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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

这是中国打造制造强国的第一个十年的计划，首次

明确提出了中国传统制造业升级的方向，工业4.0=

互联网+制造业，降低产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催

生出消费者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工业4.0为中国的

制造业提出了新的使命，拥抱工业4.0也成为研华

推动中国制造升级的重要目标。

工业4.0落地，关键在于改善制造流程，解决

生产过程中数据孤岛的难题，因此，研华联合产

业伙伴共同成立的WA+物联产业应用联盟（以下

简称“WA+联盟”），即以WebAccess开放式平

台为核心，对外邀请不同行业系统集成商成为合

作伙伴，跨界合作；对内整合了HMI/SCADA智能

图控软件、IVS智能影像管理平台，IMM互动多媒

体管理平台及NMS智能网络管理软件，同时连接

云端平台，以进行大量数据、影像和语音的分析

与管理，提供产业伙伴关键决策信息。

“智能制造给自动化提出了使命，信息采集

和控制被有效整合起来，数据必须与上层云端有

效地整合，制造、技术、产品、模式、业态、组

织等方面都将有着不同的创新，生产过程将更加

柔性化、个性化、定制化。在这其中，如何实现

智能化是关键。”研华工业自动化事业群大中华

区总经理蔡奇男指出。

目前，WA+联盟在大中华区域已经超过80家

物联网应用联盟伙伴，积极发展WA+联盟，是研

华推动中国制造业升级的重要路径。作为WA+联

盟合作伙伴之一，中国移动加入WA+物联产业应

用联盟后，为信息传输环节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独立的工业级SIM卡加入远程通信模块的方式，保

障了联盟伙伴的数据传输安全。而中国移动也通

过WA+联盟介入产业链上下游直接面对客户，辅

助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拓展物联网商机。

WA+联盟中的另一位伙伴，大连九鹏在自

动化和信息化领域浸淫了十多年之久，在系统控

制、过程控制、信息化管理等领域已经形成了丰

富的综合设计、开发和集成经验，利用WebAc-

cess充当各种两化融合系统解决方案之中，在传

统自动化、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的基础上延伸出

平台服务。

事实上,除了在工业应用领域的WebAccess

开放式软件平台，为了帮助更多垂直行业的传统

企业与云端连接，本期的MyAdvantech还将关注

物联网为产业发展转型带来的新生机，研华推出

WISE-PaaS平台来协助客户实现跨设备、跨硬件

的数据、信息交流，以及不同软件与作业平台的

整合，实现传统企业抓住物联网产业价值。

Viewpoint观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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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产业生态圈，
助力中国制造业升级



研华与微软共建物联网开放平台 加速产业服务落地

灵活扩展模块满足快速客制化需求
——研华最新丰富I/O嵌入式工控机ARK-2121

研华科技全新推出嵌入式无风扇工控机ARK-2121，坚固紧凑，支持

Intel® Celeron J1900 2.0GHz 四核处理器。ARK-2121系列相比于采

用Intel® D2550平台的上一代机型性能提升3倍，支持宽温-20~70℃

，适用于交通控制系统、智能自助停车系统、路旁数字显示系统等在

严苛室外环境作业的系统应用。

研华打造物联网智能终端ADAM-3600

ADAM-3600是一款专为远程物联网应用打造，对下实现本地I/O与4槽

I/O灵活扩展；对上支持有线/无线通讯传输，集运算、通讯与I/O控制于

一体，既可广泛应用于严苛户外环境，亦可安装于控制机柜。

研华全新工业计算机控制平台APAX-5580 研华携零售智能方案，赢业者瞩目与青睐

2015年11月5-7日，研华参加第十七届中国零售业博览会(CHINA SHOP)

，所展示的智能影像分析、互动多媒体解决方案，贴合零售业智慧化变革

的现状所需，吸引了众多专业观众的驻足参观。研华智能零售致力成为门

店智能化推手，驱动门店再造零售价值。

研华工业计算机控制平台APAX-5580可覆盖全部现场总线，支持实时多

任务处理，轻松实现多种设备&控制系统与企业生产信息化管理系统MES

及ERP系统的快速整合，为企业决策与经营管理提供透明的数据分析，推

进智能制造全面升级。

研华推出两端口EtherCAT通用型PCI主站卡
——PCI-1203

PCI-1203是一款2端口EtherCAT通用型PCI主站卡，结合完整软

硬体功能的EtherCAT控制发展平台，适用于所有PC架构的工业自

动化应用。支援一组Motion主站及一组IO控制主站，可自动执行

EtherCAT通讯协定堆叠。PCI-1203具备4通道隔离式数字输出及

8通道隔离式数字输入，可处理高速I/O需求。此外，PCI-1203为

具备高度弹性、即时性和精准控制性能的EtherCAT主站控制系统

。支援"Common Motion API"，提供易于使用的程式范例，减少

专案开发时间，同时快速完成各式设定和诊断功能。

Autumn 2015  No.33News & Events 活动&资讯

为加速物联网产业发展，研华科技与微软共同打造物联网开放平台－WISE-PaaS物联

网软件平台服务。此平台结合研华的物联网软件方案及微软的Azure云端服务，以一条

龙服务概念针对不同产业提出SRP(Solution Ready Package)应用服务方案，降低客户

进入物联网产业之门坎，并进一步协助系统整合商快速建构物联网服务。

2015研华嵌入式系统整机培训活动圆满落幕

2015年10月20日和23日，研华嵌入式系列整机之设计要素培训在深圳和上海成功举

办,活动共吸引了超过150名业内人士参与其中。研华资深研发主管作为讲师在现场

分享了研华在系统机构，散热设计，抗震处理，EMC整改等方面的案例与经验，并

且针对来宾提出的问题进行了一对一作答讲解。

小型HEVC流编码器将低带宽优势应用于
便携式摄像设备

研华科技推出小型HEVC全高清视频流解决方案HVC-6300。该款产品

可通过SDI或HDMI接口直接连接视频源，并对现场视频进行编码、储存,

以及经由3G/4G/LTE/Wi-Fi网络传输至转播车、广播站或上传至服务器

级云环境，适用于体育赛事及电子新闻采集、远程医疗以及远程视频监

控的现场视频流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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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 Partnership成就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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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规划和智能制造路线落地实施过程中，将对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创新驱动模式构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物联网（ IoT）如今借助这一契机，真正从概念宣贯和

单项技术应用逐步走向全体系通道建设，可以预知的是，这

一过程必将异常艰难。早在一年前，研华科技和中国移动物

联网有限公司签署了“研华WebAccess+ 物联产业应用联盟

合作协议”( 以下简称 WA+ 物联产业应用联盟 )，双方就物

联网和智慧城市领域的技术方案、产品、应用达成了战略合

作关系，这成为物联网产业合作共赢的典范之举。

研华科技在物联网产业化上苦心孤诣、经营良久，支

撑研华科技的不仅是深厚的技术背景和配套的产品体系，

还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和胆识魄力，更有振兴中华民族品

牌的凌云壮志。研华于2012年成立WebAccess+ 物联应用

联盟，在内整合 HMI/SCADA 智能图控软件、 IVS 智能影像

管理平台、IMM 互动多媒体管理平台及NMS 智能网络管理

软件；对外，与各行业的系统整合商 (System Integrator, SI)

异业结盟，希望利用研华WebAccess 开放式平台与硬设备

终端，结合 SI 在垂直产业的应用软件与服务经验，共同发

展创新的SRP（Solution Ready Package；产业应用解决方

案）服务模式。

当中国移动加入WA+ 物联产业应用联盟后，为信息传

输环节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独立的工业级SIM 卡加入远程通

信模块的方式保证了数据传输的安全性。研华将标识、感

知到信息传送、处理以及应用连结成完整链条，物联网应

用方案日臻完善。中移动物联网有限公司高级技术总监肖

青介绍：“中国移动的物联网专网、专用通信模组和处理

器模组、二次开发物联网开放平台三大产品+ 智能硬件产品

/ 行业解决方案构成了中国移动目前为物联网提供的产品体

系。产品及解决方案面向终端客户提供，涵盖车联网、市政

管理、能源、交通、物流各个行业，目前已积累1300万用

户。”据了解，设立于重庆的中国移动的物联网中心已成立

了三年的时间，一直在积极探索多方合作模式。

对于和研华的合作，肖青肯定了研华作为物联网企业

的专业特质 :“研华是全球范围最早一批转型物联网的跨国

企业，经验丰富；其次，研华与中国移动在业务上能够达到

优势互补，实现了强强联合；第三，研华属于大中华

企业，双方文化接近，沟通顺畅。”经过充分的考察

和商讨，双方的合作具有相当坚实的基础条件。

目前中国移动在物联网的业务拓展，主要通过与

系统集成商、项目承包方合作，协同制定方案。截止

到2015年底，中国移动的物联网连接数预计超过6000

万，其中业务中市政管理占比30%，交通为20-30%，

金融行业和可穿戴领域各有10% 的比例。工业应用主

要是以通讯为主，目前总量不大，比例也不高。然而

对于未来工业领域的应用前景，肖青却充满了信心：

“工业4.0趋势下，联网和低成本部署都是必然趋势，

一套系统服务规模用户的方式才能实现更好的效益。

我们也看到，未来各个领域的交叉会越来越多，工业

物联网必定有爆发式增长。”

