示，客

戶對嵌入式平台的客製化需求，往往來自連接器型

式，由於多數應用 I/O 需要搭配特定連接器，以達防

水、防塵、靜電隔離等應用環境需求，不過這類需求

常因設計特殊，連帶需要變動系統面板，尤有甚者甚

至整體外殼模具需要重新設計，耗費大量時間與成

本，為顧及效益與彈性，研華將 I/O 擋板設計為可拆

卸式，當連接器或纜線需要修改時，只要更換擋板即

可，其他系統零組件不需更動，客戶從提出需求到樣

品確認、系統組裝，最快30天內就可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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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嵌入式系統往往面對比消費性系統還要嚴苛的環

境，也因此大多數客戶被迫選擇較昂貴且交期更久的工業等級

零組件，如記憶體及硬碟。但這也同時增加了整套系統之成本

以及庫存管理的困難度，因此MI/O Extension System 增加了額

外的設計來幫助記憶體及硬碟的散熱，使客戶仍然可以選擇標

準規格之週邊進行整合，進而提升產品競爭力。佘宗麟指出， 

MI/O 系統有高度重複利用性，除了模組化設計概念外，研華嵌

入式單板電腦（SBC）的設計具一致性，所有的系統組態像是

各類客製擋板、I/O 模組、纜線等，都可直接套用，不像以往必

須整個系統更換，此一作法不但保障了客戶的原有投資，堪用

部份仍可沿用外，也兼具降低成本與縮短上市時間之效益。

不僅如此，透過長期累積的經驗，研華亦設計出許多貼心的

細部設計，例如輸入電源纜線可能會因人為意外而脫落，研華

加入了電源線的固定夾，讓客戶可以快速解決此一問題，另外

像是產品的地線設計，由於各處的環境不同，容易產生不同的

雜訊，進而影響到設備內部運作，所以研華也進一步強化了地

線的分離設計，使其雜訊降至最低。

現在系統整合商的時間與成本負荷都比以前更沈重，在解決

問題時，兩者往往難以兼顧，不是以長時間來降低成本支出，

就是要花錢換時間，研華的MI/O 則讓魚與熊掌可以兼得，以簡

單的方式，讓系統更有彈性，同時進一步將低成本，完成系統

廠商快又便宜的夢想。目前研華的MI/O 已正式上線，透過此一

服務，讓客戶產品可在有限成本下，讓產品快速上市，藉此強

化本身優勢，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中搶得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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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觀多數自動化應用場合，皆務求極高可用度，否則不論

因何緣故導致控制器失效，輕則影響生產良率、釀成經

濟損失，重則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無論結局如何，都是我

們應想辦法避免，提前防範於未然的。

因此用戶在關注控制器本身的可靠度之餘，更需從系統層面

建立高可用性機制；值此時刻，配置兩台支持備援功能的控制

器，以期在主控制器失效時由另一備援控制器接手運作，是最

直覺妥適的做法。然而，傳統PLC 控制器即使不乏備援方案，

卻礙於諸多障礙，導致用戶僅願意在最核心關鍵處實施或寧可

承擔系統失效的風險，也不願加以採用。

傳統PLC 備援技術  要價昂貴且實施困難

研華公司工業自動化事業群副理周昇亮分析，傳統 PLC 備

援，不外乎軟體式備援、硬體式備援兩類模式。如若使用者已

有原控制邏輯但欲升級為備援系統的轉換，前者牽涉程式邏輯

大幅改寫，學習門檻高；後者不需改寫程式邏輯儘管相對容易

實施，但用戶卻須另外購置大量同步模組與通訊設備，歷經繁

瑣的安裝與配置程序，此舉大幅提升整體系統的建置成本4~5
倍甚至更多，著實令用戶望之卻步。另值得一提，傳統PLC 控

制器無論採取軟體式或硬體式備援模式，使用者介面皆不友

善，除了難以研讀的操作手冊，更有繁複的狀態指示燈號，讓

系統維護的難度大幅提高。

著眼於此，長期致力研發物聯網（ IoT）技術的研華，有感

於半導體及 IT 技術日新月異，致使 PC 體積縮小且性能激增，

加上網路傳遞可靠度已趨穩定，遂構思運用這些優勢，針對自

動化控制器（ APAX），設計一種蘊含更高控制智能、更具成

本效益的新型態備援方案，系統架構決定取材 IoT 智慧型終端

協同連動精神，在系統內埋下另一「心臟」，也就是一顆數位

研華APAX備援方案
徹底降低控制器失效風險
無論是電力、交通、水利、建築、製造等應用場域，皆需高度仰賴自動化設備之全時運轉，

以維繫民眾福祉、提高經濟產值；在此前提下，負責驅動設備與監控設施的工業控制器，

對失效的容忍空間微乎其微，亟需藉由良好備援技術提升系統可用度。

撰文｜明雲青
圖片｜研華公司
專訪│研華工業自動化事業群副理 周昇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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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號處理器（DSP），運行控制器的備援機制，研華已將此創

