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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護理、 收費到醫療 
啟動全方位行動服務

從病患角度出發 
亞東醫院打造優質服務環境

彰基導入移動醫療推車 
滿足臨床照護資訊需求

邁向 
智慧醫療

新視界

網管也能輕量化
ProView 開啟工業網通新世代 全面掌握端點網通狀態

研華ProView 系列的輕量化網管技術，兼顧了端點網通設備的輕巧易用與網管型的設備狀況監測 
功能，解決了市場上對端點網通設備的掌握度不足問題，同時也開創了全新的工業網通產品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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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智慧醫療 
讓資源分配更合理

隨著人口結構改變，世界各國逐漸進入老年化與

少子化的年代，再加上慢性病患者越來越多，種種因

素導致醫療支出逐年增加，為了降低醫療成本與提昇

醫療服務品質和效率，發展智慧醫療成為目前最理想

的解決方式。

究竟智慧醫療是什麼呢？我認為 IBM 對智慧醫療

的定義最完整，它是將物聯網技術應用到醫療領域，

從大量搜集資料 (Data Mining) 開始，將資料處理分

類後轉變成資訊 (Information)，最後將資訊上傳至雲

端，經由大數據分析而產生智慧 (Intelligence)，這個

智慧分析結果可以作為政府在醫療資源分配時的決策

依據，從而達到更有效或更合理的醫療資源分配，提

高民眾對醫療服務的滿意度，也可以提供給醫療院所

作為臨床決策的參考。

舉例來說，經由大數據分析發現某地區居民的慢

性病復發機率高，在找出原因後可以針對該區居民規

劃預防措施，避免日後相同情況重演，又或者大數據

分析的結果是某地區的老年人口比重較高，政府可以

在此成立社區醫院就近提供日常照護服務，而不是讓

這一區的老年居民舟車勞頓到大醫院求診。

現今很多人在談智慧醫療時，經常與智慧醫院或

數位醫院劃上等號，我認為這兩者完全不不一樣，智

慧醫院是智慧醫療的重要基礎，主要針對醫院內的急

重症病患，提供優質的醫療照護服務，而智慧醫療的

對象則是健康的人、亞健康的人、慢性病患、或是手

術後需要定期追蹤的患者，它的目的是預防重大疾病

發生，進而降低國家整體醫療成本，也就是醫療支出

占 GDP 的比重，用最少的醫療支出維持更多民眾的

身體健康。

綜觀全球智慧醫療發展現況，中國是最急需發展

的國家之一，在少子化趨勢，以及過去為了發展經濟

而犧牲環保導致民眾身體健康受到影響的情況下，透

過智慧醫療做好老年照護，或是預防某種疾病的發生

機率，可以有效降低整體就醫成本，即便中國現階段

的醫療水準不比歐美先進國家，卻也正因為一切從零

開始、沒有過往歷史包袱，加上中國政府近年來積極

推動醫療改革，相信他們的醫療建設未來必然會有跳

躍式的成長。

而在台灣過往的醫療產業發展經驗中，標準制

定、推動全民健保制度、醫院管理是最為人所津津樂

道之處，也是大陸可以借鏡的地方，因此，我們可以

想見未來在發展智慧醫療過程中，兩岸將有很大的合

作空間與互動機會，藉由合作共同推動彼此在智慧醫

療上的發展。

研華數字醫療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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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一天僅賣出九杯到現如今平均每天有19

億杯驚人銷量的可口可樂公司，不但已有超過

百年的歷史，為了提供當地消費者最清涼的飲品，其

行銷區域更從美國遍及至全球兩百多個國家。而在台

灣的裝瓶夥伴太古可口可樂不僅於南北兩地各有一座

生產工廠，更於桃園、王田及高雄設有倉庫做為供貨

中心，以便將旗下多款飲品能快速配送至全台各地。

而目前該公司不僅銷售「可口可樂」、「芬達」、

「雪碧」這類的氣泡飲料，更涵蓋如「美粒果」、

「爽健美茶」、「原萃」、「 AQUARIUS 動元素」

等果汁、茶品及運動飲料。

對於同時要處理種類如此繁多的飲品，如何做好倉

儲物流管理？如何精準無誤的即時配送？既是項嚴苛

的考驗也是件務必達成的使命。「食品業對於產品生

產日期這件事十分重視，先生產的產品需要先出貨，

提供給通路客戶新鮮的產品，由於生產的產品品項越

多，在倉儲管理上的難度會越高；再加上近年來『通

路限定包裝』的需求越來越頻繁，例如：今年『可口

可樂』推出年份瓶，其中未來瓶2015年就是7-11限

定販售，同樣品牌、同樣容量規格的產品，需要在倉

儲中更精準的找出特定通路的包裝。」台灣太古可

口可樂物流總監鍾宏毅表示。這種種原因促使了台

灣太古可口可樂決定採用倉儲管理系統（Warehouse 

Management System，WMS），藉此來取代過去以

人工紙本作業為主，以達到最即時的倉儲作業管理。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倉儲管理系統，不僅需要有適合的軟體，倉庫內

所使用的硬體設備更扮演著系統能否充分發揮其功

效的關鍵角色，鍾宏毅總監說，「現場工作人員必

須使用行動裝置來隨時記錄進出貨，以便掌握最新

的庫存狀況，我們的倉儲管理系統一開始選擇的是

商用的平板電腦，但導入初期正好適逢低溫、多雨

又潮濕的二月，導致電腦頻頻出現系統不穩定的狀

況，因此今年三月我們決定改採工業等級的平板電

腦來改善此一問題。」

已有超過百年歷史的可口可樂公司，其對品質的追求始終未曾停歇，在台灣的裝瓶夥伴太古可口可

樂最新導入的倉儲管理系統，更在新科技的輔助下實現了即時的庫存資料管理，並以更有效的方式

來執行倉儲作業。
撰文│余曉晶
專訪｜台灣太古可口可樂物流總監 鍾宏毅
圖片｜台灣太古可口可樂

台灣太古可口可樂 堅持品質
打造高效倉儲零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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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S-770搭配專屬車

載支架

強 固 型 平 板 電 腦 P W S  - 
770，搭配專屬車載支架，
兼容移動與車載的多元使用
方式，滿足顧客不同需求，
並成就台灣太古可口可樂高
效倉儲物流管理。

根據負責此一專案的研華業務工程師游鯉鍵描述，除了倉庫

的溫濕度是屬於較為嚴苛的使用環境外，台灣太古可口可樂所

需的電腦必須安裝於堆高機正前方的支架上，因此車機必須要

能承受堆高機在倉庫內不斷移動所產生的振動，以及揀貨時裝

卸棧板所產生的搖晃現象；另外，電腦還要能在堆高機上充電

並且24小時的運作，同時不論電腦位在倉庫哪一個位置都要能

夠連上該公司內的ERP 系統，種種的情況都是一般僅供個人娛

樂或企業商用的平板電腦所無法承受的特殊條件，也因此研華

工業等級的強固型平板電腦才能雀屏中選。

此外，研華積極的服務態度也是受到台灣太古可口可樂肯

定的一項重要因素，該公司的系統分析師林晉煇表示，「在進

行各家工業電腦產品評估時，研華的積極度最高，不但回覆最

快，而且一開始就先提供了兩台電腦讓我們進行測試，在經過

了一個半月的試用，確定產品的穩定性後，我們最終決定了採

用研華的工業用平板電腦。」

而在研華豐富的產品線中，台灣太古可口可樂採用的是

PWS-770，該產品不但是專為嚴苛環境所設計，更具有優異的

防摔、防振、防水、防塵保護，還有高容量鋰電池和不需關機

熱插拔抽換電池等特色，多種無線通訊功能更讓其有絕佳的資

料傳輸品質。更重要的是，PWS-770除搭配專屬車載支架，滿

足堆高機精準揀貨需求外，更可單獨以平板模式使用，具備移

動便攜性，方便現場工作人員即時走動盤點產品。目前，台灣

太古可口可樂已分別在桃園、王田及高雄的倉庫內堆高機上裝

設了多台的PWS-770，而且使用至今未曾出現任何系統不穩定

的情況。

監持品質　只給你最好的

鍾 宏 毅 總 監 表 示 ， 「 效 益 （ E f f e c t i v e n e s s ） 和 效 率

（Efficiency）對於倉儲物流管理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除

了目前先把 WMS 系統推展至全台各個倉庫外，未來也會評估

是否在運輸或配送系統中，或者是像棧板、二氧化碳鋼瓶這類

資產管理方面導入適當的科技產品來協助管理，而最終目的無

非是要給客戶最好的服務品質，同時更是要讓消費者能享用最

優質的飲品。」

其實，從一定要以冰涼的「可口可樂」招待來到該公司桃園

總部的訪客，讓飲用者能在最佳溫度下感受氣泡在口中翻滾的

清涼感，就不難看出台灣太古可口可樂對品質的堅持，相信這

也是該品牌能歷經百年而久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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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 Partnership成就客戶

關於台灣太古可口可樂
台灣太古可口可樂隸屬太古飲料旗下公司，太古飲料包含香港、台灣、大陸七省分及

美國鹽湖城 ( 服務美國西部11個州 )，服務人口將近四億五千萬人，為可口可樂全球策

略合作之主要裝瓶廠之一，主要裝填及配銷可口可樂公司商品，以「當地生產、當地

配送」服務為目的，於台灣提供11 個品牌，包含「可口可樂」、「美粒果」、「原

萃」、「爽健美茶」等，在台灣零售終端的客戶數約為5至6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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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病患角度出發 亞東醫院打造優質服務環境

