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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達 ASDA-A3 伺服系統，提供業界最高 3.1 kHz 頻寬及 24-bit 絕對型編碼器，高速響應與精準定位，
提升機台性能，增進加工效率與整體產能，是您設備升級的不二首選。

  特    色
極速：3.1 kHz 速度響應頻寬，協助設備實現高產能
精準：24-bit 絕對型編碼器，定位精確 
平穩：低速加工平穩，提高機台效能
效能：強健自調適能力，提升設備組裝效率

創 變 新 未 來

台達 ASDA-A3 伺服系統 
極速、精準、平穩、智能

靈活：全新進階運動控制功能，單軸規劃靈活多元
節能：多軸共直流母線，減少電能消耗
精巧：小型化設計，節省安裝空間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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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網型太陽能電力轉換器

(3000H~5000H)

智慧雲端市電併網型

太陽能逆變器

併網型太陽能電力轉換器

 (25600HC)

智慧型電網儲能系統

ESS (6kwh)

併網型太陽能電力轉換器

(6000HC~12000HC)
智慧雲端市電併網型

風能逆變器

台北
新北市新店區
寶高路7巷3號1樓
Tel:(02)2917-6857
Fax:(02)8914-7356

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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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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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Collector

Enerbatt III Wireless Battery Monitoring System

自動切換開關 A.T.S

櫃式主動式濾波器

APF (100A~150A)

PMMM

BCMB

MPMB

BCTB

智慧型電源負載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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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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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車聯網時代來臨？ 

　　　　商用市場先普及

車聯網是IT產業這幾年的熱門議題，這期智動化的車聯網鎖定在商務車，之所以將商用車作

為報導主軸，是因為此一技術在自用車的消費性市場還起不來，這與多數技術一樣，就像

在今年美國CES展爆紅的Amazon語音助理平台Alexa，現在消費者叫Alexa做的事，不是報時間就

是播音樂，絕大多數是在「玩」而非「用」，因此廠商預計熱潮不會持久，多數Alexa平台的周邊

開發商更看好的是商用市場(透過語音助理平台快速查詢相關資料)，認為商用市場會先開出量，

消費性市場才會再次爆發，而車聯網看來也會是如此。

根據MBA智庫百科的定義，車聯網是物聯網在交通領域的應用，串接車輛資訊與行動網路，運用

衛星定位、感測器、電子標籤、無線網路通訊、數據處理等技術，對車輛、行人和道路環境三方

的靜態和動態訊息進行有效辨識及傳遞，並將資料彙整於後端平台進行智慧化管理和服務，除提

供駕駛者相關資訊外，也普遍應用於交通安全、交通服務、城市管理、物流運輸、智慧收費等。

對商用車輛來說，車聯網的最大用途在於駕駛行為管理，第一是讓司機不要因為在外作業，就因

鬆懈而便宜行事，造成企業營運的不必要支出與困擾，第二透過車聯網架構出來的車隊管理系

統，對企業也可立即產生效益，而對車聯網設備業者來說，相對於自用車主，在利益的驅動下，

企業主往往更願意投入資源導入車聯網，至於自用車，雖然安全是人身的基本需求，不過車商

長年來都已投注大量資源在車身安全研發上，對消費者來說目前已然足夠，因IT技術衍生的安全

性，則還不足以成為購

車時的必要條件，因此

就目前來看，車聯網的

發生會先在商用領域，

自用車的消費市場，在

殺手級應用仍未出現

前，市場成長仍趨緩慢。

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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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關於汽車聯網後的世界，大致上所