意實現於APAX-5620KW 產品，也讓該項產品憑藉這般設計巧

思，獲得台灣精品獎殊榮。

取材 IoT 智慧型終端協同精神  建立相互備援妙效

周昇亮解釋，IoT 技術內含雲與端兩大架構，針對雲部分，

主要肩負大部分資料運算處理任務，藉以產出有用資訊，儘

管如此，端的部分亦需具備智能化，因此要想構築 IoT 應用環

境，少不得需要佈建智慧型終端。談到「智慧」，或許聽來模

糊，但其中一個最簡單的體現即是協同作業、相互備援；環顧

APAX-5620KW 運作原理，乃是透過雙控制器「知己知彼」，

掌握彼此狀態與資訊，建立綿密夥伴關係，才得以創造無縫失

效接手的妙效，與 IoT 智慧型終端的應用訴求如出一轍。

埋藏在APAX-5620KW 的DSP，屬於標準PC-based 元件，

相較於封閉式PLC，擁有得天獨厚的性價比優勢，使用戶不再

需要受制高昂費用而忍痛放棄備援；但研華深知，以往用戶不

欲採用控制器備援方案的主因，除「昂貴」外，尚有「複雜」

這項不利因子，因而將 i 世代極簡化、人性化精神融入產品設

計，使用戶能快速上手，享受前所未見的絕佳體驗。

秉持 i 世代極簡原則  訴諸直覺化操作體驗

周昇亮表示，首先，DSP 韌體（ Firmware）可自動判斷並

協助進行資料同步，因此用戶完全無需改寫上層應用程式。其

次，用戶僅需購置另一台控制器即可啟動備援，不需裝設額外

通訊模組，此外只要勾選Utility 設定頁面的Redundancy 選項，

即可交由系統協助而讓雙控制器邏輯同步化，一旦設定成功，

便隨即啟動備援功能，爾後備援控制器就如同「影子」，隨時

緊盯主控制器狀態，並同步處理相同數據，假使日後備援控制

器接手運作，皆能無縫執行既定的資料採集與傳送任務，其間

無任何時差，絲毫不影響資料連續性。

此外，APAX-5620KW 指示燈甚少，僅用以顯示主（備）控

制器狀態、同步狀態等少數關鍵資訊；若用戶對於狀態指示有

所疑義，僅需就近透過隨附於產品的拉頁查看說明，不需另行

翻閱操作手冊，使操作體驗更趨直覺。

系統恆常運轉  大幅減輕急難修復壓力

研華 APAX 備援方案的適用範圍甚廣，其間最能發揮立竿見

影效應者，周昇亮認為有兩大場域，其一是遠端無人機房，舉

凡攸關隧道、號誌控制的智能交通應用，或有關水泵站、大型

水利設施的水處理應用，都可望藉此將系統單一失誤的緊急程

度降至最低；例如無人值守的加壓供水站，便可藉由高可用度

監控系統維持設施正常運作，就算因任何原因致使單一控制

器失效，系統依舊可正常運作，維護單位僅須在接到異常報警

後，好整以暇派員維護保養即可，而不須千里迢迢派員搶修。

一方面不讓人民遭受無水可用之苦，一方面也節省了維護單位

人事與交通的費用。

另一場域則在於設備監控系統，旨在提升系統可用度，並防

止資料不連續或遺失現象。以半導體廠為例，必須隨時監控各

種製程參數，並統合相關數據進行迴歸分析，以作為製程改善

依據，若因控制器失效而遺漏任何片段資料，都可能對製程良

率改善產生不利影響；借助 APAX 備援技術，便可巧妙化解這

項隱憂。

總括而論，對於多數自動化應用場合，控制器只要有所閃

失，都將產生損失，若因成本偏高或實施困難而捨棄建立備援

機制，絕非健康狀態；研華期望藉由新型態備援技術，幫助用

戶遠離巨大風險的豪賭，有效維持關鍵系統的恆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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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慧產業、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IoT），