蓝海的开辟往往需要破冰前行，任何合作都需要

精心磨合。肖青坦言：“理念和商业模式的改变最为

艰难，我们建议研华WebAccess 能够在架构上进行创

新，能够承担多用户规模使用。目前来看，制造型企

业往往是通过解决方案的交互实现单个项目的推进；

而通讯运营商则是希望通过建设标准化的平台，帮助

客户将所有用户都连接导入。双方统一步调还需要一

个过程。”对于合作模式创新，中国移动将介入产业

链上下游直接面对客户，辅助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更

好地将客户带动起来。同样的思路，研华已经在实施

中，研华推出 WISE-PaaS，结合伙伴联盟方案 WISE-

PaaS Alliance，协助客户在最短的时间内组建属于自

己的物联网架构和大数据分析应用。在实践中，整体

的复杂程度远超乎想象，众多的终端设备连接在一

起，大量数据的采集、传输和云端系统的整合、安全

保护，以及与商务模式的契合都将成为难题，这也是

研华WISE-PaaS 平台服务的责任、目标所在。

物联网产业方兴未艾，应从顶层设计出发，在标

准的构建、接口设立和弹性模块等方面综合考虑，共

同搭建一个开放的标准化平台。将互联网传统的“自

上而下”的重应用思维与制造型企业“自下而上”终

端设备为起点的方式深度融合，营造出物物相连的智

能环境，还需要多方协同。“依据不同行业的不同标

准，设置跨行业、跨系统的更为丰富的功能模块，提

供科学分类的云平台，搭建便于全球客户组合和创新

的平台，将成为高效的创新服务模式。”肖青这样预

测到。创建值得期待的未来，需要一批勇于探索的拓

荒者。

8

M
yA

d
va

n
te

c
h

文 | 朱信旭 
图 | 中移动物联网有限公司
专访 | 中移动物联网有限公司高级技术总监肖青

协同共进，为产业物联网拓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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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华科技和中国移动物联网有限公司签署了“研华WebAccess+ 物联产业应用联盟合作协议”，双方就物联网

和智慧城市领域的技术方案、产品、应用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这成为物联网产业合作共赢的典范之举。

中国移动物联网业务布局



11

M
yA

d
va

n
te

c
h

特别策划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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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4.0趋势下，
信息技术如何推动制造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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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物联网在几年前初兴起的时候，可能没有几个人

会想到，这个产业所爆发出的能量是如此巨大。

据有关统计，2015年整个中国物联网整体市场规模已

经达到了7500亿元人民币之巨！

“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但想要在其中站稳脚跟，

必须要有深刻的认识，做好充足的准备。”研华工业自

动化事业群大中华区总经理蔡奇男表示，实际上在工业

领域，物联网与“工业4.0”、“中国制造2025”所要

实现的目的并不矛盾，那就是智能制造。

要在崭新的物联网时代准确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并不容易。而当研华带领一批做系统集成业务的合作伙

伴共同成立WebAccess+ 物联网应用联盟（下称“WA+

联盟”）时，事实上这一批系统集成商已经找到了未来

发展的最好的可预见途径。据蔡奇男介绍：“WA+ 联

盟是为了推动物联网更好的应用而成立的厂商联合组

织。为了更快速、更广范围地推进物联网应用，研华以

WebAccess 开放式平台为核心，对外邀请系统整合商成

为合作伙伴，对内整合SCADA、IVS、IMM、NMS 等物

联网应用软件，针对不同产业打造专属解决方案。”在

这个联盟里，成员们可以互通有无，通过相互之间的分

工业4.0给自动化提出了新使命，要实现制造智能化，信息采集和控制要有效整合起来，数据与上层云端有效地整
合，生产过程将更加的柔性化、个性化、定制化。

文 | 朱信旭 、沐可
图 | 研华科技提供
专访 | 研华工业自动化事业群大中华区总经理蔡奇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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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Cover Story

享、借鉴、合作、互补，最终达成共同携手扩大物联产业应用

的目的。

4.0始于物联

2011年，研华已开始整合旗下的工业自动化业务，布局

方兴未艾的物联网的产业，并根据自身的特点，提出了“生

产制造物联网”的概念。但或许连蔡奇男这个最初的主要推

动者都没有想到，他们尝试走出的道路以后会成为主流，并

最终在某种意义上与几年后的另一个概念“工业4.0”有了深

层次的融合。

工业4.0的定义是这样的：利用物联信息系统将生产中的

供应、制造、销售信息数据化、智慧化，最后达到快速、有

效、个人化的产品供应。

显然，工业4.0的发展要建立在物联网的基础架构之上。

“传统的工业自动化与新兴的物联网结合，会发挥出难

以想象的巨大能量，许多以前无法解决的工业难题都迎刃而

解。”蔡奇男说，这更加深了研华发展物联网的决心。

“无论是生产制造物联网，还是‘工业4.0’，最终指向

的其实就是智能制造。”蔡奇男认为，工业4.0的基础需要建

立在设备联网、数据采集以及整合分析上。这需要依靠工业

自动化+ 物联网才能够实现的。

为此，研华在过去的几年里积极构建WebAccess+物联网应

用软件解决方案平台，并整合了HMI/SCADA 智能图控软件、

IVS 智能影像管理平台、IMM 互动多媒体管理平台及NMS 智

能网络管理软件，同时链接云端平台，以进行大量数据、影

像和语音的分析与管理，藉此提供产业伙伴关键讯息便于日

后决策。

在增强技术实力的同时，WA+ 联盟的成立显然促使工作

朝着实质性地方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是由市场来驱动

决定的。”蔡奇男表示，智慧城市、智慧工厂预示着制造业

的未来，而实现智能制造的架构决定于物联网层面的感知、

传递、运算、分析，所以说整个生产制造物联网的精神就是

来自于物联网重要的核心精神。

“智能制造也给自动化提出了使命，信息采集和控制

被有效整合起来，数据必须与上层云端有效地整合，制造技

术、产品、模式、业态、组织等方面都将有着不同的创新，

生产过程将更加的柔性化、个性化、定制化。在这其中，如

何实现智能化是关键。而研华与其合作伙伴将一起帮助用户

实现机器的智能化、连接网络，转换协议，实现数据的整合

分析。”蔡奇男说，“对于工业产业的未来，物联网与工业

4.0其实是在同一条路上。而实现最终目标的关键是我们要真

正地做到协同合作。”

跨界整合

“与来自各行各业的系统集成商在联盟中为核心支点，

凭借各自在相关垂直产业的工程技术优势与服务经验，形成

共同发展物联网创新的产业应用解决方案服务模式，从而满

足各产业的物联网应用需求。”蔡奇男在分析WA+ 联盟运作

模式时指出，物联网已经形成了全面感知、可靠传递、智慧

分析的架构，在这个架构之下应用于产业必须要有一个跨界

融合。但这样的跨界融合仅仅依靠一两家物联网企业是无法

实现的，尤其在产业需求方面，单纯地物联网企业是无法真

正了解的。“研华公司无论是在 IT 领域，还是工业自动化方

面都已深耕多年，具有搭建跨界整合平台的天然优势。”

“ WA+ 联盟的成立就是为了实现这种跨界整合，为致

力于实现各种实际工程应用的系统集成商将物联网技术在各

个行业落地而对接搭建的融合平台。”蔡奇男介绍说，目前

WA+ 联盟在大中华地区已经有超过80 家物联网应用的联盟

伙伴，虽然企业规模大小不一，但他们更加的专注于垂直行

业，如化工、能源、环保、工厂自动化，乃至新型农业等，

基本已经涵盖了工业的各个领域。“自联盟成立以来，每一

年我们都会组织探讨发展的峰会，以求所有的合作伙伴共同

进步。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地扩展，希望有更多的菁英加入我

们的大家庭来。”

