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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邁向智慧建築的基石

對於智慧建築和智慧工廠的想像與規劃，每個人，每家公司，都有著各自不同的盤算，但

這裡頭有件事，則是大家都一樣，那就是都需要穩定和充足的電力系統。不管是建築還是

工廠，插頭拔了，大家都一樣。

因此，能源等同是智慧系統的命脈，唯有「通電」後，一切才有意義。

不過，先進的廠房與建築的能源管理與建置非常複雜，涉及的環節也很廣泛，絕對不是開

關打開，插頭插上這麼簡單，尤其是「智慧級」的能源與電力管理，更是一門專業，其背

後涉及的軟硬體整合與規劃，對於建築本身的節能成效與運行目標有很大的影響。

目前先進智慧建築的電源管理甚至已成為一套系統，被稱為「智慧建築的能源管理系統

（Building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BEMS）」，可運用於協助智慧建築的能源規劃和裝

置效率的控制，以達到增進能源效率的目標。

再者，也能透過對整座建築的電力供應與消耗狀況進行監測，找出重點的能源消耗設備以

及能源的消費分析，藉此進一步來建立起更務實的能源管理計畫，不僅能減低建築營運的

能源成本，也能增進運行的效能。

當然能源管理不僅是只有運作中的那一面，也不需要顧及「停機」的時刻，尤其在當前台

灣的能源供應正步入轉型期，穩定供電的風險已較過去提升甚多，因此如何透過能源管理

的手段，來建置備援的機制也是至關重要。

本期的封面主題則是就此一命題來報導，提供給建築電源建置的相關人員知悉。期待能為

台灣的智慧建築的發展帶來新的智慧能源管理思維，步向穩定、安全、低能耗的新智慧時

代。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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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台灣西門子軟體工業總經理 Tino Hildebrand

採訪‧整理／王明德‧攝影／林鼎皓

釐清需求　逐步落實
打造台灣工業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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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政府在2012年喊出工業4.0口號後，引爆

全球智慧製造潮流，做為全球自動化製造大

廠，同時又是德系廠商，西門子對工業4.0的推動不

遺餘力，甫於今年上任的台灣西門子軟體工業總經理

Tino Hildebrand，是典型的德國技術工程師，學校畢

業後就進入西門子，從軟體工程師一路往上走，職業

生涯中除了自動化技術領域外，也經過商業管理的歷

練，對於工業4.0的概念精神與實際上的技術應用，都

有深厚理解，由於2013年曾經在台灣西門子就任自動

化部門協理一職，因此對台灣的自動化產業也相當熟

悉，這次接任總經理，他表示除延續過去該公司在台

灣的各項策略外，他本身也將有一些新作法。

長期教育市場 建立示範案例

SmartAuto特約主筆王明德(以下簡稱王)問：從您的學經歷來

看，您算是典型的德國技術工程師，之前也在台灣西門子

任職過，您這次接任台灣西門子軟體工業總經理，如何繼

續推動台灣的工業4.0發展？ 

Tino Hildebrand答：工業4.0在求掀起智慧製造浪潮，台灣

政府之前也有生產力4.0政策，後來改為精密機械，不過不

管政策面如何變動，西門子都秉持自己的作法，2012年德

國政府開始推動工業4.0的時候，我們就開始投入市場教育

工作，目前也已有成果，除了持續深耕產業外，大專院校

與研究機構也是我們的重點。

至於台灣的工業4.0發展，台灣一直是

全球製造重鎮，不過在工業4.0的腳步

需要加快，我發現與其他國家的廠商

一樣，台灣製造業者在導入工業4.0架

構時，多半只注重自己做了什麼，而

不知道還有哪些建置與功能可以做，

對此我們設置了示範工廠，建置並完整了工業4.0生產架構

給業界作參考，透過示範工廠，業者就會知道工業4.0產線

的全貌。

除了示範工廠外，我們也有各領域的應用案例，製造業中

每一個領域的製程都不同，因此我們有不同領域製造業的

成功案例與相對應的解決方案，台灣廠商可以選擇自己產

業的解決方案，加速工業4.0的布局，當然對現在的製造業

者來說，工業4.0是全新的概念，導入時一定會遇到過去不

曾面臨的問題，西門子對此也有顧問服務，降低業者的導

入難度。

釐清需求 打造最適化架構

王：您認為製造業導入工業4.0時，有哪些必須先行建立的

思維？

Tino Hildebrand：台灣這兩年開始有製造業者嘗試導入工業

4.0系統，希望透過此一系統提升效益、降低成本，不過工

業4.0與過去幾次工業革命不同，必須與IT技術整合，因此

對全球製造業來說，這都是全新的概念，台灣各產業對製

造的需求重點不同，無法照單全抄，我建議台灣業者在導

入前必須先釐清自己的需求，方能打造出最適合的架構。

目前台灣多數製造業者已逐漸知道工業4.0與其效益，不過

整體概念仍然模糊，工業4.0強調客製化設計，不同企業的

需求不同，其架構也會有所差異，例如製鞋系統，必須因

Tino Hildebrand表示，西門子建置

並完整了工業4.0生產架構給業界作

參考，業者藉此知道工業4.0產線的

全貌。



名家思維CEO Talk

應不同鞋款快速改變生產模式，產線必須有高度彈性化，製

藥、食品系統的產品則因會進入人體，對品質的要求就會有

異於其他產業的重視，而即使是相同產業的企業，也會因為

企業文化、材料成分的不同，而有各自的製程重點，因此系

統設計時不能完全複製貼上，而必須審視自己的需求，並與

系統整合商密切溝通。

不過如果全部從頭設計，將有可能在導入前端的設計階段就

耗費太多時間，對此製造業者可善用設備供應商的資源，例

如前面提到的西門子顧問服務，我們團隊的豐富建置經驗，

可以做為業者的導入參考，透過這些專業諮詢，製造業者將

可在導入時間與系統客製化設計難度中找到平衡點，快速強

化市場競爭力。

王：台灣是全球OEM產業機械的輸出國，各自動化大廠也相

當重視此一領域的布局，您如何看待台灣此一產業？

Tino Hildebrand：台灣的OEM產業機械在國際間相當具有競

爭力，不管是價格或品質，都位居全球產業前段班，不過現

在其他國家的產業機械也開始進化，自動化已成為基本要

件，智慧化將會是未來市場的決定因素，透過智慧化機械，

製造商可以提升產能與品質，操作介面也可以更直覺、更有

整合性，台灣廠商在這部分也開始有進展，不過速度還要再

加快。

除智慧化外，台灣OEM產業機械供應商的另一個劣勢在於全

球化不足，由於這類型機械以外銷為主，台灣廠商會收到全

球各地廠商的訂單，但由於台灣廠商多屬中小企業，其他國

家的售後維修服務很難到位，不過這點可利用合作夥伴來補

強，以西門子為例，西門子在全球190多個國家都有據點，

Tino Hildebrand指出，透過智慧化機械，製造商可以提升

產能與品質，台灣廠商在這部分也開始有進展，不過速度

還要再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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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有一體化服務系統，台灣廠商若採用西門子的產品，

將可借助西門子的體系，達到全球化服務目標。

善用夥伴力量 加速工業4.0布局

王：除了全球服務體系外，您認為台灣廠商還可以借助西

門子哪些資源與力量？

Tino Hildebrand：研發與新創是西門子一直以來的營運重

點，成果也相當豐碩，台灣製造業者可以善用西門子這部

分的力量，尤其是數位化這部分。

工業4.0的一大重點是整合IT與OT系統，IT系統的主訴求就

是數位化，數位化讓物聯網趨勢得以落實，數位化顛覆了

過去的製造模式，目前談比較多的預測性保養，透過感測

網路與後端管控平台，偵測機台的運作狀況，在故障停機

前就先行保養維修，就是數位化的應用之一。

另外也有許多新的概念與做法不斷出現，像是Digi ta l 

Twins(數位雙生)，數位雙生是在硬體設備建置時，就在管

理平台上同步建置機台的虛擬模型，真實世界的機台將透

過內建的感測器與通訊網路，將訊息即時傳到後端平台，

讓虛擬模型即時同動改變，操作人員可由虛擬模型上的結

構、現行狀況和過往載荷，及時分析評估是否需要維修，

能否承受下次的製造負載等，例如製造現場的沖床，若要

進行高重量如1,000噸的製程，就可在虛擬模型上先行測

試，軟體測試的低成本與高效率，將是製造業者的最佳選

擇。

不管是預測性保養或數位雙生，西門子都已有豐富的研發

成果和產品，台灣廠商多半是中小企業，資源有限的態勢

下，很難撥出大筆資金與時間投入研發，對此我認為可以

借助西門子的研發力量，快速完成自己的工業4.0布局。 

Tino Hildebrand表示台灣製造業者可以善用西門子

研發與新創的力量，加速自己的工業4.0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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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DC P.D.U

單相不斷電系統

ARES (1KVA~3KVA)

單相不斷電系統

MSII (6KVA~10KVA)

單相不斷電系統

MSIII (4.5KVA~20KVA)

三相不斷電系統

TAURUS (10KVA~240KVA)

˙國內唯一榮獲研發自製並通過嚴苛的ISO9001及ISO14001認証的企業
˙國內唯一一家以主動式濾波器榮獲經濟部創新研究獎的企業
˙專業的技術團隊及遍全省的售後服務網為後盾, 提供您24小時的諮詢與服務
˙獨家代理法國SOCOMEC不斷電系統



建築是全球能源消耗的主要場所， 
能源管理也一直是建築設計的重點。

在缺乏大數據與雲端平台的狀況下， 
過去的能源管理系統資訊掌握並不精確。

隨著物聯網概念的成熟，新世代EMS問世， 
它將翻轉過去的能源管理思維，加速智慧用電時代的來臨。

智慧用電時代來臨
新世代EMS翻轉能源思維

智慧用電時代來臨
新世代EMS翻轉能源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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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明德

在環境與成本因素下，能源管理已成為企業經營的重要課題，

EMS整合資通訊技術，將成為企業控管能源使用的最佳幫手。

EMS讓能源管理更智慧
精準掌握用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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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8月15日下午，台灣忽然發生無預警大停

電，雖然事後調查發現是台電承包商未按標

準流程所導致，不過對台灣各產業的能源管理帶來重

大衝擊，過去雖然每逢夏天，政府與台電一再說備載

容量不足，不過即便限電也多屬於小範圍、短時段，

相對於其他開發中國家，台灣的電力供應仍算相當穩

定，也因此，無論是一般家庭、商用建築、工廠廠

房，對能源管理的重視度並不高，而這也反映在導入

比例上，然而隨著地球氣候的快速改變，全球的能源

使用協定如巴黎協議等，開始強制規範碳排放量，台

灣雖非巴黎協議的參與國家，不過也有自己的能源步

調，節能已成為台灣政府的既定政策，也因此如何聰

明用電，將是未來各類型建築的設計重點。

EMS發展潛力雄厚

根據資策會的統計，在各國都市化加快的趨勢下，住

家和商用建築的用電比例節節高升，目前主要已開發

國家的住家與商用建築耗能已占整體耗能的30～40%

，為使能源需求端可以有效管理，同時也回饋電力公

司供電狀況與用電需求分析，因此國際間對居家與建

築節能觀念越來越重視，國際能源署IEA就將能源管

理系統（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EMS）的相關技

術與應用發展列為21世紀最具發展潛力的節能應用之

一。

EMS現在的主要應用可以區分為居家與建築兩大

範圍，居家能源管理（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HEMS）著重於需求端管理，目的是希望改變

電力用戶的用電行為，規劃出一個符合用戶需求與提

高電力公司管理效益的用電型態，根據歐美的研究機

構及日本省能中心ECCJ研究，針對小型住商用戶，只

要提供即時的能源使用資訊，即可觸發其自發性的節

能意識與行動。

建築物的使用能源中，有超過50%為電力，因此如果

確實進行節能減碳的計畫，在節省能源成本上將有極

大的潛力。以歐盟之推動為例，能源、環境保育的規

範已開始應用在建築設計上，例如能源管理系統、智

慧型電錶、固態照明及智慧型感測器等。

建築能源管理（Building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BEMS）則是利用大樓現有資訊網路系統，將建築物

或建築群內的變配電裝置、照明、電梯、空調、供

熱、給排水、能源使用狀況及節能管理實行集中監

視、管理和分散控制。其系統是由能源計量裝置、

資料獲取器和能耗資料管理軟體組成；通過即時的

線上監控和分析管理實現節能效果，可達成之效益

包括：1.對設備能耗情況進行監視，提高整體管理

水準；2.找出低效率運轉的設備；3.找出能源消耗異

常；4.降低峰值用電水準。

市場人士指出，未來EMS的發展關鍵課題在於，開發

及應用開放式平台架構，使得大樓中央安全監控系

統、防災系統及節能系統等皆可透過此開放式平台，

以達到資訊的交流，及遠端監控管理功能。

製造業將是節能重點

對於EMS的發展潛力，伊頓（Eaton）電氣事業台灣區

銷售總監林鈺培則相當看好，他指出在節能、非核家

園、企業責任、成本等眾多因素考量下，智慧能源管

理概念成為製造產業智慧化布局的第一步，智慧能源

管理不但可協助企業降低成本，同時也有助於自然環

境的保護，對社會和產業來說是雙贏。

就目前看來，建築是能源使用比例最高的領域，而建

築中又以廠房的用電量最高，林鈺培表示，製造業是

全球能源消耗最大的產業，尤其是電力，過去電費支

出一向是製造業的沉重負擔，智慧化用電概念開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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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後，開始有企業透過完整的用電資訊，制定出能源

管理策略，用更聰明的方式使用電力，大幅降低電力

費用，他以伊頓的客戶為例，這家台灣半導體大廠透

過智慧管理系統，將用電量平均分攤在各時段，同時

監測廠房各時段的用電量保持在設定區段，避免因瞬

間用電超過特定標準，而被電力公司收取超額費用的

情況，透過此一智慧管理機制，該半導體廠每年省下

的電費支出，預估可達新台幣2億4千萬元。

過去多數製造業者都認為，能源管理效益必須在達到

一定規模的系統才會浮現，不過林鈺培表示並非如

此，以該公司的產品為例，各類型的UPS都有智慧管

理功能，使用數量不多的中小企業，仍可透過相關功

能，達到智慧用電的目標，他也指出，相較於其他智

慧製造設備績效必須經過足夠的使用時間才會浮現，

能源管理系統的KPI更為清晰且客觀，在下個月的電

費帳單中就可看到系統帶來的效益，也因此此一系統

目前已逐漸成為製造業者導入智慧工廠的首選，而隨

著環境議題的持續加溫，他認為智慧能源管理將成為

製造業未來的必要系統。

不過現在多數EMS平台多只有數據顯示，數字背後的

意義必須靠管理者或觀看者的專業判斷，西門子指出

EMS應該依據現場操作與後端管理分為兩套系統，這

兩套系統必須因其功能需求而有不同設計，例如西門

子就將該公司的EMS設計為前端用的Desigo CC與管理

端使用的Navigator兩套系統，Desigo CC主要是定位在

強調TBS（Total Building Solution），採用開放式整合

系統架構，能輕鬆整合不同樓宇系統，包括暖氣、通

風設備、空調產品、電梯、發電機系統、排水系統、

安防系統、照明控制和電力監控等。

依需求設計EMS系統

西門子樓宇科技事業部專業工程處認證專案經理譚振

波表示，Desigo CC採一個開放式設計，支援各式開放

式系統通訊協定及IT標準；採用模組化的設計，可因

西門子樓宇科技事業部蔡忠信（左）和譚振波均表示，EMS應該
依據現場操作與後端管理而有不同設計。（攝影／王明德）

伊頓（Eaton）電氣事業台灣區銷售總監林鈺培指出，智慧能
源管理不但可協助企業降低成本，同時也有助於自然環境的保
護。（攝影／王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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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設施需求擴充成長，適應從大到小、從繁到易的各

