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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護地球
妥善運用現有資源

時序進入了炎炎夏日，眼下又到了用電高峰的季

節，常態性的調高夏季電價，是台灣不得不施行的

措施。為解決這樣的問題，政府正積極推動節能減

碳與再生能源相關政策，譬如剛出爐的「標竿節電

智慧城市計畫」，預計將提撥30億元經費於全台

19個縣市協助其改善民生及機關部門的用電，期

能透過公部門帶頭，以引導民眾養成節約用電的習

慣，並促進台灣智慧節電產業發展。

無獨有偶，不只台灣，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全球

都市化愈來愈深，人口大量向都市集中，公共資

源、能源等消耗持續上升，污染嚴重，各國皆面臨

類似挑戰，智慧城市遂成為解決都市人口劇增、資

源不足的妙方。

而智慧城市的應用也在各國政府與廠商的努力

下，不斷推陳出新，散落在各個領域裡，從環保到

路邊停車，從智慧發電到食品監管，可以說都是一

種實踐和探索。

像是本期封面故事的智慧停車系統iParking，

就是研華將WISE-PaaS物聯網智慧雲端平臺與

iParking結合，使該系統不僅適用於室內停車場管

理，同時也成為解決路邊停車困擾，有效提升城市

車位管理效率的最新應用。

還有，位於巴西的油品車隊管理案例，以及台灣

南部的太陽能智慧遠端監控系統等，均是智慧管理

實際落地的具體展現，讓用戶可以在不必多花一毛

錢的情況下，從提升現有設備的使用效率來達到最

佳的節能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繼上期台北市市長柯文哲來分享

台北市的智慧城市願景，獲得許多迴響後，本期 
「重磅觀察」單元也特別南下邀請彰化基督教醫院

院長郭守仁，來為大家解析「台灣如何結合ICT產

業優勢，用智慧醫療模組進軍國際」的觀察。

除此之外，以創新為經營理念的研華，最近也推

出了兩項有趣的創舉，對內以身體力行方式，將今

年運動會主題訂為「研華健走嘉年華」，宣示未來

的三年，「日行萬步」將成為研華由台灣推廣至全

球研華的重要活動，鼓勵同仁每天健行萬步響應環

保。對外，則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作，打造台灣首

座針對物聯網產業發展的產學平臺－「物聯網智慧

系統研究中心」，凝聚產、學、研等跨界夥伴的研

發創新能量，共同創造出更多更完善的智能解決方

案，以加速推進物聯網產業發展，為台灣也為整個

地球資源應用盡最大的心力。■

Editor's Desk

 編輯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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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 Events

最新消息

TREK-570車載電腦 
有效提升車隊管理效率

TREK-570車載電腦採用Intel Atom 
E3826處理器，主要為改善車隊管理

效能而設計。能在-30~70℃寬溫環

境中穩定運作、震動與衝擊通過MIL-
STD-810G & 5M3 認證，使TREK-
570能在惡劣環境下順暢運作。該

系統整合多重I/O端口能連接胎壓監

控系統、影像監控系統，透過CAN 
Bus（J1939, OBD-II/ISO 15765）能

即時診斷車輛問題，並透過WWAN， 
WLAN，BT傳輸車輛資訊、駕駛者

行為、影像、車況、定位和貨物等資

訊回到後台，進行即時駕駛者行為管

理，實現高效能車隊管理。

全新ACBS-091嵌入式電腦模組
提供高效能圖像資訊解決方案

研華最新 ACBS-091 RTX 嵌入式電腦模組，搭載 NVIDIA 
Tegra 1 ARM® Cortex™-A15四加一行動運算處理器，結

合 192 顆超級電腦等級的 GPU 核心，以每秒超過三千億次

的浮點運算，實現高效能圖像處理與巨量資料分析。具備

兩個4K高解析輸出介面，搭配完整開發套件，ACBS-091
極大化嵌入式應用於網路監控、醫療影像分析、臉部辨識

和擴增實境以及其他更多用途，為智慧影像分析、智慧醫

療、工業機器人與大數據分析，提供最佳解決方案！

研華推出高性能超值 
數位多媒體播放器 DS-370 
研華DS-370搭載Intel® Cerleron® 
J1900低功耗高效能處理器，採用無

風扇設計，不僅可透過HDMI/DP++/
VGA支援雙顯Full HD高畫質播放，

並內建64G SSD記憶體，加速讀、

寫、開機效能。其豐富I/O介面可支

援2xLAN，2xCOM（RS-232），

也可透過mini PCIe，建置無線、藍

牙或3G等功能。DS-3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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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多媒體看板應用

最佳超值選擇。

研華推出新一代IP-based無風扇車載監控系統
ARK-2151V是專門為車載監控市場設計，整合車載智能

管理軟體SDK/API，全面掌握行車狀態；提供高品質影像

擷取能力4xFull HD（1920x1080）@120fps，不遺漏重

要鏡頭；採用4 Ports PoE（Power Over Ethernet），可簡

易安裝降低部署成本；並有多元延伸性設計支援擴充3G/
Wi-Fi/CANBus/mSATA，提供使用便利性；更通過車載認

證E-Mark和IEC 60721-3-5、車載電源設計ISO7637-2及工

業等級CE/FCC/UL/CB專業認證，確保系統安全性及穩定

性，為智慧城市的行車安全帶來保障。

RISC-based TI Sitara 
低功耗工業自動化系統

工業自動化的應用著重於周邊配備的

連結，研華推出UBC-330精巧型電

腦，採用TI Sitara AM3352高效能低

功耗處理器，僅耗電2.8瓦且具備多

種工業自動化應用需要的I/O。提供6 
組具備靜電保護的 UART、8 組 GPIO
以及CAN bus 2.0B、USB 2.0、5V 
I2C 各1 組。除此之外，還支援兩組超

高速乙太網路連接埠來滿足客戶在網

路應用與資料傳輸的需求。UBC-330
搭載Linux kernel V3.2.0以及完整的

BSP軟體開發包，支援QT圖形化介

面與SUSI API中介軟體，有效地加速

產品的開發與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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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MI/O-Ultra擴充型單板電
腦MIO-2263
研華最新2.5"擴充型單板電腦MIO-
2263，搭載 Intel Atom 四核心處理

器，具備低耗電量和極小尺寸的優

點，非常適用於精巧的嵌入式系統。

獨創MI/O Extension擴充設計，擁有

多重彈性I/O擴充能力，客戶得以用

最少的開發資源享受最有效率的I/O
擴充，可節省其投資成本並縮短研發

時間，硬體設計上支援DC電源熱插

拔設計，防止電源熱插拔時電流波動

問題造成毀損，並採用100%固態電

容以及寬溫設計，在-40~+85℃嚴苛

環境下實現高可靠度及耐用性。

研華21.5" 輕薄型開放式框架
觸控寬螢幕IDS-3121W
研華IDS-3121W採用21吋16:9LED寬

螢幕設計，不僅提供更大範圍的可讀

性畫面，更提供Full HD 高解析內

容，帶給使用者更清晰的視覺體驗。

其輕薄的設計，最薄處僅22.5mm，

能輕鬆整合至各種嵌入式應用。IDS-
3121W除提供強固可靠的五線式電阻

觸控功能外，也提供無觸控及投射式

電容觸控版本。IDS-3121W以更大可

視範圍、更清晰的視覺體驗、更直覺

的操作模式、及更便利的安裝，榮獲

2015台灣精品獎的肯定，滿足客戶多

樣的嵌入式應用！

北京國際 
廣播電影電視展覽會

（Beijing International Radio, TV 
& Film Exhibition，簡稱BIRTV）

是亞洲最大的廣電展，展會以內

容製作為核心，展示產業鏈中相

關的最新技術包括影像擷取、

編輯、後製、儲存、播出、傳

輸、接收和管理。研華影像解決

方案部門將展出次世代Ultra HD 
4Kp60即時HEVC影像編碼PCI 
Express卡，打破業界面臨的技

術瓶頸，提供高效能與低功耗完

美結合的解決方案。

活動快訊

WISE-4000無線 
WiFi資料採集模組， 
帶您體驗物聯網全面感知威力

因應物聯網時代大量企業端資料擷

取需求，研華推出WISE-4000系

列，採用Wi-F i通訊界面、提供開

放式雲端軟體介面並使用RESTful
程 式 作 為 溝 通 語 言 ； 除 了 無 線 便

利 性 外 ， 企 業 可 有 更 多 專 案 資 源

選擇，如：協同 IT背景人員進行專

案，縮短導入時程。WISE-4000系

列以資料擷取（Acquisition）、資

料處理（Processing）及資料發佈

（Publishing）DATA A-P-P為產品設

計DNA，具備瞬間感知及直接將採集

資料傳送至私有雲的特性，助力物聯

網應用。

無風扇Mini-ITX嵌入式系統 
AIMB-T1215
研華新一代無風扇Mini-ITX嵌入式系

統AIMB-T1215，內建Intel®Celeron 
J1900四核心處理器，擁有節能低功耗

特色及精巧薄型設計，高度僅43mm，

完美適用於各種小尺寸空間應用如醫

療儀器，數位看板，小型機台…等，同

時可彈性搭配wifi/3G module與遠程

管理軟體SUSIAccess，提供智慧型

遠端監控、防護及管理功能，顯著提

升管理效率。

WebAccess+IAQ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系統

研華WebAccess+IAQ室內空氣品質

管理系統是自動化管理全室內空氣品

質的創新解決方案。本系統可透過遠

端網路進行空氣監督及維護，也可方

便管理者透過行動裝置即時管理；並

提供強大分析報表和智能連動等功

能，還可結合研華多媒體數位公播系

統，將即時空氣品質資訊主動顯示於

公共區域看板，本系統是場域業主提

供健康安心生活空間的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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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Insight