Joyful eLifestyle品味樂活

提供A+級服務，超越病人的 期待
醫療服務的最低層次，只是把病治好；

若能縮短看診流程、讓病人滿意，就再往上一級；

然而，真正A+級的服務，則是要做到超越病人的期待，

智慧醫療整合服務正是實現醫病夥伴關係的最佳應用。
採訪、撰文｜數位時代 薛雅菁、余曉晶
專訪｜亞東紀念醫院院長 朱樹勳、研華智能業務副理 李家茵
圖片｜研華公司、亞東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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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權鬥士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曾發表《我有一個夢》（ I Have 

a Dream）演說，希望實現人人平等的理想，至今仍為人稱頌。亞東紀念醫院院

長朱樹勳也有一個夢想，那就是「增進醫師與病人的互相瞭解與溝通，打造以病人為中

心的醫療環境」，這個夢想將在今年9月亞東醫院新醫療大樓啟用後逐步實現。

「傳統的醫病關係，醫師為權威性的主導者，病患只能接受醫生指導；但理想的醫病

關係應該是夥伴，在醫病溝通中，醫師為病患解釋病情，病患也可以參與醫療決策。」

朱樹勳說。因此，為改善醫病關係，他要求院內的主治醫師與主管們都必須親身體驗醫

療的流程，唯有進入病人情境，歷經掛號、等候看診、問診醫療、打針、送開刀房及住

院等各種流程，才能實際體會病人的不便、焦慮與恐懼，進而發現制度上還有哪些改善

空間。

朱樹勳認為，醫療服務的最低層次，只是把病治好；若能提升醫護人員的態度、縮短

看診流程等各方面，讓病人滿意，則晉升為B 級；然而，真正A+ 級的服務，則是要做到

超越病患的期待。「A+ 級的服務」正是朱樹勳的夢想，新啟用的亞東醫院新醫療大樓透

過引進研華的智慧醫療整合服務，打造以病人為中心的智慧醫院，提供超越病人期待的

服務。

提供更貼心友善的醫療環境

為了落實「A+ 級的醫療服務」，新啟用的亞東醫院新醫療大樓透過導入研華具有資

料雲端化、叫號自動化、播送一致化、監控即時化等特色功能的智能醫療解決方案，不

但讓該院可以多種創新的智能就診及住院服務，提升民眾對該院就醫環境的整體滿意

度，更可實踐朱樹勳打造以病人為中心、提供超越病人期待服務的智慧醫院。

研華的「資訊叫號系統」與「資訊數位看版系統」，主要提供醫院公共區域、診間報

到資訊顯示、批價掛號及住出院服務櫃台、影像醫學科放射間、檢驗科抽血櫃台與看診

進度查詢等服務，病患可在診間外使用健保卡自行報到後，資料則連線進入診間內。透

過各診間外與公共空間設置的多媒體數位看板，顯示目前就診號、診間名稱、醫師、護

理人員、看診名單、公告訊息，讓候診病患可隨時掌握候診區的等候狀況，減少看診時

的不便。

此外，亞東也仿效現今服務業顧客至上的品質要求，在櫃台設置「滿意度調查系統」，

方便民眾一指觸控即可完成滿意度調查，螢幕同時結合結帳金額顯示，一機雙用途。

住院方面則導入研華的病房互動電視 e 療系統，提供住院須知、院區與周邊環境介

紹、衛教及藥物資訊、電視欣賞、休閒娛樂等服務。這套系統除了該樓層病房平面圖與

周邊設施說明外，同時也提供主治醫師的介紹與查詢；在衛教方面更進一步採用電子

書，內容涵蓋病患的病症、用藥、預防與保健等相關資訊一應俱全。值得一提的是，系

統內並提供了診斷書、住院證明等相關申請，病患可在出院前一天，透過系統進行申

請，當離開病房時，相關證明與出院藥物就已備妥，減輕病患離院時手續繁複的麻煩。

此外，在開刀房部分，除導入手術室即時動態資訊，讓在手術室外等待的家屬能夠第一

時間瞭解病患目前狀況，未來還將進一步採用APP 通知，讓家屬可在病房內、甚至在家

中即可瞭解病患手術狀態。

提供A+級服務，超越病人的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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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亞東醫院專案的研華智能業務副理李家茵表示，「從服

務病患的角度出發是研華開發各種軟硬體產品所秉持的核心原

則，而智能就診、床邊服務等系統也都是基於這樣的理念所開

發出來的解決方案，其最終目的就是營造一個優質的醫療服務

環境，進而讓民眾有更舒適的就醫體驗。」

多種智慧功能 提升醫護人員工作效率

研華的解決方案，不僅能提升醫院對病患的服務品質，對於

院內的醫護人員來說，也能受惠於智能應用而提高工作效率，

譬如智慧型自動看診功能可接收醫院資訊管理系統（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HIS）的資料，將預約掛號與現場掛號的

資料自動排入叫號系統中，當有過號或符合敬老優先的就診病

患時，也能透過自動設定方式來調整叫號順序；還有過去必須

由人工自行抄寫整理的各種報表，現在資料數位化後，像各時

段病患報到數、各類櫃台的管理報表、即時監控報表等都能依

使用者需求來快速統計完成，以作為管理者改善流程或醫院評

鑑稽核之用。

而雲端資訊平台可以集中管理方式以雲端伺服器對公播中

心、櫃台、診間、觸控取票機等所有畫面及節目進行統一的播

送管理，藉此達到一雲多螢的多媒體應用，同時雲端架構也讓

醫護人員即使人在院外亦能透過網路來快速調閱病患的相關

資料，當有緊急病患需要醫療支援時，就能適時提供應有的 

協助。

透過導入研華具有資料雲端化、叫號自動化、播送一致化、

監控即時化等特色功能的智能醫療解決方案，亞東醫院不僅能

以更優質的醫療環境來服務就診民眾，同時也提升了醫護人員

的工作效率，真正做到智慧醫療整合服務，成為實現醫病夥伴

關係的最佳範例。

顧問式服務 一站式銷售

不只是亞東醫院，深耕智能醫療領域多年的研華，在國內外

均已累積了眾多的成功案例，而在台灣就有高達六成的醫療院

所採用研華的智能系統，其中更不乏有多家位居醫界龍頭的醫

學中心，且每個月研華都能有新的智慧醫療成功案例在持續增

加中。李家茵解釋研華受到肯定的原因，除了優秀的產品性能

與完整的系統規劃外，研華豐富的經驗更是其中的關鍵因素，

「目前市場上真得很少有工業電腦廠商能對醫療領域有如此深

入的了解，而且有別於其他系統開發商在瞭解醫院需求後才開

始進行專案開發設計，我們提供的是軟硬體均準備就緒的SRP

（Solution Ready Package）智能方案，因此不但從專案一開

始就能從過去豐富經驗中以顧問式服務為醫院提供最好的流程

建議，一站式的銷售也讓醫院能透過單一窗口就能獲得最完善

的售後服務。」

研華不僅在醫院的第一線服務方面可以提供智能就診、病

房互動系統，在優質醫護、智能一體化手術室、綠能環控等應

用領域也都有相關的產品與解決方案，藉此協助醫院全面導入

各種智能應用以建構出真正的智慧醫院。智慧醫療有太多發展

的可能，未來研華將持續推出更貼心、創新的智慧醫療服務，

協助更多醫院實現醫病夥伴關係，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環境的 

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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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護理、收費到醫療 
啟動全方位行動服務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資訊化的腳步相當快，自2012年起便陸續導入研華各種行動醫療推車解決方

案，打造從護理、收費到醫療服務的M化（Mobilize），落實以病患為中心的服務理念。
撰文｜林瓏
圖片｜研華公司
專訪｜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副院長 劉帆；研華中國數字醫療事業處行業開發經理林欽裕；華北區銷售主管 楊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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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
在病床上的 Amy 一個星期前因為車禍腿受

傷而被留院觀察，昨天終於得到醫生的出院

許可。當她思考著等一下要如何去樓下繳費和辦出

院時，一位護士小姐微笑著推著行動護理車走進病

房，替躺在病床上 Amy 做最後的例行性的檢查和記

錄。在檢查完之後，護士溫柔的提醒，「醫生說你

今天可以出院了，由於你的腳不方便，稍晚會有人

幫上來幫你結帳和辦理退房。」果然，在護士離開

後不久，Amy 就看到一個穿著醫院制服的小姐推著

同樣的推車走進病房，不過這次推車上放的是收銀

機、刷卡機和印表機。

這樣的情境不是虛構，而是北京大學人民醫院

（以下簡稱北大人民醫院）每日上演的真實場景。成

立於1918年的北大人民醫院，是大陸排名前十大的

醫院，由於現任院長王杉非常認同 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管理的效益，因此

醫療資訊化、數位化的腳步走得比較快也比較好，

在2014 年6 月便獲得美國醫療資訊管理系統協會

（Healthcare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s 

Society）頒發的HIMMS 第七級認證，全球至今不到

2% 的醫院能夠取得第七級認證。同時，北大人民醫

院還獲得HIMMS 年度數位醫療獎（HIMSS-Elsevier 

Digital Healthcare Award），這是醫院應用資訊系統

改善醫療與管理品質的最佳證明。

北大人民醫院力推M化  落實以病患為中心服務理念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副院長劉帆表示，北大人民醫院推動醫療