類項目。

譚振波指出，Desigo CC主要的應用對象為現場操作

人員，因此除了即時數據外，還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功

能，讓操作者可根據現場狀況即時反應，而除了能源

管控外，此系統還將空調、火災警鈴、監控攝影機等

建築設備一併納入。

至於Navigator平台的使用者則設定為大樓擁有者與經

營階層，西門子樓宇科技事業部維護處副協理蔡忠信

表示，透過長期累積的歷史數據，分析內部和外部

的資料，改善大樓運作以及預估營運預算，Navigator

將可使得潛在的問題可被提前預估、偵測和診斷出

來，以防患未然，同時協助使用者分析水電帳單，

藉以找出潛在的數據錯誤，提高資料品質，其行動

應用程式，可以隨時進行能源稽核，並製作稽核報

表，Navigator平台還可依客戶需求客製化，能夠在單

一的大樓、園區或整個不動產內，更有效且高效率地

監控大樓系統效能與能源供需。

隨著智慧用電意識的抬頭，蔡忠信表示，能源管理系

統運用資訊產品之資料收集、彙整與分析能力將來越

重要，EMS必須可以相容不同通訊協定的網路通訊系

統與自動化控制技術，以達到居家及建築物的最適化

節能控制，未來也必須整合智慧插座或智慧電錶蒐集

的電力使用數據，經由閘道器彙整之後，監測用電系

統電力品質，收集與分析電力使用狀況，進一步規劃

節能對策，或整合應用自動化控制功能達到設備卸載

以節約能源消耗。

用資訊建立優勢

能源管理系統的主要目的，除了提醒用電端之使用者

節能之外，也可提供給供電端進行電力供需預測與調

度管理，對於家庭成員、商用辦公室之人員或管理建

築物之管理人員，EMS提供之用電資訊可以幫助他們

調整用電習慣，進一步主動達到節能，對於供電端（

電力公司），則可以調整供電調度規劃，或針對用電

行為分析提供更為有利之電價方案。

至於未來市場發展，在節能訴求與智慧電網商機帶

動下，EMS將刺激資通訊硬體廠商開發相關元件與設

備，同時也將激勵軟體廠商與系統整合商發展更即時

與精確之資訊分析技術，不過，由於居家與建築能源

管理系統屬於用電端之能源管理應用，在智慧電網等

基礎建設未完成之前，主要應用需求將以用電量大、

電費較高之商用與製造業用戶為主。 

建築物的使用能源中，有超過50%為電力，因此如果確實進行
節能減碳的計畫，在節省能源成本上將有極大的潛力。
（Source: One Step off The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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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明德

邁入21世紀，智慧化居住空間已成未來趨勢，運用高科技與自動化設備，

讓生活變得更舒適方便，不再只是電影中的虛幻情境，

而是可以展現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實場景，

因此，台灣近年來的房屋建案，不時可見智慧建築的訴求。

BEMS落實建築節能願景
聰明掌握能源數據

（Source: Asia Green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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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棟建築物究竟該具備哪些功能，才能符合智

慧化的定義？基本的四大指標為安全監控、健

康照護、便利舒適及永續節能，過往，智慧建築在發

展上，以前三項指標為主，不過，在能源價格節節上

漲，及全球暖化危機的雙重因素影響下，永續節能的

重要性將日益升高，能源管理平台也成為智慧建築未

來的發展主力。

傳統的永續節能建築，偏重於再生能源（如：太陽

能、風力、水力）的運用，最常見的例子就是在建物

外牆或屋頂上架設太陽能電池板，將陽光轉換成日常

生活所需的電力，然而落實節能減碳目標，不該只是

採用再生能源，而要有更積極的作為才是，亦即從能

源管理開始做起，了解日常生活中能源使用狀況，降

低不必要的能源支出，最後才是搭配再生能源的使

用。

積極管理  方能落實節能效益

建築物節能的方法有很多種，包括選擇採光通風俱佳

的地點、採用不易聚熱建材、良好室內空間設計、高

能源效率家電（如：變頻冷氣、LED燈泡）等。

無論上述哪一種方式，最終都得朝能源管理系統

（Building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BEMS）的方向

發展，BEMS整合建築自動化系統、保全系統、資訊

系統及能源監視系統，再搭配環境感測器與人工智慧

技術，達到設備耗能的最有效系統化控制，及能源的

最佳化調配管理，一來可避免發生無效耗能的情況，

二來則是讓現有能源與再生能源互相調配運用。

BEMS終極目標就是讓能源可以自給自足，未來，每

一棟建築（或家庭）都將設置風力或太陽能發電機，

建構出專屬的智慧型電網，也就是一套獨立的電力

供應系統，不需仰仗電力公司的能源，在行有餘力之

際，還可將多餘電力轉賣回電力公司。

而人工智慧則是這套系統的關鍵技術，人工智慧系統

負責分析環境感測器所搜集到的能源使用資料，從中

模擬出居住者生活型態及未來的耗能需求，再搭配氣

象預報估計出能源供給量，當能源供給量低於需求量

時，由系統自動控制能源使用狀況，反之則可將多餘

電力賣給台電公司。

自動化設備  能源管理最佳幫手

自動化系統是BEMS架構中的基本配備，目前全球樓

宇自動化系統的市場規模約215億美元，其中55.1%為

DDC-HVAC控制器，而節能議題恰好是DDC-HVAC控制

器成長的驅動力。

BEMS整合建築自動化系統、資訊系統及能源監視系統，達到設
備耗能的最有效系統化控制。（Source: Terra Firma S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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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發展趨勢來看，中央監控系統主要用來控制

大樓內不同的機電設備，隨著應用模式與控制器不

同而分成三種架構：數位邏輯控制器（Direct Digital 

Control, DDC）、可程式邏輯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 PLC）及遠端控制器（Remote 

Terminal Unit, RTU）。

DDC適合以空調設備為主、控制多個房間溫溼度的

環境，PLC多應用於各種機電設備、且面積大的環

境，RTU則適用在控制區域分散或有通訊穩定性考量

的環境，其中，DDC與PLC雖然具有相互替代性，DDC

的使用方便性遠勝於PLC。

樓宇建築的電力消耗主要來自空調與照明設備，其

中又以空調耗電量為最多，而DDC主要目的就是控制

空調設備，空調系統較工廠機器單純，其控制方式變

化不大且容易被歸類，因此許多DDC皆內建一些控制

程式，使用者只要設定資料即可，縮減施工導入的時

間。

中央監控系統透過軟體，將大樓內所有設備的電能消

耗資料彙整後，進行統計、分析與判斷，從而達到能

源管控的目的，這些資料可以幫助使用者分析哪一種

設備或哪一個部門的耗能量最高？如何讓電力負載更

平均？再從分析結果去規劃改善方式，才能享受節能

與省電的效益。

舉例來說，尖、離或半尖峰時間的電力價差很大，如

果將尖峰時間用電量挪移至離峰或半尖峰時間，例

如：控制空調設備儲冰系統只能在晚上運作，經過挪

移設計來讓電力平均負載，不僅節省電費，也可以降

低契約容量數字。

目前，部份國家已開始透過政策來推動建築節能管

理，例如日本政府透過獎勵措施及補助，鼓勵舊建築

在既有自動化系統下，強化能源管理控制功能，但是

面對新建築，則強制要求符合節能規範，才准許發放

執照。

因此，對於新舊建物比例約為3：97的台灣來說，蕭

錫堂認為需要政府的利多政策，才能加速發展節能控

制，否則這些既有建物大概會等到翻修時機到了，才

會思考要不要引進節能管理系統。

先進通訊技術 串連建築每一角落

在網路通訊架構部分，傳統DDC控制器多走封閉式網

路架構，必需花費很多時間進行系統整合工作，隨著

工業乙太網路成熟發展，在許多控制器上都能看到

節能永續已是現在大樓的設計重點。（Source: Advance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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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ernet蹤影，市場調查研究機構ARC Advisory Group

的資料指出，附有乙太網路功能的控制器，乙太網路

具備開放、單價較低、連網速度快及節點佈建容易等

優勢，故能成為DDC控制器的通訊新寵兒。

呼應整體市場趨勢，目前市場上的BEMS除了支援

傳統通訊標準Modbus、BACnet外，同時也會納入

Ethernet標準，方便讓管理者透過網路遠端監控設備運

作狀況，以及登錄圖控軟體（或人機介面），檢閱各

類能源統計報表，包括能耗使用狀況、耗能分析、二

氧化碳排放量等，從中規劃節能省電的方法，例如：

將尖峰時間非必要的耗電設備挪至離峰或半尖峰時間

再啟動。

除了Ethernet外，新一代DDC控制器的另一個特色是已

先預設簡單PID控制邏輯，並提供離線模擬及線上除

錯功能，有效簡化BA系統導入工作。

從大樓往下延伸至室內空間來看，住家或企業辦公室

該如何做好能源管理？業者指出，WSN無線感測網路

是現在BEMS的主要架構，目前應用在WSN的無線技

術以ZigBee為主，經由ZigBee感測設備（如：數位電

表、環境感知設備等）將訊號傳輸至嵌入式系統，

也就是主機端，匯總呈現居家環境品質與能源使用狀

況，甚至可進一步結合煙霧偵測器，發揮節能與安全

防護的雙重效益。 

201709 - 聲特 (橫式半頁).pdf   1   2017/8/16   下午 03: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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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議題近年來在全球產業的熱度不退，在此

同時，智慧城市與智慧建築需求不斷上升，

也讓BEMS(建築能源管理系統)的商機持續發燒，根

據市調機構Navigant Research的統計，市場規模將

於2021年將可達到62億美元，BEMS大量整合了IT技

術，將電力、照明、空調等所耗用的資訊轉為可視

化，也讓能源管理更精準。

文／王明德

建築是能源的最大使用者，近年來大數據與雲端運算等技術逐漸成熟，

建築能源管理的智慧化程度越來越高。

技術到位
BEMS架構更具智慧

(Source: Vim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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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市場面來看，BEMS的產品以管理系統的軟體與服

務最為重要，此二者的產品占比相加之後超過八成以

上；從區域市場來看，歐洲與北美的市場占比較高，

兩者相加占了市場占比的六成。

雖然北美與歐洲是目前BEMS的主要市場，但是市

場人士也看好未來亞洲市場的發展潛力，其中日本

希望2020年時，建築能源管理系統的普及率達到

50％以上；且亞洲市場中逐漸開始出現許多新興建

築，BEMS的採用率將會大大提升；2015年時，印度

總理莫迪也提出了智慧城市的發展目標，計畫在全印

度建設一百座智慧城市，因此亞洲市場的建築能源管

理，未來具有極大發展潛力。

建築能源管理系統的前身為BAS（建築自動化控制系

統），BAS轉化為BEMS的過程中，最大的變化在於通

訊標準化，共同資訊標準的制定，驅使原本是封閉且

獨立式的BAS系統，藉由網路轉為開放式架構；在開

放式架構下，使得BEMS擁有基本的IT資訊，利用資訊

的取得與分析，讓企業可清楚的了解建築能耗。

IT技術成熟 BEMS快速普及

市場人士指出，BEMS這幾年高度發展有幾個因素，

包括資通訊成本的下降，以及IoT與Big Data等技術的

成熟，驅使BEMS達到發展高峰，未來的智慧建築與

智慧城市，將由點拓展至線的模式，而不再是單一棟

建築來審視；進而達到機器之間可互聯／互動，機器

方能自主的控制與最佳化。

在技術面，BEMS主要是利用目前市面已經普及化或

是已開發之技術，進行家庭耗能系統之控制。有線系

統部分，將利用已經在國際間逐漸普及的有線系統之

通訊協定(Bacnet、Lonwork等)控制技術來進行各家庭

耗電設備之聯繫控制，配合ZigBee、Bluetooth等無線

傳輸技術，進行短距離資料以及室內外各感測器訊號

之傳輸，並將各設備有效整合，進行系統化的控制，

進而將各種控制模式、工作時程、管理機制導入家庭

生活當中，並將系統控制軟體化，進行有效監控。

透過智慧電錶提供使用者關於能源消耗量的量化資

訊，根據歐、美、日等國的實驗研究發現，讓民眾了

解實際能源的使用狀況，並藉此改變一般用戶等需求

端的用電觀念，只要用戶能即時掌握各時段的用電費

率與用電模式，可對用電成本較具概念，自然而然在

生活中也會節約用電，估計可減少至少5～15%能源

消費。

目前建築能源管理系統的架構，主要由大樓自動化

系統、能源管理系統、設備管理系統等硬體設備和

軟體系統組成，大樓自動化系統(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 BAS)，主要採用全球主流的BACNet網路技

術，或美國的LonWorks、歐洲的KNX技術標準，使透

過大樓內部網路即時監控建築物內的空調、電氣、照

明、衛生、安全防災等設備運轉狀況。

能源管理系統(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EMS)是利用

感測網路並搭配各計量裝置、資料獲取器、管理系統

IoT與Big Data等技術的成熟，驅使BEMS達到發展高峰。
(Source:Sie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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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針對大樓內外環境與日常活動需求，監控與管理

大樓電力能源，使能源使用達到效率化，設備管理系

統(Facility Management System, FMS)：對大樓內之各

項設備進行維護與管理，使達到定期保養、設備異常

可即時通報等，讓設備維持最佳運轉狀態。

建築能源管理系統主要的節能功能與應用目的，是利

用能源管理系統中的計量表和資料收集器，擷取用電

設備的資料，幫助用戶建立即時能耗資料、統計與分

析能耗資料，提供節能建議。

五大功能架構BEMS系統

就目前發展來看，建築能源管理系統之功能與使用需

求，可歸納成以下幾點：

1.獲取及建立即時能耗資料

即時能耗資料獲取系統，透過各種計量裝置、資料獲

取器和資料獲取軟體，以收集各種能耗資料，並將資

料保存到能源管理系統的能耗資料庫中，提供各級管

理人員瀏覽或利用能源計量資訊進行用電分析。

2.能耗資料統計與分析

能耗資料統計與分析功能提供各分類分項能耗資料的

逐時、逐日、逐月、逐年的統計圖表和文本報表，以

及各類相關能耗指標的圖表，以利各級管理人員進行

比對與分析能源使用情況，調整能源分配策略，達到

節能減碳之目的。

3.需量控制與用電規劃

由於整體建築物內部使用者的用電狀況不一，建築能

源管理系統可根據各用戶狀況，通過組態的方式確定

整體能源使用情況，做出能源使用計畫。需量控制系

統可制訂需量合約電價、大樓用電設備之自動化負載/

卸載等用電規劃、根據用電設備負荷量自動卸載或負

載。透過此系統功能建立能源使用計畫，提高能源使

用效益，確保系統需量不超過契約容量，以免受罰或

停電。

4.建立能源標準與量測系統

對於不同種類建築物的能源使用情況，必須建立能源

標準與量測系統，以便進行比較，使建立完整且全國

性之資料庫，以利電力公司、建築業者及相關節能廠

商作為日後推行相關產品與服務之參考依據。

5.新興Web節能服務

從一般小型住商用戶的電器使用習慣分析，可以發現

一般使用者雖有節能的觀念，但卻無法確實執行，以

致於浪費許多電器產品之待機耗能。所以，若能讓使

用者獲知用電資訊，就能讓使用者知道該如何改善用

電習慣，激勵他們主動節能。

上述功能已逐漸成為BEMS的主要設計，除此之外，

這兩年AI技術也快速拓展到各領域，未來應用到能源

管理也將成為趨勢之一，透過大數據、雲端平台與AI

的整合，未來BEMS將更成為真正具有智慧的能源管

理平台。 

建築能源管理系統擷取用電設備的資料，幫助用戶建立即時能
耗資料、統計與分析能耗資料、提供節能建議。(Source: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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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念舜

因應近年來智慧化與自動化需求在工、商業領域不斷衍生，

屬於關鍵零組件之一的馬達與減速機應用也越來越豐富多元。

尤其是在智慧機器人產業的重要性，更逐漸擴及整機、平台，

工研院也在今年發表最新驅控整合模組。

工研院打造驅控整合模組
掌握馬達減速機一體關鍵

根據國際機器人聯盟（IFR）最新統計全球工業

機器人市場需求在2014年開始倍增，於2016

年將達到29萬部；並預估全球工業型機器人2017~2019

年將以平均成長率每年13%以上快速成長，銷售台數

約140萬部，而目前導入工業型機器人的前3大產業依

序為：汽車、電機/電子、機械金屬。



December 2017  SmartAuto   29

服務型機器人則以專業應用（Professional usage robots） 

居多，需求量在2015年成長25%，約達到4萬1,060

台；又以製造、批發零售業用的物流機器人（logistic 

systems）與無人搬運車（AGV）成長50%，占比達到

62%最大，其次是國防、農牧等產業。

而 回 顧 工 研 院 在 工 業 、 服 務 型 機 器 人 領 域 發

展，2005~2010年主要聚焦於服務型機種；到了2010

年全力開發各款工業多關節型機器人，並從2015年

開始針對CPS虛實整合應用等需求開發軟體，在2017

年陸續推出輕量化、模組化機器人及關鍵零組件。

產研合造開發平台 
橫跨工業及服務型領域

尤其到了近年來，隨著人類與機器人協作已成為製造

業投入工業4.0時代後的重要趨勢，如何將協作型機

器人（cobots）做得更精巧又簡易操作，儼然已形成

機器人及零組件製造廠商的共同挑戰，工研院也在今

（2017）年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期間，率先

發表與和椿科技共同開發出的驅控整合關節模組及應

用技術。

工研院機械與系統研究所所長胡竹生也在成果發表會

上致詞時表示，因應未來智慧機器人應用越來越豐富

多元，個別製造廠商必須先行合力打造開發平台，始

能與國際大廠競逐未來機器人產業的美好願景。工研

院於今年台北國際自動化大展期間舉辦技術發表會，

則希望能藉此引進業者合作，共同打造跨足多個應用

領域平台。

目前工研院所架構智慧機器人的技術平台（OISP），由零組件扮演成敗關鍵，並依序衍生出3大應用主軸，建立不同核心
技術模組。（資料來源：工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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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智慧機器人模組化 
整合零組件為成敗關鍵