重磅觀察

結合ICT產業優勢 
用智慧醫療模組進軍國際
採訪匯整│廖珮君
圖片提供│彰化基督教醫院

國際化，是許多產業努力的方向，對醫療業來說也

是如此。隨著社會經濟進步，人們越來越重視醫療服

務的品質與安全，於是，醫療產業開始引進自動化與

資通訊技術，提供智慧醫療服務，而這不僅是全球趨

勢，也是台灣醫療業走向海外的契機。

放眼全球來看，台灣醫療業的競爭優勢不在醫療技

術，而是結合資通訊與臨床照護的產業經驗，打造出

一個智慧且優質的醫療照護模組，然後複製到台灣以

外的國家，我們姑且不看美國和歐洲市場，光就大陸

與東南亞各國來看，就是一個擁有20億人口的龐大

市場，讓那些地區的人民可以享受到如同台灣民眾一

般的智慧醫療照護服務，我相信這是他們所需要也希

望的事。

台灣智慧醫療正走向全面化

不過在探討台灣如何輸出智慧醫療模組前，我想先

來談一下台灣智慧醫療的發展現況。所謂智慧醫療，

主要應用到資通訊與機器人兩種技術。先就機器人來

看，由於人工成本越來越高、且容易因為情緒與疲乏

造成作業疏失，所以用機器取代人力對健康醫療產業

來說幫助很大，尤其長期照護和復健治療所需要的人

力相當多，透過機器人協助才能讓病患獲得最好的醫

療服務，像我們在上個月就引進復健機器人，協助復

健病患進行治療。

再來則是資通訊技術，它對醫療照護的幫助很大，

可以做到看病準確、避免用藥錯誤、傳遞病患資訊

進行遠距醫療與智能後勤管理如：甲地租借輪椅乙地

還、藥物配送、病患生理資訊自動傳輸至系統等，除

了這些之外，資通訊應用其實還有很多種不同類型，

只要配合醫院的管理型態與作業模式去規劃，就能讓

醫療服務充滿智慧。

根據我自身的觀察，台灣醫療業從很久以前就開始

發展智慧化，可惜的是都只做某一個環節，如：電子

病歷、智能後勤、智能照護等，全面智慧化的還不是

很多，這主要受到二個因素影響，一是因為智能化需

要成本，二是新蓋醫院要全面智能化並不難，偏偏台

灣多數醫療建築已歷史悠久，而智慧化有時會與管線

舖設、設備安裝等醫院環境有關，所以舊建築的導入

不是那麼容易，導致醫療業只好東一塊西一塊的做，

但是我相信隨著時間過去，大家越來越能體會到智能

醫療的效益，就會逐漸走向全面智慧化。

彰化基督教醫院院長 郭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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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彰基自身為例，除了即將啟用的員林分院為全

面智能化設計，其他幾個分院也都是分階段導入智慧

化，目前包括門診、診間、到後勤管理都已經完成智

慧化，現在正在進行病房智能化，未來我們也會整合

這些智能化環節，變成一個完善的智慧醫院。

打造智慧醫療服務模組進軍海外

由此來看，台灣智慧醫療已經有一定的發展基

礎，而這個基礎可以幫助我們進軍海外市場，為什

麼我會這麼說？主要是因為台灣在資通訊與臨床照

護兩個產業上同時擁有發展優勢和長久經驗。

台灣科技與資通訊產業的發展可

說是響譽全球，不僅供應鏈完整，

近年來更從代工轉型發展自有品

牌，像研華生產的工業電腦產品，

在世界各地、不同產業都能看得

到，而這就是發展智慧醫療的良好

基礎。再者，台灣的臨床照護也同

樣具有世界水準，台灣的西醫醫療

從120年前就開始發展，比大陸和

東南亞各國都要早，當時清朝將台

灣割讓給日本，而日本則剛完成明治維新，就此將

西醫的醫療技術帶進台灣。

當然有些人或許會質疑，歐美國家的ICT與醫療技

術也很先進，台灣難道可以做得比他們好嗎？事實上

的確如此，臨床醫療要與ICT技術緊密結合，其實沒

有想像中的那麼容易，歐美醫院的強項是醫療研究，

在臨床照護上多半還是使用傳統手法，像台灣這樣緊

密結合ICT技術的並不多，這也是為什麼2017年第41

屆世界醫院大會在台灣舉辦的原因。

世界醫院大會歷年來都是在歐美國家進行，這是第

一次來到台灣，我認為這是因為主辦單位—國際醫院聯

盟（IHF）了解到台灣應用資通訊技術在臨床照護上的

優勢，所以才會邀請台灣擔任這次活動的承辦單位，並

以智慧醫院與友善病人照護（Smart hospital & friendly 
patient care）作為研討會主題進行交流與分享。

既然台灣智慧醫療的發展已經獲得國際肯定，將這

個經驗變成模組，輸往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市場也不是

太困難的事，現在唯一的問題是，醫療同業間的整合

不容易。

由於大陸和東南亞市場至少20億人口，若再加上

中東或其他地區的話，人口總數就逼近30億，假設

醫療業是一個一個單打獨鬥地過去發展，勢必很難

吃下整個市場，唯一方法就是讓整個

醫療業合作共同進軍國際市場，如此

還能給予台灣年輕人多一個發揮的空

間、到國際歷練的機會。

只可惜台灣是島國教育，很多領

導者的氣度格局不夠大，造成同業

間的合作變得很困難，所以我認為

在國際化之前，醫療業者要先摒除

這種獨善其身的心態，抱持著大家

一起「共生共榮共好」的想法，才

能達到目標。還有，除了同業整合外，異業整合也

很重要，光是ICT或是醫療照護產業進行單兵作戰，

是發揮不了任何作用的，必須要兩者緊密整合，變

成一種可以向外輸出的模式，台灣的智慧醫療才會

變成世界第一。

智慧醫療是一種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模式，這不

僅是世界趨勢，也是台灣醫療業國際化的機會，因為

台灣有自己的優勢與獨特性，能夠把醫療事業變成產

業，再把這個產業輸出到東南亞甚至是全球，如此一

來醫療就不必只能仰仗健保收入，而能走出自己的一

條路。■

異業整合很重要，光是

ICT或是醫療照護產業

進行單兵作戰，是發揮

不了任何作用的，必須

要兩者緊密整合，變成

一種可以向外輸出的模

式，台灣的智慧醫療才

會變成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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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3年成立到如今成為全球工業電腦領導業者，這

三十年來，研華持續以技術創新及彈性靈活的組織架構克

服各種挑戰。走過三十年輝煌，研華即將迎來另一波高度

成長契機。

觀察電子產業領域的發展軌跡，身在其中的企業約每到

10~15年就會面臨一次成長瓶頸，主因是既有市場已無法

再擴大，這就是所謂的成長上限，在這個階段，成長率會

低至10%，面對這樣的困境，實行多角化策略是企業可

選擇的突破方法之一，成長率可回升至15%~20%，甚至

30%以上。

深入垂直領域  恢復成長力道
透過多角化，研華可以找到更多的經營綜效，更有效

地整合內部技術，甚至於以併購來帶進更多的資源，開創

新的商業模式，讓每一個垂直領域能夠深入發展並且擴大

營運規模。事實上，研華近幾年就持續併購能強化研華各

項領域實力的企業，一步步將觸角延伸至更廣泛的市場領

域，藉以恢復成長力道。

研華近年已分別併購德國第一大、全球第三大車載電

腦品牌廠DLoG；專精博弈平台軟、硬體設備的設計及生

產的Innocore Gaming；專注可攜式工業電腦產品線的台

多角化引領成長契機   
思維轉變是成功關鍵
採訪匯整│陳玉鳳
圖片提供│彰化基督教醫院

Advisory Board

顧問講堂

政治大學科管理與智財研究所教授 蕭瑞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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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ACA先進數位科技；主要從事POS（端點收銀

機）開發及銷售的鈞發科技；生產自動化控制器

的寶元數控，以及英國嵌入式顯示器GPEG等。

研華過去十年來合資與併購各類科技公司，形

成資源的互補，並加速企業成長的腳步。但是這

一系列的收購似乎尚未形成一套機制，因此併購

案的經驗往往無法有效傳承至各部門。針對此一

情況，研華企業投資部門的成立，能夠建立一套

制度，讓各事業部與總部之間有一套可遵循的戰

略準則，以順利達成未來的併購任務。

善用IMAX工具  釐清併購思緒
透過此一機制，研華積極尋找合適投資標的，

併購全球通路夥伴、投資軟體、物聯網關鍵技術

等解決方案業者。持續透過購併的

方式來擴張產品線，並透過研華本

身強大的製造能力和全球行銷能力

來發揮綜效，研華企圖透過全球智

慧城市、物聯網及工業4.0等發展潮

流引進龐大成長動能，這也就是有

目的性的布局。

進行多角化及併購的布局，首先

要做的並非了解競爭對手，而是要

了解自己，也就是要盤點公司內部自己的資源並

進行整合，例如避免行政等方面資源的閒置等，

如此才能有效率併購整合其他公司的獨特資源。

此外，也必須更健全橫向管理，如此才能解決多

角化後，各個事業部門間可能因爭奪資源而引發

衝突的問題。

針對此過程，研華的「IMA X」是一套很好

的工具，這個模式分為內部自主研發的內部育

成I（Incubation）、新產品開發X（X-product）
，以及導入外部研發的購併合資M（Merge 
& Controll ing Joint Venture）、聯盟外包