ＷＡ＋联盟助力工业４.０落地

虽然WA+ 联盟在纵深行业、市场布局、技术水准上面都

有很深的造诣，但WA+ 联盟的发展真正有了质的飞跃，则源

于中国移动等大型企业的加盟，

蔡奇男说，从WA+ 联盟成立开始，研华作为首倡者，就

十分关注联盟成员的需求和变化。“我们发现WA+ 联盟的合

作伙伴在具体项目的实施中遇到远程通信阻碍的案例很多，

这让我们萌生了请中国移动加入的想法。”蔡奇男介绍，当

研华与中国移动接触后才发现，双方有着共同的目标，中国

移动物联网公司也在寻找如研华这样一家能够有核心产品、

对物联网和工业自动化均有较高的水准，并能嫁接行业的企

业，以期推动中国移动物联网战略的快速发展。

很快，研华和中国移动物联网有限公司就未来在物联网

和智慧城市领域的技术方案、产品、应用达成了战略合作关

系，共同打造中国物联产业最佳应用平台。

“信息传输是物联网中十分关键的一环。中国移动加入

WA+ 联盟，可为WA+ 联盟成员提供远程通讯服务，构建完善

的物联网应用方案。在研华远程通信模块加入中国移动的工

业级SIM 卡，将使得数据的传输更安全可靠，为WA+ 联盟伙

伴提供更贴切的服务和技术方案。”蔡奇男说。

利他共赢

其实， WA+ 联盟的成立不仅促进了研华公司产品和技术

在行业应用中的深度和广度，系统集成商也能够通过研华的

品牌、产品、渠道强化自己的应用。

蔡奇男介绍说，WA+ 联盟中大部分成员均为技术型公

司，他们更专注于产业解决方案。而研华公司良好的品牌知

名度，以及丰富的营销经验对系统集成商无疑是很好的补

充。WA+ 联盟自成立以来的一系列运作也证明了这是一个双

赢的选择。研华的产品、营销与集成商丰富的方案实施经验

形成了很好的互补，形成了“1+1大于2” 的良好局面。

而除了与系统集成商合作伙伴结盟外，研华还对内将工

业计算机、传感器、网络通讯、云端运算等软硬件产品进行

了有效的整合，并建设了WebAccess+ 物联网产业应用开放

式平台，使得针对不同产业所打造的专属解决方案能够发挥

出更大的效应。

蔡奇男说，其实 WA+ 联盟中的企业大都有这样或那样

的独到之处，但系统集成商多善于工程执行，不善于市场营

销，很多非常成功的应用不能被行业快速地了解并推广。研

华的职责就是尽能力帮助其成长，最终形成双方的共赢。

作为一家工业自动化+ 物联网的全面整合制造商，研华

对未来物联网的布局业已形成。在产品上，研华已经构建了

WebAccess 这一卓越的物联网开放式平台，其可以实现各种控

制器和采集设备协议的转换，同时可以实现数据与ERP 系统的

对接，是一个关键性的枢纽。而WA+ 联盟无疑将这一作用很好

地扩大，系统集成商的加入不仅在技术上实现了与产业的深度

对接，更使产业链愈加的完整。相信在未来工业4.0时代赢得

更多的商机。

研华智能设备与信息整合助力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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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Story精选案例

工业4.0 时代下的数字工厂与传统工厂的区别在哪里？在

研华工业自动化计算机事业群副总经理黄瑞南看来，数

字工厂是让整合工厂与设备都具备连网的能力，之后再将所有

设备和生产讯息连接到云端，打造出一个全厂整合、信息互联

网的智能工厂。

传统电镀行业强酸、强碱、高温的危险作业环境，极易

使现场的工作人员造成身体的损伤，这一直是传统电镀行业的

痛点。通过设备之间的智能互联、云端管理，电镀厂的工程师

不再亲临现场，而是在电脑屏幕前远程监控设备的运营状态、

生产的数量、酸碱盐的配比。

在2014 年年底，泰州电镀厂首次使用研华科技的物联网

无线解决方案，经过5 个多月的试运用，不仅在安装速度上提

升了几十倍，更大大提升了设备和系统的安全性能。泰州电镀

厂，可以说是物联网无线解决方案受惠者之一。

电镀行业安全亟需升级

电镀是制造业的基础工艺之一，由于电镀加工所特有的

技术经济优势，不仅很难被完全取代，而且在电子、钢铁等

领域还不断有新的突破。改革开放以后，电镀工业进入快速

发展期，大批境外厂家进入中国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经

济发达、交通便捷的地区，其基础工艺提供方电镀企业也随之

涌进。虽然近两年来我国工业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电镀行

业仍然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然而，电镀行业高速发展的背后却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作别有线时代，
泰州电镀厂的“云”体验
电镀生产作业中会散发出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对作业人员的安全产生威胁。楠迪为泰州电镀厂引入“无线”解决
方案，构建工厂“云平台”。

文｜张丽莹
图｜研华科技
专访｜昆山楠迪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技术副董 韩佳霖

“电镀生产中需要大量使用强酸、强碱、盐类和有机溶剂等化学药品，在

作业过程中散发出大量有毒有害气体。”负责泰州电

镀厂升级改造项目的昆山楠迪科技技术副董韩佳霖说，对工厂的物联

网升级成为重要一环。

以电镀厂车间药槽监控举例，传统电镀厂大都采用有线连接对数据进

行传输。

前期建设阶段，施工团队需完成布线作业后，才能开展后续工作。由于

药水具有腐蚀性，且电镀设备运转会产生信号干扰，经过长时间使用后，线

路会有磨损并影响通信信号，使得药水生产浓度比例失调，轻则导致产品报

废，重则发生燃烧爆炸等生产事故。这时，就需要工作人员定期查看药槽的

药水混合比例。

“ 若安全管理工作做得不好，极易发生中毒、灼伤，对作业人员安全

产生威胁。”韩佳霖说，

此外，电镀车间工作场地潮湿，设备易受腐蚀，导致触电事故。线路

出现故障，维护不便，

延误工厂正常生产，电镀行业安全亟待升级。

“ 云” 平台智能化服务

种种考量之下，楠迪技术团队选择用更加安全有效的无线解决方案

替代原来的有线连接，以避免化学腐蚀。“电镀厂改造对无线设备的稳定

性、可靠性和耐用性要求比较高。”董韩

佳霖说，稳定性最为重要，其次设备要易维护。

在对比同类无线设备后，楠迪技术团队决定采用研华科技的物联网

无线解决方案。该方案包括1 个WISE- 3301WPAN 控制箱和35 套WISE-

1020WPAN 传感器节点，组建成一个高可靠性的无线传感器网络；将研华

嵌入式PC 箱作为一个局域控制中心，通过内置的远程物联网软件进行数

据采集，可实时对车间药槽、净水与药水配制槽、电镀车间等进行监控管

理。

其中，WISE-3301 WPAN 控制箱可提供多达100 个无线物联网节点

的控制和管理。WISE-1020 WPAN 传感器节点具有UART 及AI、DI 多个接

口，可结合不同类型传感器板；产品采用ARM Cortex-M3 MCU 技术，提

供Mesh 网络集中式动态网络管理能力，网络可靠性达到99.999%。这两

款产品皆适应零下40℃至零上85℃的作业环境。

整套方案只需2 名工程师花1 天半的时间就能完成全部安装，与按月

计算的有线铺设用时相比，提速几十倍。在安全性上，12 道加密信道需要

4 台物联网云端电脑花3 周时间才能破解。

同时，基于所有研华硬件设备自带的SUSIAccess 远程监控软件，昆

山楠迪科技介入自己的Web 系统，构建整个工厂的“云平台”系统。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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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15”
Baytrail

产品亮点
‧独特T型架构，可调式第二显示屏

‧内建钞票检测模块

‧BayTrail J1900平台和无风扇设计

‧多样化I/O接口支持多元应用

‧支持总部远程管理

Intel Bay Trail J1900 无风扇 全平面 IP65防水等级 15"显示屏

智能结账终端  专为零售及服务型门店设计
UPOS-315，一款无边框、无风扇设计POS终端，高效的计算性能、多样化外围设备及I/O接口，

搭载顾客行为等大数据分析，提升运营效益，提供快捷购物体验，成就理想的POS解决方案。

研华智能零售

咨询热线：021-56510068

采购商城：www.ushop-iotmart.com.cnwww.advantech.com.cn/retail

统电镀厂工程师要亲临现场检查设备运营状况、生产数

量以及原料之间的配比不同，现在，工程师可以远程实

时监控生产过程，通过数据反馈来判断设备运营状态。

“ 通过SUSIAccess 远端管理平台，工厂的设备被

串联起来集中管理，工程师可以远程监控设备的运作状

况，进行异常的诊断；另一方面，SUSIAccess 可以介入

我们研华自己的Web 系统，实时传输生产数据，我们再

根据数据了解生产的状态，优化生产。” 昆山楠迪科技

孟科说。

与同类无线设备相比，研华智慧物联网解决方案更

加智能之处在于，设备能自主建立空中信道，工厂若遭

遇停断电，设备会自动寻找建立新的信道，无需工程师

再对每个传感器节点进行重新设定。对此，泰州电镀厂

已有实际验证。若某个传感器节点发生故障，临近节点

会自动替位建立新的信道，工厂只需替换故障设备。

“无线替代有线，必须突破有线固有优势。”研华

嵌入式软件方案设计经理林颖龙说，研华致力提供一个

具有稳定性、易装性、安全性、智能化、节能的无线通

讯平台。韩佳霖对研华智能互联网产品及解决方案前景

十分看好。“就目前来讲，无线设备在电镀行业的应用

只是一个创新性的开端。”韩佳霖表示，后期，他

们将在冲压、打磨、水下养殖等行业进行推广。

Application Story精选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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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构建空气污染动态地图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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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室内空气品质对健康的重要，在法规还未公告列管之前，员林基督教医院与卫生福利部双和医院开始自
主管理，通过研华解决方案连续侦测室内空气污染源，并加以改善为民众提供一个安心健康的就医环境。