工研院機械與系統研究所組長游鴻修進一步分析，目

前工研院所架構智慧機器人的技術平台（OISP），已

由零組件扮演成敗關鍵，並依序衍生出3大應用主軸： 

1.次世代人機協同的工業機器人，係自2015年推出安

全協作型機器人之後，在2017年再推出模組化機種，

以符合輕量、靈活等應用需求；AGV也逐步從有軌演

進為無軌式設計，並嘗試解決從AC轉換為DC電源的問

題，兩者還能再組合成Mobile Robot自主移動型機器

人。

2.虛實整合機器人智動化單元，分為物流機器人管理系

統、CPS研拋機器人加工單元，係透過虛實整合機器人

周邊軟硬體應用及手眼力協調功能，以解決不同產業

問題。

3.創新應用服務型機器人，則有外骨骼機器人、Qubi機

器人等，主要用於生活輔助。

進而建立不同核心技術模組（Technology Building Block, 

TBB），包含：撓曲觸覺、2D/3D視覺感測與磁感定位

模組，以及MIO控制器、AGV核心導引模組等，目前共

組成5型11款工業機器人、6款AGV機器人，還可搭配

EzSim研磨拋光和Assas Sim產線自動化模擬器。

整合驅控模組 
提升馬達減速機競爭力

值得一提的是，拜現今Universal Robots帶動分散式控制

興起、工業通訊網路技術越來越發達之賜，已形成協

作型多關節機器人基礎。如工研院今年在會場展示的

最新6合1驅控整合伺服系統模組，便強調經過高度機

電整合完成後，有別於傳統機器人的伺服系統。不必

自行選用單一控制器、伺服馬達及編碼器、驅動器、

減速機等零組件，再通過電控箱內部總線整合一堆纜

線，才能連接控制與驅動電路的硬體I/O模組運作。

反之，藉由同時設計控制、驅動電路與程式，將運動

控制器、驅動器的CPU模組整合成為一體化的運動控制

器後，外觀大小相當於一個馬克杯大小的「All-in-one 

Motor」。

其中包含：6軸整合AC伺服驅動器，最大功率為

300W/1.2kW、位置控制解析度>17bit，且具備向量控

制功能，可串連數組多軸伺服驅動模組，節省單軸驅

動器複雜度；進而驅動採用DC.48V供電的永磁式無刷

馬達，額定轉速3000r.p.m、功率100W/400W，可支援

增量式光學/絕對式磁性編碼器介面及串列規格；還可

依輸出扭力需求，以內藏式傳動模組搭配減速比約為 

1：100適合的減速機。

自主開發的RV減速機則突破歐日專利布局，達到背隙

1arc-min、精度60arc-sec等級，與國外品牌相同精度定

最新研發整合馬達、減速機、驅動電路的驅控整合關節模組，
可大幅縮小機器手臂單元的空間。（圖片來源：工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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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輕量化水準，介面還相容於日本Nabtesco產品。

其專利設計包括將原來與輸出前蓋整合為一體的間隔

柱，改為分離的傳動柱與襯套，以協助分攤輸出扭

力，減少曲柄及其軸承負載，延長產品壽命；並將原

斜角滾珠軸承改為滾子交錯軸承，使之更容易製造，

也提高力矩剛性（Moment rigidity），相較於E型RV減

重20%，還比HD減速機的剛性增加1.5倍，主要可用於

工業機器人、銲接變位機、旋轉台、風力發電機等。

至於符合輕量化、體積更小需求的HD減速機，則達

到減速比50~160、額定扭力4Nm~140Nm、傳動誤差

<1.5arc-min規格。且因為採用高囓合率齒型設計（囓

合齒數達30%），透過1~2級擺線齒輪與不同齒形設

計，得以減少曲柄、軸承負載；同時考量扭矩負載

與徑向彎矩作用，可符合實際場域負載情況，達到

7,000~15,000hrs耐久壽命要求；並提高扭矩，減少體積

和重量，更有利於生產製造的專利布局。目前主要應

用於工業/服務型多軸機器人、外骨骼機器人、半導體

設備等。

加上經過頻寬100MHz/1kHz的開放式全數位工業通訊

網路EtherCAT介面控制，內建全數位網路伺服控制模

組，支援位置/速度/轉矩控制模式，可達1ms網路通訊

週期，便於匹配各式PLC、工業電腦的工業控制系統。

由於全數位控制技術具有多組聯結特性，既節省單軸

驅動器複雜度；工廠自動化也可透過網路傳輸，將驅

動模組相關資訊傳送到遠端，實現遠端監控功能。現

在包含工業機器人、線切割機、點膠機等，皆可利用

控制器整合機能，導入點對點規劃路徑，以提供Total 

solution應用機能。

此外，因為馬達採取中空軸設計，可有效規劃配線走

向，提高空間利用率；再經過精簡化的模組，只須4條

纜線，即可輸出/入電源及通訊，使之整合及拆裝更方

便。

「讓使用者不必再像過去，須要配備一個大型電控箱

隨工業機器人移動。」游鴻修說，現在使用者只要加

上一顆約便當盒大小的控制器，就能輕鬆置入手提式

電控箱，直接操控一台與人協同作業的輕量化6軸機器

人，可說是「小空間大魔術」的具體展現。

利用模組化結構 
有效改善整機與自動化配置

受惠於模組化構造而減少連接線、成本及控制箱體

積，也使配線更精簡且容易維護，得以兼顧高度整合

與輕量化特性，滿足各式大小及不同特性機種，皆可

進行彈性客製化及自我診斷，而提高競爭力。工研院

便藉此成功簡化了機器人設計，可依客戶構型要求，

快速組裝完成機器人，以滿足產業多元應用場合。

同時適合做為機器人與移動平台應用，在產業容易整

合機器人運動及應用控制器，目前除了投入工業生產

外，還能用於機器人的技術驗證、教育訓練、DIY市
工研院6軸協作型、3-4軸SCARA兩款機器人依照不同構型展示
其荷重能力及SCARA快速優勢。（攝影╱陳念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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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以及特定應用領域的機器人和分散式控制系統等

用途，未來還可用於輕量化機器人、輔具與AGV。

機械與系統研究所副組長黃甦認為，未來驅控整合模

組的價值不僅在工業機器人，還包含服務型機器人需

求的輕量小型化及強力、省電需求，可組成雙臂或自

主型機器人，關連到服務型機器人普及的成敗；將之

縮減為馬克杯大小後，還能促進廠商為其搭建平台，

創造各式機種。

今年工研院也在會場發表6軸協作型、3-4軸SCARA兩

款機器人，各依不同構型來展示其荷重能力及SCARA

快速優勢。如L型關節模組，係將殼體直接作為手臂結

構，容易組裝；I型可依雙邊支撐方式來設計手臂，具

備對稱性且剛性更佳，使之抗彎矩能力大幅提升。

商機伴隨挑戰　打造多元加值平台

但他也坦言，驅控整合模組面臨的挑戰與機會並存，

還包括將控制與驅動電路整合後，容易產生電磁干

擾，造成訊號失真與傳輸電壓不穩；且控制器與驅動

器的整體設計難度增加、體積變小導致電路散熱不

易，難找到同時擁有驅動與控制技術的人才。

針對未來情境與產業效益，可透過開發多重感測與驅

控技術，突破關鍵零組件仰賴進口的問題，提升台灣

零組件的產業價值。經過建立智慧驅動整合模組技

術，將更容易與機器人運動與應用控制器（PC-based/

controller-based）整合，拓展應用到工業機器人、輔

具、無人搬運車、小型伺服平台等。未來工研院還會

設計多種動力規格，並建立標準規格的驅控模組，使

台灣廠商能採用自主供應零組件開發多樣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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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念舜

台灣製造廠商過去受制於技術、人才與管理能力，始終難以突破歐、日系

隱型冠軍壟斷。台灣精銳科技導入德國鐵血管理基因，並投入自製減速

機，讓情況漸有改觀。

台灣精銳更勝隱型冠軍
承襲德系鐵血基因管理

隨著國際智慧製造潮流不斷，減速機也必須跟進

模組化、彈性配置趨勢。但台灣製造廠商過去受

制於技術、人才與管理能力，始終難以突破歐、日系隱型

冠軍壟斷。直到台灣精銳科技導入德國鐵血管理基因，

並開始投入自製減速機才漸有改觀，甚至反攻歐日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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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各國製造業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情況下，為了防止

隨之而來的新產品開發及量產速度，恐無法跟上市場改

變；曠日費時研發，往往阻礙了及時切入市場的契機，

勢必須提升智慧工廠的彈性化、客製化配置能力。而目

前除了同屬電控元件之一的伺服馬達與驅控系統模組化

相對容易外，也不能忽略足以提高馬達扭力，增加機械

荷重的減速機等關鍵零組件。

然而，過去因受制於基礎科技、研發製造人才與管理能

力不足，台灣製造廠商始終無法突破歐、日系隱形冠

軍壟斷的天塹。直到台灣精銳科技（APEX）自30年前

（1987）成立，除了從塑膠射出機產業專用的工業機器

人起家，逐步成為全台灣首家可量產機器人廠商。進而

在15年前開始投入，研發生產一系列伺服馬達用高精度

行星式減速機，強調有別於其他委外加工的台灣同業，

而能自主掌握研發製造流程。因此得以專注於開發少量

多樣化市場，產品涵括從小到大不同的尺寸機種，只要

稍微改變齒數，相關製程、技術就會對應發生改變。進

而可配合最迅速的工作流程，減少產品開發週期時間；

精確交付所需零組件產品與服務，能讓使用者快速回應

市場，在急迫時間內，面對龐大生產線需求。

台灣精銳科技公司總經理郭崇哲表示，由於減速機應用

範圍廣泛，遍佈所有工業自動化市場，不容易受到任一

產業景氣的短暫起伏影響。即便現今半導體、光電產業

不斷提升精度達µm、nm等級，還須仰賴精密自動化設

備支持，該公司至今仍可維持每年2位數成長率。郭崇

哲說：「不僅於品質已追上國際排名領先的減速機製造

大廠、具備價格優勢，甚至可與歐日系隱形冠軍短兵相

接，所仰仗的就是提供高效率產出與快速服務，以掌握

先機。」

目前90％以上產品都以外銷為主，又以美、日、韓市場

表現最佳，歐洲市場則須面對最大對手德國的齒排、齒

輪、減速機產品發達，且當地客戶對歐系眾多百年品牌

的高度忠誠，而難以切入。其手中最精銳的武器，就是

有別於歐洲一線大廠，往往需要數週～1月交貨期，台灣

精銳則搭配廠內自動倉儲系統，強調僅須約3~5天即可交

貨，最熱門機種甚至可在當天出貨；另為因應當前缺料

問題，更已在遍布全球26國共31家代理經銷通路均已準

備了充足庫存的料源、半成品，以便快速供貨。

齒條、動力刀塔解決方案 
模組化滿足多樣需求

台灣精銳旗下的產品包括在今（2017）年國內外自動化

專業大展發表多款減速機系列，皆強調具備高效能、低

噪音及背隙（1微分）；且不必為了維持精度而採用預壓

齒輪，增加磨擦力，可延長使用壽命；同時利用彈性靈

活的安裝直徑，提供所開發多款齒輪任意拼接。

其最新推出的「單馬達動力刀塔」便採用單一伺服馬

達，再經控制機構分別驅動刀盤與動力刀具，得以快速

切換刀具及高速切削，以提升工作效率；同時採用自主

生產的三片式曲齒聯軸器，以確保優異的定位及重複精

度；其扭力限制器，也能有效降低碰撞損壞的風險，進

而達到較低投資成本和維修保養需求，卻有較高可靠

度。因為較少干涉而提高應用性，得以滿足工具機與自

台灣精銳科技透過內部高度垂直整合，得以專注於少量多樣化
市場，研發生產一系列伺服馬達用高精度行星式減速機。
（攝影╱陳念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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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化產業的各項需求，郭崇哲表示，動力刀塔可視為僅

次於主軸的第二顆心臟，現也用在自家加工廠的CNC工

具機上，相信更適用於協助客戶生產更好產品。

另為因應現今不同減速機法蘭面規格的解決方案；同時

開放相容於各家伺服馬達，達到慣性力矩和輸出扭力最

佳化。如為迎合航太加工特性，便能靈活變換齒輪以驅

動加減速，以符合複合材料、長行程等不同材料。郭崇

哲指出，該公司自製減速機、動力刀塔都屬於標準品之

一，未來無論是工具機、航太加工或綠能產業（追日型

太陽能、風力電機），只要須搭配所蒐集3萬筆各家伺服

馬達的幾何介面、扭力、轉速等資料匹配運作的機械，

即是可以選擇切入的市場之一。

今年還積極推廣高速、高精度，且低噪音、高強度耐磨

的「齒條（齒排＋齒輪）」解決方案，主要用於龍門

CNC工具機、自動化上下料設備。強調足以取代現今大

型工具機軌道上的滾珠螺桿，避免長度超過2公尺時，中

段容易垂墜的長度限制，而影響螺帽精度及速度，或導

致兩邊支撐端易裂；且因為減速機可直接鎖固於床台，

交期快且更符合工具機對長行程精確定位、高速移動的

需求，甚至可搭配組裝走道型機器人，已獲DMG航太級

工具機，與其他雷射切割機廠商採用。

與其他同業最大不同處，為台灣精銳還是現今唯一擁有

可整合生產齒排＋齒輪＋減速機「三合一」製造能力的

廠商，以達到客戶所需出力、精度、壽命。一舉解決過

去客戶必須分別找到3家廠商，提供所需齒輪＋齒排所需

的模數、齒數、硬度，以及可搭配的減速機，防止規格

不一影響整體配合度與精度。同時在網站上提供產品即

時選用服務，只要客戶輸入設定所需的規格、參數等條

件，經過軟體選型、重量、速度、加速度設計確認後，

即可在最短的時間內得知最適合的產品；再搭配三合一

解決方案服務，持續改進組裝工程效率。

有別於現今國際大廠都尚未定義出齒排系統規格標準，

只是將傳統齒輪攤平後，再交由各廠自訂材質、硬度標

準。台灣精銳還率先將之規格化，同時導入高階齒輪三

次元量測技術，以嚴格檢測齒輪幾何公差，要求每個零

件在廠內組裝就要符合誤差值µm等級規範，確保設計

的組裝品質；齒輪檢測儀則能真實掌握齒形的加工精度

與節距誤差，以降低公司產品的噪音與震動。

現今還自行添購熱處理、氮化處理、表面硬化等設備，

除了可鍍鎳、鉬或不鏽鋼，並要求齒排本體均通過高周

波、滲碳硬化、陽極處理，以確保材質穩定可靠；經過

消磁程序，以防止研磨過程中受到磨床的磁性夾具影

響，不會在安裝後吸附金屬，降低精度；以磁粉探傷，

避免在長行程傳輸過程中損害加劇。

能力自主唯快不破 
對外競爭無堅不摧

郭崇哲指出，當時該公司決定要走向垂直整合路線，即

除了基於追求品質，如熱處理須有一定的規模，才會有

與自主開發的「單馬達動力刀塔」組成完善產品
線，現也安裝在自家加工廠的CNC工具機上，相
信能協助客戶生產更好產品。（攝影╱陳念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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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外加工廠願意特別調控時間、溫度配合，以免導致材