描述的情形大多是像這樣的：透過

智慧型手機就可先發動車子、汽車可自動

規劃最佳行駛路線或是車輛自我檢查，提醒

何時該為愛車保養等等，而添加了一點娛樂

功能的智慧汽車」還能幫忙訂餐廳、訂電影

票…但是，各種關於車聯網的想像，似乎目

前為止大多圍繞在自用車的應用範疇。

但是，車聯網的應用遠比你所想像中的更多

元。一般來說，車輛依使用方式可分為自用

車與商用車，前者即私人使用，但後者在使

用上卻有許多豐富的變化。商用車又可進一

步區分為載人與載物、一般道路行駛或封閉

式場域等等，舉凡如機場、觀光勝地等的定

點接駁車；運行於城市的公車、巴士、計程

車；救災、救人的警消救護車；物流配送

的郵務車、貨車、餐車；重工業領域使用的

礦車、農耕機等，甚至於只是單純運行於倉

庫中的叉車等等，以及更多尚未被提及的應

用，都正屬於商用車的範圍，其組成的「商

用車聯網」蘊藏許多商業價值，「含金量」

可說是非常高。研華科技工業移動計算事業

處協理林威佐就表示，若跳脫自用車的範

疇，事實上，車聯網在商用車的應用反而更

能發揮出巨大的價值、更具發展潛力。。 

導入智慧化車隊管理優化物流運輸

零零總總的商用車應用，就以物流運輸舉例

來說，其因非常貼近一般人的生活，多樣化

的商業模式可發展出許多應用情境。林威佐

強調，在物流系統中，「車」是一項非常重

要的關鍵性載具，物品在各點之間的往來都

是藉由不同的車體來達到運輸的目的。而在

物流配送的過程中，智慧化車隊管理即扮演

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角色。

觀察現代化的車隊管理系統，普遍採用衛星

定位來追蹤車輛位置，或是確認物流車是否

在指定時間內完成任務，但此模式卻只能取

（Source：Bosch ConnectedWorld Blog）

作者／廖家宜

商用車應用版圖（一）

智慧化車隊管理 
效率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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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片面資訊，至於當時的駕駛行為、行駛狀況等卻無法在第