文 | 林珑
图 | 黄冠儒
专访 | 彰化基督教医院体系公务部主任 赖锦传 、瀚平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光平

过敏是现代人常见的疾病之一，美美也是其中之一，但

奇怪的是，自从她辞去诊所护理工作改到医院门诊部

服务后，长年的过敏症状竟然渐渐改善了，每逢季节变迁也

不再一直打喷涕，这天美美遇到工务部同事，闲聊后才知道

在她就职前，医院导入了一套空气质量管理系统，有效控管

空气中的污染源，当引起过敏的污染变少，身体自然就会好

转。其实，像美美这样在一个安全健康的环境下工作，已经

不是企业的倡导口号，而是员林基督教医院与双和医院的真

实场景。

员林基督教医院：建构可视化空气污染地图

定位在国际化医疗机构的彰化基督教医院，对于院内各

项设备与管理标准皆高于同业，也因此早在十几年前 [ 室内空

气质量管理法 ] 还未上路前，彰基便已经在院内推行空气质量

管理，同时在今年七月才启用的员林基督教医院，扩大室内

空气质量管理范围，全院从地下1楼到9 楼的各个柜台、领药

区、门诊、病房…等区域皆建置二氧化碳自动侦测点，并搭

配图像化显示接口，让所有来到医院的访客、病患与医护人

员都能随时掌握自身所处环境的空气质量。

回想起十年前导入室内空气质量管理的过程，彰化基督

教医院体系工务部主任赖锦传笑着说：“其实一开始是为了

节能，没想到因为这样反而了解到室内空气质量管理的重要

性”。当时工务部为了落实节能目标而四处搜集信息，进而

得知劳工安全卫生法设有与室内空气品质相关规范，再加上

病态大楼症候群的盛行，为了降低环境对员工与病患身

体健康的影响，在高层管理者的支持下，彰基开始进行

自主管理。

但当时台湾的政治社会环境对于室内空气质量没有

要求、也没有任何管理规范，因此彰基只能自行摸索，

采取最基本人工量测和记录的方式，也就是由工务部同

仁手持量测仪器，每季进行一次定点量测，量测地点以

和病人相关的室内空间，如：病房、门诊室，与比较高

风险区域，也就是人员常时所在通风换气较差的办公空

间为主，如：地下室、靠近停车场的办公室…等，量测

对象为室内环境的温度、湿度、风速、二氧化碳与噪

音；至于空气中的病菌或细菌，则由感染控制室做检测

与管控。

赖锦传表示，每一季量测结果都会和上一季或院内

自订的标准值做比较，倘若空气质量变差就予以改善，

像是检视空调设备是否需要维护，有时可能是因为运作

效率能不好、换气效果不佳，才会导致空气质量变差；

或强化气密设计、隔离污染源；或增加抽风通风设备、

将不好的空气排出。

不过，人工量测难免会遇到以下几个问题，例如：

无法实时呈现量测数据、无法真实反应现况，“室内

空气质量与人员进出有关，工务部去量测的时间，可能

是那个单位人最少的时候，所以量测出来的数值都在标

准值以内，但该单位的工作人员却一直觉得空气质量很

差”。赖锦传说。

因此在新成立的员林基督教医院，彰基导入研华

WebAccess+IAQ 室内空气质量侦测平台，不仅可以连续

侦测室内二氧化碳浓度，还能实时显示目前的室内空气

质量，未来这套系统还会整合连动空调系统，让节能与

室内空气质量达到优化管理。

赖锦传表示，彰基希望将建构一张可视化空气污染

地图，在公播系统画面上可以看到全院所有监测点的资

讯，不会只是单一监测点，而研华不仅能整合所有监测

点的讯息，还可以将这些讯息透明、具体且友善地呈现

出来，让所有来到医院的员工、病患、家属与访客，都

能了解自身所处环境是否安全，以提供人员一个友善且

健康的室内空气质量环境。

双和医院：由人工到系统自主管理室内空气质量

成立于2008 年的卫生福利部双和医院，为新北市

规模最大的医院，随着室内空气质量管理法的上路，双

和医院虽然不是法规第一批列管对象，仍积极进行自主

管理，并于今年六月导入研华WebAccess+ IAQ 室内空

气质量管理系统，在研华与合作伙伴瀚平的工程团队及

专业服务支持下，仅仅一个月时间就完成系统导入作

业，让到院民众与员工能够享受一个卫生健康的环境。

负责导入工程的瀚平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光平表

示，双和医院在第一和第二医疗大楼共建置11 个监测

点，并在两栋大楼的大厅入门处设置独立公播面板，透

过3D 导览图来显示各楼层的空气质量信息，方便到院

民众掌握所要前往区域的空气质量，另外在各楼层的批

价挂号柜台、各科门诊与领药区的公播电视上方，也会

实时显示目前室内二氧化碳、 PM10、与甲醛的状况。

陈光平进一步指出，原本双和医院的规划是采购

监测仪器，也就是人工巡检监测的设备，但在考虑到人

力、系统未来扩充性、法规遵循及室内空气质量改善成

效等多项因素后，最终决定导入研华与瀚平的整体解决

方案，由系统负责进行连续监测并记录监测数值，管理

者则可在后台管理计算机观看相关数据或报表。

如此不仅能取代巡查检验的人力物力，让医院更

容易维护院内空气质量，降低交叉感染机率，未来还能

将相关信息如：多点仪器编号、系统架构、空气质量管

理系统数据库…等，并入室内空气质量维护管理计划书

中，以便主管机关查核。

此外，透过系统进行连续监测还有一个效益就是

这些长期且等时间累积的室内空气监测数值，只要经过

分析比对就能找出室内空气质量不良的区域并加以改

善，如果改善后空气质量没有显著提升的话，可以再视

污染物种类决定如何做进一步调整，像是透过空调系统

换气去稀释二氧化碳浓度、增加过滤或吸附PM10的设

备。未来，双和医院的计划就是在现有空气质量管理系

统下，增加“进阶智能连动”功能并结合云端平台，当

室内的二氧化碳、甲烷或PM10的含量超过系统设定值

时，就自动启动空调换气系统派送新鲜空气，保持院内

干净空气的流通，在无形之中为民众健康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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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公司规模还不大，还是踏踏实实做些事情比较

好，把事情做得再好一些，再完美一些。”大连久鹏

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鹏电子）总经理高连鹏

总是难掩低调和务实之情。

坚持两个技术核心

自成立之初，久鹏电子的主营业务就围绕着两个核心

技术，一个是自动化，即控制技术。另一个是信息化，公

司致力于将信息化有机融合到工业生产和自动化中。正是

因为这一前瞻性的发展战略，在物联网发展日趋务实，两

化融合要求深入推进的今天，久鹏电子拥有了得天独厚的

优势——比其他自动化公司更懂网络互联，比一些信息化

公司更懂工业现场。

事实上，经过十多年“两化”领域的浸淫，久鹏电子

在系统监控、过程控制、信息化管理等领域已经形成了丰

富的综合设计、开发和集成经验。公司的成功案例遍布污

水处理、油田、粮食、再生资源等多个行业。以大连市某

市政污水处理厂为例，久鹏电子主要负责了污水厂的电气

控制系统的设计制作以及全厂信息系统的设计和实施。此

项目主要需实现污水的前处理，反应池反应过程控制，出

水的自外消毒系统监控。按照工艺人员设定的工艺参数实

现全厂的高度自动化控制和管理。由于工厂面积较大，设

备比较分散，久鹏电子决定采用研华工业级光纤转换器 EKI

系列构成全厂光纤网络，采用研华的 IPC-610系列工控机+

网络化的组态软件WebAccess 构成中央监控系统，实现对

全厂控制设备的集中监视与控制，实现全 web 化管理。事

实证明，最终研华的产品和系统有效满足该工程控制的需

求，让污水处理控制系统运作稳定靠，充分满足此工程的

高标规格，保证了污水出水的水质稳定，同时因为高度自

动化网络化大大节省了人力资源，实现中控室无人值守。

向平台服务延伸

对于中国的新常态，高连鹏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

目前中国的大经济环境确实不太景气，存在危机，但危机

之中亦存在机会。中国政府睿智地顺势提出“中国制造

2025”，计划以提质增效为中心，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对重大技术装备的需求为