料出問題；還能因此省下委外處理耗費的成本、自主管

控零組件交期。否則，如過去關鍵零組件技術、料源都

被歐日系大廠壟斷時，將導致設備製造廠商無法準確掌

握交期與價格。

由於台灣精銳掌握齒輪核心製造優勢，具有比國內外同

級產品更高耐用壽命、抗磨耗與高精度等特點。包括在

一、二廠內地下實驗室內，配置各式精密量測檢具，以

維持20℃均溫，防止因熱膨脹、震動導致偏差。且在每

日派工前，就會先將每部CNC工具機預計生產的工件與

尺寸檢測結果清單比對，將規格統一化，以確保首顆工

件符合加工規範後，再交由操作員控制生產，此時已將

機器參數調校完成；接下來還會在每生產3~4顆工件時另

檢測一次，以確保若發生問題時，能及時回溯修正。

此外，透過自行添購製程所需設備，還能藉此培養掌握

技術的能力。「而這些累積的know-how能力都會保留在

系統中，而非個人腦袋。」郭崇哲說，這也等於在無形

中已導入了工業4.0概念，但該公司更講究實事求是，而

非一眛追求無人工廠。他強調：「工業4.0並非適用於每

個人都戴同一頂帽子，而須要不同產業都通過分析自家

生產能力、智慧化程度、產品定位才能清楚定義，並找

出個別所需的專屬解決方案。」

注入德系鐵血管理基因 
合理達成智慧製造水到渠成

台灣精銳的最大特色之一，還有從董事長沿襲而來的德

式鐵血管理精髓，從研發、製造、產銷垂直整合。郭崇

哲自德國取得工學博士學位再回到台灣工作後，也將之

落實於公司治理制度，強調「淡化個人色彩，考核人力

的標準並非有形的條款，而是無處不在的精神！」

無論獎懲都須要有憑據執行，而非僅依個人一時好惡。

在客觀上，依電腦派工資料來判斷個人產能，是否達成

預設目標值；再加入主管從主觀上評估其整體工作表

現。郭崇哲認為：「重點是如何透過電腦資料來回溯工

單究責，或獎懲當時的現場執行人員。」

只要員工按照公司的SOP生產，即便可能減少效率、增

加刀具磨損，卻絕對不會發生撞車或損毀工件事故。反

之，在排除SOP出錯所致的變數外，一旦因員工操作不

當而撞車，損失的不會只有機器，還有產能和重新模擬

製程等龐大的隱形成本。

主管在過程中也會進行走動式管理，一旦員工遇到製

程、設備不合理處，即可隨時舉手表達；若改善意見通

過內部專業生產技術部門審核，還能得到嘉獎。郭崇哲

說：「公司治理雖嚴，也很敢給！」如目前公司內部共

有700名員工，每季都會依點數，自營業額提撥一定比

例、額度的營業獎金；懲處也只針對獎金，給的本薪甚

至還比今年股王高。 

台灣精銳擁有整合齒條「三合一」製造能力，可防止過去客戶
須分別找出3家廠商的規格不一，恐影響整體配合度與精度的問
題。（攝影╱陳念舜）





STM32 L4

STM32L4 開發套件 簡化雲端連結設計
跳脫框架！使用現成的雲端連結開發板探索物聯網的創新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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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念舜

回顧近幾年來世界各國捲起智慧製造浪潮，台灣在亞洲製造業重鎮提供電

子代工業所需SCARA、X-Y type等輕量化機器人，卻少見能生產上百公斤

荷重機種及精密、大扭矩傳動零組件。中國變速則從傳產起家，在二代開

始接班後，也積極投入綠能、自動化市場。

中國變速換檔推進自動化
專注精簡大扭矩需求

創立於1971年的中國變速工程（VARITRON），

早期以生產傳統產業所需無段變速機、齒輪

減速機為主，再逐步開發出專利賽驅樂擺線式減速

機、RV擺線減速機、低背隙伺服行星減速機、遊星式

減速機和液體攪拌機、工業齒輪箱等系列產品，至今

仍普遍用於台北自來水廠，或高科技產業再生水處理

的攪拌製程，甚至成為許多日本減速機製造大廠的合

作對象。

（source：i.yti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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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中國變速率先引進、自主開發的「賽驅樂減速

機」，因採用獨特擺線齒輪的圓弧齒型設計，優於漸開

線齒輪，實現了多齒囓合達67%，避免斷齒及超過500%

的抗過載能力。當時即具備較同級產品更高效率、扭矩

及減速比，加上低噪音及壽命長等特點，不僅符合國際

機場對於機械穩定性、效率和壽命的最高規格檢視；該

公司產品品質還通過台灣高濕度、溫差條件的考驗，至

今仍普遍應用於桃園國際機場的空橋及傳動輸送帶上，

占有約50%市場。

直到約5年前二代接班經營以來，該公司更陸續推出多

款RV（Rotate Vector）高精密擺線式減速機、低背隙伺

服行星減速機，積極搶攻國內外自動化市場。尤其適

用於特別要求低速、高扭矩，以增加荷重的搬運、銲接

自動化設備及多關節機器人，現也有透過系統整合商協

助引進，獲得歐洲設備製造廠商指定採用的實績；加上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各國關鍵零組件大廠飽受缺料、產

能不足之苦，該公司同級產品還可望能彌補如日系大廠

Nabtesco交貨期恐長達4~6個月的缺口。

RV擺線式減速機換檔加速 
前進精密自動化市場

中國變速工程公司何俊宏表示，該公司最早從生產「擺

線式減速機（Cycloidal drive）」起家，其原本就是RV減

速機的衍生產品之一。雖然目前在台灣、中國大陸的亞

洲製造業採用的機器人以3C、電子代工業型態為主，

以採用50kg級以下輕量化機器人再搭配「諧和式減速機

（Harmonic drive）」居多。

但他考量在3C、電子代工業客戶層層剝削cost down的

壓力下，機器人及零組件製造廠商利潤普遍不高；加上

Harmonic減速機在先天結構上，本來就比RV減速機弱，

而被視為耗材之一。他反而較看好RV減速機因為適用於

追求結構緊湊，又要兼顧低背隙精密、輸出大扭矩的使

用者，既足以調整配合更多樣客戶使用習慣，而不必特

別強調延長使用壽命、可靠度優勢，已能實際搭載100kg

以上多（軸）關節機器人，或用於80kg以下等級機種的

基座（第一軸）、銲接自動化設備的轉盤及其他特殊設

計機構。

何俊宏進一步指出，現在中國變速推出的高精密擺線

式、RV減速機系列產品線已相當完整，除了採取可使

整機結構較為穩定的齒形設計，且滿足客戶不同減速比

需求之外；還強調不會像同業，因為無法研磨到精確齒

形，而改以鋼柱替代，容易導致結構先天不良，恐減損

精度。

反之，為了確保能在極為緊湊和高精度零組件配置的環

境下使用，中國變速在滾動接觸元件上，利用擺線設計

的獨特針齒和齒輪等滾動接觸零組件結構100%持續囓合

設計，來減少磨損，以實現較高效率和延長使用壽命；

且能降低背隙達1~3弧分（arc-min），將受力均勻分散到

整個減速機齒輪，使之比傳統減速機耐衝擊、負荷能力

更強，得以在緊急停止的短時間內最大扭矩達到額定扭

矩5倍。所採取兩級減速機制，則可在兩個擺線齒輪以低

速旋轉時，提供更大扭矩；且在提高減速比同時，經由

特殊輸入軸降低了慣量與震動。

同時搭載了一套大型集成式內角軸承，來支持外部更大

負荷能力，使得減速機具備更大推力和懸臂式動量，進

中國變速工程公司何俊宏看好RV減速機比起HD減速機，更適用
於追求結構緊湊，又要兼顧低背隙精密、輸出大扭矩需求等更
多客戶的不同使用習慣。（攝影╱陳念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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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減少對外部支撐設備需求，才能在保證高精度和輕量

化前提下，提高扭矩和耐衝擊、荷載能力。

另針對客戶防振動、低噪音（65dB）設計需求所提供的

精密行星減速機，則強調於行星齒輪及太陽齒輪選用高

級鉻鉬合金鋼，並在切削加工後經滲碳熱處理，再進行

二次加工skiving或研磨，背隙最高可達3arc-min，以確保

齒輪精度與壽命，一、二段效率分別高達95%與92%。

且其行星臂架與輸出軸均採用一體式結構設計，得以確

保提高扭轉剛性與精度；並採用滾珠軸承大跨距配置設

計，以增加輸出軸的徑向負荷，提高穩定性。

由於模組化輸入軸與馬達入力軸皆採用栓緊式機構連

結，以確保在高轉速下結合介面的同心度與零滑差傳遞

動力；模組化法蘭設計，則能適用於任何廠牌、型式的

伺服馬達。而唯有行星式減速機會用到的鋁合金馬達連

接板，以及鉻鉬合金鋼的一體化齒輪箱和內齒輪，則經

調質後加工，輸出扭矩大、精密度高；再透過委外表面

防銹、抗氧化陽極等熱處理過後，可提高對環境耐受力

和抗腐蝕能力，並確保符合ISO 14001環保規範。

何俊宏表示，目前該公司產品仍以標準品居多，但已不

再讓客戶自行翻閱型錄洽購，而會先了解客戶需求後，

再依其導向來選型，或開發新品。在公司內部導入ERP

及ISO 9001/14001等文件格式化品質管理系統認證機制

下，已具備高良率及穩定供貨能力、訓練員工的統一標

準，可確保每台出貨的標準減速機，都有對應的庫存及

備料支援；甚至搭配合作的設備廠商外銷機台，也能提

供國外相關售後服務。

擴展整廠設備應用 
布局風力、太陽能市場

除了市場已遍及南韓、印度、俄羅斯、歐洲外，也曾在

印尼、馬來西亞由當地系統整合商選型，提供棕櫚油後

段加工廠的整廠Turnkey設備解決方案。且有別於過去常

被國外客戶視為拼裝系統，中國變速還將產品線擴增至

7~8款，以更充份滿足客戶在設計機台時，能選用不同型

式減速機的需求。包括增加標準品庫存及採用模組化設

計，以直接修改標準品的共用件；或利用齒輪、蝸桿/蝸

輪與行星/擺線式減速機不同組合，來改變減速比，以符

合台灣短交貨期需求，標準品在3天內即可出貨。

此外，因應現今工業4.0趨勢發展，中國變速也會配合

國外客戶需求，在部份外銷齒輪箱加入感測器來量測溫

度、壓力、震動、噪音或油位資訊，再回傳到客戶系統

來診斷運轉時數（壽命）、可靠度，但RV減速機的感測

器只能安裝於關節（軸）的外殼，台灣製造業的客戶對

於接受智慧化程度相對不高。

該公司近年來還積極投入綠能產業應用，包括自今年

起，與金屬中心在麥寮離岸風場上密切合作；以及提供

特殊訂製規格的行星式減速機，來取代傳統追日型太陽

能系統的螺桿、電動缸等，進而開發出一體化夾具，將

減速機本體直接鎖固在柱子上來取代電動缸，才能維持

長達約20年壽命。何俊宏說：「否則，像現在國外追日

太陽能系統長期處於沙漠高溫或高鹽度的嚴苛環境，一

般傳動元件早就因為經常漏氣/油而損壞，且環境偏僻又

難以維修。因此，即便減速機初期投資比電動缸略高，

卻能省下後續可觀的保修費用及時間，中國變速還能突

破長期由歐洲系統商壟斷的局面。 

目前中國變速產品仍以標準品居多，但已不再讓客戶自行翻閱
型錄洽購，而會先了解客戶需求後，再依其導向來選型，或開
發新品。（攝影╱陳念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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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明德

節能是智慧城市的重要設計目標之一，

目前多數城市與廠商開始嘗試將路燈結合太陽能系統，降低市電用量。

節能新設計
太陽能路燈系統

太陽能是再生能源系統的主要技術之一，在業界

多年的研發下，應用已逐漸浮現，其中路燈是目

前較常見的應用，由於路燈設置處均為戶外，且白天沒

有開啟用電的需求，因此整合太陽能系統相當合適，在

節能趨勢下，現在路燈多採用LED燈泡，搭配太陽能板

與蓄電設備，大幅降低了對市電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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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設計 落實節能願景

這次要介紹的案例即為智慧型太陽能混合式LED路燈

系統，此系統為一項實驗性專案，對象為意法半導體

（ST）園區停車場的LED路燈，其設計是獨立的太陽

能系統，有交直流（AC-DC）LED驅動器做為備用電

源以防電池不足，在沒有電池或電池電量不足的狀況

下，它會自動轉換到恆定電流的交直流LED驅動器，

這種交直流LED驅動器採用準共振（Quasi-Resonant, 

QR）模式的功率因數修正（Power Factor Correction, 

PFC），使用單級單切換以及原級感測專用控制。用

來驅動LED的是HVLED001A，這是已經商品化的LED

驅動器。

LED驅動器的主要電源供應則是來自電池這種能量儲

存元件，電池利用白天最大功率點（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MPPT）的方式加以充電，根據既有

文獻，MPPT在利用太陽輻射為電池充電時相當有效

率，MPPT階段功率轉換器所測得的效率超過97%。

建議使用2-phase boost直/直流（DC-DC）轉換器做為

直流LED驅動器，2-phase交直流轉換器有助於縮小直

流電大容量電容器的體積，且為了達到濾波的目的建

議放在負載側。

根據文獻資料，功率轉換器若因老化而故障將成為一

個弱點，最後它會增強LED驅動系統的壽命，直/直流

LED驅動器階段的效率也高於95%。之所以能提高功

率轉換效率，是因為使用了高效率的金屬氧化物半導

體場效應電晶體（MOSFET）和閘極驅動IC，LED驅

動器在恆定電流下運作，是另一個可以增強LED壽命

的參數，目前已利用高效率的數位電源轉換微控制器

（STM32F3），成功在電路板上完成測量與決策作

業。

智慧太陽能混合式照明管理系統

裝設在停車場的照明設備，內有意法半導體所開發的電路板。
資料集中器單元（Data Concentrator Unit, DCU）附有機載的泛歐
式數位行動通訊系統（GSM）模組，可以和使用通用封包無線
電服務／第三代／第四代（GPRS/3G/4G）行動網路技術的雲端
應用程式進行通訊。

(a) 安裝LED的路燈

(b) 電路板（照明控制單元）



綠能線上Green

46   SmartAuto  smartauto.ctimes.com.tw

所有路燈都透過6LoWPAN

網 狀 網 路 相 互 連 結 ， 而 該

網路則是利用SPIRIT1的商

品 化 S u b - G H z 元 件 建 置 而

成，路燈節點會透過6LoW-

PAN網格技術，利用免費的

ISM（Industrial, Scientific and 

Medical；工業、科學與醫

學）無線電頻道（868MHz）

互相溝通。裝設了太陽能板

的路燈節點，是一種可以和

6LoWPAN技術（網格）上面

的資料集中器單元交談的照

明節點。

智慧城市節能標的

照明控制單元（Light Condi-

tioning Unit, LCU）是由電力

網和太陽能板一起負責供電。只要感測四周光線與環

境，就能提供燈光自動開／關／調節功能。這套系統

還附有尚未完全發展成熟的指令及控制中心，讓終端

使用者可從任何地點，控制單一或成組的照明節點。

此一太陽能與LED整合的路燈設備，結合了智慧用電

設計，可視電量多寡自動調節電力輸出方式，未來若

再加上通訊模組，則可鏈接成物聯網網路，配合後端

的監控中心，成為智慧城市基礎建設的一環。 

資料集中單元裡的照明控制單元。使用者可以控
制單一照明節點，或對所有照明節點傳播指令。
可根據天文鐘排定照明節點開／關／調節的時
程。雲端平台是在微軟的Azure上進行測試，並利
用微軟Azure所提供的工具，針對資料集中單元所
接收到的資料來進行資料分析。

(a)DCU之間的距離

雲端網路應用。這款LED驅動器的原型已在意法半導體園區進行實驗驗證及與生產，並部署在
100x150平方公尺的區域裡既有的30根電線桿上。每個階段的轉換效率都超過90%，電源品質
和運轉可靠度也都表現極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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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來致力於3D數位設計、模擬和產品生命週期

管理（PLM）解決方案的達梭系統（Dassault 

Systemes）不僅近年來持續推動3DEXPERIENCE平台有

成，並積極配合中國製造2025、台灣智慧機械等政策，

落實於智慧製造。進而在今（2017）年11月7~8日再度於

上海舉行的「體驗時代的製造業（Manufacturing in the 

Age of Experience）」大會，向現場超過1,700位產業合

作夥伴，與40位媒體及分析師發表最新3DEXPERIENCE 

Twin虛實整合平台，以及結合擴增實境（AR）、人工智慧

（AI）等工具，在各領域的實際應用。

、

文／陳念舜

因應製造業歷經從大規模量產到多樣化、體驗時代，達梭系統

日前發表從現實、虛擬到虛擬+現實整合各階段的3DEXPERIENCE Twin平台，

並引進AR、AI等工具，加速製造業從數位邁入體驗經濟時代。

達梭助製造業
邁向體驗經濟時代

PLM導入3D虛實整合雙胞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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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主要透過規劃、模擬和執行全球生產流程來協