在受到英特爾（ Intel）等龍頭業者的大力吹捧

下，一夕之間成為市場競逐的新焦點。產業電腦與消

費性資通訊業者間的界線，基於市場發展與使用者需

求的不斷變化，也出現越來越模糊的趨勢。雖然，物

聯網、智慧產業等概念，讓消費性資通訊業者與產業

電腦間的距離拉近了不少，但同樣的，許多原本在資

通訊產業或產品上已經成熟應用的產品與技術，也藉

此跨入產業電腦的新應用之上。其中，和儲存相關的

產品及技術，就是十分明顯的例子。

智能系統事業群產品企劃專案經理萬閔銓指出，

物聯網帶來的巨量資料（ Big Data） 即將改變人們

對於儲存需求的形式，因此儘管對研華而言，儲存不

算是新的需求；但是，就應用與市場發展上，研華

近期積極發展的產業雲（ Industry Cloud）與物聯網

等，確實都將會與儲存之間產生越來越密切的關係。

而對於市場對於儲存產品的需求及要求越來越高，對

研華而言，導入相關產品，滿足市場與客戶需求也自

然就成為目前發展上的要務之一。

物聯網風潮驅動  儲存概念正在轉變

不過，目前大部分企業對於儲存的概念及需求，

多停留在先前的概念中，有時並不瞭解這些外界已經

廣為採用的新技術，會對自己的工作或解決方案帶來

怎樣的變化或助益。

工業儲存需求增溫 
研華力推Industry Cloud解套
物聯網驅動下一波的巨量資料成長，隨著對於市場對於儲存產品的需求及要求越來越高，

嵌入式系統開發商對資料儲存效率與安全性的要求也更加嚴苛，

使得原本應用在資通訊產品的成熟技術，也同步跨入產業電腦的新應用之上。

撰文｜嚴樺友
圖片｜研華公司
專訪｜研華智能系統事業群產品企劃專案經理 萬閔銓

以跨平台調合機制為核心 落實研華利他企業精神

像是傳統在產業應用上，資料大多是由使用者輸入

的單純數據。但是在物物相連的 IoT 世界中，數據的輸

入不再是由使用者進行，而是由散布各地，數目龐大

的不同類型感測器擔任；同時，資料的類型也從傳統

的數據，被大量的影像所取代。面對使用方式與資料

型態的轉變，傳統的儲存解決方案，就不見得適合。

另外，在儲存伺服器的應用上，像是高速公路上的

監測系統，過去可能只要紀錄往來的車輛數量與速度

等簡單的數據，但隨著新興的道路安全技術興起，未

來需要針對往來的車輛進行影像的紀錄，甚至即時的

比對，大量資料的湧進，不論是對儲存或運算能力需



求均出現一定成長。

對此，研華一直在思考儲存解決方案中要導入怎樣的新

產品，以滿足客戶需求。過去研華的儲存產品以2 顆硬碟

（HHD）的產品為主，幾乎占了相關產品的90%，而4顆HHD

的產品則占了剩下10% 中的90％。所以超過4 顆 HHD 以上的

產品，占比不到1%。但隨著市場趨勢改變，越來越多的客戶對

儲存的需求都出現了不同的改變。

所以，研華針對上述產業雲這類的應用，提供了採用12顆以

上HHD，並具有硬體磁碟陣列（Hardware RAID；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s）功能的儲存伺服器產品。除了

Server 等級的motherboard，採用工業等級的用料及元件，並對

傳統PCI 及新一代PCIe 板卡提供極佳的擴充性等基本儲存伺服

器的特色外，全系列產品亦支援研華自有的SUSIAccess 的遠端

管理等功能。未來，還將規劃要能透過軟體對HHD 進行管理。

滿足巨量資料需求  External Disk Array 登場

除了單點形式的儲存伺服器之外，有鑑於要達到 IoT 要做的

巨量資料應用，需要具有規模的儲存為基礎，研華提供了外部

磁碟陣列（External Disk Array）的新選擇。

而External Disk Array 解決方案的出現，也是基於使用者實際

需求所出現。過去在實際使用上，機台或終端的資料，可能只

要一段時間沒有問題，相關資料就會被覆寫，以方便儲存空間

重複運用。

但是面對巨量資料及相關服務應用的出現，現在的資料不僅

只是要短期的資料更需要長期的歷史資料，以供後續服務商進

行分析。萬閔銓以工廠自動化環境為例表示，機台本身都會各

自有其監控相關數值的設備，過去只要設備沒有問題，每隔一

段時間，機台上的資料就會被覆寫掉，除非是機台出了問題，

才會將資料撈取出來分析。

但是，現在實際應用環境已經全然不同，機台上的監控設

備，除了即時的現況監控外，相關的數據也多半需要長期累積

保留，因為唯有透過長期累積的機台資料，應用服務商才能從

中進一步進行分析，甚至做出改善生產流程或維修需求的改善

計畫，為業者帶來更大的效益。也因此，對於磁碟陣列這類產

品的需求也都隨之增長。

此外，導入External Disk Array 另外的好處，是可以將散佈於

不同地點的伺服器及其資料進行集中化的儲存，大幅降低管理

及維護的成本，且提升硬碟的容量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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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競爭加劇 研華協助業者快速升級