A（Alliance/Outsourcing）。研華的事業部主管每

年都會依照競爭局勢研擬策略，透過上述方式去思

考創新方針。

企業Mindset重置  合作取代競爭  
再者，公司在進行多角化時，最關鍵的部分還

在於員工思維的轉化，尤其是研華在工業電腦的

領域擁有亮麗成績，無可避免會面臨員工「為何

而戰」的質疑，尤其是多角化必須要將資源分散

至不同產業區隔，資源稀釋的結果會造成事業部

門間的不安，甚至引來更大的企業競爭風險。

然而，柯達公司殷鑑不遠，該公司雖然已察覺

數位科技會取代底片膠卷、手機會取代相機，然

而柯達卻遲遲未推展多角化，最終導致破產。在

輝煌時期不作為，另一波趨勢來臨時就只會是危

機，而不是契機。及早布局因應產業可能發生的

巨變，這才是有遠見的企業應有的前瞻性思維。

同樣與Mindset有關，文化融合也是多角化是

否能夠成功的關鍵之一。研華已發展出自有的獨

特企業文化，在公司實行多角化經營策略時，這

套企業文化是否還能維持一致性？還是各單位各

行其是，又或者，研華必須藉由併購各類公司來

實現多角化，這些新加入的企業是否能融入研華

的文化，或者研華必須發展出新的組織文化，這

都是研華多角化會面臨的挑戰。

更要強調的是，與文化息息相關的是人才，

而要進行多角化及併購，外部人才的引進將是

常態，這些人員在企業文化方面可能會面臨水

土不服的情況。要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回到

員工Mindset的改變。也就是說，在迎接工業

4.0時代的到來時，員工不能再因循傳統產業中

競爭得你死我活的作法，而是要以合作取代競

爭，不管是在公司內部或外部，如此才能共同

求生及求勝。■

迎接工業4.0時代到
來時，員工要改變

Mindset，以合作取
代競爭，共同求生

及創造更多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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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 Partnership

成就客戶

以ESCO服務模式　 
承隆為客戶創造可觀節能績效
屢獲經濟部節能績效績優獎的承隆智能工程，以ESCO服務模式讓能源用戶可在無財務負擔 
與運轉風險下獲得實質節能成效，未來期能與積極推動創新智慧應用的研華攜手合作， 
共同落實「為客戶創造利潤，為地球環保盡一份心力」的理念。

撰文│余曉晶
圖片│承隆智能工程
專訪｜承隆智能工程節能事業體總經理 黃文峰

儘管近年來各國政府積極推動再生能源的開發與使

用，但截至目前為止化石燃料仍是民眾平日食衣住行中

主要仰賴的能源來源，致使全球各地的經濟發展始終處

於能源價格波動的風險中。而為了不再受少數原油生產

國之箝制，美國早在1970年代即因應石油危機而開始發

展能源服務業（Energy Service Company，ESCO），由

於其具有創新的服務模式，既能提供節能設備的開發與

安裝，又能透過金融機構提供融資，以及建置後的節能

績效保證，因此讓其他各國也紛紛起而效仿，同時也促

使此一新興產業在全球各地的蓬勃發展。

ESCO：無財務負擔又有效節能
將近99%能源仰賴國外進口的台灣，在ESCO產業的發

展雖然起步較晚，但也已有為數不少的公司可提供此種

創新服務，其中擁有豐碩實戰經驗的承隆智能工程是備

受業界肯定的佼佼者，該公司分別以台北榮民總醫院、

大潤發一店與二店這幾項節能專案而連續三年獲得經濟

部能源局頒發節能績效績優獎。

以榮總來說，承隆為其實施的空調及熱泵系統改善計

劃，讓該院空調及熱水項目以52.7%的節能效率為醫院每

年省下六百多萬的電費支出；大潤發的案例則是透過照

明暨空調系統之改善，僅單店即可省下五百萬元的能源

費用，待全台二十多家分店都完成了改善建置後，預計

將可為該連鎖量販店省下高達一億元的可觀用電成本。

承隆智能工程節能事業體總經理黃文峰表示，不論是

哪一個國家都面臨著能源不足及燃料成本上漲的問題，

因此「節能」不會只是曇花一現的熱門話題，而會是越

來越受到重視的重要課題，而提升設備的使用效率則是

快速又有效達到節能效果的最佳途徑。

他並舉例來說明承隆的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統包工程之

服務模式，假設企業主原有辦公大樓之照明設施每年的用

電花費為五千萬，而承隆的節能改善方案需要投入二千萬

來建置軟體系統與硬體設備，但卻能保證業主每年可省下

一千萬的電力成本，此時業主就能利用每年省下的一千萬

以分期方式做為支付節能改善方案的建置費用，如此一來

意欲減少能源支出的用戶就能在不必多花一毛錢的情況

下便可達到節能目的。

黃文峰說，「ESCO的分期支付概念可以依照能源用戶

的實際情況來訂定付款期數，因此對於沒有預算、或者擔

心要花大錢又不確定是否真能有效節能的用戶而言，是一

種可以在無財務負擔與運轉風險下獲得實質成效的解決

方案。」

無須捨近求遠　專家其實就在身邊

成立於1988年的承隆是以營造起家，2002年為了響應環

境保護與節能減碳的世界趨勢，集結了一群節能專家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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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節能解決方案，在秉持承諾不打折的卓越服務品質下，

獲得了眾多客戶的一致好評，同時也是台灣首家通過經濟

部能源局核准的能源技術服務公司，還通過了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ISO9001:2000/CNS 12681的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而不斷完善自家系統與服務項目的承隆，不僅能透過

ESCO模式提供客戶與能源相關的診斷諮詢、改善評估、工

程設計、財務規劃等服務，其REnergy整合系統更可為能

源用戶提供熱水、空調、能源管理、照明設施、水質處理、空

壓、電能、過濾、節水等跨多種系統之全方位節能服務。

但讓人意外的是，同樣推動智慧節能不遺餘力的研華，

其與承隆的結緣並非始於節能應用而是高鐵的軌道工程，

黃文峰追憶起多年前的往事而說，「承隆的磨軌業務需要

定期進行軟硬體更新與維護作業，早期都是找國外技師來

台，但每日以一萬美金計價的服務費用、以及遠在國外的

不便讓我們想尋找替代方案，結果繞了全世界一大圈才發

現，磨軌車所使用的控制系統原來是近在咫尺的研華提供

的產品，讓我們對研華的專業技術與優質產品備感親切與

信賴，同時也開啟了雙方的合作關係。」

不只是產品供應商　更是多元合作夥伴

依各節能專案之不同需求，承隆在其解決方案中已採

用了多款研華的資料擷取模組、控制器與工控機，像是

ADAM系列、APAX系列、BAS系列、IPC系列等產品，而軟

體部份也透過研華WebAccess做為承隆REnergy系統的

層管理平台，從而能藉由可靠穩定的硬體以及可遠端監控

的智能圖控軟體來優化節能系統之功能。目前雙方合作的

專案已遍及學校、醫院、飯店、體育場館、餐飲、零售等場

域，譬如上述獲得節能績效績優獎的大潤發連鎖型量販

店，以及銘傳大學、萬芳醫院、蘇州的陽澄半島酒店、基隆

市國民運動中心、肯德基連鎖速食店等都是成功的案例。

除了軟硬體產品提供之外，黃文峰認為，研華在業務

配合與行銷活動等方面也相當豐富多元，而承隆就曾多次

參與了研華在兩岸所舉辦的研討會、論壇、大型展覽等活

動，一方面增加企業的曝光度，另方面也將該公司具有可

視化機制、能方便KPI績效管理的智慧節能方案更全面地

推廣至世界各地。

隨著經濟部近日推出了「標竿節電智慧城市計畫」，

預計將提撥30億元經費於全台19個縣市協助其改善民生

及機關部門之用電，勢必加速台灣智慧節電產業之發展，

黃文峰強調，「承隆一向以主動、積極、誠信、專業的態

度來提供一流的服務，而且我們賣的不只是機器或系統而

是能看得到成效的結果，所以才能獲得產業界與客戶的肯

定。在這股由公部門率先營造提升能源效率及節約能源的

推動力下，我們將持續與研華一同努力來共同落實『以減

少能源費用，為客戶創造利潤，以節能做手段，為地球環

保盡一份心力』的理念。」■

關於承隆
承 隆 營 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創 立 於

1 9 8 7年，主要從事營造業，於

2013年7月更名為承隆智能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成立的宗旨是為顧客

創造節能的最大效益，秉持著『一

根鋼筋都不要偷料、一根鐵釘都不

要浪費』的經營理念，追求企業

永續經營及成長；除整體營運穩定

外，獲利狀況也逐年提昇，是國內

績優廠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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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智慧驅動管理
讓城市資源更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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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世界前20大城市，耗用了全球75%的能源，排放的溫室氣體亦占全
球的80%。而且據聯合國統計，世界上有超過50%的人口住在城市裡面，
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提高到70%。人口高度集中於都市，使得城市面臨
許多挑戰及商機，整體環境資源亦需要更妥善的分配與運用，以維持地球永