助製造創新的達梭系統DELMIA首席執行長Guillaume 

Vendroux分析，自2001年起全球化浪潮興起後，曾吸

引眾多新興經濟體加入搶奪市場，達梭系統也積極協

助各國實體大規模生產消費者買得起、品質尚可的產

品，再依客戶需求小幅修改，適用傳統試錯方式，使

得供應鏈非常穩定。

但到了2010年以來，產品上市週期變得越來越短，消

費者除了接受標準品外，也開始要求須融入在地化特

性，以快速調整功能配置、增加服務比重，促使製造

業必須調整生態，改變以往仰賴的大規模生產方式，

而強調多元化生產。

時至今日，面對當前製造業要求必須同時快速生產，

且符合客戶使用者習慣的高質量產品，不僅過去提

供的預設配置及功能，顯然已無法滿足消費者多樣

需求。製造廠商除了被動回應市場需求，還須主動

適應市場，以隨時滿足未來產品的生產方式、基地

等需求；在各環節都開始融入「體驗式」生產，

以加速或同步反應市場變化，才能避免被淘汰的命

運。Guillaume Vendroux表示：「數位化模擬只能加快

產品設計，卻無法預測未來的生產方式是否可行？」

因此，傳統線性供應鏈必須加入更多提供服務功能的

人、機構等，所有與產品生產相關資源；並協同管理

整個供應鏈、服務端，徹底改造價值、供應鏈，才能

快速提供高度定製化產品，滿足單一消費者、客戶需

求，讓製造廠商可依「我的」訂單來生產；並以水平/

協同方式管理，確保在各個生產環節投入更多物流、

資訊流，來提高生產速度與效率。Guillaume Vendroux

指出，有別於過去產品一生產出來就能獲市場青睞，

目前須依市場需求才生產，導致產品變得越來越複

雜、上市週期更短，以往的試錯方式已不再適用。而

須透過新一代3DEXPERIENCE Twin平台，利用即時數

據來建構虛擬3D模型，不斷調適未來單一產品。

在達梭系統所提出的應用方案裡，即包含如何藉由旗

下CATIA、SolidWorks等軟體設計產品，進一步透過

DELMIA、3DVIA等服務規劃生產流程、空間應用，

模擬整個工廠產線運作，除了活化工廠運作之外，更

能透過數據判讀挖掘產線全新價值，進而作出更好發

展決策，同時也能讓產線人力等資源發揮更好應用效

果。

共築華為雲體驗平台 
協助中小企業數位化轉型

此外，在今年大會還特別邀請華為技術公司（HUA-

WEI）副總裁何非出席主題演講，分享該公司雲戰略

生態系中有關智慧製造的主題。係針對現今中國大陸

製造業面臨挑戰，對於採用雲端解決方案的需求不

同，尤其可在開放公有雲服務企業時，看出個別企業

所處規模、階段，對雲的理解殊異。估計在未來5年

內公有雲的滲透率越來越高，而傳統大型企業除了公

有雲外，還會加速扶植託管私有雲迅速成長。

何非表示，數位化轉型既將成為每個企業的戰略選擇

之一，而數位化企業的關鍵目標就是提供客戶、合作

夥伴「ROADS（即時、滿足需求、線上化、自助、社

達梭系統在「體驗時代的製造業」大會中發表最新3DEXPERIENCE
Twin平台，並結合AR、AI工具在各領域的實際應用。
（攝影╱陳念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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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化）」體驗，華為與達梭的共識，則是通過「雲服

務」來提供製造業高度整合、低成本的數位化轉型，

將是產業升級的必經之道，進而追求從點（單元）、

線（產線）、面（工廠）來實現整體數位化製造。

如華為公司現有18萬員工中，僅有2,000~3,000名員工

從事製造，卻可每年生產出1.5億部手機、全球超過

40%以上的基站等有線與無線產品，創造出6,000億人

民幣產值，即有賴於先在深圳基地建構完全標準化、

數位化生產線後，以數位化技術打通從研發設計、生

產元件到產品、生產線製造全流程等所有資訊源頭著

手，並將資訊化覆蓋到每個角落；再借重達梭系統強

大的3D模擬情境能力，通過閉循環迴路快速發現問

題，大幅縮短試製、驗證週期；且納入業界大廠SAP

的ERP系統，讓物流和製造系統通過IoT平台，提高生

產、發貨效率，快速送達全球174國。

最後再把這些年與合作夥伴在電子製造業累積的經

驗、大數據在公有雲平台上共享，並輸出到富士康、

偉創力等所有合作夥伴上雲後，都能從中萃取大量相

關參數，並找到適合自己的解決方案，達成資訊化改

造，降低中小企業升級門檻。目前除了已先提供在「

華為雲（Huawei Cloud）」上運行3DEXPERIENCE平台

的解決方案，以充分利用華為在高效能運算雲（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Cloud）的優勢，和達梭系統

豐富的產業經驗外；未來雙方還會共同定義相關的上

市和銷售模式，以建設開放、共贏雲的生態，確保能

為各產業客戶提供最佳整合解決方案。

藉助3DEXPERIENCE Twin 
從數位化邁進體驗式經濟

達梭系統董事會副主席兼首席執行長Bernard Charles最

後總結，與一般認知不同，製造業約從30年前導入電

腦輔助工具，進而縮短飛機設計週期或控制工具機、

機器人等自動化設備開始，就已正式進入數位經濟時

代。達梭系統則很早就注意到數位化的重要性，並嘗

試透過模擬分析的方法來跨越虛擬和真實，重新定義

整個設計世界。也因為對於製造生產過程更瞭解，促

使在設計產生新理念，認為：「創新雖是生產製造的

核心，卻無法只靠設計來達成。」

數位化的第二層涵義即是「模擬」，也就是在虛擬世

界測試越多，就越能掌握有效解決方案，確保最終產

品質量能滿足客戶需求，達梭系統也期望能透過每年

舉辦「體驗時代的製造業」大會，來擁抱全新的數位

化解決方案。

華為技術公司副總裁何非在主題演講中，分享該公司雲戰略
生態系中有關智慧製造的主題，強調將提供客戶、合作夥伴
ROADS體驗。（攝影╱陳念舜）

達梭系統董事會副主席兼首席執行長Bernard Charles總結，單純
製造高質量產品的真正價值係存在於體驗的過程，可讓企業有
更多動力創新。（攝影╱陳念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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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也發現單純製造高質量產品已不足以滿足客戶

需求，真正價值係存在於體驗的過程，又稱為「體驗

經濟」，可讓企業有更多動力創新，3DEXPERIENCE 

Twin平台將有助於企業將新思維與生命週期管理高度

整合。包括：1.促成「V＋R，虛擬（virtual）和真實

（real）」世界合一，讓想像成真；2.創造價值網路，

而不只限於供應/價值鏈；3.擴大社會影響，即可藉該

平台整合所有知識，讓任何人都更容易理解、使用。

進而在工廠、車間教育人員以提升技藝，不必靠學校

就能打造出高素質的工作團隊。

聚焦AI、AR布局 
確保各生產環節虛實合一

在會後記者會上，Guillaume Vendroux再度強調在這

次大會中首度提及的「3DEXPERIENCE Twin」應用，

主要集中在製造工程領域，將使得設計得以共享，並

即時虛擬呈現，快速轉化成為真實的「雙引擎」驅動

能力。除了可協助探索未來，經過不斷輸入現行流程

的更多數據、模擬科學，來看出未來可能的生產軌跡

外；還能執行3D模擬來表達需求，再善用企業管理和

營運體系，重新蒐集或分配一系列參數，確保能實現

每個生產環節。

進而讓員工沉浸於VR模擬任何一種產品的生產流程、

組裝、操作步驟，或從事嚴苛、危險工作，以提升效

率和安全性，甚至可以跟真實物體進行AR互動，用

來訓練，考核員工。達梭系統EXALEAD執行長Morgan 

Zimmermann表示，接下來3DEXPERIENCE平台確實有

與AR/VR相關應用，且與現今主要客戶提供的AR/VR

服務一致。但他也坦言，過去AR發展的瓶頸是系統不

一，必須透過感測器連結，現在則可經由3DEXPERI-

ENCE平台連接AR/VR，用於設計製造、科學實驗，或

生產過程的遠端監控，而成長關鍵仍在於未來AR載具

能否提高可攜性、舒適度，才能創造更高價值！

至於在AI人工智慧應用的領域，也已獲得許多客戶採

用，未來達梭系統將會著重在於怎麼樣從大數據流中

找出某種規律及模式，透過用戶找到數據的特徵，以

提升生產效率與最佳化。例如利用類似圖像辨識的技

術，就能重新檢視物流供應鏈，並作出相對應的戰

略，將有效降低供應鏈成本支出及提高效率。Morgan 

Zimmermann還分享了以下幾個實際應用情境：優化採

購流程、即時成品優化與監測、分析工人動作數據、

提升物流效率等。他強調：「在3DEXPERIENCE平台

當中，不會讓數據科學家躲在實驗室裡面，而是要落

實於生產線。」

除了AR、AI之外，達梭系統在2018年仍將朝向如何

提升整體工作效率，從生產的角度來說，希望在整個

過程當中都能透過數據分析作出明確的決策，讓產線

能達到連貫性與持續性，在3D體驗時代當中，可以做

出預測、行動，然後提供全方位的服務。Guillaume 

Vendroux表示，達梭系統在過去幾年來持續創新，卻

也專注於「可用性」，為了縮短不同產業從工程設計

到生產、交付的距離、時間，3DEXPERIENCE Twin平

台透過數據連續化整合，將逐漸取代中間MES/ERP隔

閡，建立改由客戶驅動創新的模式。 

3DEXPERIENCE Twin應用主要集中在製造工程領域，進而讓員
工沉浸於VR/AR模擬任何一種產品的生產流程，或從事嚴苛、危
險工作。（攝影╱陳念舜）



應用焦點
pp

licationA

54   SmartAuto  smartauto.ctimes.com.tw

文／王明德

交通系統逐漸走向智慧化，不過在智慧化之前，高穩定設計仍是先決條件，

透過高穩定設計，系統內部的元件方能整合，打造出高效能設備。

打造最佳化智慧交通系統

智慧交通系統是工業電腦的重要應用，由於交通

系統對於效能的需求，並不如穩定性與強固性

等要求來得迫切，因此相當適合工業電腦廠商切入；此

外，相對於消費的電子產品環境，設置於智慧交通控制

的電子產品所面臨的環境往往更為嚴苛，因此交通控制

的產品規格甚至比工業規格更高，因此通常系統整合廠

商都會與工業電腦業者合作，採用高規格電子零組件，

來完成其目標。 

穩定+高整合

(Source: Sie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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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苛環境 挑戰設計能力

交通是相當複雜的系統，包括路口與道路、車輛與駕

駛、車輛與設備，以及車輛與車輛、駕駛人與駕駛人

等不同元素的整合，這些溝通連結的組合，讓資訊的

整合分享跨界，是交通產業「智慧化」的重要歷程。

要達成交通安全的目標，第一件事就是讓資訊的整

合，在資訊被有效利用的情況下，智慧交通的目標才

能完整的被呈現；另一方面，也是資訊的安全性問

題，由於交通涉及人身安全，要確保安全的存在，資

訊被安全應用同時不被干擾的課題，也是其重點，因

此如何兼顧資訊整合的透明度，與資訊安全的保護

度，會是智慧交通資訊有效應用兩方拉扯的重點。

分析交通領域與其他應用項目，與對工業電腦規格需

求，有滿大的不同。仔細分析，智慧交通系統基本上

可以分成「嚴苛環境」與「長時間運作」兩大面向。

交通建設絕大多數的設備，必須24小時暴露在戶外，

而戶外嚴苛的環境絕非室內可以比擬。以高速公路為

例，一部架於路邊的測速器，必須面對白天太陽的高

溫、路上的灰塵、車輛行駛的震動、寒暑的高低溫

差，即便是位於軌道系統中的列車號誌，也要抵擋列

車行駛的強震、多塵與油污，這些情況都對交通設備

帶來嚴苛的挑戰。

長時運作 穩定性是重點考量

除了環境惡劣外，交通系統的另一要求是穩定的長時

間運作，通常鐵路與機場的營業時間至少都有18小

時，公路更是24小時不中斷。在倚賴交通設施甚深

的情況下，若在尖峰時刻，高速公路上的收費系統故

障，或地鐵售票、機場航班系統故障，勢必產生相當

的不便與困擾。因此，長時性與穩定性是智慧交通系

統的基本要求。

此一領域，工業電腦的產品分類有兩種，一是置於車

上，用來作為車隊管理的車載電腦，二是屬於基礎建

設的各類自動化架構，包括地鐵、公路等系統應用設

備，不過不管是車載或交通系統使用的電腦，都必須

符合其環境要件。

由於傳統電腦多是以「空調室」為其設定的使用環境

而做的設計，工業單板電腦可能可以在稍複雜的環境

中「生存」，但這些環境的嚴苛性還比不上交通系統

所處的空間，交通系統環境的干擾，一般工業等級的

設備可能就無法負荷的，更別說是物理性的破壞。

更尷尬的問題，在於智慧交通系統所使用的設備，與

一般電腦產品的使用模式完全不同，對於一般資訊產

業的想法，電腦產品是「嬌弱」的，必需依照特定程

序開、關機，才能確保系統的安全，但對交通系統卻

完全不一樣，以車載電腦舉例，常是汽車引擎關閉，

電腦也就跟著斷電，這種「衝擊性」的使用模式，對

車載電腦的壽命也是一大衝擊，這當然不能叫使用者

立即改變使用習慣，但如何將這類衝擊降到最低，這

是設計交通系統設備的嚴格考驗。

堅固連結 不因震動停擺

此外，由於交通系統設備均靠「連結」進行監控、管

理及通訊，加上整個系統無法直接辨識設備的連結是

否完好，因此「堅固的連結」也成為交通設備一個思

感測是車輛智慧化的重要技術，透過此一技術，車輛可以與其
他車輛或道路上的交通設施鏈結，提供或交換資訊，讓行車更
便利。(Source: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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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點，由於在交通產業電腦的使用上，設備長時間放

在震動或衝擊的環境底下，接線連結的完整性是必須

需考慮的，因為接線的環境或許難以辨識是否完整，

甚至即使發現也不易排除，透過專門設計的連接裝置

確保完整性，在硬體防護上可以做到最基本的保護，

這是在交通系統設備硬體安全防護的第一優先考量。

同樣的，由於交通系統亦要求即時性的反應，也無法

將所有資訊傳至後端中控中心作決策後，再將指令下

達到第一線，因此在現場的電腦必須有能力進行邏輯

演算，「分散式控制」的規劃，也成為智慧交通系統

重要的一環，在第一線的設備作出決策後，只要將其

發出的指令回傳後端即可。在不同環境上所使用的系

統，基本上在其需求差異性也有不同的設備要求。

但基本在智慧交通系統角度上，設備的「環境耐受

度」則是最基本要求，不管是放在車輛上或系統上，

絕對並非是可以隨時檢修的狀態，因此如何維護最佳

的穩定運作，絕對是最優先的課題。寬溫控、電源不

穩定的保護，以及針對外在環境的干擾防護等，都是

交通系統設備必須考量的優先條件。

以車載電腦為例，長時間的「震動環境」就是與傳統

工業電腦完全不同，像是風扇在長時間的震動下，使

用壽命絕對會縮短；或是記憶體的敏感度，其裝設也

無法以傳統工業電腦的思惟來規畫，而必須考量特

殊的設計，因為在行進的環境中，絕對不可能毫無震

動，因此抗震的機制，也是交通系統設備所必須考量

的一項環結。

視使用者規劃系統

此外，在資訊處理，大量化的資訊儲存備份與即時分

析，對智慧交通系統設備也是一項考驗，一般來說，

這些工作在傳統工業電腦上都可以達到，但在環境更

嚴苛的條件下，如何能持續進行高效能運算，這才是

智慧交通系統應用的真正價值。

除此之外，大多數的交通系統設備，都需要與「使用

人」溝通的橋樑，因此顯示設備也是智慧交通系統的

一項重點。包括用路訊息提供、車輛使用狀況以及安

全控制顯示等，甚或是車上的娛樂，顯示設備的重要

性也必須注意，許多數位內容廠商認為車載娛樂的內

容提供將會是未來重要的商業模式，目前已有工業電

腦廠商跨入發展，例如艾訊近來與中華電信在台北市

公車進行整合3G系統與廣告資訊的專案合作，提供車

輛行動通訊的特定廣告資訊，就是智慧交通所創造商

機的重要例子。

目前產業電腦的發展基本上已趨於成熟，相關的應用

技術多能因應，如何讓智慧交通系統的功能完整，則

是看規畫者或使用者的需求而定，絕對不是單純的追

求效能極大化，而是按需求的配置最適化，這完全取

決市場的態度，穩定性才是第一要件。

針對未來發展，智慧交通系統所帶來的商機相當龐

大，而其所使用的技術也都相當成熟，多家廠商都同

意，發展瓶頸不會是技術而是廠商的想像力、整合力

與執行力，誰能夠充分利用現有技術，整合出具有最

高附加價值的系統，誰就能在這場波商機中獲取最大

利益。 

智慧交通將結合大數據、雲端、物聯網，串起所有數據。
(Source:Sie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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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Winnie Wu