目标，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高综合集成水平，完善多层

次多类型人才培养体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有中国

特色的制造文化，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这

就构成了中国制造业的一次转折机会，只是这种转变应是

一个长久的过程，国内很多制造企业还有一段遥远的路需

要走。”高连鹏认为。

在这种竞争环境下，久鹏电子计划如何应对？“我们会

在传统自动化、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的基础上延伸出平台服

务，”高连鹏介绍：“例如远程监控应用等。以大米生产作

为典型例子来讲，它有几条生产线，从带壳大米进料开始，

上传、进仓、出仓，一直到装袋，成为我们食用的大米，这

一过程生产联调由控制部分实现，这些数据回传回来，交给

生产厂家，由他们对设备进行远程诊断维护，那么我所提供

的是平台维护和管理，真正的运营数据分析由厂家自己来

做。我们是数据的提供和存储解决方案供应商。除此之外，

我们还会做一些其他应用，包括能源管理，设备管理，故障

诊断，一些相对智能化的应用。而这些服务在很多地方都要

采用研华WebAccess 软件功能。”

拥抱合作与分享

高连鹏始终认为，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合作伙伴的帮

助。在形成自身竞争力的过程中，研华对其公司影响很

大。早在2003年，久鹏电子就与研华开展了合作。“从公

司一开始成立，我们就因为WebAccess 与研华进行合作，

这算是我们进入研华整个生态链的一个开端。这套软件一

直用到现在，当时全国没几家公司知道这套软件的。十二

年来，我们用这套软件做着各种应用，包括工业企业的、

远程维护、远程监控、楼宇自动化等项目。”

不仅如此，在久鹏电子目前的各种两化融合系统解决

方案中，充当大脑这一重要角色的仍是研华 WebAccess

组态软件。该软件稳定可靠，并且能够实现需要的多种功

能，包括监视功能——通过动态图形，趋势图对系统设备

状态进行实时监视 ；控制功能——通过控制命令，脚本对

系统设备的开关，参数进行设定 ；管理功能——通过用户

帐户管理，报表 , 运行记录了解系统自身状态 ；Web 服务

功能——利用浏览器通过 internet/LAN 连接监控节点，实现

远程监控等。

同时，久鹏电子还是研华WA+ 联盟的受益者，公司是

联盟的首届成员。高连鹏兴奋地回忆：“我们当时参加会

议是在上海，那会参会的人都非常激动，因为这个联盟都

是跨行业的，包括终端用户、系统集成商和生产厂家都参

与其中，实际研华利用WebAccess 为大家搭建一个平台，

让大家在这个平台上平等的对话，能够互相信息共享、交

流，这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采访最后，高久鹏还流露了对与研华合作的期许。他

表示，研华的产品实际上已经非常好，他们一直紧跟最新

的市场、最新的发展方向。希望在“中国制造2025”的大

背景下，久鹏电子能与研华携手一起发展得越来越好，共

同助力中国智能制造。

久鹏电子的主营业务就围绕着两个核心技术，一个是自动化，即控制技术。另一个是信息化，正是因为这一前瞻性
的发展战略，在物联网发展日趋务实，两化融合要求深入推进的今天，久鹏电子拥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其他
自动化公司更懂网络互联，比一些信息化公司更懂工业现场。

文 | 朱信旭 林自若
图 | 大连久鹏
专访 | 大连久鹏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高连鹏

大连久鹏：
做实干的行业物联网集成商

公司简介
大连久鹏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4月，是专业从事

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和管理信息化系统集成的企业。在系统监控、过

程控制、信息化管理等领域具有丰富的综合设计、开发和集成经验。

采用国际先进的SCADA 技术和最新 IT 技术，致力于工业自动化、设备

自动化以及整体信息化系统集成和方案提供。

大连久鹏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高连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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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善废弃物清运与垃圾管理的服务品质，并降低运营成本，是掖着长期努力的两大目标，秘鲁

的SGF公司透过研华集多功能于一身的车载解决方案，快速且有效的协助客户解决以上两大困扰，

让废弃物清=清运管理不再是难事。

23

M
yA

d
va

n
te

c
h

研华车载解决方案
有效改善厂废弃物清运效率

对于提供废弃物清运与垃圾管理的厂商而言，既

要提高服务质量又要降低营运成本，是业者一

直试图要达成的两大目标；但管理清运废弃物的庞

大车队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只要清运车接获任

务驶离车厂，身处总公司的调度人员就很难掌握在

外奔波的货车之实时状况。若临时要安排新任务，

也总得等清运车回到总厂之后才能重新指派；但随

着科技的进步，目前已有不少产品，诸如车载计算

机、卫星定位系统（GPS）、车辆诊断和监测等解

决方案可以协助业者更有效地来管理所属车队。

成立于1988 年、总部设在南美洲秘鲁的SGF 公

司是一家车队管理系统供货商，该公司早在嵌入式电

子产业尚未成熟时就已开发出了车用计算机，且持续

投入主板的开发设计，并锁定了运输和自动化应用领

域提供其所需的解决方案。

近来秘鲁首都利马市正在寻找适当的车队管理

解决方案，以改善其现有垃圾清运车队和废弃物管

理之工作，而能满足其所需功能的方案即是车载系

统，因为唯有即时的数据撷取并上传系统，才能让

总公司能监控每一辆行驶在外的清运车；同时透过

车体和驾驶行为之诊断来了解车辆状态。在洽询过

多家硬件供货商之后，拥有丰富产品线与弹性服务

的研华雀屏中选。

研华车队管理解决方案 提供多重效益

降低营运成本：胎压侦测的功能，能在轮胎出

现故障前提早发出警讯通知驾驶，降低车辆的维修

成本。其次，搭配SGF 车辆数据读取模块的 TREK-

723 还可以精确地计算出油耗和行驶路线。而有了

这套车载系统，司机每完成一项分配任务即能立刻

上传相关信息至中控系统，调度员或管理者就能确

实地掌控工作进度，并回报市政监管单位。此外，

TREK-723 不但能协助管理者同时追踪多台在外行

驶的车辆，更重要的是，它还能监测司机的开车行

为，像是“超速”或“急煞”这两大容易让业者成

本增加的元凶，轻则导致更换轮胎或油耗大增，重

则造成车辆损坏进厂大修。

实时驾驶者行为管理：透过内建GPS 与CDMA/

GPRS/HSPA+ 功能，可以让司机和调度员始终保持

密切联机，并追踪所有与车辆有关的信息，举凡里程

数、行驶路线、车速变化，甚至刹车、油压、油耗

等。而且还能藉由智能软件将各种复杂的数据转换成

有用的信息。譬如，所有车体诊断和驾驶行为之数据

可以上传至总部以便进行实时的监测与异常举报。更

值得一提的是，安装在清运车上的研华车载计算机能

充分利用无线网络的带宽，并选择最便宜的电信系统

来远距传送大量数据，进而让废弃物清运管理服务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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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省下可观的网络通讯费用。

产品质量与专业团队 备受客户青睐

在研华众多产品中，SGF 选用的是工业级车载计算机

TREK-723。为了能实时性的管理车队，车载系统通常需要提

供多样化的功能才能满足使用端的需求，以秘鲁这个案例来

说，无线广域网（WWAN）、GPS 以及CANbus 的车辆数据

读取模块等，都是撷取车体数据资料的必要功能。

身为系统最核心的硬件——车载计算机，其电力供应、

耐震度和工作温度等规格也都必须满足严苛使用环境的要

求，甚至还得解决车体本身或路况可能出现的特殊事件，才

能让系统长时间维持正常运作。举例而言，一些车龄较久的

货车常有电力供应不稳或噪声干扰过高的问

题，或者像是电压不足无法启动车载系统；还有外

接了额外的设备或装置导致瞬间的电压过高而烧坏主板；

或行驶在颠簸道路上使得电力急速下降或计算机当机；又

或者是车载计算机若没有支持宽温作业，在极热或极寒的

天气下肯定无法稳定运作。以上种种情况都可能让系统中

断、停止服务，更糟的是还有可能让硬件或系统损坏而必

须送回原厂维修。

尺寸精巧的TREK-723，所提供的是7寸TFT 背光液晶显

示屏幕，并具有亮度可调之功能，而且采用的是较为耐用的

铝制外壳，加上耐震、防尘、防水设计，以及支持范围较宽

的工作温度等等，都让此款计算机非常适合在车内特殊场域

来使用。

另外，针对瞬态电压以及冷车启动等状况，TREK-723

则提供了特别的DC 电流输入设计；而电源开 / 关延迟功能

还能让引擎发动时保持稳定的电压。TREK-723也配置了许

多灵活可用的通讯功能，诸如 IEEE 802.11a/b/g/n、GPS、

GLONASS、HSDPA、CDMA 和LTE 蜂窝技术，可提供实时语

音和数据传输。种种优异的特色都让系统供货商与车队管理

者对研华TREK 产品相当满意。

SGF 公司表示，该公司系统搭载研华的TREK-723车载计

算机后，不仅满足了终端客户的所有需求，还提供了不少额

外好处，像是实时报告和确认功能就能让废弃物管理服务承

包商定时定期的提供市政府最准确的相关报告；能实时向中

控系统回报任务执行状况，并透过预防性维护和有效率的监

测来提高整体管理效率，而且在极端温度与易有瞬态电压的

严苛环境下仍能维持运作，稳定的产品质量与专业的团队建

议等优点也让客户对研华更加青睐与信任。

文 | Martin Marshall、余晓晶
图 | 研华公司
专访 | SGF业务经理 Ricardo Aran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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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丰富、标准化且易于使用的WebAccess解决方案，让系统开发商与终端使用者均能在省时、省力、
省成本的基础下，顺利地开发与导入其所需的智能系统，同时也让双方都能灵活运用各种资源提升自身
的市场竞争力。