資訊化的目標，除了提昇管理效率外，更希望落實以病患為中

心的服務理念，因此從2012年開始與研華合作，導入一系列

行動資訊設備，包括護士在使用的行動護理車、住院醫生使用

的行動醫療推車，及行動收費車，透過這

些資訊設備提昇醫療服務的效率與品質。

「護理資訊化是醫院 e 化的第一步。」

研華中國公司數字醫療事業群行業開發經

理林欽裕說，北大人民醫院在研華行動護

理車進駐之前，便已經導入PDA 設備來輔

助護理服務，只不過PDA 螢幕小、功能有

限，只能用在給點滴時病患的身份確認，

無法用來執行醫囑，護理執行等功能。加

上大陸在2010年推動優質護理，希望護理

人員從功能型（即給藥、執行醫囑等工作

由不同護士負責）走向全責護理 ( 每一位

病人有一位固定的全責護理人員負責照護

工作 ) 促使北大人民醫院導入行動護理車。護理人員可以推著

車到病房執行護理工作，如：給藥、換點滴、量測病患生理資

訊（如血壓、體溫）並記錄在系統中，原有 PDA 設備則作為

輔助工具。由於研華的行動護理推車具備自動升降按鈕，當護

士回到護理站之後，可輕鬆調整推車桌面的高度，將推車變成

電腦桌來使用。

研華行動推車解決方案　為醫院打造M 化工作站

目前北大人民醫院全院每日門診量約8千到1萬人，由於建

院時間早，門診與大廳空間較小，每次遇到看診時段總是人滿

為患，影響醫療服務品質。北大人民醫院一直計劃導入行動收

費車作為臨時收費櫃檯，緩解排隊繳費的人潮壓力，但卻始終

找不到理想的解決方案，而研華行動護理車運作穩定、導入成

效良好，讓這個計劃有了實現的可能。

研華中國數字醫療事業處華北區銷售主管楊君指出，與行動

護理車不同的是，行動收費車要加裝很多耗電設備，包括3種

刷卡機2台印表機，而且有些設備使用的是AC 交流電非DC 直

流電，因此電源整合能力變得很重要，否則容易出現某種設備

不能使用的情形。而研華從車體、電腦到電池都是自行製造組

裝，原本就熟悉電源整合技術，再加上走模組化設計非整車訂

製，可以降低客製化的成本與時間。「導入行動收費車後，降

低民眾等待時間與住院病患的不方便有顯

著的改善，因此原本只在早上門診時段開

放使用，如今擴大到全天候使用。另外，

我們還配置2 台收費車專門提供給住院病

患使用。」劉帆說。

接連兩個成功的導入經驗，讓北大人民

醫院繼續深化與研華的合作，導入供住院

醫師巡房使用的行動醫療推車，一來方便

醫師向病患家屬解說病情，二來可作為主

治醫師巡房時的醫療教學使用，林欽裕指

出，比較特別的是，北大人民醫院整合了

醫療用一體雙螢幕，可以同時顯示 PACS

影像與電子病歷，方便醫師掌握病患狀

況。未來還計劃在推車上安裝高畫質攝影機應用至遠程會診，

希望藉此強化偏鄉醫師的能力與醫療服務品質。

目前在中國市場上提供行動醫療設備的廠商很多，北大人

民醫院之所以選擇研華，劉帆指出主要有二個原因，第一是推

車體積小、質感佳。前述提及，北大人民醫院建院時間早，

有些病房房門較小、護理站空間不大，行動推車的體積若太大

會造成很大的困擾與不便。第二研華是整車製造，不是選擇市

售配備自行組裝，因此售後服務為單一窗口，方便有效率，發

生問題時也不必煩惱要找哪一家廠商來解決。對此，林欽裕補

充，目前研華在中國各地都有工作站，提供上門維修服務，

且隔天完修率高達80%，降低設備故障影響醫院正常運作的 

風險。

未來，北大人民醫院將持續擴大行動護理車與行動醫療推車

的導入，並持續進行其他服務的數位化計畫，希望透過穩定可

靠的醫療資訊化硬體設備與軟體應用，提高醫療服務的品質與

效率，降低醫院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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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 IT 技術的發展，醫療數位化已成趨勢，應

用資通訊技術提昇醫療服務品質，成為每個

醫療院所管理者的共識。成立於1896年、現為中部

具有龐大體系規模的彰化基督教醫院（以下簡稱彰

基），一直積極推動醫療 E 化，近年來更導入研華

移動醫療推車AMiS，從E 化走向M 化，滿足醫師在

臨床照護時的資訊需求。

從醫療E 化走向M 化 

彰基早在1983年便開始資訊化腳步，成立資訊部

門專責開發醫院所需的各項醫療資訊系統，因為起步

早加上高層管理者的支持，高度的資訊化讓彰基展現

出領先國際的醫療照護品質，獲得許多國際認證單位

的高度肯定，彰基早在2008年就通過國際最著名的

JCI(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國際醫院評鑑認

證，並在2011年以及今 (2014) 年通過第二度以及第

三度認證。

另外，彰基自2010 年通過 JCI CCPC（ Clinical 

Care Program Certification）氣喘照護認證以來，至

今年為止共通過慢性腎臟病、慢性阻塞性肺病、糖尿

病、HIV/AIDS、中風個案、乳癌、肝癌、小兒氣喘

等九項認證。彰基檢驗醫學部、基因醫學部、病理部

打造行動 
數位化e院
一直走在資訊化前端的彰化基督教醫院，為了滿足臨床

照護上的資訊需求，決定導入研華移動醫療推車AMiS，

打造一個兼顧服務品質與效率的行動數位化e院。

彰基導入移動醫療推車  
滿足臨床照護資訊需求

等三個單位也於2012年獲得美國病理學會CAP(The 

College of American Pathologists) 認證。每次認證都

透過高度的資訊化呈現出領先國際的醫療品質，獲得

委員的高度評價。

彰化基督教醫院資訊部主任許天成認為，資訊部

設立的目標就是要服務醫院、尤其是臨床照護上的資

訊需求，因為臨床照護有很多需求不全是靠現成的軟

硬體設備就能滿足，必須派專人與使用者溝通、徹底

了解需求，據此進行功能調整，才能讓資訊設備真正

符合使用需要，從而發揮電子化最大效益，與歐美先

進國家相比，彰基因為貼近使用者需求，在資訊化的

應用細膩度上反而比較高。

以導入研華AMiS 移動醫療推車為例，正是因為看

到臨床照護人員對資訊設備的需求，許天成表示，

彰基對於行動化的應用非常用心，針對醫師巡房的

需要同時提供手持行動裝置 APP 以及行動車兩個

方式讓醫師使用，手持行動裝置雖然是趨勢但目前

尚有使用上的限制，無法完全支援臨床照護需要，

而研華移動醫療推車的設計，就好比把桌上型電腦

變得可以移動，既有應用程式不必更動就可以繼續

使用，也無需進行人員的教育訓練，就醫療應用來

說，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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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林瓏
圖片｜研華公司
專訪｜彰化基督教醫院資訊部主任 許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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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華醫療推車 一車多用途

手持行動裝置與桌上型電腦（或筆電）相比，雖然功能一

樣，但從軟硬體配備來看卻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設備，包括輸入

方式、作業系統、運算資源、螢幕尺寸大小等都不一樣，因此

在桌上型電腦Windows 作業環境下的應用程式，無法直接移轉

至手持行動裝置，由於手持行動裝置通常螢幕尺寸小、作業系

統也和桌上型電腦不同，為了讓小螢幕達成使用的便利性，應

該要善用手持行動裝置觸控螢幕的特性，重新開發臨床應用的

APP，偏偏醫療系統在設計時有太多的商業邏輯要考慮，間接

加深調整難度，導致行動裝置APP 開發速度慢。

除此之外，行動裝置的硬體更新速度太快，幾乎每隔幾個

月廠商就會推出新產品，但是醫院不可能跟著廠商推新產品的

速度來汰換設備，因此會產生不易管理、使用意願低落（因為

使用者的配備可能比醫院還新）等問題，「不可否認地，行動

裝置還是有其方便性存在，只是無法滿足每一種使用需求，因

此我們導入了移動醫療推車，讓使用者有更多不同的 M 化選

擇。」許天成說。

研華 AMiS 針對醫療應用而設計，不僅符合 IEC60601-1、

EN6060與 -1及UL60601-1等電氣醫療設備的安規標準，且使

用比較輕的磷酸鋰鐵電池，在電池輕量化的同時，也減輕推車

重量變成只有8公斤，幾乎是傳統鉛酸電池的一半，續航力同

樣可到8~10個小時。不過，即便AMiS 具備眾多優勢，彰基在

導入前還是找了不同廠商的設備做比較，並直接給使用者試用

請他們反應意見，最終因為品質好、設計有質感、體積輕巧、

外觀堅固、用料精細、功能與便利性皆不輸國外的設備，加上

使用者反應良好，促使彰基決定選擇與研華合作。

許天成認為，導入AMiS 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推車管理問

題，移動醫療推車如果沒有人負責充電，沒有人負責通報設備故

障情況，很快就不能使用，因此在經過溝通協調後，明確地劃分

管理權責，才能避免推車落入形同虛設的窘境。舉例來說，由護

士負責使用上的管理，包含將車子就定位、定期充電、反應車上

配件狀況等，至於維修上的管理則由資訊部與工務部共同負責，

資訊部管電腦、工務部負責車體。

凡是導入新系統都會產生一定的使用者抗拒心態，因此如

何降低焦慮，真正促成新系統與使用者的融合是非常重要的課

題。彰基不只積極導入智慧化方案，在內部也進行了仔細的訓

練和反覆的溝通，就是為了讓AMiS 可以真正的發揮功效。

目前彰基一個護理站配置3~4台移動醫療推車，提供住院醫

生巡房時使用，住院醫師可以經由推車上配置的電腦開立醫

囑、調閱資料、記錄用藥資訊、向病患與家屬解說病情 ... 等，

或是做為主治醫師的臨床教學工具，也可以當成桌上型電腦，

直接定點在護理站使用，除了研華的移動醫療推車之外，未來

彰基希望能導入更多智慧醫療與行動應用解決方案，打造一個

兼顧服務品質與效率的行動數位化e 院。■



發展智慧醫療的第一步就是從智慧醫院開始，也就是結合ICT技術， 
提供以病患為中心的整合式醫療服務體驗。
撰文｜林瓏
專訪｜研華數字醫療協理 林金輝
圖片｜Fotolia