高溫的環境、突波電壓、嚴格的低延遲要求與不斷成長的網路速度是工業級乙

太網PHY必須解決的關鍵挑戰。

工業乙太網演進的
PHY解決方案

現代工業環境充斥著複雜的自動化與製造技術，

網路連接是使其基本運作的關鍵所在。工業網

路通常包括可程式設計邏輯控制器（PLC）、電機控制和

驅動、以及感測器網路與人機介面（HMI）。乙太網技術

將工業網路中的所有節點連接起來，在網路上傳遞精確

控制和同步時鐘等資訊。裝配線高速機器人是工廠應用

乙太網的一個例子，透過即時協調節點移動，確保成品

以完好無缺的方式包裝。 

因應工業環境挑戰 (source：pensacolastate.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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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在辦公網路的企業應用中部署乙太網不同，工業網

路有更多不良的物理與電子環境，而這帶來了一系列

特殊的挑戰。

乙太網元件和IEEE 802.3系列標準正在不斷發展，以

滿足工廠間的特殊需求。高溫的環境、突波電壓、嚴

格的低延遲要求與不斷成長的網路速度是工業級乙太

網PHY（實體層設備或者收發器）必須解決的關鍵挑

戰。

在極端環境中工作

在工業環境中，溫度很難控制，因為透過乙太網連接

的電機和機器人通常必須在非常高的溫度下焊接金

屬，此外，工廠的建築結構也難以提供良好的通風條

件。為滿足工業環境的需求，PHY必須被設計成在很

寬廣的溫度範圍內能夠發揮出其額定性能。例如，工

業乙太網PHY應能夠在-40℃至85℃的溫度範圍內工

作，可承受125℃的半導體溫度，即使環境溫度持續

數小時高溫也能保持性能不變。

除了在高溫下工作，PHY還應能承受高壓突波。機

械設備有時會突然聚積電荷，損壞部件並導致工業

系統出現故障。透過增強靜電放電（Electrostatic 

Discharge, ESD）保護電路，PHY可以適當保護工業環

境免受電荷波動的破壞。

在工業環境中實現高性能乙太網的另一個挑戰是，即

時應用對延遲有非常嚴格的限制。在線性菊花鏈拓樸

中，每個節點的延遲要非常小，才能保證整個網路滿

足快速請求和回應週期時間要求。

為滿足工業網路的即時要求，PHY應具備低延遲和確

定性延遲特性。在菊花鏈下低延遲能實現更快的回

應，而確定性延遲實現跨網路單元的精確定時同步。

與未經最佳化的方案相比，最佳化後的PHY能夠將延

遲降低30％至40％，並提高效率和效能。 

滿足不斷成長的網路速度要求是工業PHY的另一個關

鍵特性。雖然百兆的速度足以滿足當今大多數工廠應

用的需求，但是要求能夠支援千兆電介面的需求越來

越多。

由於工業設備和網路的安裝成本很高，因此PHY設備

能夠支援高達千兆的網路速度要求，以適應未來的解

決方案。

工業解決方案的現狀和未來

工廠變得更加智慧以及網路化，而一些專家認為第四

次工業革命正在發展。然而隨著不斷出現的工業創

新，顯示出在工廠中維持高性能互相聯接變得越來越

重要。連接延遲、中斷或故障皆可能使生產減緩甚至

停產，而導致收入損失。不受惡劣工廠條件影響的硬

體連接，對於工業網路而言非常有價值。

Marvell的88E1512P、88E1510Q和88E1548P PHY系

列產品專為滿足即時工業乙太網的嚴格要求而設計，

可用於千兆獨立和交換系統的快速開發和部署。

Mar v e l l的PHY系列解決方案提供增強靜電放電

（ESD）保護、低延遲和確定性延遲特性，並具備在

擴展溫度範圍內工作的能力，保證工業網路能夠長期

保持性能穩定。

Marvell的收發器符合1000BASE-T、100BASE-TX和

10BASE-T標準，滿足工廠目前和未來的網路速度

要求。該系列還支援採用新一代MAC的節能乙太網

（EEE，Energy Efficient Ethernet）。這系列PHY產品提

供48管腳、56管腳QFN封裝或196管腳TFBGA封裝，

以及各種主機介面選擇，如RGMII、MII和SGMII。 

（本文作者Winnie Wu任職Marvell產品行銷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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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Bruce Haug

創新能量採集技術

我們的周圍到處都是能量，它們以熱、光、電流甚

至機電能的形式存在。不過，人們常常發現，這

些能源提供的能量太少了，無法為任何實際用途連續提

供充足的功率。實際上，直到不久前，除了太陽能和地熱

能，一直無法從其他形式的能源中獲得充足的能量來執

行任何有用的功能。 

能量採集是從一種或多種這類自然存在的能源採集微

量能量，然後再把採集到的能量累積或儲存起來以備

之後使用的過程。能量採集設備可以高效獲得、累

積、儲存、調節和管理環境能量，而且所用調節方式

適合將這類能量用於執行有用的功能。

精小太陽能電池板應用

（Source：Window Cleaning Companies）

能量採集可以用作輔助能源以補充如電池等主電源，

這大幅延長了電池壽命，從而降低維護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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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技術進步已經提高了設備從自然環境中獲得微

量能量並將其轉換成電能的效率。此外，轉換器技術

的進步不僅提高了電源轉換效率，還降低了轉換器的

內部功耗需求，這些進步已經激發起工程界的興趣，

促使他們開發更多利用能量採集技術的應用。

從部署的遠端應用且從根本上不可能耗盡的自然環境

中採集能量（自然能源），日益成為一種引人注意以

替代有線電源或電池的供電方式。自然能源從本質上

來說是免費能源，如果得到妥善的利用，不僅無需維

護，且通常可在很多應用的工作壽命中保持可用。

另外，能量採集可以用作輔助能源以補充如電池等主

電源，這大幅延長了電池壽命，從而降低維護費用。

能量採集應用

現在有很多應用將能量採集電源作為主電源使用。例

如，無線感測器網路（WSN）常常受益於能量採集電

源。如果一個無線節點部署在偏遠地點，有線電源或

電池可能不夠可靠或者不可用，那麼就可透過採集的

能量提供節點運行所需功率。在其他一些情況下，多

種能源可用來提高設定系統的整體效率和可靠性。

一些較常見的可採集能量，包括：

1.機械能：來自振動、機械壓力和應變力；

2.熱能：爐子、加熱器、馬達和摩擦運動等浪費的能

量；

3.透過光電二極體或太陽能電池從太陽光或室內照明

中獲得的光能；

4.來自電感器、線圈和變壓器的電磁能；

5.來自風、水流、洋流、電流和太陽等自然環境中的

能量；

6.透過運動等產生機械能和熱能的人體能量，以及來

自化學和生物源的其他能量。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這些能源幾乎都不受限制，且本

質上是免費的，只要在系統部署位置或靠近系統部署

位置能夠獲得就行。

典型的能量採集系統需要諸如振動、熱量或光等能源

以及一些關鍵電子元件，包括能量轉換設備（換能

器），例如壓電元件或太陽能電池板，可將環境能源

轉換成電能；能量採集轉換IC以獲得、儲存和管理電

能；感測器、微控制器和收發器，作為WSN的組成部

分以讀取、記錄和傳送資料；可選的補充性能量存放

裝置，例如薄膜型主電池或超級電容器。

很重要的一點是，電源轉換設備需要有很高的效率和

很低的靜態電流，如此大部分採集的能量才能用於給

感測器網路或控制電路供電，或者用來監視設備。此

外，必須瞭解可採集能源能夠提供多大的平均功率，

以及為特定設備供電需要多少能量（工作週期）。

能量採集 IC 解決方案

對於能量採集元件的採用，必須考慮採用高度整合、

超低電壓升降壓DC╱DC轉換器，同時還具備為多種

輸入能源和低功率系統而優化的自動電源通路（Pow-

erPath）管理功能。如果主電源不可用，那麼此轉換

電源轉換設備需高效率和低靜態電流，採集的能量才能用於給
感測器網路或控制電路供電，或者用來監視設備。
（Source：inhabita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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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必須無縫式地切換到備份電源，且與可再充電電池

或主電池相容，無論何時，只要有剩餘能量可用，就

可以為備份電池涓流充電。如果使用的輸入能源是光

源，那麼可選最大功率點控制功能，確保在電源和負

載之間的功率傳送被優化。

目前電源通路（PowerPath）控制架構是較好的選擇，

此一架構允許使用單個電感器，通過在兩個電源輸

入之間無縫轉換，產生用戶可選和固定的穩定輸出電

壓。如果輸入電源（VIN）可用，升降壓穩壓器就用

VIN工作，向負載提供高達300mA的電流。如果VIN不

可用，那麼穩壓器就選擇將VSTORE╱VCAP作為其輸

入，向負載提供高達50mA的電流。

如果用可再充電電池作為備份電源，那麼還提供小電

流再充電電源通路，從而允許在輸出電壓處於穩定狀

態時，用多餘的輸入能量為備份電源充電。用戶可選

的較高和較低充電╱放電門檻適用於多種電池化學組

成，可針對過度充電╱深度放電保護電池。當主電

池用作備份電源時，充電可以從外部用PRI禁止在沒

有備份電源時，主輸入電壓VIN可配置為在850mV至

5.1V電壓範圍內工作，有備份電源時（例如主電池）

則配置為在330mV至5.1V範圍內工作。這個範圍適合

多種類型電源，包括高阻抗電源（例如小型太陽能電

池板）。為了確保獲得最大功率，能量採集元件最好

能整合準確的RUN接腳和可選最大功率點函數，二者

均可用來控制穩壓器導通點，使其位於輸入電源的最

大功率點上。對於較高功率的輸入電源而言，準確的

RUN接腳函數非常適合用來將可預測的穩壓器導通點

設定到特定輸入電壓上。

萬一由可採集能量提供的輸入電壓消失了，那麼主電

池或輔助電池可從VSTORE連接至GND，讓系統供電。

在電池是可再充電的情況下，將從這個接腳獲得為電

池涓流充電的電流，直至達到最高可選電壓。

設計實例

在僅由電池供電的傳統型無線網路節點中，主控制單

元（MCU）直接連接到電池。在這類應用中，有幾種

因素導致電池容量減小，一般而言，這類無線系統以

非常低的頻率輪詢節點，待用週期功率非常低，偶爾

需要與該節點通訊時會有一些大電流突發。有脈衝負

載時，峰值電流可能遠遠大於電池製造商給出的標稱

漏電流，而使電池容量減小到超出在典型靜態漏電流

情況下所規定的值，此外，就大多數MCU（典型最小

值為2V）而言，可用輸入電壓限制了可用電池容量。

結論

即使有些能量採集電源僅提供很低的可用功率（如

本文所示名片大小的太陽能電池設計實例），但是

他們足以給大多數無線感測器供電。LTC3106升降壓

DC╱DC轉換器為低功率系統中常見的多種輸入電源

而優化，為多種能量採集應用提供必要的功能。因

此，諸如WSN等能量採集系統設計者現在有了實用和

恰當的電源轉換IC，便可大幅簡化設計任務。 

（本文作者為亞德諾╱凌力爾特電源產品部高級產品

市場工程師）

即使有些能量採集電源僅提供很低的可用功率（如名片大小的
太陽能電池），但仍足以給多數無線感測器供電。
（Source：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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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的城市，才能夠算是智慧城市?」無人駕駛、無紙化

經濟、遠距醫療…，在眾人的心目中，智慧城市到底是呈現

何種的樣貌?其實目前並沒有公認的標準答案。

根據聯合國研究，全球人口集中居住於城市的比率漸增，預

估至2050年接近70%，未來城市所面臨的治理和資源分配將

會相形的嚴峻，不論是從水、電、馬路到網路等公共建設，

以及金融、醫療、教育等服務，如何使用各種創新科技來整

合資源，為市民打造更加舒適安全的生活環境，落實市政建

設智慧化的概念，進而實現永續發展的城市願景，已經成為

全球各地打造智慧城市的重要議題。

本書內容從全球智慧城市發展現況、十大創新應用趨勢到企

業標竿案例，完整解析台灣產業未來發展的挑戰與機會。智

慧城市是物聯網的重要應用場域，從不同的面向來探究城市

的樣貌，唯有將創新從供給面轉向需求面，本書從十大應用

服務層面來探討智慧城市的未來，藉以激發創新應用商機。

舉凡在城市規劃、公共配套、民生服務和產業經濟等各方

面，實際觀察生活的真實問題，充分瞭解當地的市民及政府

的需求，透過全球前瞻的物聯網、大數據、SDN、雲端運算

等創新應用技術，提供民眾參與規劃和共創的合夥機制與管

道，並且連結各領域專業供應商（例如零件、成品、軟體、

硬體、國際人才、國際夥伴）組成生態系，如此將能夠跨領

域整合資源，進而發展出適當的營運模式，推動台灣產業快

速升級，在未來能以智慧城市為舞台，驅動相關產業的未來

發展趨勢。

本書內容共分成三大部分：一、主要介紹世界各大城市推動

智慧城市的現況，歸納分析亞洲、歐洲、美洲及紐澳等不同

區域及發展特色；二、介紹智慧科技在各種應用領域的發展

現況與趨勢，包括治理、交通、物流、金融、健康、能源、

安控、校園、居家及生活等各種智慧化應用案例；三、討論

智慧城市相關產業在未來的可能發展機會，包括產業發展的

關鍵思維、服務基本架構、營運模式及台灣產業所面臨的挑

戰與未來必須的做法；並進一步介紹台灣目前正逐步朝智慧

城市應用發展的標竿企業。此外，諸如政府推動的亞洲矽谷

計畫、循環經濟園區等新園區的開發，亦可以參考國外建置

智慧園區的案例，構建城市轉型新形態。

全球各地正積極的規劃與推動發展智慧城市，例如南韓的

u-City智慧城市、日本i-Japan智慧城市計畫、新加坡的Smart 

Nation（智慧國）等，不同的城市運用資通訊技術（如大數

據分析、機器學習、人工智慧AR/VR等），結合智慧元件與

裝置，並考量使用者體驗推動各項服務應用，以解決都市基

礎建設和服務交付的問題和改善都市環境、提升群眾生活品

質與產業競爭力。發展智慧城市必須同時維持經濟、社會與

環境三者之間的平衡，面對即將到來的下世代產業，如何能

在平衡當中達到最佳化效益需要智慧！ 

智城慧市大未來：
全球趨勢、智慧應用、案例解讀，
完全啟動下世代產業新商機！

作   者：中衛發展中心等

出版社：中衛

書   介：陳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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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應用願景
微軟助攻AI台灣普及化

為了讓大家對AI技術如何在產業應用有更全面性的了

解，台灣微軟於日前舉辦「2017 Microsoft AI DAY」，

由專注研究各種電腦科學主題與問題超過26年的微軟研究

院，介紹微軟在AI領域推出的各項平台，另外也邀請IT產業指

標性人士，針對AI系統導入時會遇到的各種問題與建議，提

出精闢見解。

台灣微軟總經理孫基康在開幕致詞時表示，IT產業相對於AI

的起步更為久遠，之前AlphaGo下贏世界圍棋高手的成績令人

振奮，不過他認為AI的發展應開始走出實驗階段，將技術落

實在商務與生活應用之中，而近年來AI的快速發展，也引起

社會兩極化的看法，他指出AI並非用來替代人類的工作，而是

將與HI（Human Intelligence；人類智慧）合作，改善人類的生

活。

科技產業的AI發展有三大階段，其中經歷過兩次寒冬，這次

的發展之所以能如此快速，背後有三大技術驅動，包括大數據

（Big Data）、雲端、邏輯與演算能力等，這三大技術的成熟，

讓AI的發展與過去兩次截然不同，微軟本身也藉由這三大技

術，不斷強化其AI的技術研發。

孫基康指出，能力不斷強化的AI，將協助人類放大創造力，而

微軟的AI研發有六大守則，包括AI的設計應幫助人類、AI的

設計須能保障資訊隱私、AI必須能避免偏見、AI需要有更可

靠的演算數據才能避免人類可能產生的錯誤、AI必須公開透

明、AI必須在不破壞人類尊嚴下極大化效益，而微軟所推出

的AI平台，都嚴守這六大守則。

三大面向布局

在產品策略部分微軟研究院，微軟亞洲研究院院長洪小文則

指出，目前微軟在AI的布局可分為三大面向—平台部分，微

軟在雲端上提供具高度彈性平台，開發者和企業可快速介接

微軟的AI服務和工具，發揮快速創新的能力；另外，在自身產

品，微軟也融入AI技術；資安方面，微軟提供安全的AI企業解

決方案，以豐富的企業級安全實務經驗，能保護用戶資訊並

優先考量用戶隱私權，原則遵循倫理、當責和通用性設計提升

人們和組識安全能力，為社會帶來正面影響。

孫基康最後指出，微軟相信每個人都應該獲得AI所給予的價

值，賦予每個人和每個組織更大的能力，微軟在AI領域已進

行26年的研究，現在把AI帶給企業，協助企業擁有強而有力

的工具，在日常活動中加速業務和數位化轉型。 

文／王明德

台灣微軟總經理孫基康表示，能力不斷強化的AI，將協助人類
放大創造力。（圖片提供／台灣微軟）

AI應用發展蓬勃，微軟於日前首度舉辦2017 Microsoft AI DAY，
邀請微軟研究院與各大產業代表，一起分享微軟在投入AI研發成果與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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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件走向低功耗
ST推出新一代MCU

