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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以數據和軟體做為服務的思考

數位技術走到如今的這個時代，運算力幾乎已不是問題，或者說，就是標配。你需要任何

規模的運算力，只要有合宜的預算，就一定可以完成，甚至你還不用建置IT設備，服務商

就可以運用雲端的方式，將之串接。現在唯一個問題是，你需要什麼資料？要用來做什

麼？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直白又很深入的問題，可能只比人生簡單一點而已。它翻成白話文，就

是「你要拿數據做什麼生意？」但這句話對於硬體起家的製造業者來說，就好像是外星語

言，很難把它套在實際的商業營運中。

以工具機業者為例子好了。工具機業者的本業就是設計、製造和銷售工具機台，這整個過

程中除了自己產線裡的生產數據外，大概沒有什麼新的數據可以能拿來做生意，頂多就是

改善自身的產銷品質。但如果真的這樣就結束了，那很顯然，我們還不懂數據時代的真

義。

商用的數據跟製造商是有關係，但關係不大，最有關係的人，是客戶。換句話說，是要能

幫助客戶做生意的數據，才是需要布局的數據，而這對台灣業者來說是個大挑戰，因為結

合硬體的軟體服務，不只是個門檻，更是跳脫自己的舒適圈，更是踏入一個全新的領域。

如今的HMI產業大概已經全面走往這個方向了，除了銷售優質的硬體之外，更重要的是，

要能提供業者優異的軟體與數據整合服務，更重要的，還要能把客戶的商業數據變成直覺

可視，易於使用。

而隨著雲端與物聯網技術的持續發展，數據的多樣化與即時性也變得更加重要，此時管理

與營運的思維也會有所不同，不見得會拘泥於廠房的現場，遠端與虛擬化的需要，也會成

為發展的主軸之一。

最後套一項數據，根據Market Research Future的市場研究，全球HMI市場規模預計在2025

年將達到40.43億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為9.1%。所以，能不重視軟體嗎？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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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
nologyT

文／Christian Marez

在全球人口持續增長和都市化趨勢的影響之下，鐵路交通將成為更加重要的運輸

解決方案；而受到人工智慧啟發的應用技術，將有助於創建更安全、更智慧及更

友善乘客的鐵道網絡。

鐵道數位化轉型全面啟動 

（source：凌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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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
道是交通系統永續之重要骨幹。放眼世界，透

過鐵道運輸的古老概念，仍然是大眾與物資的

主要運輸及流通方式。

不可諱言，鐵道交通持續發展且歷久不衰，全球鐵道

客運市場據估計在2024年會成長至2,520億美元，而

鐵道貨運同時將達到1,140億美元的市場規模。從環

境保護的角度而言，十分樂見鐵道交通的持續發展：

就城市捷運系統顯示，其人均能源效率較汽車運輸

高出7倍之多，而高鐵製造的汙染也低於航空運輸3.4

倍。

因此，當全球人口持續增長和都市化的趨勢不變之

下，鐵路交通注定會成為更加重要的運輸解決方案。

迎向未來需求

然而，如何保有鐵道與其他交通方式之間的競爭力，

仍有若干挑戰。過去，全球鐵道產業相對保守，多數

仰賴經年累月的可靠技術，然而隨著科技的演進，智

慧型手機問世以來，乘客希冀更好的搭乘經驗，要求

服務改善，例如希望有快速穩定的車載Wi-Fi、更加便

利的電子票證服務和即時的車次更新。

鐵路營運業者對於如何能更有效率地管理老舊複雜的

基礎設施，也經常陷入苦戰。改革迫在眉睫，特別是

如何實施更具預測性的維護方法，可在問題擴大之前

察覺並加以警示。這類策略被視為是提升營運獲利的

關鍵，也提供了重新投資設備的機會。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又為這些複雜的難題再增挑