久的存續。

在城市化不斷加快的大背景下，目前全球智慧城市的發展正油門全開！

智慧城市目的是解決都市化所衍生的資源短缺問題，隨著資通訊科技與物聯

網迅速的發展，很多以往被視為不可能的應用，如今都能達成。例如：透過

智慧交通系統，只要輕觸螢幕選擇目的地就能自動選擇路線，繞開擁堵路

段；藉由智慧停車系統，可以自動找尋停車位，解決找不到車位的困擾…，

智慧管理應用的不斷落地，不僅讓我們的生活改頭換面，也使得城市資源得

到更有效率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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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室內延伸至戶外　
iParking 讓你停車不用愁
透過研華近期主推的WISE-PaaS物聯網智慧雲端平台加持，iParking不僅是適用於
封閉式室內停車場的管理系統，也是一套能為開放式路邊停車有效提升車位使用

及管理效率的智能解決方案。

撰文｜余曉晶
攝影｜盧大中
專訪｜研華SRP IT高級工程師 黃源壽、研華智能系統事業群技術支援工程師 劉浩賢、 
　　　研華嵌入式運算核心事業群經理 陳少華

前往歐洲A市出差的Ethan，在參觀完國

際大型展覽活動後，連續幾天都搭乘著當

地同事的車四處拜訪客戶，幾天下來，原

本以為在這樣一個交通繁忙的大都會裡停

車勢必難如登天，沒想到開車的同事卻屢

屢能找到停車位，好奇的他一問之下才知

道，原來該市因為推動智慧城市計劃，早

已把全市的停車位均安裝了感測裝置，而

市民只需從路邊的多媒體電子告示牌上的

停車資訊或者透過手機 APP的即時通知就

能得知哪裡有空出來的停車格，因此駕駛

不再需要漫無目標地四處搜尋車位，既能

免除找車位而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同時也

省下了在路上瞎找而消耗了昂貴的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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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城市停車問題　提升車位使用效率

隨著全球各大主要城市積極推動智慧城市計劃，智能停

車管理成為解決城市停車問題、實踐智慧化城市生活的重

要一環，上述虛擬的案例雖然目前尚未全面實施，但卻也

是國際大都會的管理者戮力要實現的目標，譬如英國西敏

寺市政府就在該市較為壅塞的地區設置了數千個無線感測

器，並搭配可即時更新停車位狀況的手機APP來改善該區

的停車問題。

法國巴黎則透過研究發現，該市嚴重的塞車狀況有

20%的原因來自於駕駛人必須繞來繞去的找車位，促使政

府當局意欲仿傚英國在近期內安裝上萬個無線感測器來提

供停車格資訊外，停車管理業者亦將結合車載電腦推出停

車位導航服務，讓駕駛可快速得知何處有停車空位。

而 在 台 灣 ， 研 華 林 口 園 區 的 智 能 停 車 場 系 統

――iParking是已真正落實停車場智慧化管理的最佳示

範場域，今年該停車場更在部份停車區塊導入了無線感

測網路（Wireless Sensor Network，WSN）之應用，透

過研華近期主推的WISE-PaaS物聯網智慧雲端平台之加

持，WISE系列無線產品可讓iParking不但是適用於封閉式

室內停車場的管理系統，也是一套能為開放式路邊停車有

效提升車位使用及管理效率的智能解決方案。

功能完備、跨系統連動的iParking
從去年四月啟用至今，不少前往研華林口園區的貴賓

或合作廠商們其實已感受到了iParking所營造的賓至如歸

氛圍。由於該智能系統整合了會議室預約/訪客停車預約/
Welcome Board、停車引導、樓宇燈控/機電控制、以及

離開園區前的尋車查詢這四大子系統之功能，因此可以透

過彼此連動的方式讓系統自行啟動各種服務以達到智能接

待與節能省電的最佳化車位管理。

譬如事前主動發送停車資訊予訪客、運用太陽能面板

儲存電能以提供入口處遮陽板照明之用、入口處自動辨識

來車以開啟柵欄、大型看板顯示來訪者專屬的歡迎詞、停

車場內導引看板顯示停車樓層與指定車位等資訊、嵌入地

面的LED發光燈條指引行駛方向、透過人感偵測能於非尖

峰使用期間依到訪者所經路線開啟停車場內照明設施等。

其中，對停車場管理最重要的莫過於進出權限的管制，

不同於傳統停車場必須由人力手動開啟入口柵欄，或是以

投幣、感應卡、按鈕取票這種必須由車主開窗或下車才能

完成身份驗證的停車場管理方式，iParking為了達到真正

的自動化與智能化應用，在進行系統規劃時就把可能碰到

的各種狀況皆事先納入了系統設計之考量。

舉例來說，像是駕駛可能臨時換開別台車、沒帶QR 
Code、或忘了帶卡；又或者是因為反光、大雨、車牌太

髒致使所拍攝的影像模糊難以辨認，亦或是RFID感應標

籤貼錯位置、受車窗隔熱紙之阻礙導致無法感應或感應

不良等問題，因此系統不僅能透過研華WebAccess+I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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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內或戶外的停車場均能提供自動化的管理，既節省了

停車場管理者的建置、維護與人事成本，同時也提升了停

車位的使用效率。目前備受好評的iParking不僅供林口總

部自用，同時亦已成功複製到全台包括醫院、學校、科技

園區等其他場所，甚至連歐洲與中南美洲等地亦有不少企

業與政府單位有意引進此套智能停車場系統，而未來研華

仍將以更具成本效益、更友善便民的解決方案來推廣智慧

城市的各種智能應用。■

智能影像管理平台進行車牌辨識，同時也整合了UHF 
RFID 辨識（研華自製的UHF UHF stands for "Ultra High 
Frequency" RFID Tag及eTag 讀取器）、QR Code二維條

碼與員工刷卡（一般RFID卡片）等多種辨識功能，如此

一來欲停車者或外來訪客不論碰到任何狀況都能找到替代

方式來完成身份驗證。

易於整合的WISE系列無線應用
對於在建築物內的停車管理而言，iParking已是功能相

當完備的解決方案，但研華並未因此而停止創新應用的改

善，今年初相關的研發工程人員就以無線網路與無線感測

技術將其使用範圍擴及至戶外路邊停車應用，並且率先在

自家的林口園區之停車場內導入了該方案以提供使用者最

真實的應用體驗。

若將此無線方案與一般的有線感測方案相比較，不難

發現為什麼研華要不斷地在技術與解決方案上精益求

精，因為後者不但有布線施工費用高、維護及管理不易

等問題，傳統紅外線偵測也容易出現誤判而無法提供正

確空車位資訊，再加上缺乏完善的開發工具，停車感測

器的數據資料與管理系統恐因無法有效整合而難以發揮

大數據分析的功效。

反觀研華的無線感測方案，採用超低功耗無線車位感

測器，以及具有跳頻機制能避免訊號中斷的WISE-3310

網路閘道器，還搭配了研華最新概念的WISE-PaaS物聯

網雲端平台，透過平台所提供的標準開發介面可讓系統

開發商更便利地將最新無線應用整併在使用者現有的系

統內，其內含的SUSIAccess遠端設備管理軟體也能對遍

布在四處的硬體裝置進行即時監控以達到預防性維護並

確保系統穩定運作。而在精準掌握停車格資訊後，所收

集來的資料還能進行車位使用率、熱區/冷區等優化停車

管理之建議分析。

「創新」是智能應用的基本條件，但若不能從使用者的

角度出發，創新不但讓人無感也會讓最終成果大打折扣。

研華整合無線應用的新一代智能停車場解決方案不管是在

Application Story

應用故事



19

M
yAdvantech



20

M
yAdvantech

提及南美洲的巴西，多數人的第一印象要不是熱情洋溢

的森巴嘉年華會，就是球技精湛的頂尖足球員，但其實巴

西還是全球第一大燃料乙醇的生產國和出口國。

早在1970年代石油危機時，巴西政府為了降低向他國

進口石油的依賴即積極開發替代能源，並以補貼政策來善

用其國內的數億公頃農業可耕地以便大量生產甘蔗，並藉

此製造出具有潔淨、可再生特色的燃料乙醇來取代一般車

用汽油。

研華與SETI攜手  
巴西油品車隊管理大躍進
國土面積有台灣230倍大的巴西，因為環保生質燃料開發計劃的成功而帶動了以資
通訊科技來提升運輸配送效率之市場需求，研華與SETI系統整合廠商合作提供的車
載資訊系統，不僅受到客戶高度滿意也驗證研華的實力受到肯定。

撰文｜Martin Marshall、余曉晶
專訪｜SETI Business Technology 軟體開發經理 Vinicius Oliverio

隨著環保生質燃料（biofuel）開發計劃的成功，巴西

全國開始普遍使用較為廉價的燃料乙醇，不但促使該國

甘蔗加工產業的蓬勃發展，同時也帶動了以資通訊科技

（Telematics）來提升運輸配送效率之市場需求。

以資通訊科技優化車隊管理

由於甘蔗園旁製造乙醇的工廠一般均位處偏遠地區，使

得負責運送的化學槽車與油罐車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Application Story