製造業是全球能源消耗量最大的產業，根據統計，馬

達的耗能占全球電力的70％以上，而除了馬達之外，

廠房內其他設備的電力消耗也相當高，雖然各國均有針對工

業用電設定優惠電費，不過電費仍然是製造業的龐大支出之

一，在此態勢下，意法半導體微控制器產品部STM32產品線

行銷經理Bertrand Denis指出，雖然工控系統多連接市電，對

功耗的需求不像消費性產品，不過在環保與成本的考量下，

其系統設計仍已逐步走向低功耗。

Bertrand Denis以ST近期推出的STM32L4+為控制器為例指

出，這款產品的主訴求是高圖形處理能力與低功耗，在工控

領域多應用於HMI，在智慧製造概念下，可視化成下一世代製

造系統的重要設計，HMI作為可視化系統中最重要的現場設

備，未來的角色會越來越吃重，而MCU是HMI的核心運算單

元，過去主要的功能訴求多在效能端，但在近年來MCU走向

低功耗趨勢下，HMI也開始有此走向。

新STM32L4+產品是STM32L4新一代微控制器，其運算性

能提升至150DMIPS（233 ULPMark-CP），最高運行頻率達

120MHz，可用於健康手環、智慧手錶、小型醫療設備、智慧電

表、智慧工業感測器等各種產品的中央控制器，這些應用設

備皆需要複雜功能、快速回應、最短電池充電所必需之停機

時間，而這些需求使超高效的STM32L4+成為最理想的選擇。

智慧物件的功耗需求

Bertrand Denis指出，除了工控外，智慧電表、醫療裝置與穿

戴式設備，也都對圖形處理效能與功耗設計同等重視，這類

型MCU提供的更高性價比優勢，將可有效提升系統設計業者

的市場競爭力，他進一步表示，隨著物聯網應用逐漸走入不

同應用領域中，上述的物件都須擁有更多功能與更低功耗的

解決方案。

ST亞太區資深產品行銷經理楊正廉也認為，這些的裝置皆需

要複雜功能、快速回應、最短電池充電所必需的停機時間；過

去的微控制器多著墨於效能的高低，但在物聯網裝置對於低

功耗的強力需求下，近年來微控制器（MCU）也開始走向更為

省電的模式。

不過即使更節能，但大部分的解決方案都不能滿足市場的需

求，舉例來說，蘋果(Apple)Apple Watch Series 3內建行動網

路，即便智慧手機不在身邊，也能讓使用者保持聯繫、打電

話、收簡訊等；但如此一來勢必得提供額外的電力損耗。

意法半導體微控制器產品部總經理Michel Buffa則表示，ST預

計智慧物件將會無縫地融入我們的生活中，這些產品能夠預

見使用者的需求，而無需使用者過於關注，STM32L4+系列微

控制器可實現功能更複雜、人機交互更流暢的新一類智慧產

品。 

文／王明德

意法半導體產品部總經理Michel Buffa(中)、行銷經理Bertrand 
Denis(右)、ST亞太區資深產品行銷經理楊正廉(左)均表示，智慧
物件對MCU性價非常重視。(攝影／王明德)

物聯網落實的速度加快，智慧物件在功耗與效能兩方面都有全新需求，
ST近日將旗下產品線STM32L4升級為STM32L4+，以低功耗與高效能搶攻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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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耕耘有成 奪九大獎項

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R&D 100 Awards）有「科技產業

奧斯卡」之稱，今年已邁入第55屆，每年從全球上千

件創新技術中，挑選出100項年度具有重大創新意義及對於人

類生活影響深遠的商品化技術，也已成為市場上鑑定新技術

的重要指標。在經濟部技術處、環保署及能源局支持下，工研

院持續耕耘有成，今年勇奪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的九項大獎，

成績創下歷年之最。獲獎數與國際知名研究中心橡樹嶺國家

實驗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洛斯阿拉莫斯國家

實驗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並居今年首位！並

且多項獲獎技術已實際應用於產業界，例如華南銀行、潤泰

集團、全家便利商店、華邦電子、帆宣等業者。

工研院今年獲獎的技術共為「人工智慧建築節能系統平台、化

學SEI改質長續航力電動車鋰電池、肌肉活動訊號手勢辨識體

感技術、可視化磊晶製程優化系統、廢液晶面板再利用處理

系統、半導體微波退火、功耗與熱感知電子系統層級平台技

術、半導體機台故障預診斷軟體」，多項技術的應用範圍包括

智慧製造、綠色能源管理、軟硬整合智能系統、循環經濟等全

球產業重視的趨勢。其中，「廢液晶面板再利用處理系統」獲

得RD100雙料大獎，在RD100獎項之外，又奪下綠色科技特殊

貢獻獎（R&D 100 Special Recognition Awards）。該獎項是由

頂尖研發機構和國家實驗室成員組成的獨立評審團所評選，

今年僅有三項技術獲頒此獎。此外，軟硬整合已是驅動全球

創新經濟的關鍵力量，工研院今年共有四項軟硬整合技術在「

軟體與服務」類別勝出。

經濟部技術處處長羅達生指出，近三年科技專案平均每年

創造技術及專利移轉總收入達13億元，專利應用更在去年達

1,251件，2016年促成廠商投資金額超過新臺幣548億元，創

近年新高；亦即平均每投入1元科技專案經費，創造3.61元投

資效益，顯示科技專案在產業轉型升級過程扮演要角。工研院

院長劉仲明博士則表示，此次獲獎有幾項重大的意義，一是

展現軟硬整合的成果，顯示多年努力所展現的具體成效；二是

前瞻研發與產業化的融合，工研院在十多年前即進行前瞻創

新技術的研發，過程中充滿不確定性，必須面對外界的期待

與質疑，現今證明前瞻創新技術足以與產業服務融合；三是

展現產官學研合作的成果，工研院投入創新前瞻研發多年，經

濟部推動法人革新與長期支持成為研發進展的關鍵，讓產官

學研真正融合，成為台灣朝向先進國家邁進的最大支撐點。

能源局局長林全能表示，能源局投入許多能源相關的科技研

發，希望找出最佳的問題解決方案，既而從科技創新，創造

價值。技術要創造價值，就必須要有營運模式支撐，能源局在

台南沙崙建設了一個園區，作為待驗證製程的驗證場域，在

此進行可能營運模式的示範驗證，藉此幫助科技發展與業者

媒合，找到技術的最佳價值。環保署回收基管會副執行秘書

宋欣真則指出，環保署於2013年就跟工研院合作，針對廢液

晶面板的處理問題，從液晶、重金屬銦的回收，演變到玻璃成

份，也可製成重金屬的吸附材料，並已在彰濱工業區實際運

轉，而這項廢液晶面板的回收成果，正是循環經濟的體驗，未

來將再擴大技術的應用範圍。 

文／陳復霞

工研院R&D100獲獎展現成果，工研院院長劉仲明（左5）、經
濟部技術處處長羅達生（左6）、環保署基管會宋欣真副執秘（
右4）、能源局局長林全能（右5）與獲獎技術代表人與會合影
留念。（攝影╱陳復霞）

工研院院長劉仲明表示此次獲獎的重大意義，在於展現軟硬整合成果、前瞻研發與產
業化的融合，以及展現產官學研合作的成果。

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出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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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德諾半導體 (ADI) 發表五款高性能

慣 性 量 測 單 元 (IMU)，ADIS16470、

ADIS16475 和 ADIS16477 IMU 這三款

產品經過最佳化，可提供一系列的性

能和成本優勢，滿足應用的適用性需

求。ADIS16465 與 ADIS16467 IMU 具

備相似的性能優勢，但外殼更堅固，

為無人機 (UAV) 應用，以及智慧農業

等領域的自主式機器應用，帶來了解

決方案，以往設計人員只能選用消費

等級感測器，需面臨價格高昂、高風

險和低於標準性能的難題，而且很難

達到可靠性目標。

這五款 IMU 均透過三軸 MEMS 加速度

計和陀螺儀提供 6 自由度 (DoF) 檢測，

並注重工業「移動物聯網」的需求及

其對精準地理定位的需求。這些 IMU

的性能令系統能精確地表現動作，不

受湍流、振動、風、溫度和其他環境

干擾，從而實現更精準的導航和引導。

ADI 五款 IMU 精確定位
導航、穩定度提高

浩亭 AEF 高壓連接器

為農業提供解決方案

浩亭致力於以創新方式開發拖拉機及

輔助設備間的標準化介面。全新開發

適用於各種應用的 AEF 高壓連接器，

於日前在漢諾威國際農業機械展覽會

上展示。

這款連接器是在農業電子設備基金

會 (AEF) 內，與各主要農業機械製造

商合作開發而成，可實現資料和功率

傳輸。迄今為止農業始終依靠液壓或

機械解決方案傳輸動力，為提高生產

力，農業機械及輔助設備的電氣化，

其中，電機的使用是實現複雜行走任

務，及附屬設備變速的基本前提條

件。浩亭高壓連接器為拖拉機全電動

和混合動力驅動系統的開發，以及輔

助設備日益增長的電力驅動需求提供

支援。

NI 技術提升 ADAS、自動化汽車的安全與穩定性測試

NI 國家儀器近日發表了車用雷達測試系統 (VRTS)，上從

研發實驗室到大量生產測試環境，下至個別雷達感測器到

整合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ADAS)，工程師都能使用 VRTS 進

行 76–81 GHz 的雷達技術測試。

VRTS 結合 NI 的 mmWave 前端技術、PXI 向量訊號收發器

(VST)，及應用專屬軟體。傳統的汽車雷達模擬器，只能

透過障礙物產生來進行功能性動作測試；VRTS 則不同，

其整合了專為動態障礙物產生所設計的 76–81 GHz 向量

訊號產生器 / 分析器，以及全方位的 RF 特性量測功能。

VRTS 使用更全面的方式來進行雷達測試，同時兼顧傳統

與硬體迴路 (HIL) 測試技巧，能協助工程師實現更穩健的

自動駕駛技術，順應不斷變化的法規要求。

意法半導體 (ST) 宣佈其 ST25 近距離通

訊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NFC) 標

籤晶片通過 NFC 產業主要標準化組織

NFC Forum 的互通性認證。

意法半導體的 NFC Forum Type 4 Tag 

IC (ST25TA)、Type 5 Dynamic Tag IC 

(ST25DV) 和 Type 5 Tag IC (ST25TV) 是

業界首批成功通過 NFC Forum 認證計

畫的標籤晶片。NFC Forum 表示，該認

證計畫為 NFC 元件的性能和互通性提

供了保障，確保用戶獲得「一致、具

吸引力，並可互連互通」的體驗。

NFC Forum Certification 認證計畫以前

只能用於手機、平板和其他 NFC 通用

裝置，現在該計畫還提供標籤和閱讀

器一致性測試服務，以加快 NFC 推廣

應用，並降低研發成本。商家和消費

者都將經由造訪網站、無線配對、固

定格式電子郵件或簡訊、資料記錄或

韌體更新等功能而受益。

意法半導體記憶體產品部總經理 Benoit 

Rodrigues 表示，「智慧型手機廠商和

行動裝置商對 NFC 技術的支援，以及

NFC Forum 的互通性認證，啟動了 NFC

技術被消費者和產業接受之倒數計時

的階段。ST25 標籤和動態標籤的快速

認證有助於客戶加快產品研發週期，

最終為消費者和廠商提升交易便利和

效率。」

意法半導體 ST25
獲得 NFC Forum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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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us 全新的線上配置器，用於 drylin

直線滑動軸承螺桿滑台，使用者可根

據自己的要求，輕鬆設計和加工數百

萬種免潤滑的 drylin 直線滑動軸承螺

桿滑台。

為優化螺桿滑台 (SHT) 的設計和配置，

藉由這項螺桿滑台配置器，可以設計

所有安裝尺寸為 08 至 30 的即裝即用

型螺桿滑台，包括完全由不銹鋼製成

的新型 SHT 系列。

使用者決定其環境參數、所需的螺桿

和螺紋類型以及組件的材料，之後可

以根據需要配置滑塊類型、多個滑動

系統以及驅動軸，且可根據所需對這

些軸進行調節，並快速設計具有不同

公差等級和所需長度的扳手平面和凹

槽。

設計完後會看到一個總覽頁面，顯示

了裝置的單價、重量和交付時間，以

及已安裝組件的匯總清單。在這裡可

以免費顯示和下載自動生成的 3D 模

型和 2D 尺寸圖。

Igus 推出螺桿滑台的線上配

置器

Microchip 推出 USB 智能型集線器 IC 

台達於 2017 工博會

展出智能製造示範線

台達以軟實力「心」智造為主題，在

2017 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展出「智能

製造示範線」，由三組機器人組成的

工作站，串聯周邊設備、製造執行系

統 (MES) 下單系統、生產設備管理平

臺 (DIAMMP) 等，實現少量多樣，混

線生產，為嘉賓私人訂制刻有個人姓

名的禮品，全程不到兩分鐘。

台達自動化業務近期增長強勁，通過

策略併購實現軟硬體結合，可為客戶

提供工業自動化及樓宇自動化整體解

決方案。

近年來台達積極佈局智能製造及綠色

建築，通過策略性併購全面強化軟實

力。去年併購臺灣電腦整合製造 (CIM)

領域的軟體領導廠商之一羽冠電腦

科技，進一步強化台達在智能製造

核心系統整合能力 ; 樓宇自動化廠商

LOYTEC、DeltaControls 的加入也加速

台達在綠色智能建築上的步伐。

瑞薩電子針對 RZ/T1 微處理器 (MPU)

系列推出了新款解決方案套件，能支

援用於交流伺服應用上的 HIPERFACE 

DSL 數位編碼器介面。

HIPERFACE DSL是由SICK STEGMANN 

GmbH 所提供的一種業界主流介面，

該介面採用了大家所熟悉的 RS485 介

面，傳輸速率可達 9.375M 鮑率。其

數據的傳輸與驅動週期同步，驅動電

路和回授系統之間的電纜長度可達

100 公尺。RZ/T1 原先已支援的其他

主流編碼器介面，包括了 EnDat 2.2、

BiSS-C、Tamagawa、以及 A-format，

此次 RZ/T1 則新加入了 HIPERFACE 

DSL 數位編碼器介面。

這些數位式雙向介面，能夠從絕對型

編碼器得到精準的位置值。在 RZ/T1

上整合這類編碼器介面，比起採用單

獨的 FPGA 或 ASIC，可減少元件數量

並降低系統成本。

RZ/T1 群組包括了 ARM Cortex-R4F 處

理器，該處理器具有一組能動作於高

達 600 MHz 的雙精準度浮點運算單元

(FPU) 並提供即時處理、緊密耦合記

憶體、支援雙伺服馬達的高速類比轉

換電路功能、以及能符合精準交流伺

服驅動應用需求的分散式運動控制的

網路連結。

瑞薩推出支援 HIPERFACE 

DSL 的 RZ/T1 解決方案

Microchip 推出 5 款新型 USB 2.0 智能型集線器 IC，這些元件

支援多種架構，大幅提高汽車製造商設計時的靈活度，其獨

特的 USB 配置包括了單一和雙匯流排設計，適合連接資訊娛

樂系統應用，所有元件都使用大多數汽車主機系統的標準 USB

驅動程式，以便更迅速地開發和驗證系統以及進行現場更新。

這些智能型集線器 IC 支援集線器的串接到第二和第三層位置，

資料可同時出現在所有埠上，並具備充電功能。例如，如果有

兩個 USB 埠，一個埠可以把手機或者平板電腦連接到汽車主

機，而另一個埠既可以充電也可以上傳 / 下載資料。

另外，將集線器設計連接至所有主流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這

些系統可將手機或者平板電腦的圖形化使用者介面顯示在車輛

的螢幕上，與車內語音命令整合，同時還能對行動設備進行充

電，此外，也能讓手機上的輔助駕駛應用程式與汽車資訊娛樂

系統相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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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推出可擴充的 PXI