邁向智慧醫療新視界

物
聯網技術的成熟發展，促使各個產業朝智慧化

邁進，其中，智慧醫療是最熱門的領域之一，

各國政府與醫療業者皆積極投入，希望透過智慧醫

療降低未來高齡化社會所帶來的健康照護成本，同

時提昇現有醫療服務的效率與品質。

目 前 ， 丹 麥 以 病 人 為 中 心 的 家 庭 醫 療 系 統

（Patient-Centered Medical Home; PCMH），是智

慧醫療相當成功的例子，美國非營利組織「醫療資訊

與管理系統協會」曾經估計，丹麥的健康照護支出金

額占GDP 總額的比例逐年下滑，每年約可省下1億2

千萬元美金。

PCMH 的基本架構有2 個 ：「個人專屬全科的家

庭醫生」和「丹麥個人健康紀錄e 化入口網」。當丹

麥人生病時不需要出門看醫生，而是透過具有視訊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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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port特別報導

能的3C 產品，將家中所感測到的生理數值傳給家庭

醫師做初步診斷，醫師再將處方籤傳送給病患或附近

的社區藥局，方便病患領藥。此外，這些在家感測到

的生理數值也會自動傳輸至電子病歷資料庫中，丹麥

人可至健康入口網查詢個人病歷、用藥資訊、預約看

診等。

智慧醫療發展基礎：智慧醫院

借鏡丹麥的成功經驗可發現，發展智慧醫療的第

一步就是從智慧醫院開始。研華數字醫療協理林金

輝指出，所謂智慧醫院指的是，以資訊與通信技術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 為

基礎，提供以病患為中心的整合式醫療服務體驗。其

目的在於讓病患得到更好的照護，從而降低醫療成本

與提升醫療服務的品質，避免發生用藥錯誤等醫療疏

失的發生。

這樣的說明或許有些抽象，倘若進一步看看 IBM

所描繪的智慧醫院藍圖，就能明白智慧醫院與傳統醫

院的差異。

在 IBM 的智慧醫院中，所有醫療資源都藉由物聯

網的技術被整合在單一平台中，包括醫生、護理人

員、醫療儀器、設備、藥品和材料等，可隨時為病患

提供服務。當病患一踏進醫院大門，醫護人員會為其

戴上條碼或 RFID Tag，便於後續醫療行為的身份確

認。當病患接受治療時，醫護人員可以透過系統掌握

目前所能使用的資源及其所在位置，假設病患需要照

X 光，系統便會告知哪裡有未使用的X 光室，節省病

患的等候時間。

如同物聯網整合所有資訊的核心精神一樣，智慧

醫院強調的也是資訊資源的整合應用，提供以病患為

中心的醫療服務，然而傳統醫院要怎麼做才能達到這

個目標？林金輝認為必須循序漸進，從數位化、行動

化再到最後的遠距照護。

第一步數位化為的是讓病患資料無縫整合，如導

入電子病歷（ EMR）、醫療影像擷取與傳輸系統

（ PACS）、臨床資訊系統（ CIS）等。接下來進展

到移動化，提升病患和照護者的自由度與便利性，

如醫囑處理系統（ CPOE）、無線實時定位系統

（RTLS）等。最後則是遠距照護，病患即便在醫院

外更廣的範圍都能接受醫療照護服務，如：遠距看

診、遙測監護儀（Telemetry monitoring）等。

如果以上述三個階段來看全球智慧醫院的發展現

況，美國的數位化與行動化已經相當成熟，目前正在

發展遠距照護；歐洲多數國家已完成數位化，至於行

動化和遠距照護則是從西歐國家開始發展，以同心圓

的方式慢慢擴散到歐洲其他國家；而中國則呈現跳躍

式的成長，三級醫院已經有一定程度的數位化，其中

三甲醫院也開始發展行動化如導入移動醫療推車，一

級和二級醫院目前仍停留在數位化階段。

半導體的微小化技術促進智慧健康照護產業

的演化

智慧醫院強調對院內病患的照護，至於在醫院外

民眾的健康照護或疾病預防，則是智慧醫療關注的焦

點，這在少子化與老年化的社會發展趨勢下更是重

要。根據聯合國人口發展基金會的統計數據顯示，全

世界60歲以上的人口數在2012年已達到8.1億，占

總人口數11%；預計2050年將達到20.3億，占總人

口數22%，顯見對年長者與慢性病患的健康照護，

成為發展智慧醫療的重點項目。

而半導體的微小化技術，則為智慧健康照護發展

帶來很大的契機。它讓醫療感測設備變得體積輕巧、

穿戴方便且耗能低，可隨時隨地量測與紀錄患者的生

理數值。最顯著的例子就是近一到兩年來智慧型手機

廠商爭相推出的智慧手錶，其除了具備簡單的手機功

能如接打電話、收發簡訊外，通常也能自動量測使用

者的生理數值，例如：iWatch 可以量測脈搏。林金

輝認為，這個功能未來將變成智慧手錶的基本配備，

每個人都能自行量測生理數值，再將資料即時傳送到

醫院自建的私有雲，或是政府的公有雲，透過定期監

測及早發現異常狀況。

「長命百歲」是中華文化裡常用的祝賀語之一，

它代表著人們對健康的期望。如今隨著資通訊技術的

應用，這句話將不再只是期望而是人人都能擁有的狀

態。透過智慧醫療的發展，不僅病患能夠享受優質醫

療服務，一般民眾也能做好日常健康的監控與照護，

以預防重大疾病發生。讓全民都能更健康並降低醫療

成本，就是智慧醫療的終極理想。■



研華整合產業上下游  
推動智慧醫療平台
台灣的醫療技術和ICT發展成熟，兩者結合可以打造出完善的智慧醫療解決方案， 
並將此模式推廣至大陸甚至國際市場，讓台灣智慧醫療產業能夠持續擴大、成長。
撰文｜林瓏
專訪｜研華智能副總經理 余金樹
圖片｜研華公司、Fotolia、ShutterStock、T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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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慧醫療乃是透過資通訊科技提昇醫療服務品質或醫院管