應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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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巴西是個通訊環境較為複雜的國家，像是高樓林立的都

會區易有衛星訊號接收不良的現象，而偏遠鄉鎮又常是手

機訊號覆蓋不到的區域，再加上通訊干擾等問題都讓車隊

管理備受考驗。

成立於2002年的SETI是專門提供IT系統服  務的供應商，

近年來因應市場需求該公司積極投入車載應用領域，且已

為巴西當地企業提供了具高性價比、適應性強的各種解決

方案。目前有越來越多的車隊經營業者選擇導入行動式車

載系統，來優化車隊管理效率，包含：

●  即時追蹤司機、車輛與貨物資訊

●  完整掌握車況，進行即時駕駛者行為管理，例如:怠
速、低檔位高轉速耗油狀況

●  減少事故違規與罰單比率

以甘蔗加工廠為例，由於設在偏遠的農地附近，各加

工廠之間的距離也相距甚遠，所以選用了強固性與可靠性

最佳的研華工業級車載電腦TREK-723，藉由這款行動資

料終端機（Mobile Data Terminal）所提供的寬溫工作範

圍（-30~70℃）、通過SAE J1113, ISO 7637-2, E-mak
國際認證的電源保護、超過車用等級的防震設計（通過

MIL-STD-810G, 5M3認證）來確保SETI的車用系統可

以穩定運作。且TREK-723擁有的多樣性I/O介面、車載通

訊介面（CAN Bus）與通訊協定支援（SAE J1939/ OBD-
IIOBD2），更讓SETI車用系統能與週邊設備（油量偵測

計、電磁閥等）能完整整合，進行更廣泛、精確的管理。

這套車用解決方案是以自動流量偵測功能作為主要特

色，不但能將需要運送的燃油、溶劑或潤滑油等油品精準

地裝載入化學槽車或油罐車，同時還提供了出色的防竊保

護，讓運送油品業者能以節省人力與提升效率的作業模式

來管理該公司龐大的車隊。

SETI強調，此種透過電腦驗證的管控方式不僅確保了

未經授權的設備不得任意裝載油料以降低油品被竊風險，

同時也省去了因錯誤的卸油動作而造成的油品浪費。至於

在防竊保護方面，TREK-723的多種喚醒功能不僅讓駕駛

與後台管理者可隨時了解車體狀態，24小時全天候的監

測也讓載運重要油品的化學槽車與油罐車能有更完善的防

竊機制。

研華全力支援加速專案完成度

此外，SETI的車用解決方案還必須整併進客戶的ERP系

統內，以便後台產出統計報告供管理層進行績效評估與資

產控管，該公司軟體開發經理Vinicius Oliverio就特別感謝

研華的協助，讓SETI自行開發的軟體、客戶的ERP系統、

透過研華TREK-723能與載運油品的車體能無縫整合。

Vinicius Oliverio表示，「合作廠商的支援對專案的完成

度是非常重要的，雖然這是我們第一次與研華合作，但全

力的技術支援與專業協助讓這項需要多方整合的專案能順

利地完成，而建置完成後的系統已讓甘蔗加工業者可從每

千萬公升的燃料中省下約50萬公升的油品耗損。」

占據南美洲將近一半土地的巴西是個幅員廣闊的國家 
（國土面積超過850萬平方公里，約為台灣的230倍大）， 
這對於擁有大型車隊的企業或經營者來說，人與車的管理

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建置一套完善的管理系統則要兼顧

多方面功能需求，研華的TREK系列產品不僅硬體規格遠

高於一般產品，各種喚醒機制與保護措施更是遠距監控車

隊的利器，當巴西SETI公司的方案受到客戶高度滿意的

同時，也正是研華實力受到肯定的最佳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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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監控系統
有效降低維運成本
大眾綠能的太陽能光電遠端監控系統，不僅能讓電廠管理者以集中管理來輕鬆掌握

分散四處的發電站狀況，主動發送警訊通知亦讓管理者能及早處理或改善異常狀態

以減少設備無法運轉而造成的損失。

撰文｜余曉晶

圖片｜大眾綠能與城市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專訪｜大眾綠能與城市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曾經因為一場風災導致魚塭潰堤而損失慘

重的老吳，自從把土地出租給太陽能電廠

後，他已許久不用在一大清早就趕往魚塭照

顧魚群了，而過去受不了的毒辣烈日反成為

了他的生財工具，因為每多產生一度電，老

吳的每分地就可多收一些租金，同時也不再

擔心為了經營魚塭而超抽地下水致使地層下

陷情況更加惡化等問題。因此雖然同樣是看

天吃飯，但老吳仍舊很慶幸自己參加了政府

「養水種電」的新能源計劃，既讓自己的生

計有了著落，也保護了祖先留下來的土地。

對於完全仰賴進口能源的台灣而言，符合綠

色經濟的替代能源是產業發展的必然趨勢，在

陽光充足、日照豐沛的南台灣，像老吳這種因

為災後重建或因應時代需求而進行產業轉型的

案例已越來越常見，也因此讓原本是一窪窪魚

塭或一畦畦農田的傳統景象替換成了一區區充

滿科技味的太陽能面板，改變的風景樣貌，也

改善了農漁民的生活，更促進了台灣朝向更環

保的產業發展之路邁進。

Application Story

應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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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光電普及的關鍵