其它包括像是讓儲存空間運用更具有彈性的Thin Provisioning

（儲存資源隨需配置技術）；可以在不影響系統運作的情況

下，進行資料複製的FlashCopy（快照）；利用少量的SSD，

大幅拉升整機系統的效能，得到最高成本效益的Easy Tier（自

動分層管理），或是能夠從事異地備援及資料同步的 Remote 

Mirror（遠端複製）等技術。萬閔銓認為，雖然對於既有的儲存

產業界而言，都已經是必須要具備的基本功能，但是對於仍在

處於起步階段的產業雲市場，或對於正在建置 IoT 世界的產業

電腦業者而言，卻依舊是相當先進的概念。

雖然，從功能上來看，儲存伺服器與External Disk Array 在

概念上，確實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在應用上與實際安排上，

則會有不同的市場，以及相互搭配使用的空間。而透過整合的

方式，才能在面對市場的需求時，提出更完整的產品線。雖然

這種儲存應用的概念，對於正在發展中的中小型產業企業主而

言，似乎看不見導入的必要性。不過，面對 IoT 及產業雲等新

興市場的快速興起，業界彼此競爭日益激烈的今日，這樣的設

備只要能在關鍵時刻發揮一次作用，所能得到的效益，絕對大

於先前所從事的設備投資。■



2014研華集團運動會5月3日（週六）於師大附中體育場登場！以「Sector-Lead Business Structure」的理念邁

向下一個輝煌30年，今年度運動會特別分為iService、Embedded、製造中心、iSystem、iAutomation、研華總

部六大隊伍進行團隊競賽。總經理何春盛致詞時表示，未來將會繼續朝利他幸福企業的目標邁進，也期許研華

持續深耕產業、做全球的典範企業與領導品牌，為台灣爭光。
撰文｜研華企業文化及社會責任專員 吳晨華
圖片｜研華攝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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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極限 共創顛峰
研華集團運動會
熱血接力、球賽、啦啦隊 陽光汗水high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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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人物特寫

一
掃連日的梅雨天氣，運動會當天天公作美、太陽微微露

臉，少了艷陽高照的炙熱、多了微風徐徐的清涼，是最

適合運動的好天氣！一早所有同仁就已經蓄勢待發、集結整

隊，準備迎接一連串精彩的賽事來臨。

爭奇鬥豔各出奇招 啦啦隊超吸睛

本次運動會最受矚目的重頭戲，非啦啦隊競賽莫屬！首先登

場的 iService 走美式啦啦隊風，青春洋溢的舞蹈讓全場掀起一波

高潮，接下來的Embedded 則以活力水手服謀殺不少底片，製造

中心整齊劃一的隊型變換和精神口號，也讓評審們讚不絕口。

有別於傳統啦啦隊，iSystem 以性感舞蹈取勝，加上獨特的扯

鈴絕技，讓全場嘖嘖稱奇；倒數第二隊出場的 iAutomation，則

主打人海戰術，傳統的啦啦隊服裝和Adam 寶寶吉祥物，陣容堅

強、展現了 iAutomation 最團結的一面。壓軸登場的則是研華總部

的「姐姐」隊伍，性感吊帶襪搭配姐姐白T，整齊有力的動作、

高難度的特技表演，讓全場為之瘋狂，最後果然一舉拿下冠軍。

田徑賽精銳盡出 iAutomation 勇奪總錦標

田徑場上個人競賽和接力賽龍爭虎鬥，場邊進行的則是籃球

冠亞軍賽、躲避球賽和趣味競賽；同仁們的加油聲此起彼落、

緊張又刺激的氣氛圍繞在體育場上，揮灑著汗水、為團隊榮譽

努力拚戰的同仁身影，是運動會最美好的畫面！經過了一整天

的激烈競賽，最後由 iAutomation 拿下了精神總錦標獎座，為

這次的運動會劃下完美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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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862 高效能四顯數位電子多媒體播放器
DS-862搭載第三代 Intel® Core ™i7/ i3/ Celeron® 高效能處