理效率，一般分為健康照護與綠色安全兩個面向，健康

照護指的是院內流程E 化，改善病患至醫院就醫的所有流程，

例如：診間、櫃檯、臨床照護、手術室等作業的資訊化，綠色

安全則強調建築能源管理、設備管理與環境控制。

智慧醫療兩大面向：健康照護與綠色安全

研華智能副總經理余金樹指出，在智慧醫療發展過程中，健康

照護是醫院最先導入的部份，而這又可以再細分成三個部份，第

一是病患就診與櫃檯作業的E 化，主要目的是提昇看診效率、縮

短病患等候時間。舉例來說，在診間安裝電子看板，讓病患自助

報到並自動排序看診號碼，或是在結帳 / 領藥櫃檯安裝KIOSK 自

助取票機，搭配櫃檯窗口上方的顯示螢幕，自動分流等候民眾、

提昇作業效率，也可以在櫃檯窗口安裝小型觸控螢幕，用來顯示

資訊或進行滿意度調查。

第二是護理人員與醫師巡視病房的臨床作業E 化，主要是方便

醫護人員查詢資訊、簡化不必要的資料輸入作業、確保病歷與用

藥安全，最常見的應用模式包括行動護理車、行動醫療推車、床

邊照護系統…等，近來部份醫院還有護理儀表板 (Dashboard) 的

設計，就是在護理站安裝電子看板用來顯示資訊，並搭配床邊照

護系統簡化護理人員工作量，使其能夠專心照護病患。舉例來

說，以前如果遇到病房沒有衛生紙或電視壞掉的情況，病患第一

個想到的就是找護理站人員解決，如今病患只要點一下床邊照護

系統，訊息就會自動發送至負責單位，護士就不用處理這些非責

任範圍內的瑣事。

第三則是手術室的資訊公開與管理。應用項目有手術室排程管

理、病患手術進度（如：手術中、恢復中）同步顯示在家屬等候

區的電子看板、系統內建手術報告範本，護理人員只要點選圖片

就可以自動產生報告。在健康照護三個應用層面中，手術室因為

關乎生命安全，醫院在導入E 化的態度比較謹慎，普及度不像前

面兩個診間／櫃檯與臨床照護那麼高。隨著能源使用價格逐年成

長，醫院越來越重視能耗管理，這正是智慧醫療的第二個層面綠

色安全，像彰化基督教醫院員林分院就導入綠建築設計，目前正

在申請美國LEED NC 與LEED HC（Healthcare）雙認證。

余金樹表示，醫院建築物多、耗能大，加上為了做好感染控

制，空調幾乎是24小時不關機，透過 ICT 科技可以在不影響既有

空氣品質的情況下，節省能源使用量，進而降低營運成本。舉例

來說，透過能源管理系統分析能源耗用狀況，找出異常部份進行

處理，或是依據院內人數控制空調溫溼度，維持院內良好的空氣

品質。此外，停車場管理是綠色安全下新興的應用模式之一，由

於醫院院區大、停車場通常不會只有一個且分散在不同地方，透

過系統可以告知民眾哪個停車場還有空位、或是距離最近的停車

場，省去奔波尋找停車位之苦。

台灣要輸出的是醫療產業而非服務

前述提及，智慧醫療是以 ICT 技術為基礎，改善醫療服務品質

與效率，因此資服產業在發展智慧醫療解決方案過程中，必須要

有醫療業者參與，將其融入現有作業流程中，才能創造 ICT 科技

新的應用價值，否則 ICT 就純粹只是一套軟硬體設備而已。

然而醫療業關乎生命安全，對新科技的態度原就比較保守，

單憑一兩家業者的力量，很難使其願意參與，因此，研華希望

以聯盟的方式推動台灣智慧醫療產業平台。余金樹進一步說明

這個平台的運作模式，首先聯合各個不同領域的系統整合商，

開發各種智慧醫療應用解決方案，再邀請醫院加入此平台，做

為這些解決方案的實驗場域，系統整合業者根據聯盟醫院的導

入經驗調整解決方案架構，再推向醫學中心、專科醫院（或診

所）、長照機構…等醫療相關單位，而政府、法人、協會、媒

體則扮演推動者的角色，為醫療院所提供最新趨勢與作法。

當智慧醫療解決方案在台灣成功運作後，便可將這樣的合作模

式輸出到國外，與當地電信業者或系統整合業者合作，在當地複

製台灣經驗，讓台灣智慧醫療產業能夠持續擴大、成長。就現階

段全球智慧醫療市場的發展來看，大陸是最有潛力、也是台灣廠

商最容易切入的市場，由於台灣醫療產業起步時間早，在醫療技

術與 ICT 應用上皆有豐富經驗，正好成為大陸的借鏡對象。

大陸近年來積極推動醫改，除了鼓勵現行醫療體系導入電子

病歷、推動優質醫護服務外，更在十二五政策中開放設立私人醫

院及專科醫院（也就是診所），甚至還開放台灣醫療院所至當地

設立分院，然而這樣的做法等於是輸出台灣的醫療服務，將台灣

的醫療Knowhow、優秀的醫護人員移往大陸看診，不僅要和大

陸當地醫院競爭，連帶還會影響台灣醫療服務的運作，但是若結

合 ICT 業者的力量，轉變成將智慧醫療解決方案應用模式複製出

去，既不會影響台灣醫療服務品質，還能整合醫療產業上下游的

力量，「台灣要輸出的是醫療產業，而不是醫療服務。」余金樹

強調。

面對高齡化社會、高額醫療費、醫病關係矛盾的醫療現狀以

及 ICT 技術發展，智慧醫療已成必然趨勢，台灣業者必須善用

醫療與 ICT 技術的雙重優勢，透過智慧醫療產業平台在未來的

市場上取得先機。■

Special Report特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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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余曉晶
圖片｜研華公司
專訪｜捷格科技技術總監 左典修、研華智能業務副理 李家茵

為了讓病患有完善的醫療照護與安全保障、醫護人員有良好的工作環境與品質標竿，同時達到

醫院管理者優化營運績效的目標，智能化手術管理平台是亟思改善流程、意欲提升品質的最佳

選擇。

手
術是疾病治療的主要手段之一，其繁瑣複雜

的過程必須在細膩的分工與高度的合作下才

能確保手術能順利完成，但手術室同時也是醫院各

科室中建造費用昂貴、作業成本最高的場所，而每

日數量不定的手術、難以精準安排滿足每個醫師的

手術時間、臨時突發的緊急搶救手術等不確定因素

則讓手術室與人力設備的安排均備受考驗。

為此，醫院都建置有自己的一套標準作業流程

（ SOP），甚至透過 MIS 人員來自行開發軟體或導

入各種科技產品以輔助手術流程與手術室之管理，

但各自獨立開發完成的系統卻有可能出現資訊無法

互通或資源浪費的問題，因此如何在維持手術品質

又有效控制成本的前提下，將有限的醫療資源做最

佳運用，一直都是各醫療院所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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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手術管理最佳平台
從使用者角度規劃 讓手術流程與手術室管理再加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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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強合作、軟硬整合 讓系統功能極大化

長期耕耘醫療應用的研華，近來積極推展的 SRP（Solution 

Ready Platform）以結合軟硬體的整體解決方案，讓使用者可

以有已經過市場驗證且立即可用的系統，因而不再需要頭痛醫

頭、腳痛醫腳的另設專案來委外或自行開發。研華智能業務副

理李家茵表示，今年研華更與醫療軟體 - 專業廠商捷格科技合

作推出了「智能化手術管理平台」，從術前的排程預約與控

制、術中的查核記錄與管理、術後的報告產出、查閱與統計，

全都納入了這套智能管理系統中，藉此達到優化現有手術流程

管理並提升手術室利用率，同時也可透過數位化之作業模式來

確保病人的安全以降低人為疏失，而既有文字又有圖像的完整

資料不但可做為治療過程之記錄以減少醫療糾紛外，還可作為

技術與經驗傳承之教學教材、以及管理者評估改善時的重要參

考依據。

目前這套智能化手術管理平台，不僅有行動智能排程、智

能控制中心、數位手術病案系統、行動安全查核系統、智能管

理儀表板、雲端服務APP、動態公播管理等多套捷格科技的軟

體，並且還搭配了研華POC-W211、POC-W242、UTC-532、

以及7吋觸控平板電腦（Pocket Pad）等數款已通過醫療安規

且具有無風扇、低噪音、防塵、防潑水等特色的醫療護理專用

電腦，研華醫療電腦皆有通過EN/UL 醫療安規，不會影響精密

的手術儀器設備。

捷格科技總監左典修表示，在未與研華合作前，醫院自行

選配的硬體常讓該公司備感困擾，因為品質不佳的硬體既會讓

軟體功能無法發揮之外，系統出問題時也很難追究到底誰該負

責，因此捷格科技一直在尋找適合的硬體，並想與之搭配以便

讓系統能有更完美的表現，「因為空間有限的手術室需要更精

簡設計的高階電腦、更符合人體工學的操作方式，幾年前我在

新光醫院的開刀房內看到研華的平板電腦時，就覺得這就是我

要找的硬體設備，其一體化的設計可解決個人電腦既笨重又佔

空間的問題，觸控式操作也省去了要外接滑鼠、繪圖筆與數位

板等額外裝置的困擾。再加上研華豐富且優質的產品，以及深

耕醫療產業的企圖心，更強化了我們雙方的合作意願。」

提升整體運作效率的智能平台

捷格科技向來以醫療臨床資訊與高階圖像技術作為其主要的

產品開發項目，為了解決執刀醫生需要在術後特別利用工作之

餘或排修日來撰寫手術報告的問題，早在2003 年就開發出了

數位手術報告系統，其無紙化的電子手術報告不但可取代傳統

以文字為主的手術記錄，還能在結合病人開刀部位、病灶圖像

與照片等影像資料讓手術報告更一目了然。

左典修說：「在台灣，醫療機構對於病患安全、流程與品

質控管特別重視，但圖文的結合一直是醫院資訊化過程中所碰

到的瓶頸之一，目前仍有許多醫院停留在以文字來進行手術記

錄，甚至還有不少未使用電腦的單位必須用手寫來完成報告，

而我們的系統則能以豐富的圖文內容來說明並記錄與手術相關

的各種資訊。」

隨著這套有圖有真相的數位手術報告系統陸續獲得多家大型

醫院青睞而採用後，捷格科技持續透過對臨床作業的深入研究

而開發出了更多與手術流程管理和手術室相關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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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針對排程控管平台，他特別指出，手術排

程是件相當不容易的工作，因為其中涉及了多種管理

原則，透過電腦累積的歷史資料來分析出更具參考價

值的數據資料，不但能訂定出更精準的排程，同時也

減少了讓醫護人員枯坐空等的機會，而具備了智能引

擎的排程作業更減輕了醫護人員的工作負擔，透過研

華醫療電腦穩定效能可以順利處理全院龐大資料量。

而在手術室內，過去手術中沒有安全查核，或以

紙本實施查核作業，若透過研華最新觸控平板電腦將

行動手術安全查核系統行動化，滑順的觸控螢幕讓醫

護人員操作上更為便利，可更快速方便的完成工作。

另外，針對手術過程中可能會使用到的移動式X 光

透視裝置（ C-ARM）、以及微創手術會搭配使用的

關節鏡（Arthroscope）或達文西機器手臂（Da Vinci 

Surgical System），手術圖像工作站能藉由與儀器設

備之串接將其所產生的影像能直接整合至病人的手術

病歷檔案內，並透過研華醫療電腦的高畫質影像處理

清晰呈現。「當醫護人員觸發攝取影像時，圖像資料

也同時傳送到了我們的系統內，因此能省去以往先拍

照後抓圖再貼文件的繁瑣步驟，而且這些圖片影像同

時也是醫療教學、健保審核、醫療糾紛時的最佳佐證

資料。」捷格科技左典修說。

讓巨量數位資料發揮加值效益

管理與控制方面，管理儀表板與例行報表是有效

協助醫院高層進行決策的系統，「醫院的高階主管其

實就像是位艦長，他必須從眼前儀表板上的各種資訊

來決定是否要加速向前或減速慢行調整角度，因此我

們將此系統稱之為『智能手術管理儀表板』。而透過

前端收集來的完整資料，身為資訊消費端的智能管理

儀表板就能讓管理者透過統計、分析、交叉比對來產

生關鍵績效指標（KPI）進而改善執行成效。」

而除了能讓手術室主任或護理長以觸控方式，點

選系統內的預約資料來分配開刀房之外，各間手術室

的現況也能透過房內所裝設的多台攝影機進行即時影

像轉播，藉此了解手術室內現況並協調人員之工作與

器械使用，當臨時出現急刀手術時亦能進行最快速且

適當的安排。而術前、術中、術後的所有資料都能全

面數位化並透過雲端平台加以整合在『智能手術管理

儀表板』後，可相互支援與連動，讓原本僅供參考的

資料轉變成更有價值的應用。

左典修強調，軟體的開發不該是疊床架屋式的設

計，也不能只從功能面去思考規劃，「因此，從使用

者角度來思考並優化作業流程是我們系統設計的重

點，譬如：一份報告要按多少顆鍵才能完成？是否有

更好的規劃來減少按鍵次數？需要花八分鐘完成的工

作能否縮短至五分鐘內就做到？同時我們還會考慮醫

院的作業規則與營運政策該如何數位化以便能供不同

層級的使用者來運用，當這些關鍵因素都能被充分了

解與解決後，系統平台才能在兼顧醫護人員與病患及

其家屬的多方需求下發揮其應有功效。」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的資料顯示，全台總計有