除了幾年前因為八八風災而推行的養水種電計劃之外，

日前政府還提出了「陽光屋頂百萬座」的構想，其規劃於

2030年前要讓全台的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之設置容量達

到6,200MW，藉此以加速台灣潔淨能源應用之普及。但

想要達到這樣的設定目標，投資報酬率是影響民眾採用意

願與投資者投入建置與否的關鍵所在，因此不僅要有適當

的地點、優質的材料與完善的施工，竣工後的運轉與維護

更是其中的重要課題。

全台已有超過百件太陽能光電遠端監控整合系統建置實

績的大眾綠能與城市智能科技公司就指出，對於租用土地

或屋頂來建置太陽能發電站的電廠經營者，其為了有效降

低維運成本並確保眾多發電案場能維持一定的發電量，如

何取得發電站資料？如何維護與管理分散四處的發電站？

如何將不同廠牌的太陽能逆變器（PV Inverter）、監控系

統整合至同一個管理平台上？都是業者評估的重點。

但一般由太陽能逆變器製造商所免費提供的監控軟體，

雖然具備了遠端資料讀取與資料顯示的功能，卻僅適合單

獨案場作為發電狀況參考之用；至於透過外包來委託第三

方廠商開發全新的監控軟體，則一旦需要更換不同品牌的

逆變器、或需要整併其他系統、亦或者軟體設計人員異動

時，都可能使該軟體出現難以維護或擴充等問題。

可降低維運成本的遠端監控

有鑑於此，大眾綠能以可透過RS-485串接各種設備

裝置的硬體嵌入式控制器（Java Application Control 
Engine，JACE）來讀取前端逆變器內的電壓、電流、

設備狀態等資料，並且透過錶頭來取得攸關發電量多寡的

日照計與貼片式溫度感測器之資料，以供後端的管理平台

計算累積發電、CO2減量等相關數據。

即使業者的各案場使用的是不同品牌的逆變器，或日

後想更換逆變器，也只需上傳所需的驅動程式給JACE即

可輕鬆串連新設備，因為無需更改應用軟體。此外，這套

監控系統還能讓太陽能電廠以最少的維運工作人員來監控

各案場，因為當設備出現故障時，除了於控制中心的電腦

螢幕會顯示警報訊息外，系統還會主動發送派工單以通知

相關人員前往現場處理。只要能越早發掘到發電量的異常

並儘速進行改善處理，就能減少設備無法運轉而造成的損

失，同時被妥善維護的設備也能增加使用年限，間接地減

少了固定成本也增加了業者的收入。

而這套解決方案中還採用了研華的ARK-1503，作為平

時將現場資料傳送至控管中心的中繼站，若系統出現網路

斷線的情況，該電腦就會擔負起案場資料儲存與備份的角

色，待網路連線復原後再將資料上傳；對於現場端需要將

每日發電量、統計曲線及歷史曲線顯示於電視或電腦螢幕

的個案，ARK-1503則化身為可獨立運作的監控系統。

大眾綠能表示，初期曾以Linux作業系統測試過多家廠

牌的工業電腦，但不少機種出現了令人燙手的機體溫度，

因而讓人擔憂必須建置在戶外無冷氣並且需要長時間運

作的太陽能監控系統恐有經常性當機的風險，只有研華

的ARK-1503的溫度是最低的，再加上遍布全台的服務據

點，讓大眾綠能最終選用了該款產品。

另外，某些在不同棟建築物屋頂上鋪設太陽能面板的專

案所需要的網路設備，大眾綠能也是採用研華的產品，透

過穩定可靠的EKI系列光纖轉換器就能以較佳的網路通訊

品質來傳送逆變器與電驛的資料。

產品的優越性、成本的競爭性、企業的永續性是每一家

公司都在追求的經營理念，大眾綠能在長期與研華的合作

過程中發現，對客戶無微不至的至誠關心與將心比心的服

務誠意是研華最令該公司感動的部份。而未來，在全球提

倡環境保護、節能減碳的意識下，替代能源的地位勢將日

漸提升，大眾綠能則期望與研華共同在智慧城市、綠色地

球的企業長期發展藍圖中，不僅僅只是上下游的產品供應

關係而是更緊密的合作好夥伴。■



Technology Forum

產業論壇

2014年7月31日下午，球賽進入延長賽中，

德國前鋒馬力歐‧格策在禁區起腳破網，同一

時間，巴西里約熱內盧的馬拉卡那球場與全球1

億人起身同聲驚呼，隨後無論是現場的巨型螢

幕或遍布世界各處的電視，都可以從慢動作中

清晰的看到了馬力歐‧格策如何起腳，甚至這

顆三色相間的足球如何旋轉、如何堪堪擦過守

門員的指尖飛入網中。

2014年的這場世足決賽是歷史上最多人觀看

的球賽，也是電視史上HD與Full HD現場轉播的

最高峰，但影像技術的前進步伐絕不駐留，2016

年美國將正式藉由衛星播放4K的內容服務，2018

年韓國冬季奧運將採4K實況轉播，2020年的東

京奧運，日本更宣稱將採用8K，隨著全球各國將

「數字」不斷往上加，可以看見一個更高解析度的

影像世界已然來臨。

看見更清晰的世界  
研華4K影像目光銳利

4K標準已成為廣播電視與多數產業未來的重要影像技術，
研華結合深厚的技術基礎與長期培養的專業知識，

推出尺寸更小、功能更完整、功耗更低的影像解決方案。

撰文｜MD Wang
圖片｜研華公司
專訪｜研華網路暨通訊事業群協理 林俊杰、研華網路暨通訊事業群資深經理 劉詠平

24

M
yAdvantech



25

M
yAdvantech

影像技術 翻轉未來視界
從過去的SD（480p）到HD（720p）再到現在的Full 

HD（1080p），消費者對影像品質的需求永無止境， 
「從這幾年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影像技術有幾個未來趨

勢，包括IP化、4/8K、HEVC、MEGA-DASH等」，研華

網路暨通訊事業群資深經理劉詠平指出，這些技術都將翻

轉未來的影音世界。

從解析技術來看，電視廣播（Broadcast）的主要標準

是SDI，SDI所產生的影像訊號雖為數位，不過由於其傳

輸仍以同軸纜線為主，訊號傳送的使用彈性不佳，因此

Sony、JVC、Canon等電視攝影機大廠，都已開始推廣IP
化技術，利用標準的Ethernet網路系統傳輸與SDI同等級

的影像訊號，未來並進一步整合IP介面到4K攝影機。

除了電視廣播外，安全監控這兩年也掀起4K浪潮，

包括2015年3月的日本SECURITY Show與4月的台灣

Secutech，4K都是會中的重點產出，不過4K的技術不

只在前端影像的產生，數據的傳輸更是一大問題，尤其

是電視廣播若要採即時轉播，以現行的影像解壓縮技

術將完全無法運作，劉詠平表示，與現行的Fu l l  HD相

較，4K影像的畫素高出4倍，在頻寬不變的情況下，要

傳送4倍資料量的數據，勢必需要更高的影像解壓縮技

術，HEVC標準的適時成熟，完整填補了此一需求。

HEVC也就是所謂的H.265，與前一代的H.264相較，其

編碼與解碼技術更佳，整體數據流量可減少至50％，以藍

光光碟的解析度，採H.264的傳輸流量大約在25Mbps左

右，壓縮率大約為142倍，傳輸速度仍在可接受範圍，但若

資料量為4倍的4K影像則明顯不足，需要H.265方可因應。

除HEVC外，MEGA-DASH也是近年來的影像傳輸技術

之一，與HEVC的編解碼作法不同，MEGA-DASH是以頻

寬管理（QoS）讓影像傳輸更順暢，過去從網路下載觀看

影片時，常因頻寬不足，使得影像不是不斷緩衝就是畫面

品質不佳，MEGA-DASH是將影像數據切割為數段，視

頻寬狀態分段下載最合適尺寸的檔案，再在終端處組合影

像，使之順暢播放。

包括IP化、4K、HEVC、MEGA-DASH等，其技術都

已成熟，市面上的相關產品也已陸續浮現，不過由於技

術成熟未久，多數產品架構仍未最佳化，研華網路暨通

訊事業群協理林俊杰就指出，目前市場上的4K影像解決

方案，其架構都仍為PC server，耗電量也都在3,000瓦

以上，在尺寸與功耗兩方面，都未臻理想。

應用需求大幅成長

林俊杰進一步表示，研華長期深耕物聯網領域，不但技

術深厚，垂直應用產業的經驗也相當豐富，在4K領域中，

目前已有相關產品問世，包括HVC-8700與HVC-8701都

是針對4KHEVC視訊擷取與壓縮所設計的解決方案，研華

將此產品設計為PCI-E介面的模組卡，只要插上此卡，即

具有HEVC的編解碼功能，且功耗小於15瓦，在電源管理

方便表現相當優異。

林俊杰表示，研華在HVC-8700與HVC-8701的應用

不僅止於廣播電視領域，醫療也會是其重點應用，他指

出醫療涉及人體生命安全，因此對影像品質的要求向來

甚高，例如X光影像，若解析度不足，醫師將難以分辨

黑色區塊為組織腫瘤或僅是影像誤差，劉詠平進一步補

充指出，目前醫療領域已率先導入4K影像，內視鏡就是

其一，而除了診斷用途外，4K影像技術也用來作為即時

遠距手術教學之用。

就應用領域來看，林俊杰認為，4K在娛樂性質如電影電

視與運動賽事轉播等部份發展會最為快速，主要原因在於

這類應用的產值龐大，對影像品質要求也高，因此向來是

影像技術應用的先驅，除此之外，醫療也會是成長快速的

領域之一；不管是哪方面的應用，該領域的專業知識都相

當重要，研華產品的應用廣度與深度，都居於業界之冠，

林俊杰指出，影像解決方案需要與系統中其他設備密切鏈

結，方能發揮最高價值，而研華旗下的產品線完整，可針對

各垂直市場，整合出最適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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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物聯網在不同產業逐步的落地實踐，越來越多的

業者希望能快速的將所處產業與物聯網之間進行連結，

以藉由物聯網的特性，協助提升在產業競爭環境中的優

勢。但是，不論是對新創或既有業者而言，想要真正打

造一個物聯網的產業環境，或是落實一個物聯網的解決

方案，實際上卻存在著相當的難度與挑戰。

為了協助客戶能在最短時間內，建置屬於自己適用的

物聯網架構與巨量資料分析應用，研華推出類似「積

木」概念的WISE-PaaS，並透過夥伴合作方案WISE-
Cloud Alliance，與客戶共同加速打造屬於自己的產業物

聯網技術藍圖。

物聯網知易行難  需從架構面進行解決
對於建置物聯網架構與巨量資料分析應用的落實，研

華嵌入式運算核心事業群軟體研發資深經理盧瑞榮指

出，要實踐物聯網的概念，整體的複雜度遠超乎先前的

想像，畢竟在物物相連的環境下，會有許多的終端、設

備是必須要被連接在一起。除了蒐集到的巨量資料之

外，在數據採集及資料傳輸的方式和各種不同領域數據

整合的雲端系統，甚至將資料分析後的好處再回饋至系

統開發商。

簡單來說，打造一個物聯網方案，最基本要面對的除

了技術的複雜度之外，安全與隱私的保護，以及有效且

符合市場需求的商務模式等也都同樣重要。所以從架構

的設置開始，就充滿著不同的挑戰。為了滿足不同市場

的系統開發商，在不同產業環境與應用下的需求，就需

要一個平台式的架構，也就是研華打造WISE-PaaS平台

服務的一個原因。

盧瑞榮表示，不同的產業有不同的標準，不同的產業應

用之間的互通，也會存在有不同的協定之類。所以，在規

劃初期如何從架構上更高層級去看待這些標準、協定，並

且去涵蓋一切或是透過建立不同的橋接介面（Interface）

和更具彈性的模組（Module），讓新/舊或不同的標準之

間得以進行架接，從規劃層面而言，就是相當重要的工

作。而WISE-PaaS就是基於這樣的概念，要為使用者提

供一個基於開放性、整合化且標準化的平台。

開放、標準的WISE-PaaS平台   
提供便捷建構舞台

在WISE-PaaS平台之上，透過應用開放的應用程式介

面（RESTful API）以及標準化的連接協議（MQTT），

藉由研華本身、相關聯盟成員及第3方合作夥伴，共同

進行打造分屬於不同服務應用下所需要的應用。

因為平台提供的是開放、標準化的API及協議，以及在

打造WISE-PaaS平台 
建構物聯網技術藍圖
越來越多的業者希望能快速的將所處產業與物聯網間進行連結，但實際上卻存在著

相當的難度與挑戰，為協助客戶解決難題，研華推出WISE-PaaS平台，並透過夥伴
合作方案WISE-Cloud Alliance，讓客戶加速打造屬於自己的產業物聯網技術藍圖。
撰文｜嚴樺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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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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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裝置上針對系統板卡和無線感知器所開發