工业4.0 是目前最夯的议题，若要给它下一个容易让

人了解的定义，即是要透过物联网、大数据、云端

服务等技术来导入整合运算、通讯与控制于一体的网络系

统，而此一概念则能广泛地应用在包括生产、检测、设备

监控、机械自动化、厂务监测、能源管理等各个领域。其

中在生产制造端，如何导入有效的解决方案以改善工厂现

况，研华工业自动化事业群分享了两个以WebAccess 为核

心的成功案例，既能让系统开发厂商事半功倍地整合各种

软硬件，同时也能让终端使用者可以更有效地利用企业资

源，进而提高工厂的生产与管理效率。

解决讯息孤岛问题　有效改善制造流程

制造业在进行信息化或数字化的过程中，最常出现的

是，各部门在未考虑与其他部门的互操作性而各自建置所

需的系统，因而形成了所谓的讯息孤岛现象。譬如工厂多

半于总部部署企业资源规划（ Enterprise ResourcePlan, 

ERP）系统以便数字化地处理订单、库存或相关业务等事

项；同时也会在工厂建置监控与数据撷取（ SCADA）或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系统，藉此来控管工厂内的各

种机器设备。但由于未能将两套系统好好地加以整合，不

但会导致讯息取得效率低落，在讯息缺乏透明度的情况

Technology Forum技术论坛

以WebAccess无缝串联上下层系统

拥抱工业4.0 
从跨界整合开始

下，企业还需额外配置众多人力以手动操作或输入

数据的方式来完成整个生产流程之作业，此举不但

耗费人力又繁琐费时，同时也容易出错而无法确保

数据的正确性。

研华以化学品制造厂的案例来说明如何解决该

工厂因为 ERP 和生产管理各自独立运作而资源无法

整合运用的问题。透过研华的 HMI/SCADA 图控软件

WebAccess 所提供的开放式接口，包括RESTful Web

服务、Widget 接口和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pl ied 

ProgramInterface, API）等功能，系统可以非常方便地

传递各种数据。

换言之，安装在生产控制中心的自动化溶剂调配

系统就能自动地将从 ERP 系统产生的派工单导入至生

产管理系统，藉此取得相应的溶剂配方和混合比例来

生产客户指定的化学产品。因为所有的生产流程均由

系统自动执行，无需人工处理，使得新的运作模式缩

短了工作流程，同时也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而针对如何串接厂内现有的三菱 P L C  以收集

和分析实时信息并控制生产设备的部份，则可透过

WebAccess 支持的数百种设备驱动程序让系统轻松地

连接各种PLC、控制器或 I/O 装置，同时也让系统开发

者能将项目所需的各式各样周边设施全部整并入一套

SCADA 系统内。

此外，图控软件还提供了直观、可互动的监控功

能，其透过实时显示所有整合装置的动态图像于计算

机屏幕上，能让用户可以直接监视和控制生产在线各

个溶剂槽的状态。再者，WebAccess 不仅能导入也能

导出各相关数据至系统内，藉以记录所有的生产参数

并统计库

存材料和完成品数量，从而产生各种报告或文

件。此一解决方案让厂房内的生产讯息真正落实了电

子化作业，因此用户也就可以很容易地随时增加、删

除、修改或查询任何数据。

无缝整合MES 和SCADA 系统

再以汽车配件厂为例，为了因应日益紧缩的交

货期和越来越短的产品生命周期，该工厂意欲以 IT 管

理系统和工业控制工具来提升生产线的作业流程与效

率。但对于设计制造执行系统（ MES）的软件厂商而

言，如何无缝整合 IT 系统与工业控制是供货商能否满

足汽车配件厂

需求的重点，特别是不熟悉工业控制设计的 I T

工程师如何获得底层信息是一大问题，而各种软硬

件的兼容性，更是影响上下层系统能否顺利垂直整

合的关键。

研华具有优异互操作性的 S C A D A  解决方案

可作为前端设备和 MES 应用系统间的数据网关（ 

DataGateway），藉由收集现场数据数据并将其传回

至中央控制台，可辅助MES 更有效率地监测和控制工

业设备和生产流程。

此外，WebAccess 还是一套易于学习和使用的软

件，只需接受两天的培训课程就能让 IT 程序设计师了

解其使用技巧，再加上开放且标准的设计环境，更可

让项目开发者以较少的心力与负担即能灵活设计所需

功能，并且在降低对工业控制专业知识需要下无缝整

合 MES 与 SCADA 系统，进而让工厂能优化其制造流

程并落实实时、可视又无纸化的生产管理。

省时、省力、省成本的解决方案

拥抱工业4.0 几乎已是制造业一致的目标，  而

上述案例显示了研华功能丰富、标准化且易于使用的

WebAccess 解决方案已确实地让系统开发商以更容易

的方式采集所需的底层数据，并降低了仰赖特定专业

人士的需求，更大幅减少了项目后续维护的工作量；

同时其能收集汇聚上下游数据的功能也解决了企业普

遍存在的讯息孤岛问题，而顺利垂直整合的应用既简

化了原有的工作流程、免除了大量人力的投入、更提

高了工厂的生产效率。因此，不论是系统开发商或终

端使用者都能在省时、省力、省成本的基础下，顺利

地开发或导入其所需要的应用系统，同时也让两者均

能灵活运用各种资源来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文 | 余晓晶
图 | 研华公司
专访 | 研华工业自动化事业群 资深业务工程师 黄世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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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产业发展竞争激烈
物联网带来新转机