將近兩千間的手術室，而不論是需要住院的住院手術

或不需要住院的門診手術，平均每天有數萬人次必須

接受手術治療，而為了讓病患有最適切的醫療照護、

醫護人員有更良好的工作環境，同時達到醫院管理者

優化營運績效的目標，研華與捷格科技共同合作推出

的智能化手術管理平台能讓亟思改善流程、意欲提升

品質與經營績效的醫院同時擁有最完整的軟體系統與

最優質的硬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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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華ARK自我感知智能系統  
快速落實物聯網應用的關鍵
物聯網是結合智慧裝置和雲端運算的基礎，研華新一代ARK嵌入式無風扇系統，能夠自我管理、自我動態調節保

護並且對系統外的週邊設備亦進行即時監控、異常情形主動蒐集相關資訊後即時回報，能輕鬆的連結任何裝置及

周邊模組，在各式不同應用環境條件下，能以進階軟硬體設計優勢啟動自我感知，協助使用者快速落實物聯網應

用，並發揮最大的物聯網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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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體研發資深經理 盧瑞榮 

研華嵌入式運算核心事業群 產品資深經理 陳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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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華ARK自我感知智能系統  
快速落實物聯網應用的關鍵

受
到產業大佬及各國政府的大力投資，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 IoT）儼然

已經成為產業界最為流行的顯學，不論各產業都期待跟物聯網搭上線，不

過，想要享受物聯網所帶來的各項利益，首先還是得對物聯網與物聯網所能創造的

優勢有所瞭解，才能事半功倍的以最簡潔、有效的解決方案，創造出最大的物聯網

效益，研華 ARK 自我感知智能系統透過創新技術整合能力為客戶具體實踐，就是

物聯網其中的關鍵！

落實物聯網概念的自我感知系統ARK

對於物聯網以及藉由物聯網所蒐集到的巨量資料（Big Data）所能創造的價值，

研華嵌入式運算核心事業群軟體研發資深經理盧瑞榮認為，隨著有線及無線網路被

廣泛的應用在產業的各個角落中，不論是企業封閉式的內部網路，或是能夠與企業

外部連結的開放式網路，或不同的傳輸通訊協定，只要在這網域內的設備，能相互

連結，再透過資料的擷取，進行累積與分析，廣義而言，其實都算是物聯網概念下

的一環。而從這些透過終端設備所蒐集並累積而成的巨量資料被分析和利用後，就

能為使用端客戶帶來效益，也會反饋到原本的產品供應業者，帶來產業的持續進

步。這一切都端看資料如何被擷取，如何進行分類，最後經過什麼方式的分析轉換

成有效的商業價值。

盧瑞榮以研華為例指出，研華所提供的各項設備與解決方案，除了協助使用者在不

同垂直市場中，進行不同的任務外，對內透過產品本身蒐集到的不同數據，也可以為

使用者在今後的採購上，提供可靠的參考依據；另外，透過銷售到不同應用領域中的

各項產品所進行的巨量資料蒐集與分析，則可以得到客戶在使用時，藉由產品回報的

各項數據，進而更瞭解客戶在垂直應用上的需求，提供今後在產品設計上，包括軟、

硬體在內的設計參考方向，甚至對於整個產品線從產品設計、規劃到生產流程排定，

整個供應鏈上的Ecosystem 都可能會有巨大改變。這不僅是對使用者帶來優勢，也會

對製造商產生影響。也因此，怎樣透過更便利的方式進行巨量資料的蒐集、分析；怎

樣運用最輕鬆的方式，建立起巨量資料的物聯網體系，就成了產業界共同關注的焦點

之一，在這整個大架構，如何能透過更精準的產品，做到以上所談的方向，ARK 自我

感知軟硬整合設計的系統產品就是最具代表性的物聯網方案。

對於這個人人都躍躍欲試、商機無窮但業界概念卻不是很清晰的物聯網應用，

研華嵌入式運算核心事業群產品資深經理陳彥君則是認為，大家都在講物聯網，但

是卻很少人可以真正落實，是因為物聯網無法一言以蔽之，物聯網的應用分成太多

不同的層面，包含產業標準、產品、及實際的應用等，而使用者最大的困難點在於

想要以一個標準品去滿足他的所有需求。但是，想要用一個標準品去滿足所有使用

者在物聯網方面的需求，是非常有難度的，因為物聯網的應用範疇很多，甚至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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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都還無法被歸類。但是，陳彥君也強調，由於物聯網最重

要的價值之一在於對巨量資料的運算分析的再利用，藉由分析

後的資料去瞭解，如何解決及預防過去所發生的錯誤，或預估

未來的行為模式，甚至可為今後提供解決之道，物聯網的重點

不僅在當下，也在預測未來。所以ARK 這種藉由軟硬體高度整

合，可以迅速做到由內而外的自我感知及管理的產品，在物聯

網世代裡，就是扮演關鍵的角色。

由內而外自我感知ARK 智能系統   

扮演物聯網的關鍵角色

有別於目前許多同業提出的系統產品，研華新一代的ARK 不

僅僅負責資料運算，而是在異常之前或當下，可立即進行處理，

包含對內的自我調節修復和即時通知。除了內部自我偵測ARK

狀態外（如溫度、電壓、系統負載，網路狀態等），還可以偵

測、監控與ARK 相關連結的外部週邊設備，像是針對硬碟的讀

寫次數進行監測、統計，螢幕的健康狀態、在達到平均壽命週

期前的危險範圍內，即提前通知使用者進行預防性的更替，或

OS 操作系統及AP 運算軟體是否正常運作等，皆可根據使用者設

定，自我啟動各階段的動態調節步驟。而安全性方面也是物聯網

裡面很重要的課題，ARK 自我感知系統提供三道安全的防護：其

一：McAfee 白名單保護，只有被設定的程式才可正常執行，甚

至當遇到駭客不斷嘗試攻擊時，ARK 即時會將此狀況記錄，透過

簡訊或email 發送給系統管理者；其二：加密狗的設計：客戶辛

苦開發的程式，為預防不肖業者將其檔案複製，進行成功模式的

模仿，ARK 有板載加密狗的特殊設計，這些程式只認硬體且高度

加密，硬碟資料即使被拿走也無法執行；其三，SSL 資料傳輸協

定，資料間的溝通可做到資料保護！

以上這些特性 : ARK 自我感知設計的系統，即使被使用在不

同的環境，不同的應用，在旁是否有無人員的維護、周邊模組

或軟體狀況是否發生異常，皆可扮演最佳主角的角色。為因應

物聯網應用的廣度及深度，ARK 全系列為無風扇設計，最低

的維護成本及高穩定性，寬溫防塵設計、低中高階完整的運

算效能選擇，也稱職的將物聯網所需要系統的特性，發揮到 

極致。

研華 ARK 自我感知智能系統，跳脫出只做運算連結周邊的

功能，亦可將終端蒐集到的數據先行初步運算及處理，做出反

應。再向後台傳輸時，已經不再僅是單純的數據，而是經過初

步處理的資料。另外透過系統使用的習慣記錄，如系統負載狀

況、效能、使用時間等，可為使用者日後的採購評估提供重要

的依據，亦可減少對後續支援運作上的浪費。

陳彥君表示，對客戶而言，ARK 與其他傳統控制器不同的地

方在於，ARK 不但具有傳統控制器的功能，同時更是一個可以

自行從事智能管理與回饋資訊的智能終端，要在物聯網內扮演

怎樣的角色，全都取決於客戶如何建立整個應用的架構，ARK

自我感知的設計可發揮物聯網最大效益。

盧瑞榮表示，在許多大型或開放的架構中，當ARK 之上還有

其他管理單位如MIS 或Server 產品時，ARK 可以單純的扮演自

主監控與資訊傳遞的角色，而最終的決策則交由上層的控制層

進行；不過，當ARK 位在一個封閉、小型的架構下，當上層不

再有其他控制管理機制存在時，ARK 則可以利用研華所進行的

軟硬體整合設計，直接以ARK 進行管理與決策的執行，在聯網

的狀態下，亦可將結果通知相關人員。讓使用者在享受或轉移

這些功能時，不需要額外再花費人力或經費去執行。對僅有小

規模需求的中小企業主，或是需要將設備置於人煙罕至需要獨

立運行的應用上，新一代ARK 均可以扮演相當適切的物聯網解

決方案。

新一代ARK 可以自我管理、自我動態調節保護並且對週邊設

備進行實時監控，蒐集相關資訊，除了產品在設計上具有模組

化的設計及搭配的周邊外，SUSIAccess、iManager 等軟體的整

合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盧瑞榮也說明，針對研華本身的

產品或其他業者周邊模組有進階控制器設計，運用SUSI API，與

SUSIAccess 等的搭配，可架構一個由前端到後台的完整平台，

使用者可以藉此獲得更多詳盡的產品、零組件資訊，提供系統進

行更細緻的判斷。

研華想要提供的是一個協助使用者落實物聯網應用，並藉

由物聯網產生更大效益的概念。創造由內而外，全面感知及管

理；由上而下無縫連結與溝通的物聯網環境，才是研華推出新

一代 ARK 系列的目的，而今後研華也會秉持這樣的初衷持續

進行軟硬體開發整合，將 Big Data 與物聯網做更深入全面的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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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動化系統的整合速度加快，在系統整合中扮演要角的工