微波信號產生器

是德科技 (Keysight) 推出新款可擴充

的 PXIe 微波信號產生器，頻率覆蓋範

圍高達 44GHz、調變頻寬達 1GHz，可

產生用於新興 5G、航太與國防 DVT

應用的複雜波形。該產生器結合使用

獨特的 DDS 技術與 VCO 合成器，可

提供相位雜訊高效能。如結合基頻效

能，Keysight M9383A PXIe 信號產生

器可為 800MHz 寬的準 5G 波形提供

1% 的 EVM，以便精準掌握 5G 調變信

號效能。

工程師現在可以使用 Keysight Signal 

Studio 或 Keysight SystemVue 軟體，

為 PXIe 信號產生器提供符合 Verizon

準 5G 標準 (5GTF) 的波形和 5G 候選

波形，例如 8x 100 MHz OFDM 子載波

( 定電流 )。工程師也可使用該軟體，

為新興無線、5G 新無線電 (5G NR) 和

航太與國防應用，產生自訂的波形。

Keysight M9383A PXIe 向量信號產生

器可整合於是德科技 5G 測試平台參

考解決方案中，目前已廣為在 sub-6 

GHz、28GHz 和 39GHz 等不同頻段工

作的 5G 開發團隊所採用。

西門子 NX 在統一平台上為產品開發提供跨領域工具

兆鎂新全新 IC 3D 立體相機

系統即日上市

兆鎂新推出全新IC 3D立體相機系統，

提供了實用且運用靈活之 3D 立體視

覺解決方案，適於多元的機器視覺應

用；從影像擷取及校正至精准的深度

測量及視覺化，此款高精度及高靈活

度 3D 立體相機系統，將 3D 視覺軟體

及工業相機應用做出完美結合，提供

完整的 3D 影像解決方案。

透過人性化的介面設計，免費的 IC 

3D 軟體能有效地進行校準，易於適應

新的工作距離和測量物件，透過互動

式 3D 檢視儀，深度地圖及 3D 點雲便

可即刻顯現，校正資料及立體影像生

成結果可以輸入或輸出，以便後續使

用。另外，IC 3D 軟體開發套件的程

式介面易於與現有軟體快速地整合；

藉由 GPU 加速規則中使用的 NVIDIA 

CUDA，提供 GPU 加速獲取三維資料，

以達到 200 萬畫素即時影像呈現。

艾納康(ENERCON)為德國風機製造商，

更為全球第五大製造大廠。艾納康深

耕台灣 15 年，正式在台北成立亞太區

營運總部，以台灣為中心，向外拓展

亞洲業務版圖。

艾納康是台灣早期綠能產業的先驅者，

在台灣已建立 217 座風力機，發電總

產能達 440MW，佔全台風力發電的七

成，艾納康預見台灣在陸域風力市場

的潛力，未來將在台投資，創造更多

的就業機會給台灣在地科技人才，開

啟艾納康在亞洲風力發電產業的未來，

艾納康決議以台灣作為亞洲營運總部，

看準的不只是台灣的潛在市場，更希

望能夠真正落實台灣在綠能產業的發

展。

艾納康台灣總公司董事總經理黎森

(Bart Linssen) 表示，接下來將以台灣台

北作為擴展亞洲業務的基地，預計在

10 年之內打造採購、研發、販售、維

修、人員訓練等中心，將技術、商務

等領域的經驗整合，提供更完善的一

站式服務。

艾納康 2017 年
亞太區營運總部正式成立

西門子推出其 NX 軟體的最新版本，最新版 NX 軟體所提供的

下一代設計、模擬和製造解決方案可協助企業在端到端流程中

實現數位化雙胞胎的價值。

此最新版本透過緊密整合電氣系統、線束和 PCB 設計的

Mentor Graphics 的 Capital 與 Xpedition 產品組合，集電氣、機

械和控制系統於一身，從而成為目前市場上跨領域研發平台。

NX 最大程度可支援基於 RFLP（需求、功能、邏輯和物理）方

法的系統驅動產品開發工具，現可為電氣和機械領域提供邏輯

和實體層面之間的重要關聯。利用 Convergent Modeling 技術，

設計人員可將網格幾何體與精確幾何體進行結合，實現無縫協

同與建模。在此基礎之上，新版 NX 還結合了設計最佳化、先

進的幾何體創建、曲面建模和參數化設計等工具，實現衍生式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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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威爾 (Rockwell Automation) 宣

佈投資矽谷創新基金和共同創造團隊

The Hive，以進入由專注於將人工智

慧 (AI) 應用於工業自動化的創新者和

科技初創企業組成的生態系統。

洛克威爾自動化的目標包括透過共同

創造以解決客戶問題、加速創新，以

及尋找可彌補廠房與上級資訊系統之

間的落差以協助製造業客戶改善業務

績效的新興科技。

洛克威爾自動化企業發展資深副總裁

Elik Fooks 表示：「智慧製造需要利

用人工智慧等新型和顛覆性科技來創

建靈活、有效率、敏捷、安全的未來

工業化工廠和供應網路。人工智慧可

以協助製造商獲取資料、在實際背景

中加以分析，並據此採取行動。我們

將繼續與像 The Hive 這樣的創新企業

建立合作夥伴關係，進一步推動 The 

Connected Enterprise，此即我們的願

景—整合工廠和企業運作以實現前所

未有的工業生產力。」

位於加州帕洛阿爾托的 The Hive 公司

致力於尋找具有巨大發展潛力的人工

智慧新商機，並根據這些機會共同創

建、資助和啟動具有豐富營運和科技

支援的創業公司。

洛克威爾投資應用於

工業自動化 AI

東芝電子元件及儲存裝置株式會社

(TDSC) 推出一款採用小型 2.54SOP4 封

裝的新型光繼電器 TLP3145，該光繼

電器關閉狀態輸出端電壓達 200V，導

通電流為 0.4A。

該新 IC 採用最新的 U-MOS VIII MOSFET

溝槽製程製造，具備 200V 的關閉狀態

輸出端電壓和最高達 0.4A 的可控導通

電流。這使得 TLP3145 適用於取代採

用 100V AC 電路控制的 1A 機械繼電

器。採用尺寸更小且無需繼電器驅動

器的光繼電器取代機械繼電器，有助

於提高系統可靠性並為節省空間型設

計提供支援。

此外，TLP3145 額定工作溫度最高可

達攝氏 110 度，更易於在系統級散熱

設計中保證一定的溫度裕度。新型光

繼電器的應用層面包括工業設備 (PLC、

I/O 介面 )、建築自動化系統、半導體

測試器等領域。

TDSC 推出中壓、高容量、

小型封裝的光繼電器

Hitachi Vantara 推出智慧資料中心

Hitachi 全資子公司 Hitachi Vantara 在 NEXT 2017 大會上，發

表其對智慧資料中心的願景。Hitachi Vantara 的智慧資料中

心 (Smart Data Center) 結合基礎架構管理、預測分析與物聯網

(IoT) 的最新技術與方法，幫助客戶解決並管理複雜 IT 環境所

面臨的挑戰。Hitachi Vantara 視智慧資料中心解決方案為最佳

化資料中心所涵蓋的各方面 IT 作業、降低成本和管理風險及

更靈活因應業務變化的最終手段。

智慧資料中心解決方案將各個系統、資料中心與雲端的控制和

自動化流程集中管理，提高 IT 靈活性。智慧資料中心與傳統

IT 管理不同，前者透過預測分析工具、IoT 與處方式智慧化功

能，將做決策與獲得洞察力及準則的流程自動化。這些進階功

能會集中管理各資料中心的 IT 基礎架構，以進行配置等簡單

工作以及最佳化與自動復原等複雜作業。

Littelfuse 推出符合 AEC-Q101 標準的

高壓瞬態抑制二極體，專為保護敏感

汽車電路免受浪湧和靜電放電損壞。

具高達 600 瓦的峰值脈衝功耗和快速

回應能力，TPSMB 系列汽車用瞬態抑

制二極體可為電路設計師提供高壓單

元件電路保護解決方案。

無需串聯多個瞬態抑制二極體以提供

適當保護，TPSMB 系列簡化了印刷電

路板的設計，並能顯著提高可靠性。

單向和雙向型號的斷態電壓從 10V 至

550V不等，適合保護輸入/輸出介面、

VCC 匯流排和其他易損電路。

TPSMB 系列瞬態抑制二極體的典型應

用包括：汽車電子控制部件 (ECU)、

BCM/LIN 匯流排 /CAN 匯流排、汽車

感測器、車載娛樂系統、氙氣前大燈

點火器、HVAC 與轉換器 / 逆變器系統

中的 IGBT 有源箝位、電池管理系統

(BMS) 中的串聯電池保護。

Littelfuse 推出

高壓瞬態抑制二極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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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AN 推出最新 HPC、儲存伺服器平台
TYAN 日 前 於 美 國 科 羅 拉 多 州 丹 佛 城 的

Colorado Convention Center 舉辦的超級電腦

展 Supercomputing 2017 展覽期間，發表系列

HPC、雲端運算及儲存伺服器新款平台。

神雲科技泰安產品事業體副總經理許言聞指

出，TYAN 的 HPC 伺服器產品線是以 Intel 

Xeon Scalable Processors 為基礎，能加速密

集資料的處理及感知運算的負載，是專為高

性能運算、人工智慧及工程運算市場而設

計。TYAN 能協助 HPC 客戶增加靈活性，提

供多樣化的服務器和主板產品選擇，讓客戶

能夠構建自己的解決方案或立即部署所需設

備到現有的 IT 環境中。

研華公司為加速歐洲市場發展，積極

擴建位於荷蘭恩荷芬的歐洲服務中心，

並預計於 2018 年 1 月正式啟用。整座

建築除為智能建築外，還將成為研華

歐洲的物聯網與工業 4.0 實境展示場

地。

歐洲服務中心從建築自動化、智能會

議室、智能接待處、溫度及燈光調控、

環境的能源監測和控制，乃至為公司

同仁、貴賓所提供的智慧型監控管理

iSurveillance 及智慧點餐 iLunch 等服

務，都將採用最新的物聯網技術。而

在組裝產線上，也將全程導入智慧製

造執行系統 (iCTOS MES)，以智慧化功

能簡化從配套到預先配置、組裝、整

合和品質控管等產線操作流程。

此外，也期望所有來訪貴賓，能夠體

驗研華如何透過工業 4.0 戰情室的設

置，即時監控現場狀況，以協助我們

加速改善週期，且能更靈活地支援生

產，滿足不斷變動的需求。

研華擴建歐洲服務中心
以強化區域發展

太克推出新 5 系列
精巧型 MSO 示波器
Tektronix 推出適用於機器診斷和自動

測試 (ATE) 應用的 5 系列 MSO 精巧型

(Low Profile) 示波器。

奠基於 5 系列 MSO 混合訊號示波器和

FlexChannel 技術和 12 位元 ADC 等創

新技術的成功，全新的精巧型版本提

供了同級產品中最佳的通道密度、效

能和1GHz頻寬每通道低成本的組合。

除了全新精巧型機型，Tektronix 亦針

對航太和汽車市場，推出適用於 5 系

列 MSO 的一系列電源分析選配和序列

觸發 / 解碼解決方案。機架式示波器

常用於評估如高能物理 ( 脈衝電源 )、

軍事和政府武器測試和材料研究等應

用領域中的各種「機器設備」效能。

鼎新電腦攜手泰國在地夥伴新美資訊

公司結盟合作，擴大東南亞經營市場

拓增泰國版圖，日前於曼谷舉辦「前

進新南向智能製造導入案例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由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主辦，詹錫龍副總會長於致詞時分享

自身管理經驗：「泰國台商在轉型智

能化管理首要考量在地服務的資訊伙

伴」提出對鼎新深耕泰國的整體期待；

台商企業代表和慶電子張峰豪總經理

( 前泰國總商會總會長及亞總總會長 )，

同時也是鼎新在泰國的標竿客戶，致

詞時分享企業邁向智能化營運，首重

資訊通透即時，細節決定勝敗，因此

決策智能化與生產智慧化是和慶電子

關注的關鍵。

現場，近七十位台商企業代表報名參

加，在現場所有嘉賓的見證下，鼎新

電腦、新美資訊與致詞嘉賓，一同上

台啟動攜手合作宣誓儀式，以「深耕

泰國、凝聚台商、攜手同行」的精神

服務廣大台商企業伙伴。

鼎新攜手泰國新美資訊
擴大服務台商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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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款後五碼     匯款日期

戶名 遠播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 帳號 042-03-500039-3

信用卡

VISA

卡號

卡別

持卡人簽名

刷卡總金額 NT$ 元

有效期限 檢查碼(mm/yy) (必填/卡背末3碼)

(務必與信用卡簽名相符)

/

Master JCB 聯合信用卡

A. 訂閱 自 年 月

新訂戶一年12期 1800元 贈過期雜誌3本

續訂戶一年14期 1620元

新訂戶二年24期 3600元 贈過期雜誌6本

續訂戶二年28期 3240元 

雜誌掛號郵資： 一年250元 二年500元

B. 訂閱 自 年 月

新訂戶一年11期+年鑑 1800元 贈過期雜誌3本

續訂戶一年13期+年鑑 1620元 

新訂戶二年22期+年鑑 3600元 贈過期雜誌6本

續訂戶二年26期+年鑑 3240元 

雜誌掛號郵資： 一年250元

(12期) (11期+年鑑)

二年500元

港澳→航空掛號 $3350元

亞太地區→航空掛號 $3690元

歐美非→航空掛號 $3940元

C. 海外訂閱

一季 3期 270元 半年 6期  510元

一年12期960元 二年24期1800元

D. 數位版雜誌

廣告業務洽詢： (02) 2585-5526
分機 136 曾小姐 / 分機 129 翁小姐 / 分機 127 曾小姐

分機 137 林小姐 / 分機 343 黃小姐



技術特輯
變壓器/輸配電

P82 低壓配電設備基礎概論

P88 以明日的線路感測器技術因應今日可靠度挑戰

P91 防空專家MAX -

         強制導引飛航路徑於無人飛行載具安全系統實現

P99 馴服大自然的力量 -

         自動化系統為氣候風洞測試提供安全性

P102 雲端走向終結 -

         企業如何從中心向雲端邊緣的轉變獲益

P104 硬體機器身份識別保障智慧工廠安全

P107 在嵌入式Linux硬體上執行處理器迴圈模擬































































廣告索引。

FLIR Systems Co., Ltd.封面裡

巨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封底裡

立翔機電工業有限公司

開利普科技工業有限公司

欣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固大電機有限公司

盈正豫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華懋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1

03

05

07

12-13

聲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3

封底

STMicroelectronics39

三尹實業有限公司

台灣羅德史瓦茲有限公司

擎罡實業有限公司

司麥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捷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健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捷寶實業有限公司

61

65

67

模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泰菱有限公司

69

71

47

49

43

57

技術特輯

邀稿
《智動化 SmartAuto》雜誌以專業角度深入探討

自動化產業的技術進展與應用趨勢，並加入觀

點剖析與業界動態，讓讀者快速掌握自動化與

智慧化產業的全貌，並以網路與平面雙重平台

提供詳實的產業訊息，為兼具深度與廣度的自

動化專業媒體。涵蓋範圍包括自動化控制系統

、PLC控制器、變頻器、PC Based、PAC控制器

、工控網路、感測技術、機器視覺、IPC Form 

Factor、SCADA、HMI、運動控制、自動化整合

技術、UPS、數位安全監控、量測自動化、電力

監控、嵌入式系統、物聯網、智慧城市、智慧

建築、智慧醫療、智慧交通、智慧農業、POS、

數位看板、環境監控等。

投稿格式：

請以 Microscoft Office Word 編排的電子檔為主（請附上原始圖片及表格）

稿件以 e-mail 至遠播資訊編輯部，賜稿請註明姓名與聯絡電話。

＊註：若您希望配合某月主題刊登，請於投稿時註明，並請於當期主題前二

個月投稿以便進行編排作業。

來稿請寄：E-mail：fuhsia@ctimes.com.tw
遠播資訊 / TEL：02-2585-5526 ext.333  / 陳小姐

月份 　技術特輯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月 
11月 
12月 

智慧交通

自動化零配件(工具機) 

變壓器

馬達控制

模具

2017精選

冷凍空調

電力監控

嵌入式設計

感測技術

2018邀稿專題

＊註：2018年技術特輯專題內容若有更動，將在
          本雜誌進行更正說明。

昱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3

士林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27



1. 採用最新Cluster觀念，架構可大可小，可分散可集中。

2. 獨創萬能製程分析圖(Process Analyst)，歷史和即時曲線，警報曲線可同頁面顯示分析。

3. 最早具備完整Redundant功能的SCADA圖控，保證不當機，是您工作站的首選。

4. 為世界知名Open System圖控，支援多種系統整合介面，讓您輕鬆整合各種軟體系統。

5. 巨勳科技擁有20年系統整合經驗，能提供周全的專案技術支援服務，電話服務，遠端支援

   和完善的教育訓練。

104台北市復興北路290號4樓之3
Tel:02-2516-6537  Fax:02-2516-6536
E-mail:anfa@seed.net.tw
http://www.citect.com.tw巨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itect 台灣總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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