一時間得知。林威佐表示，不只是物流運輸業，對任何商業

模式的車隊來說，其最重要的考量便是尋思如何讓車隊調度

更有效率、如何讓車輛在行駛間更加安全、司機是否具備良

好的駕駛行為，或是成本控制最佳化等等，因其會關乎到整

體的服務品質、作業效率或是營運成本等多個面向。

而所謂的智慧化車隊管理，與先前的車隊管理系統不同的

是，其藉由更多物聯網技術的發展，導入包括數據資料的收

集與分析、車況的感測、影像的監控等技術於車隊管理中，

可為物流運輸業者因應其商業模式的需求，帶來更多智慧化

的管理應用，例如優化車輛調度、追蹤車輛即時位置資訊、

掌握車輛設備健康狀況、安排最佳行駛路線、緊急異常狀況

處理、即時貨況管理，甚至駕駛行為管理等等。

研華科技工業移動計算事業處協理林威佐認為，較之自用車，車聯網在商用車的應用反而更能發揮出巨大的價值。（攝影∕廖家宜）

落實車隊管理 控管駕駛行為  

智慧化車隊管理的運用，不只可管車，也可以管人。林威佐

以一般道路行駛的公車舉例來說，過去駕駛若發生不良行

為，業者得事後透過客訴才得以知曉事件緣由與當時的行駛

狀況，並對駕駛做出懲戒，業者須透過乘客的「抱怨」來約

束、管理駕駛行為，但這往往都是錯誤已然發生，無法得到

即時性的錯誤糾正，儼然成為車隊管理上的一大疏失。

而將車聯網的概念應用到車隊管理上，透過各項連網設備與

智慧型車載電腦的運用，可在問題即將發生前就先行一步進

行改善與控管，以達到即時性的管理。林威佐表示，讓車隊

管理得以具體落實，是車聯網應用於商用車與自用車之中所

產生出的最大差異。

舉例來說，研華所提供的車隊管理解決方案可透過各種感測

機制，感知駕駛在車內的「一舉一動」，包括踩油門、換

檔、打方向燈等行為，一旦有行為被偵測到違反交通規則、

12  SmartAuto smartauto.ctimes.com.tw



不符規定或是致駕駛狀況陷入危險時，系統便會立即發送提

醒和警示，藉由控管駕駛的行為來減少不當的使用機率，不

僅保障駕駛安全，同時也降低車輛故障的機率。此外，該系

統不僅針對駕駛個人，也可偵測車輛的使用狀況，如當油量

異常時，系統便會發出訊息通知駕駛處理，並連線後端平台

監控，形成人車合一的管理模式。 

「改變駕駛的心態是最困難的部分。」林威佐認為，畢竟車

由人來駕駛，車輛使用情形良好與否都跟人本身的行為脫離

不了關係，而藉由將車聯網技術導入諸如物流運輸的商用車

範疇中，除了可達到最基本派車調度與工作效率的提升，以

及控管成本之外，約束與管理駕駛行為，雖不大有實際數據

或績效的明顯提升，但其背後所獲得的成效卻能為企業帶來

龐大的助益。

緊急車隊管理 掌握救命先機

智慧化車隊管理在一般道路行駛的範疇裡，除了可應用於載

物為主的物流運輸，以及載人為主的公車之外，也可應用緊

急救援車隊，如救護車、消防車、警車等。在這領域中，智

慧車載解決方案不僅僅是單純提升效率如此簡單，更可為其

掌握關鍵的「黃金救援時機」。

由於緊急事故救援通常分秒必爭，一點誤差都可能造成無法

挽回的遺憾，也因此，該領域極度講求高穩定性與即時性的

車載應用。林威佐表示，因基於緊急的需求，配備於緊急車

輛中的車載電腦需一定得具備「處理」的能力，否則便不能

達到「即時處理」。林威佐解釋，一般市場上的車載電腦

僅有數據資訊採集的能力，但卻無足夠的運算處理能力，因

此，此類型的車載電腦便無法根據採集到的資訊進行分析或

做出決策，而是必須再將其傳送到後端，經由後端處理後再

送回前端。

在這樣一來一往的情形下，即便能在幾秒之內完成已能看做

是非常快速的了，但對於緊急救援來說，或許早已錯失挽救

生命的機會。林威佐表示，在緊急事故的現場，救援行動不

能完全依靠後端來進行處理，裝載於緊急車隊中的車載電腦

因此得需具備即時處理與分析的能力。

應用於救護車隊的智慧化車載管理，主要目的多為在傷者運

研華科技智慧物流與車隊管理部協理林威佐認為，較之自用車，車聯網在

商用車的應用反而更能發揮出巨大的價值。（攝影∕廖家宜）

導入智慧化車隊管理可為「最難控制」的駕駛人行為達到

有效的即時性監控。（Source：Business Ins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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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至醫院的過程中，為其爭取更多治療時間。例如，安裝

於救護車內的車載電腦具備資料蒐集、分析的能力，因此

當傷者被送進救護車時，其便能整合各項醫療設備，即時

傳送傷勢情況的數據資訊至急診室，方便急診室醫護人員

對其進行初步診斷，並提早準備接下來傷者送達醫院後的

治療程序。

研華的救護車隊管理解決方案被澳洲當地多家醫院所採

用，其解決方案甚至可將傷處情形以高品質影像回傳至

急診室顯示器上，並在傷勢最為嚴重的圖像周圍顯示紅色

框，以通知醫生應立即優先處理。此外，救護車隊透過聯

網系統，還可為其規劃出最佳的行駛路線，以減少送院時

間，透過這些智慧化的車隊管理，救護車不再只是單純的

運輸工具，更成為治療過程的一部分。

另外，研華在消防車隊的應用當中，則可由後端控制中心

在事故現場，透過配備於消防車上的攝影系統，以遠端操

控的方式對各種角度進行攝影，而控制中心的人員即可根

據傳送到監控螢幕上的圖像提供現場消防隊員指導與建

議，例如，要求切斷某些地區的電力等。

而至於警車的車載應用，其一則是針對視訊分析來提升警

務效率。將警車配備的高畫素監視系統所取得的視訊影像

加以分析、存取到目前不論國內外都在積極布建的雲端平

台，這些影像資料將可被轉化為有用的情報，透過資訊透

明公開化，形成一綿密的執法網路，更加速各方影像資訊

串聯，此有助於警方在追緝偵查時，快速整合、分析犯罪

資訊，或是提供警方完整的移動軌跡、路徑以利追捕。

不只物流運輸，智慧化車隊管理更可應用在緊急救援車輛。（Source：KN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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