業網路通訊，其應用也越來越深，就目前產品類型來

看，工業網通可分為網管與非網管兩種，兩者的差異在於設備

有無被納入管理範圍中，一般來說網管型設備多為傳統的工業

網通系統，作為設備與設備之間的互連，非網管則多用在環境

監控，例如 SCADA 系統中，利用網路串連散置於各處的控制

器或感測器，在系統需求考量下，這類型設備的設計通常較為

簡易，講究隨插即用快速上線，由於佈點數量多拓樸較大，再

加上部份設置地點的環境較差，因此一旦設備故障，網管人員

通常無法得知，為解決此一問題，研華推出了ProView 系列工

業乙太網路交換器，打破了市場的既定概念。

輕量型網管設計填補市場需求

市場上的網通產品只有網管與非網管兩種類型的產品型態過

於兩極，導致中間的需求向來被忽略，所謂中間需求意指該系

統仍有一定網管設計，但又須兼具端點設備的簡易與輕巧，因

網管也能輕量化
研華ProView系列的輕量化網管技術，兼顧了端點網通設備的輕巧易用與網管型的設備狀況監測功能， 

解決了市場上對端點網通設備的掌握度不足問題，同時也開創了全新的工業網通產品型態。

撰文｜MD Wang
專訪｜研華業務開發經理 陳韋宏

圖片｜研華公司

ProView開啟工業網通新世代 全面掌握端點網通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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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ProView 系列這類輕量型網管設備將可填補目前市

場不足。

ProView 系列工業乙太網路交換器的網管作法有

兩種，一是透過 Modbus/TCP，與 SCADA 進行溝

通，回應各網通設備的狀況，另一種則是以 SNMP

（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簡單

網路管理協定）與 NMS（ 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網路管理系統）連線，這兩種作法分別鎖

定兩種不同族群，Modbus/TCP 主要設定在控制系

統，也就是製造系統中的網管工程師，SNMP 設計

則為一般的 IT 人員所使用。

這兩種作法都是為了解決非網管類型的網通設

備，其運作狀態一直無法為後端平台所偵測的問

題，例如 PLC 以往的運作方式，其通訊協定都是

Modbus ASCII 或 Modbus RTU，當封包要往上傳

時都會轉為 Modbus/TCP 格式，再經由乙太網路傳

送，而當此一 PLC 設置了一組非網管設備時，若此

一設備故障，系統完全無法察覺，也無法透過封包

異常得知狀況，ProView 系列的設計可隨時監控這些

設備是否正常運作，例如後端可以設定對各端點每

秒發出訊號，透過各端點的回饋與否得知該點的設

備是否正常運作。

此一作法也可釐清系統的故障原因，由於ProView

系列可以完全監測各端點設備的狀況，包括設備的

插拔次數與時間點，當使用端的設備故障，系統整

合商可透過ProView 的監測紀錄，釐清系統故障是因

為設備本身問題或是應用時的設置不佳所導致。

低耗電加高穩定 ProView 打造最佳化系統

另外 ProView 也有 VIP Port 設計，用來作為頻寬

管理（ QoS），當使用者有需要大量傳輸需求時，

可以在系統上自行設定單一特殊大頻寬的通訊埠，

此一應用可彈性配合使用者的業務特性，例如採用

ProView 系列的某一醫療院所，一般醫院的傳輸資

料會分為內外兩部份，院內的資料通常傳輸量會較

大，像是醫學影像資訊系統（ PACS）、檢驗資訊

系統（LIS）等，外部資料則是像數位看板（ Digital 

Signage）或是掛號櫃台上的顯示系統等，醫院的

內部資料一來資料量較大，二來則是有較高的即

時性，因此其 ProView 系統將之通訊埠設計為 VIP 

Port，以達其需求，至於外部系統的資訊重要性則

不如內部，因此一般的通訊埠頻寬即可負擔其資 

料量。

即時偵測與頻寬服務外，ProView 系統在穩定性

方面也有特殊設計，在寬溫部份，ProView 系統在

-40°C～70°C 之間仍可正常運作，由於工業網通

設備的應用與一般企業用環境不同，其應用環境相

當多元，從極高溫的工廠鍋爐旁、油田鑽井設備，

到極度酷寒的高緯度國家室外環境，工業網通設備

都被要求必須能穩定運作，若未能適應溫度導致設

備停擺，所造成的損失有可能相當龐大，因此寬溫

往往是工業網通產品的重點設計考量。

ProView 系統訴求輕量網管特色，因此節能方面也

有不同設計，ProView 採用了 IEEE 802.3az 標準，

與一般網管型設備相較，此一標準的電源消耗少了

60％，由於 ProView 系統鎖定在非消費性應用，這

類型應用常須24小時運作，例如製造現場的生產設

備，多數是1週7天、每天24小時的運轉，其配備的

網通設備也必須隨之長時間不停運作，因此ProView

系統的低耗電設計正符合其需求。

在保固方面，一般網通產品的保固期多為2 年，

ProView 系列則將之延長到5年，保固期之所以會比

一般的產品高出一倍以上，原因在於ProView 系列的

內部元件選購較為特殊，由於工廠的生產系統對穩

定的需求極高，系統內的各設備都須具有相對的設

計，ProView 系列在內部元件上，選用了更長使用壽

命且更穩定的元件，因此其保固時間可比一般工業

網通高出一倍以上。

ProView 系列預計在2014年10月正式推出，共會

有39 種產品，其中3 種型號將有 PoE 設計，其應用

族群初步鎖定為自動化系統，未來隨著物聯網概念

的逐步普及，端點網通產品監測將成為系統運作的

重要功能之一，ProView 系列的輕量網管特色將在未

來的物聯網系統中，有更多發揮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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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服務、價值　MRM SDK 
讓車隊管理輕鬆上路
車隊是物流業者的重要資產，有效管理才能讓營運效益最佳化，研華的MRM SDK提供了系統整合業者最具彈性

與智慧化的開發套件，讓系統整合業者可專注於本身設計，在更短的時間與更低的成本下，打造出最適合客戶的

車隊管理系統。

撰文｜MD Wang　圖片｜研華公司
專訪｜研華數字物流與車隊管理事業處副理 謝泊含；研華數字物流與車隊管理事業處專案副理 陳和正；
 研華軟體系統整合開發部副理 王銘駿

如
果說車隊是物流產業中最重要營運設備，應該不會有人

反對，良好的車隊管理能使物流業者的效益最佳化，不

過由於物流車輛的主要運作範圍都在室外，企業難以管轄，因

此早期要提昇營運效益，多半只能單方面倚靠駕駛人的自律

與敬業心態，這幾年嵌入式技術快速進步，包括GPS、WiFi、

3G 等技術開始被大量應用到車隊管理系統，企業的後端管理

平台逐漸可以透過遠端系統，掌控散佈於各地的車輛的行駛

動向、車況、駕駛行為，這不僅讓企業的營運效益得以再次提

昇，遠端監控的作法也會讓司機的駕駛行為更為嚴謹，減少事

故的發生，對企業形象大有助益。

6大功能 架構貼身系統

車隊管理技術在市場上問世已久，導入應用企業也相當多，

不過就普及度來看，仍有相當大的成長空間，除了市場教育

有待加強外，系統整合廠商的資源有限，導致市場佈局速度

受阻也是原因之一，研華車隊管理系統向來提供了系統整合

廠商強力的技術後援，這次推出的軟體開發套件（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SDK），提供了更多功能，讓系統廠商可以

將有限資源專注在系統整合層面。

與過去的開發套件相較，這次推出的MRM SDK 共有幾個特

點，包括極大化效益硬體的專用設計、更易於整合的配件、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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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時間與整體成本考量的開發應用、更完整的車隊管理系統整

合、更透明的車體資訊提供，這些特點有效提昇了管理者程度

對車隊的掌控。

MRM SDK 的這些特點構築於6項功能技術，包括影像監控、

智慧影像分析、設備管理與控制、感測控制、遠端診斷與升

級、車體內部通訊等，這6大技術在軟體端進行深度整合，讓

車隊管理系統無論在車體本身或與後端平台，都無縫結合成為

一套緊密的系統。

此套件支援了 OTA 技術，企業可透過此一技術建立遠端控

管平台，在平台上統一更新所有車輛、系統的檔案、韌體，以

GPS 系統為例，以往更新地圖的作法，不是由司機卸下設備

至 IT 部門重灌，就是 IT 人員親自到各車作業，這種模式在小規

模車隊上，時間多半還可控制，一旦車隊規模龐大，像是擁有

數百輛車的大型物流業者，作業時間往往曠日廢時，OTA 技術

則可於線上直接設定時間集體更新，IT 人員只要在後端完成設

定，所有更新便會在指定時間內完成，大幅減少了作業時間。

物聯網概念 讓車體訊息更透明

跨平台作業的軟體概念也可讓系統上的影音訊息更容易取

得，另外此套件也設計了在車體通訊中的主流標準CAN bus，

並支援J1939, OBD-II/J15765協定，以利串流設置於車體內部

的感測訊號回傳至車體主系統與後端管理平台，管理者可藉由

這些訊息推測出駕駛者的駕駛行為，例如急剎車次數過多，就

有可能是駕駛行為不良，另外這些感測器也能自行診斷車體狀

況，以前這類設計最廣為人知的就是TPMS（胎壓偵測器），

利用感測器偵測輪胎胎壓，當胎壓不足時，立即通報駕駛，避

免因此造成事故，在MRM SDK 中，這種感測技術被延伸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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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網架構，車體內的重要零部件都被納入監控網中，讓車隊管