的程式介面；所以，透過平台建立的架構，具

有彈性及易開發等特性，不論是橫向整合異質

雲端系統，或對上層雲端、下層設備之間均可

以進行無縫的溝通聯繫。對於實踐物聯網及提

供巨量資料分析並持續進行改善流程的目的，

將會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當然，想架構這樣的平台，開放的API是必備

的條件。畢竟，API目的是讓應用程式開發人員

得以在無須考慮其底層的原始碼為何、或理解

其內部軟體和硬體工作機制細節的情況下，快

速呼叫功能的工具。而WISE-PaaS平台則必須

要隨著客戶流程及其應用程式的不同，充分供

應模組化功能，讓客戶可以任意配置流程、優

化使用的環境，整個過程是需要API來扮演重要

的角色。

但除了對開發者而言的便利性之外，其他像

是應用環境、使用者便利性等也都是同等重要

的因素。盧瑞榮指出，因網頁具有跨平台的優

勢，所以網頁的開發、管理，已經是目前實際

應用上的常態，今後也將持續發展，以此為出

發點，考量到實際應用的需求不斷推陳出新，

而WISE-PaaS平台選擇了現今雲端軟體開發介

面上最被開發者推崇的RESTful API做為開發的

核心技術。

盧瑞榮認為，網頁開發雖然不止RESTful一
種，不過RESTful具有開發簡單、只需依托現有

Web基礎設施，以及學習成本低等基礎條件，

再加上物聯網的實際應用上的頻寬和傳遞封包

需求較小，以及可跨越不同操作系統等優勢，

讓RESTful API得以成為WISE-PaaS串接應用層

的關鍵技術。

據了解，針對不同應用需求，目前WISE-PaaS
已經有150個以上的RESTful API，且預計到2015

年底時，整體的數量將會達到200個以上。研華

希望藉由各方協力夥伴的共同支援下，能夠持續

充實WISE-PaaS平台上API的應用項目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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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Place提供多元選擇   
快速建置多樣方案

對於WISE-PaaS的功能模組化目的及角色，

盧瑞榮以樂高積木為例表示，市面上的樂高積

木，消費者可以買一整套相關主題性的產品，

回去依據說明書組裝，就可以組裝出設計過的

城堡、飛機、輪船或各式各樣的物品與場景；

但是也可以購買標準規格的各式積木，回去發

揮自己的創造力，組合出獨一無二，屬於自己

專屬的物品；當然，也可以結合主題產品及各

式標準品，發想出不同的新創意與想像。

當然，積木的本身，也會針對不同場景中的

共同需求（像是人物或車輛等），推出標準化

的模組產品，讓消費者在發揮相同或類似的創

意時，可以節省掉不必要的時間。

盧瑞榮強調，樂高積木之所以可以做到這些

功能，是因為每一塊樂高積木都是依據同樣標

準制訂（如同WISE-PaaS上採用相同或互通的

API和Protocol），所以不論積木是長、方、扁、圓

（如同WISE-PaaS上不同的功能模塊），都可以

彼此相連。而WISE-PaaS就是希望扮演樂高的

角色，在雲市場平台（Market place）上推出主

題性（SRP，Solution Ready Package）與標準

化（WISE-PaaS Module Open API）的不同組

合。讓使用者可以依據不同垂直領域的需求，依

據文件說明或自創出所需要的物品與場景（IoT 
Solution）；而自創的場景，也可以回頭包裝成主

題（SRP），重新在雲市場平台上推出。

甚至未來也不排除針對不同標準的積木間，

提供協接轉換的機制，進一步提升使用創新的

可能性與延伸性。而所有的軟體功能模組都可

以依據領域不同，分門別類地放置專屬的雲市

場平台網頁，來讓全球的系統整合商進行購買

及組合。

面對物聯網及巨量資料分析應用時代的來

臨，盧瑞榮再次強調，從架構面協助使用者快

速的針對不同產業，進行不同的物聯網相關開

發，是WISE-PaaS的主要目的，為此，研華也

將會持續投入平台的建置與拓展，不斷的尋求

像是Microsoft、IBM、Cisco…這類有價值的夥

伴，共同組成WISE-Cloud Alliance的組織。除

了在WISE-PaaS的資料分析和先進雲軟體技術

上進行合作，讓物聯網的雲市場平台能更加的

專業和豐富外，亦可以透過研華所提供的各式

快速開發包、組合工具與專業諮詢服務來協助

所有具有需求的業者，完成架構屬於自己產業

應用上，最適合且可執行的物聯網方案, 落實共

贏的協同合作目的。■

案例：優店連網（UShop+） 
Powered by WISE-PaaS
在UShop+的大架構下，分別有從事店內人流數據及影

像分析與辨識的IVS系統、從事店內環境數據蒐集與監控

的WebAccess的SCADA系統，以及店內像是POS機、

電子數位看板等終端設備管理與資料蒐集上傳至雲端的

SUSIAccess等3個不同的子系統架構。

3個子系統架構彼此間獨立運作，並且需要相互支援或

進行資料的整合透過SUSIAccess將需要有效的資料上傳

至雲端的資料庫儲存，而提供這些運算與整合的共同平

台，就是所謂的WISE-PaaS的平台。在WISE-PaaS平台

上所得到的數據，進行店內設備和客群資料分析之後的結

果，再做為改善UShop+的依據，並且藉由資料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不斷的改善，將實際的UShop+應

用上達到最佳化的目的。

由上面實際案例可以看到，物聯網的異質合作是必然的趨

勢，所以平台的開放性和標準化也會成就客戶在物聯網快

速達成至關重要的因素，WISE-PaaS將以此作為原則，

並秉持著以系統開發者優先的設計理念來不斷創新和開

發，將物聯網的種種概念一一的實現。



WISE-Cloud Alliance夥伴方案協同合作，快速落實物聯網產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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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控制技術優勢  
研華寶元讓IPC機器人商業化
除了效能外，工業機器人對於整合性與相容性的需求相當高， 
研華寶元以最嚴苛的工具機控制器起家，在機器人領域則推出了RC2000， 
提供市場高性價比解決方案，協助系統整合商提昇競爭力。

撰文｜MD Wang
圖片｜研華公司
專訪｜研華寶元總經理 郭倫毓 

工業4.0被譽為製造業40年來最大的一波變革，但有多

少製造業者可以跟上這波浪潮？

談工業4.0，要先從工業機器人談起，透過工業機器

人，「無人工廠」、「關燈生產」這些概念都可被落實，

但是一講到機器人，想到的廠商總是德、日等大廠，台

灣、大陸的中小型廠商這幾年也開始投入發展，不過成效

總是不彰，原因為何？「當然是大廠的壓制」，研華寶元

總經理郭倫毓一語點出其中關鍵，「這些大廠的工業機器

人以前是各作各的，不過這幾年標準逐漸被制定出來，在

經濟規模下，大廠的機器人價格自然越來越便宜」，技術

精進加上價格漸趨低廉，結果就是需求出現，但是台灣、

大陸兩地的多數中小型廠商進不去市場。

不過大廠雖有因經濟規模帶來的低價優勢，但在導入

面並不容易，由於機器人應用的對應環境、製程都不盡相

同，因此這類型機器人導入後，製造商都還需要自行安裝

其他軟硬模組、影像設備等，除此外還要想辦法與產線原

有的機器人整合，這些對製造業者而言，都是需要花費大

量資源、時間方能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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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2000兼具效能與彈性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這幾年系統整合廠商開始著手自行