面对物联网概念在近期以来大量衍生出不同的产业应用

构想，确实让人感受到市场的朝气蓬勃，不过若谈论

到如何将这些产业应用构想，能顺利的落地成为实际的产值

贡献，却又不得不令人忧心，尤其是在工业应用领域部分，

由于涉及到传统工业在终端设备部分的长期发展，早已经建

构出许多行之有年，且各拥山头的不同势力；每股势力亦代

表着不同的协议、规范与标准，要怎样能让这些原本分属于

不同势力的终端设备，在今后物联网的产业领域中得以发会

原本应有的功效，其实就是推广WISE-PaaS 的最大意义。

服务需先落地 物联方有意义

对于推广WISE-PaaS 平台，研华嵌入式运算事业群协

通过WISE-PaaS研华协助客户发展产品产业市场差异化

理邱柏毓表示，在所谓的 Internet Of Things 的概念中，

“ Internet” 向来是以服务为导向，强调的是在 IT 与

Internet 的相关技术，重点则是在数据数据部分；而

“Things”的部分则是多以硬件为主，强调的是传感器

（Sensor）、设备（Device）等的发展。至于中间的

“Of”则是要跨越 I 与T 之间的隔阂，扮演协助进行转换

的角色，同时面对 I 端与T 端的业者，并建立起让双方用

户均可了解的模型架构，可以说是 IoT 应用广泛落地的

最大关键与挑战。

目前在 IoT 的发展上，若简单的进行描述，I 属于数

据需求者；T 则属于数据供给者。对 I 端业者而言，最大

的问题在于面对存有大量非标准化数据的现实环境（ T

端），在OS 没标准、硬件规格没标准、接口、通讯协

议也都没标准，就连原型都非常多样的情况下，如何让

服务端（ I 端）的开发者以低廉的成本，完整的取得服

务应用上所需的数据；同样的在属于实际应用环境中的

T 端，因为历经了长时间的产业发展，个别产业及流程

中的不同环节，都各自形成了不同的规范及标准，虽然

每个人都想要把数据送上 Internet，但是因为不统一，

导致每个环节所能提供的数据量，不足以应付 I 端

的大量需求以及达到 IoT 应用上最终跨产业、跨装置、

跨设备的目的。

“一旦 IoT 的应用不能达到跨装置、跨设备并与

上下游进行结合，那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以往的M2M 应

用”，邱柏毓强调。

无法跨装置、设备与领域 

IoT 仅能达传统M2M 层级

确实，目前在现场应用端，机器与机器之间的

M2M 应用，就数据的传递、回馈上而言，基于生产上

的不同需求，最快已经达到毫秒级以上的速度与精准

度。不过，M2M 与 IoT 的最大不同在于，IoT 除了必需

要能在进行生产的流程中跨设备、跨装置的进行数据

采集搜集之外，还必需要让不同的装置、设备，藉由

Internet 的连结，达到平行阶段的厂与厂之间，甚至与

上下游供应链之间协同运作的目的。由于涉及到的将可

能是跨生产流程的应用，所以如果只是单纯的想把生产

在线的所有设备与网络相连接，向上传送这些设备的数

据。这样只完成基本的数据链接而已，当数据要被广泛

采集、串流、分析与学习，供给各项营运与管理仪表版

使用时，因为缺乏有开放与标准的中间平台，不但无法

满足应用端（ I 端）对信息量的需求，其数据的使用的

单位成本也很高，这是为什么相关业者喊了很多与 IoT 

相关的口号，但在实际产业发展上，却未能达到遍地开

花功效。

对于 WISE-PaaS 所扮演的角色，邱柏毓指出，

WISE-PaaS 主要功能就是要建立一个能够连结物端与

网端的关键平台，让物与网端彼此在数据数据从数据的

串流到分析等广泛应用，以开放与标准的架构，加速

各式管理仪表版的开发时间，与跨界系统的整合人力成

本。同时，也不仅限于物与网之间的连接沟通，就底层

不同设备间的物与物，也可以藉由WISE-PaaS 平台进

行跨设备、跨平台的串连。其中可能包含了来自不同传

感器或设备端的数据采撷、判定与实时响应，并同时

将相关程序同步传送至后台的应用端的动作。在WISE-

PaaS 平台上这些数据或信息的交流，不仅是跨设备、

跨硬件，同时也可以横跨不同软件系统与作业平台，目

的就是希望藉由WISE-PaaS 的平台，让不论是设备端

或应用端的使用者，都可以在合宜的成本下快速便利的

传递或取得数据。

工业实境多功作业  

WISE Agent+WISE-PaaS 一次到位

邱柏毓以简单的距离与气体传感器，连动风扇

文 | 研华佑
图 | 研华公司
专访 | 研华嵌入式运算事业群协理 邱柏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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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警示的系统为例说明，表示传感器在现场端随时搜

集数据，当距离或气体浓度达到警戒时，会触动包括

发送通知、灯光、铃声或数字广告牌显示等不同的警

示流程；而像是风扇或煞车等反应机制也同步启动。

同时，这些信息与处理的过程，也将会同时上传至网

络，提供网页实时查询或各项数据数据储存等动作。

但实际上，这看起来简单又似乎毫不起眼的一连串作

业，却涉及到许多不同层面的数据间交换的过程。

像是传感器端，温度与距离传感器，可能基于环

境需求与长期产业累积的规范，采用的是类似ARM 或

Linux 的架构，数据传递则可能是以 DI/DO、GPIO、

SerialCom Port 等规格进行，而这样的数据对目前广泛采

用 Intel X86 架构及Windows 作业平台的反应机制而言，

可能一点意义都没有。

但是如果先将数据传送至位于传感器端的 WISE 

Agent，再透过MQTT 形式传送至WISE-PaaS 平台上，

这些数据就成了有意义的资料；而透过WISE-PaaS 平台

的判定与反应，当数据出现异常，也就是数值高于设定

警戒值时，WISE-PaaS 平台 负责Application LogicFlow 

的大脑引擎随即依动态的数据条件判断后，透 MQTT 

物联网的标准协议，将命令传送至不同装置端的WISE 

Agent 对终端设备下达命令。完成远程开启风扇、显示

警讯等关键行动同时，资料在WISE-PaaS 平台上，则

透过RESTful API 转换成HTTPS 格式上传至网络端，提

供网络实时查询与数据储存。同样的概念亦可以应用在

需要与许多不同终端相连接的数字零售通路商店、大规

模或大场域的数字显示广告牌系统的整合与管理应用方

面。

最令使用者感到窝心的是，中间繁杂的协议转

换过程，全都由 WISE Agent 及 WISE-PaaS 负责，

使用者只要将既有的设备以既有的方式连结上 WISE 

Agent，之后就交由WISE-PaaS Application Logic Flow

的大脑引擎负责即可。而装设于不同端点的 WISE 

Agent，不仅支持研华全系列的产品，也可以与其他业

者设备进行混搭，甚至有支持与研华可以完全无关的

第三方模式。

协助既有产业发展物联价值 

IoT 带来产业转型发展新生机

邱柏毓强调，IoT 就是靠科技、技术去解决，目前

因规模过大，并无法单纯以现有方式去解决的问题。以

研华本身而言，目前也协助从纺织、PCB 等制造工厂

至电梯业者、大型空压机马达业者朝向 IoT 的方向进行

布局。像制造工厂想解决的如何将传统生产流程中的纸

上窗体作业，升级成以物联网技术的流程e 化。电梯制

造业者最关心的是电梯的安全问题，怎样在不安全的问

题发生当下就立即对事件做出自动化的响应与处理，被

视为是最优先必需要解决的部分；至于其他像是藉由电

梯运作数据的累积，再进行大数据分析进而改善维修流

程、降低营运成本等的发展则都属于中长期的 IoT 发展

目标。

至于在大型马达设备业者的需求想要从成熟的价

格竞争市场中，创新出像动态节态与预防性维护的加

值服务。若能利用有成本效益的物联网技术将传统大

型马达产品升级至 IoT 型的智能型解决方案，变成可以

与其他设备协同作业，或提供节能服务。就有机会从

拼比硬件规格与价格，转型为销售的节能效益与更聪

明维护服务，让产品的价值就得以大幅提升。邱柏毓

强调，想要达到这些目的，其实就只要简单在物端将

WISE Agent 导入，不仅可以从事设备本身资料的搜集

与储存管理，也可以连接WISE-PaaS 平台进一步与其

他设备进行系统级的协同作业，创造出更多具有价值

的可能。

WISE-PaaS Alliance 协助创造共赢生态面对物联网

及巨量数据分析应用时代的来临，邱柏毓再次强调，从

实务面协助使用者快速的针对不同产业，进行不同的物

联网相关开发与系统整合，是WISE-PaaS 的主要目的，

为此，研华推出WISE -PaaS Alliance 伙伴合作计划，除

了在WISE-PaaS 的软件技术上邀集的第三方伙伴进行合

作，亦可以透过研华所提供完整的各式快速开发包、组

合工具与专业咨询服务来协助所有具有需求的业者，完

成架构属于自己产业应用上，最适合且可执行的物联网

方案，落实共赢的协同合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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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是中国老祖宗的智能，里面详述

记载了古人在战争生死搏杀间的计策与战略。生活在

现代，许多经理人善用《孙子兵法》，帮助企业建构

组织文化。在《孙子兵法》第一篇〈始计篇〉，孙武

开宗明义的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

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

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意即规划任何作战策略前，必须先审视这五大面向。

何谓“道、天、地、将、法”？用在企业经营

来解释，所谓的“道”，指的是企业的目标与远见；

“天”是目前经济环境及所处行业发展；“地”是竞

争的态势与动向；“将”是指组织架构及人员架构；

“法”则是营运流程与制度规章。

一般而言，企业对于“道、天、地”都相当清

楚，但对于“将”与“法”概念则相对模糊。我曾和

许多亚洲企业主谈话，或者研究企业个案，发现许多

文 | 许静文
图 | 陈弘泽
专访 | 研华独立董事 陈弘泽

从人治到法治
“将”与“法”的极致运用

Advisory Board企业顾问 Advisory Board企业顾问

人读了《孙子兵法》后，大多专注运用单一计策，但

计策或许能帮你赢得战役，但却赢不了战争。而商场

如战场，必须要由“道、天、地、将、法”五大面向

考虑，才能确保企业长治久安及永续经营。

以研华为例，“道、天、地”的目标清楚明确，

在“将、法”上也有一定基础，但是对于因应未来

三十年的企业成长及传承显得相对的薄弱，这也是我

在研华积极鼓励经营团队加强在“将、法”上发展的

原因。在谈“将、法”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不论

在多好的组织架构里，仍会存在着“人治”的色彩，

因此透过“将、法”的执行，能将大环境不确定性与

人治不良影响降至最低。

成立超过30 年的研华，就像台湾上市企业的缩

影，也有着传承的隐忧，我们勉励自己善用“道、

天、地、将、法”等五大五面向，让企业永续经营。

画出组织策略  并了解制度为何而设定有人问

我：“企业中何谓可持续竞争优势？何谓核心竞争

力？两者的区别又是什么？”用个简单的比喻，就像

果树一样，树木的根就是企业核心竞争力，而显露在

外的果实，就是可持续竞争优势。漂亮的果实让很多

人看到想购买，然而实际影响果实的是树木的根。换

句话说，企业核心竞争力是最重要的根本，包含企业

文化、组织营运、管理制度、技术皆属于核心竞争力

的一环，而这些皆可因应环境变动而略做调整。

我鼓励各事业主管要画出组织策略图，并清楚了

解策略制订的原因及实际执行策略；如果一

个事业单位主管在三至五分钟内，无法说出组织

策略，便代表他自己也不清楚策略在哪；如果什么都

想做，什么都好，那就代表什么都不好，事业单位主

管必须要专注在某个策略上，静下心思考：“我要将

团队带往哪个方向？”