理更具智慧。

「智慧管理」在各類應用中的解釋各有不同，在車隊管理

中的智慧化，就是透過物聯網架構讓駕駛行為與車輛狀況更有

預期性，也就是所有的狀況都能事前掌握，例如前面提到的胎

壓偵測，由於多數事故都因胎壓不足引起，因此企業對此會特

別重視，而輪胎車隊中屬於消耗品，一般中等規模的車隊，每

年的輪胎更換費用都新台幣百萬元以上，MRM SDK 可讓系統

設計為具有遠端偵測胎壓功能，將車隊中所有車輛的所有輪胎

狀況全部透明化，當輪胎老化或胎壓不足時，即可通知駕駛，

另外也可以此數據與輪胎供應商洽談大數量的合約，在財務上

獲得更大的回饋。此外，智慧化的語音辨識和控制技術，具備

抗環境噪音及高口音辨識率，讓駕駛者不須觸碰控制螢幕，而

以口頭指令執行控制和設定功能，有效降低因分心而造成的交

通意外事件。同時，影像監控與分析技術，可有效偵測車道偏

移、前車防碰撞、行人偵測、駕駛人行為辨識、速限等，可提

供即時的警示機制，降低意外發生率，進而提高安全性並節省

車隊管理成本支出。

相對於市場上車隊管理開發套件，研華MRM SDK 的特殊之

處於保持系統彈性，對系統整合廠商來說，不會有一次到位的

完美系統，所有的設計問題都要在現場端才會出現，因此與其

追求完美的方案，不如設計完美的機制，透過機制讓所有的問

題可以在最短時間獲得最佳解決，因此研華的MRM SDK 讓所

有的功能保持彈性，並簡化大部分的介面，開發者可依客戶需

求，在短時間內輕鬆組合出最適合的系統，並同時兼具時間與

成本效益，讓更具智慧的車隊管理系統輕鬆上路。■



「瞄
準揮棒」、「快傳球」、「接殺他」！一

陣一陣緊張刺激的吶喊及尖叫，伴隨著

大人小孩們的歡笑聲，在大安運動中心的球場中迴

盪；與一般正式球賽相比，空氣中少了些火藥味與

肅殺之氣，但卻多了許多親子互動的歡樂，以及研

華大家庭團結凝聚的融洽和樂，這就是2014研華靚

夏運動季系列－樂樂棒球親子營的活動現場。

熱力四射的夏天，是小研華人們最期待的季節，

研華每年度暑假期間，皆會由各大運動性社團主導

舉辦各類型親子夏令營活動；從一開始的籃球、羽

球、樂樂棒球營，到2014首度辦理的高爾夫球親子

營活動，一系列趣味又引發運動興趣的內容設計、

多元豐富的球類體驗，是研華暑假大人小孩參與度

最高、報名最快「秒殺」的熱門活動。

同仁子女相見歡 研華大家庭同樂

談到運動親子營的起源，研華福委會楊孟蓁表示，

一開始只想到暑假期間小朋友放假在家，因此想把握

這個機會、舉辦活動讓同仁和子女們互動；發想過程

中，又考量可結合研華現有之四大類焦點社團，並從

運動一「夏」！研華籃球社、羽球社、高球社及慢壘社接力舉辦運動親子營系列活動，號召同仁攜家帶眷一起

揮灑活力汗水，「動」出美滿人生。
撰文｜樂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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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華福委會 楊孟蓁、研華同仁謝明道、陳琪嵐、高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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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華靚夏運動季  
親子營同樂去！
大手拉小手 「動次動次」揮灑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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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容易入門的運動類社團開始做起，因此才有運動季系列營隊

的產生，沒想到經過幾年的演變，運動親子營已成為研華運動

性社團歷年的傳統、更是小研華人們暑假的重頭戲。

透過親子營系列活動，爸爸媽媽們不只能夠在活動中與孩子

互動交流，一起享受運動樂趣，還可提早發掘並培養孩子們的

運動興趣；藉此機會，更能夠與其他研華大家庭的同仁眷屬們

相見歡、互相認識。研華同仁陳琪嵐表示，平常很少有機會看

到同事的小孩，每參加過幾次親子營活動，就又認識更多同仁

和家庭，自己的小孩與其他同仁子女更因此成為好友，每次活

動見面都會打招呼、玩在一起，感覺很特別。

籃、羽、壘球、高爾夫 4球類一次滿足

不因循舊有活動，各社團也不斷追求創新。研華羽球隊隊

長謝明道表示，剛開始舉辦羽球營時，大家絞盡腦汁設計發

球、對打等各類型趣味競賽，主要是讓同仁子女培養對羽球的

喜愛；而在舉辦多屆之後，則循序漸進地加入了親子競賽的設

計，邀請爸爸媽媽們與小研華人們一起同場競技，未來也考慮

加入專業教練教學，讓活動不只有趣味，還能使小研華人們的

羽球技能也漸進提升。 

2014年度的靚夏運動季，除原有的籃球、羽球、樂樂棒球

外，還加入了高爾夫球生力軍。研華高球社社長高郁智表示，之

前就已考慮舉辦高球親子營活動，但苦無找不到適合場地和教練

來進行教學，今年度因緣際會尋覓到這個適合場地，在社員的大

力支援下，總算促成了第一次的高球親子營；而同仁反應也很熱

烈，報名一開放馬上登記一空，活動中，看到許多初次握球桿的

爸爸媽媽和小朋友們開心學習的笑容，覺得感動又欣慰。

小研華人運動會 三代同堂揮汗「趣」

展望未來的研華暑期親子營活動，研華福委會楊孟蓁表示，

希望能夠特別為年紀更小的小小研華人們，舉辦趣味性高、遊

戲性質的綜合性球類運動會；有別於目前區分各種球類的獨立

營隊，而是讓小朋友能夠一次接觸更多種運動項目，引發小朋

友對不同運動的興趣，也透過分齡機制，讓各獨立性球類營隊

更加專精。

另外，除了運動親子營外，楊孟蓁表示，目前也已發展出

不少如電影、創意DIY、藝文親子營等活動，對小研華人來說

已非常豐富多樣；而下一個階段，考量同仁少有機會與父母互

動，因此更期待能夠鼓勵「三代同堂」的家庭們參與研華美滿

人生系列活動。故將會與四大類焦點社團討論，設計適合三代

同堂參與的各式營隊，讓所有同仁都能夠舉家同歡，更符合研

華利他幸福企業的宗旨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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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燒新品

落實物聯網概念  
自我感知掌上型智能系統 ARK-1123

研華ARK-1123巴掌大小的無風扇系統，藉由軟硬體設計的

高度整合，可做到自我感知及智能管理，在無人員維護的情況

下，亦能確保系統本身、軟體及週邊設備的運行狀態，採取主

動式自我調節與即時預警通知。其支持 -30～70度操作溫度， 

適應各式應用環境 , 支援兩個千兆網

口與 miniPCIe 插槽，2.5"SSD/

HDD 與mSATA 資料儲存及

豐富 I/O，為實踐物聯

網的最佳解決方案。

研華MI/O 模組化系統︰MIOS-5250
化繁為簡 30天完美打造專屬嵌入式系統

研華MI/O 系統擁有絕佳模組化設計，為您快速打造專屬嵌入

式系統毫不費力！

相較於一般 ODM 專案從導入到製造約需6-8 個月的流程，

MI/O 模組化系統提供彈性多樣化的模組選擇與客製服務，大幅

縮短設計及驗證時間，同時提供完整 x86系統架構技術支援，

為您節省至少20% 研發成本，協助輕鬆打造您的專屬嵌入式系

統 – 省時、省錢、又省力 !

DS-570 高影像效能數位看板多媒體播放器 
研華DS-570搭載 Intel® Cerleron® N2930/J1900 低功耗高

效能四核芯處理器及NVDIA GeForce GT 730M 獨立顯示晶片，

呈現絕佳的影像品質與效能，可支援4K2K 超高畫質播放。其豐

富 I/O 介面可支援2xHDM、1xDP++、1xVGA，最多可支援獨立

四影像顯示，也可透過 mini PCIe，建置無線、藍牙或 3G 等功

能。DS-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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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零售、交通等應用，為多媒體

數位看板應用的最佳選擇。

整合RFID 智能影像系統
研華提供工業級無風扇

影像系統 -ARK-RI2150L，

支援 Intel Core ™ i7 Dual 

Core 1.7GHz 處理器，整

合RFID 與智能影像，系統多樣化 

I/O 並支援雙螢幕顯示，支援智能監控軟

體WebAccess+IVS 及多種智能影像分析軟體，

可應用於高溫險峻環境，易於整合各項應用。

TREK-520  RISC車隊管理移動數據終端
TREK-520 移動數據終端以其小巧外觀，專為區域城市型車

隊如小貨車、快遞車、運鈔車、郵務車和政府公務車等設計。

搭載TI ARM® 處理器，支援車載寬溫環境（ -30～70℃）並有

效提升作業效能，落實24/7全天候全面實時監控。

研華發表全系列嵌入式精簡電腦評估套件
研華發表全系列ARM®-based Freescale Cortex ™-A9 i.MX6

的電腦模組（ Computer-on-Module）評估套件，包含支援

Qseven 的 ROM-DK7420、SMARC 的 ROM-DK5420 及 RTX 

2.0的ROM-DK3420。透過最佳化的RISC 開發套件，提供軟、

硬體標準化平台讓開發人員能有效率地進行功能評估與效能驗

證。產品並支援多種作業

系統如 Linux、Andro id 及

WinCE，另提供完整的 I/O 測

試程式及周邊模組和驅動程

式來幫助用戶開發自己的載

板，大幅降低RISC 應用的整

合與驗證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