理器及AMD Radeon E6460獨立顯示晶片，不僅具強化中央處

理器效能及繪圖與媒體處理能力，更可支援4 x DisplayPort 顯

示。DS-862預載數位看板專用軟體，提供播放內容編輯、及時

派送、遠程修復等功能，並支援播放多屏顯示（2x2, 1x4）或

四屏獨立顯示，適用於零售、餐飲等多顯應用。

ARK-1550輕薄型無風扇系統
ARK-1550搭載 Intel 第四

代Core i5/Celeron SoC，支

援最新 Intel Turbo Boost 2.0
技術，CPU 效能比前一代

提升120% 以上；系統僅4.6公分厚，可支援寬溫 -20~55度，

可選配 DIN Rail、VESA、Wall Mount 輕易組裝。此外，支持

VGA/HDMI/LVDS 顯示及可熱抽拔硬碟，WIFI、3G 與2組千兆

網路提升傳輸效能，內建研華SUSIAccess 設備管理軟體可遠端

控制及確保系統安全性。ARK-1550已通過CE/ FCC/ UL/ CB/ 

CCC/ BSMI 多項認證是各樣應用最佳解決方案。

COM Express Mini-SOM-7567迷你模組
僅名片大小的 SOM-7567，內建最高64GSSD、4GDDR 提

升裝置穩定性，廣泛應用於小型化及移動裝置。搭載 Intel 第四

代Atom 處理器，提升一倍CPU 效能及增強五倍3D 影像處理能

力，速度更快、支援介面更多，大小維持不變。不需額外顯卡

或軟體解碼，CPU 內建硬體解碼能力可

同時處理15個1080p 的影片，符合數位

監控產業及數位看板運用。

發燒新品

研華發表系列嵌入式無線網路閘道器及節點裝置
因應物聯網發展，研華發表系列嵌入式無

線個人區域網路（WPAN）閘道器及節點裝

置 -WIS-6310及WIS-6N20。WIS-6310閘道

器採ARM Cortex A9 晶片組並選用符合 IEEE 802.15.4e 標準的通

訊模組，具自動跳頻機制，可避開易受干擾頻段的高穩定度無線

個人區域網路。WIS-6N20節點裝置可外接三組類比感測器訊號

輸入（如土壤濕度、二氧化碳濃度、水質含氧量），透過WIS-

6310的高效能網路管理，最多可同時管理200台WIS-6N20，客

戶可輕鬆實現環境監控、智能建築、結構安全等物聯網應用。

UTX-3115無風扇& 寬溫微型嵌入式系統
UTX-3115 無風扇 & 寬溫微型嵌入式系統，搭載 I n te l® 

Atom ™ E3800處理器，兼具強大的運算功能與低耗電的優點，

並整合 Intel® 物聯網閘道解決方案，基於Linux 作業系統，可作

為具有運算功能的閘道控制器，通過WiFi、3G/4G 技術對邊緣

設備進行資料獲取、過濾和分析並傳輸至雲平臺，適用於工廠

自動化、智慧建築、物流與環

境監控等領域。

視覺檢測專用機
研華針對PoE 和USB3.0兩種攝

影機介面推出 AIIS-1240 與 AIIS-

1440 視覺檢測專用機。AIIS 為

Advantech Intelligent Inspection System，滿足AOI、產品包裝

檢測、標籤檢測等需求。設計上，AIIS 容量不到3 公升，其內

建 PoE/ USB 3.0 兩種介面控制器，攜帶數據時仍有傳輸電力

Power of Ethernet(PoE) 優勢，也具備豐富的 I/O 串口及更長產品

週期，AIIS 搭載 IntelR CoreTM i 高效能中央處理器，是運算和

圖像處理最佳保證，AIIS 通過100% 驗證和認證，帶給視覺檢測

系統整合商絕佳解決方案！

研華智能影像平台: WebAccess+IVS
研華WebAccess+IVS 智能影像平台，提供多樣化智能影像分

析模組，如：車牌辨識、人流統計、人臉辨識、禁區管理、特

殊名單偵測等等，模組化智能影像SDK，可便利整合並應用於

不同使用情境，此外，WebAccess+IVS 智能影像平台也可整合

智能HMi/SCADA 圖控軟體及智能系統遠端管理軟體，進行大量

數據、影像的分析與管理，提供One for All‧All for One 解決方

案，開拓物聯網創新應用商機。

「研華客戶 誰羽爭鋒」
2014 研華北區客戶盃羽球賽將於9 月20 日，假林口勝光羽

球館舉辦；中區客戶盃羽球賽則將於10 月4 日登場，歡迎各

位夥伴踴躍組隊報名！詳細內容請洽研華業務或官網（ http://

ableclub.advantech.com.tw/）查詢。

企業動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