打造機器人，由於系統整合廠商本身即具有產業專業知

識，因此只需要找出市面上現有的產品加以整合即可，但

問題似乎沒有這麼簡單，一切自己來的作法，效果並不佳，

郭倫毓指出原因在於產品之間的整合有困難，「把不同廠

商的產品兜成一具機器人並沒問題，但一旦把放大到量產

階段，問題就開始浮現。」

問題癥結在於目前市場並專業的機器人控制器與相關

的解決方案，讓系統商透過此一控制平台，可快速的量產

出品質一致的機器人，RC2000的適時出現，將可滿足此一

需求，「研華寶元在這個領域有其獨特性，」郭倫毓指出，

研華寶元以最嚴格的工具機控制器起家，在機器人控制器

領域也已有5年以上，在穩定性、完整度、性能方面，在業

界都居領先地位，擁有最好的性價比，在機器人領域也以

此技術為起點，RC2000是All in one的Robot IPC智慧型

控制器，將成為系統整合商在機器人領域的最佳助力。

郭倫毓表示，不管任何形式的機器人，都有其特殊應

用，因此設計機器人時，必須具備該應用領域的專業知

識，方能大幅縮短製造商的導入時間與後續運作之順暢，

不過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是系統整合商的市場競爭力所

在，硬體供應商無法涉入，在這部份研華寶元的作法是讓

RC2000完成前面90％的硬體設計，但保留10％的設計彈

性給系統整合商，藉此調整出最適化工業機器人。

除了彈性化設計外，相容性也是機器人設計的重點之

一，由於全球機器人大廠在市場布局已久，再加上機器人

的用途不一，因此產線上的機器人混搭作法無法避免，也

因此相容性必然是機器人的設計重點，對此RC2000可與

目前全球4大廠商KUKA、ABB、FANUC、Yaskawa的機

器人相容鏈結，讓產線整合更容易。

RC2000的另一個特點是將控制器微小化，使之嵌入在

IPC架構中，此一作法讓IPC內部留下更多空間可設計不

同插槽，讓系統設計者可視需求做不同應用，「反過來

看，等於是廠商只多花了一些成本，就擁有一台內含高等

級控制器的IPC，這將使得廠商的競爭力再次提昇。」

此外有別於傳統是需要大量接線的作法，RC2000的伺

服、I/O則採各大廠牌如安川、松下等伺服馬達的特殊即

時網路標準，郭倫毓表示現在也正著手納入EtherCAT，

由於EtherCAT已被視為未來工業網路主流標準，多數製

造系統都將採用此標準，RC2000將可輕易與其他製造設

備串連溝通，打造出高整合性製造系統。

結合完整產品線 扮演客戶最佳助力
目 前 市 場 上 的 工 業 機 器 人 樣 式 多 元，包 括

Delta、SCARA、滑軌式、多軸關節等，RC2000有不同版

本軟體，研華寶元會依據使用者需求出貨不同版本設備，

目前RC2000的多關節機器人最高可支援至6軸，郭倫毓

透漏目前正在研發下一系列，將可同一IPC中，安裝多部

RC2000，每多安裝一部，可控制軸數就會往上增加6軸，

一般的IPC由於受限主機端的CPU運算能力，因此軸數

增加往往會受限，而RC2000由於內建CPU，不會因為增

加軸數而影響到主機端效能。

隨著工業4.0概念的發燒，全球工業機器人的裝機量也

逐步上揚，郭倫毓表示，此一產業不會像消費性產品會有

爆炸性成長，其成長趨勢屬於長期而穩定，面對此一龐大

的商機，系統整合廠商必須挑選具技術實力的硬體供應

商，研華寶元結合研華旗下的ADAM、WebAccess產品

線，打造出完整的機器人解決方案，初期將以台灣、大陸

作為重點推展，未來的主要目標仍是全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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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iful Life

美滿人生

Walking with Advantech！我們希望讓健走成為研華最新企業文化，
讓大家以後一提到研華、就會想到Walking。

研華健走元年啟動！

撰文｜葉惟禎
圖片｜研華公司
專訪｜研華公司品牌發展暨企業公關部經理黃彤芸、專員李世惠、企業文化及社會責任專員吳晨華

其實「健行」這項運動，在研華行之有年，2012年，

健行社就加入由希望基金會「台灣行」推廣中心、紀政

女士所推動的「百萬聚樂步」活動；有不少同仁共襄盛

舉，一起參與挑戰。

當時參與此項活動者，都能獲得一個虛擬環島計步

器，計算每日步數，透過計步器累積的步數，可以從

虛擬路線得知自己到達台灣哪個區域位置，比如從台

北101大樓出發，經過約17.5萬步之後會到達新竹城隍

廟，步行335萬步，就完成虛擬環島一周。這個有趣的

計步方式，讓看似無趣的健行，無形中充滿了樂趣，更

讓參與者維持對健走的熱情與成就感。

不只挑戰自我的每日萬步目標，同仁之間彼此的互相

鼓勵更是持續萬步的最佳動力，每天研華人們互相打

招呼的問句變成了「你今天走了幾步？」，健走活動

漸漸在內部形成熱潮、席捲各樓層。而這項同仁間的

自發性的活動，讓高階主管在檢視ABLE Club下一年度

的活動時，發現這是一個充滿健康與樂活的活動，希

望能夠把健行的好推廣至全球研華，讓所有同仁一起 
「齊步走」。

日行萬步大使 傳授健走小撇步
「一日之計在於晨！每天早上 07：50 - 08：30 在公園

初夏一早的陽光熱情耀眼，早上不到八點鐘，已有一

群身著白色日行萬步運動衫的研華同仁們陸續抵達台北市

自來水博物館，準備參加一年一度的運動會。不同以往的

是，今年運動會的主題是「研華健走嘉年華」，宣示未來

的三年，「日行萬步」將成為研華由台灣推廣至全球研華

的重要活動。

推動日行萬步 「走」向健康美滿人生
「研華本著不斷創新的精神，從今年開始鼓勵大家每天

健行萬步，從事這個更綠色、更健康的活動。我認為幸福

企業，就是假日的時候，同仁都可以攜家帶眷，一起去郊

外踏青健行，而健行就是一個非常適合闔家一起從事的活

動。」研華總經理何春盛，在健走嘉年華活動開幕時表示。

為何會選擇健走做為研華最重要的企業文化重點推展項

目，是因為健走的特色就是：它是一個人人都能參加、老

少咸宜的活動。「雖然騎腳踏車在研華也是行之有年，但

我們不可能隨時都在騎車，而且騎車有年齡上的限制，年

齡太大或太小都無法從事這個運動。但走路就沒有這個問

題，走路不但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事情，而且老少咸宜、

不受到場地與天氣的限制，可以一直持續做下去。」企業

文化及社會責任專員吳晨華笑說：「這個運動簡單到，讓

你沒有任何藉口說做不到！」

Keep Wal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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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空氣中步行，伴隨開心嬉鬧的鳥叫聲，欣賞盛開的

雞蛋花（緬梔花），腦力疲勞頓時消除，大腦思維變得

清晰，心情亦變得更愉悅！」

「不必舟車勞頓，自新店出發，20分鐘內即可抵達

的清涼森林步道－木柵樟湖環狀步道之瓦厝支線至銀

河洞越嶺支線，沿途有好多造型可愛竹與木製樂器，

大量芬多精，清涼銀河洞瀑布及台灣特有種藍鵲。值得 
推薦！」研華日行萬步大使黃麗珠，在臉書上的熱情分

享健行的樂趣與益處。

「看著不停歇的雨勢，無法出門運動，只好來去逛逛

街走走路達成日行萬步，沒想到還真走了一萬五千步

呢！以後只好多去逛街了！走～一起去散步吧！」另一

位日行萬步大使梁瑜庭在社群上幽默分享萬步日記，對

不愛運動的女生來說真是心有同感啊。此外，貼心的日

行萬步大使駱昭亨，則分享「下雨天樓梯天」的溫馨關

懷：「因為這週鋒面關係，下雨機率會較高，我們可以

多利用爬樓梯來進行室內運動喲！（下樓梯時記得腳步

輕放，避免傷到膝蓋）」

這些熱情的同仁，就是研華推動日行萬步活動很重要

的「日行萬步大使」。萬步大使是由研華員工自主報名

參賽，在FB上獲得最高按讚數的前三名，才能得到這個

殊榮。大使的任務得持續在ABLE Club平台推廣健走活

撰文｜葉惟禎
圖片｜研華公司
專訪｜研華公司品牌發展暨企業公關部經理黃彤芸、專員李世惠、企業文化及社會責任專員吳晨華

動，「我們希望透過社群一個拉一個來參與這個活動，

把FB當作一個串連個人的平台，將健走當作一個長期的

計畫來推動，而不只是一個短期的宣傳」研華企業文化

及社會責任專員吳晨華說。

研華品牌發展暨企業公關部李世惠分享：「自從看了

大使分享的這些達成萬步的撇步之後，我突然發現，原

來要日行萬步一點也不難，讓我願意去嘗試。」比如大

使麗珠每日提早到公司公園附近晨走，在公司工作時儘

量多走樓梯、少搭電梯，下班時間則定時於晚餐飯後

進行快走，以達到每日約2萬步的目標。受到大使的激

勵，不少人都開始努力嘗試、達到日行萬步的任務。

過去客戶想到研華會想到騎腳踏車，因為研華只要

在全球大型夥伴會議之後，都會邀請客戶夥伴們一起

騎單車team building一下。「我們的老朋友們都知道

研華非常喜歡騎腳踏車，可是現在，我們希望朝向人

人都可行的健走發展。」研華品牌發展暨企業公關部

黃彤芸強調，2015年，可以說是研華的健走元年，我

們的遠大目標就是，希望可以把健走精神內化為企業

文化與象徵，就像大家對渣打的印象就是路跑、101就

是爬樓梯，我們希望讓大家以後想到研華，就會想到

Walking。

現在，沒有任何理由，Keep Walking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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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研華

研華、交大打造
台灣首座物聯網產學平台

1. 　 五月二十五日，研華與交大攜手打造的物聯網智慧系統研究中心正式 
啟動！

2. 　 研華同仁向貴賓介紹透過「機器人控制組合雲端運算，實踐工業4.0」。

3. 　 研華技術長楊瑞祥認為中心主要任務是以創造產業實際價值為目標，同
時研發物聯網智能系統與創新應用技術，並由企業接棒導入市場應用。

●　研華科技董事長劉克振正在體驗此中心FaceAccess人臉辨識系統。

1 2

3

Read More
●　 目前中心有三大主題實驗室分別為Intelligent Video Analytics Lab、Robotics Lab以及IoT Embedded PaaS Lab。

●　 此中心有多達12位交大教授參與，更是凝聚包括工研院、聯發科技、ARM、台灣IBM等產、學、研等跨界夥伴的研發創新能量；不僅能藉此引
進豐沛業界資源，更挹注交大創新研發能量。

●　 研華未來將以每年兩千萬並持續五年之資金及資源投入，希冀達成拋磚引玉之成效，帶動其他指標性企業加入。

●　 期待此中心能達成包含物聯網產業促進、產學合作典範轉移、實質成果應用，以及培育並網羅台灣物聯網科技研發人才等四大目的。

●　圖中交大教授正在和貴賓做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