因应物联网时代，现有的组织架构与商业平台必

须要随之变化，事业单位主管必须要能说

出因应外界变化而调整的组织策略，并保有随

时调整的弹性，这就是所谓的“将、法”。组织是要

经过演化的，必须循序渐进完成，并非一步登天。在

调整过程中或许会遇到困难，但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

难，多半困难点在经理人的心态，只要心态转弯，很

多事就能轻而易举达成。

老干新枝经验传承 对组织发展最有利

我常用老干新枝来比喻一个好的组织。老干之

所以成为老干，是因为他们经过风雨，能传承经验，

但组织中若只存在老干，久了之后组织会僵化，也容

易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状况，认为经验守成，所以不

需要改变。因此，最好的状况为老干新枝。在既有团

队中，能不断的注入新血，用新枝去刺激老干。除此

之外，在团队中的每个员工、部门也该定期检视，

以季、半年为一单位，目前研华内部执行的 O ＆ PR

（ Organizat ion &People Review）、针对外部环境

变化研拟对策定期检视的 QBR（ Quarterly Business 

Review）皆是以此为概念。

对人力资源部门来说，他们必须要了解员工周转

率、新进人员比例、资深人员比例有多少，甚至再进

一步分析资深人员中三十岁以上的比例，如此一来，

才能知道整个组织是否在成长茁壮；事业单位在检视

该部门员工时，必须清楚知道该季度有多少员工流

动、有哪些员工具有升迁潜力，就像人要定期健康检

查一样，企业组织也是如此，这么一来组织才不会僵

化。

研华是我认为台湾少数几家未来具备全球竞争

力的企业。我期待透“将”与“法”的经验传承与推

动，我们一同努力，将研华推向全球，迈向下个成功

的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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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iful Lift美满人生

当舞台中央的大屏幕上出现自己照片的一刹那，刘军已

经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虽然，与研华已有二十多年

的合作关系，但是自己还是没有想到会在研华的中国合作伙

伴大会上领取“金石奖”。

像许多奋战在渠道一线的研华渠道伙伴一样，为了给客

户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案，浙江拓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总经

理刘军时刻关注着行业技术趋势的变化。在最近实施的中车集

团的货车车厢性能参数自动监测项目中，刘军的团队成功地利

用研华基于云技术的物联网解决方案解决了货车车厢在高速行

驶过程中信号传输通讯互联的难题，并因此获得了客户的认

可。最近在研华的大力支持下，用客制化的工控机满足了中国

DCS 领军企业----“浙江中控”的痛点，12月29日将举行签约

仪式，成为中控的优选产品，市场前景值得期待。 

“相对于其它知名品牌，研华的优势在于其有着丰富多

样的产品线和客制化解决方案。对于渠道合作伙伴而言，这

些优势可以转化成自己服务客户的能力。渠道合作伙伴可以

凭借研华产品的多样性和客制化解决方案更精准地解决客户

的痛点，这不仅提升了自己解决方案的竞争力和利润空间，

也为自己创造了更多的商业机会。这是我们持续与研华合作

二十多年的原因之一”刘军在获奖之后表示。

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除去在产品研发方面的成功，

研华的渠道策略无疑也是成功的。这种成功一方面表现在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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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研华中国区的合作伙伴数量已经超过100家，其中有些合作伙伴的年度业绩已

经超过亿元。渠道合作伙伴数量及质量的双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业绩提升,印证了研华与渠道伙伴共生

共赢的策略的成功。

文 | Tommy 
图 | 研华科技
专访 | 研华科技中国区总经理  罗焕城    上海新赛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乃莉     浙江拓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军     
          英沃思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赛文 

坚守共赢:研华携手渠道伙伴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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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数量及质量的双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业绩提

升。2015年，研华销售业绩中的近八成来自于渠道合作

伙伴。至今，研华中国区的合作伙伴数量已经超过100

家，其中刘军所在的浙江拓峰等合作伙伴的年度业绩已

经超过亿元。

坚守渠道共赢
研华科技中国区总经理罗焕城表示，“研华在渠道

策略上的成功还表现在渠道合作伙伴心中对研华的向心

力和忠诚度。我们渠道的合作伙伴多数已经与我们合作

了十多年，有些甚至合作了二十多年。这些年，研华也

经历了成长变化，但不管研华的组织和业务策略如何变

化，研华都一直坚守与渠道共赢的策略。因此，研华在

渠道方面一直坚持“渠道经销为主、研华直销为辅”，

目前研华业务中的六七层是透过渠道经销商完成的，而

且这部分的业务相对利润稳定。而对于一些希望直接与

厂家合作的大客户，或是那些账期很长且有资金风险的

项目，研华会通过直销的方式完成。”

同样与研华合作了近二十年的上海新赛达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乃莉的话应证了罗总的说法。张乃莉

说，“有些厂商的政策变化太快太大，往往让人无所适

从。从我们1998年开始与研华深入合作至今，研华专

注于产品与服务、渠道政策稳定。因此，我们与研华能

彼此信任长久合作。”

渠道也有自身利益诉求。

有肉吃，才是硬道理。
研华的产品线众多，这对渠道经销商而言，是优

势，更是挑战。无论是想提升对客户的服务质量，还是想

要加大对整个产业的深耕，渠道经销商都必须加大投入通

过培训提升自己对研华产品和解决方案系统的掌握度。然

而，如果渠道经销商首先不能从与研华的合作中获取足够

的利润，显然不会加大相关的组织布局、人力和财力的投

入，也就无法提升对客户的服务质量。如果服务质量无法

提升，经销商也就很难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利润空间。“这

就是渠道经销商的一个痛点”，罗焕城表示。

为了应对渠道经销商的这个痛点，研华不断召集经

销商来做培训。因为惟有透过培训，才能提升经销商的

业务知识和技能，从而提升经销商的服务质量。另一方

面，渠道经销商的业务是研华业务的延伸，研华对客户

的众多服务是通过渠道来执行的，渠道经销商服务质量

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研华的市场声誉，这就要求研华的能

力也要延伸到渠道经销商。因此研华加大对经销商的培

训力度，也是一种共赢策略。

英沃思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吴赛文表

示，虽然经销商熟悉行业内客户的痛点需求，例如解决

方案所适用的环境要求、稳定性要求、可靠性要求、与

客户自有软硬件的兼容性要求，以及客户对解决方案生

命周期的长度的要求，但是如果想要基于研华的产品为

客户提供更精准的解决方案帮助客户解决问题，还需要

研华提供更多在人才培养和产品知识培训方面的支持。

据了解，研华已经建成了研华学院，研华学院已为

研华的渠道合作伙伴、系统集成商提供了人才培训和认

证服务，帮助合作伙伴更好地熟悉研华的产品。

研华携手渠道伙伴共同成长
随着渠道合作伙伴群体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研华

的渠道政策将继续保持稳定状态。在这个前提下，对于研

华来说，市场策略的重点将紧密贴合当下中国经济的发展

目标和重要机遇——“城镇化”与“工业自动化”浪潮。

为了在新的政策机遇下扩大商业机会，研华将加大对合作

伙伴的扶持，鼓励他们或是做大做强，或是做专做深。根

据研华愿景规划，至2018年研华中国将培养出更多的亿

元级巨型经销商，发展更多垂直行业经销商。

研华鼓励合作伙伴做大、做深。据研华管理层透

露，研华未来将帮助经销商增强服务升值能力，打造一站

式购买，在这方面培养出大型巨额经销商。这些经销商可

以同时代理研华多种产品，给客户提供更全面的服务。

研华的共赢策略为研华在渠道合作伙伴领域树立信

任、强化合作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研华在渠道政策

上的共赢策略扎根于研华精神之本——利他精神。研华

始终相信惟有将社会、员工、客户、股东四大企业关键

族群利益均衡连结，才会呈现一个以‘利他’为基础的

社会企业价值观，让企业不断前进与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