戰。當全國性封鎖解除後，乘車人數可望回升，屆時

需另外關注消毒衛生和社交距離問題。車輛和鐵道安

全一直都是鐵道運輸首要考量，如今關切的角度更加

多面向。

科技領航

如果鐵道交通在更長遠的未來重要性不減，那顯然，

現在該做好準備。為了因應許多新增的挑戰，鐵道產

業正朝向數位轉型，提供更智慧的解決方案滿足乘客

需求。一些新的科技趨勢，例如物聯網、5G多接取邊

緣運算、AI人工智慧、大數據、區塊鏈等，正以更加

創新的方式結合入列，從各個環節驅動鐵道運輸的改

變。

AI對於鐵道的數位轉型尤其關鍵。智慧感測器的使用

以及無所不在的網路連結，意味著鐵道系統將給營運

業者帶來愈來愈多數據資料，AI將會被運用來分析資

料並帶來價值，使營運業者能更快作出決策，甚至在

適合的時機自動做出判斷反應。

唯有搭載AI，才能透過數據分析和雲端科技的幫助，

以提升乘客體驗、鐵道營運、資產維護、運輸安全，

最終獲致乘客滿意度提升、營收增加及降低成本。

鐵路營運改革迫在眉睫，特別是如
何實施更具預測性的維護方法，可
在問題擴大之前察覺並加以警示。

物聯網、5G多接取邊緣運算、AI人工
智慧、大數據、區塊鏈等新的科技趨
勢，正以更加創新的方式結合入列，
從各個環節驅動鐵道運輸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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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開始行動

落實於實際的應用情境來看，從乘客踏入車站的那一

刻起，感測系統將自動啟動口罩與體溫偵測，如有不

符規定或有潛在健康狀況者，系統會提醒車站人員注

意。同時，乘客可使用非接觸式的自動感應酒精消毒

機加強手部衛生，入站也可透過非接觸式的交通電子

票證和行李安檢機，以手機感應自動付費。 

乘客導引也可透過數位化進行升級。感測器和視覺系

統可運用在人數統計，方便隨時更新機動性的電子看

板，可自動調整以反應最新人流。同樣地，乘客資訊

系統反應能力和更新速度都能更加同步，讓乘客欲上

感測器可應用於高風險設施，用於偵測異常情況，以避免不正常損害或故障；而安裝於車
體下方之感測器可在列車行進時偵測鐵道狀況。圖為台灣高鐵。

隨著AI科技的進步支撐起更自動
化的列車操作，匯集列車各項因素
計算出最佳行駛速度和軌跡，支援
控制系統達成自動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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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時可即時了解各車廂擁擠程度。更進步的WiFi和5G

提供車站和車上低延遲的網路連結，讓乘客不論洽公

或休閒都無拘無束。

此外，對於列車駕駛員亦可獲取高度便利性。感測器

可應用於高風險設施，例如車門、集電弓、輪組，用

於偵測異常情況，以避免不正常損害或故障。此外，

安裝於車體下方之感測器可在列車行進時偵測鐵道狀

況；透過這些設施健康資訊的提供，列車駕駛可全面

監控狀況，減少意外錯誤。同時，透過障礙物與入侵

偵測系統能監測鐵道旁或介於鐵道間之碎石、動物、

人、或車輛，立即對警示駕駛員或發動立即的自動化

反應。

列車自動防護是另一個令人振奮的數位化成效。現今

的作法是， 將鐵路軌道分成多個區塊範圍，在各區內

分裝地面偵測，隨時監測列車是否已駛入範圍內，接

著會發出訊號通知來車該區塊是否安全可入。但這樣

的系統仍無法判別列車的確切位置，將會影響列車的

準點率。

現今，隨著AI科技的進步支撐起更自動化的列車操作

─根據鐵路運輸容量、天氣狀況、時刻表規劃等一串

因素，計算出最佳行駛速度和軌跡，支援車廂訊號發

送和列車速度控制系統，達成列車自動駕駛。AI影像

分析可三角測量列車的確切位置，回報給列車控制系

統和鐵路上的其他列車。這些進步的定位系統可允許

列車行駛更加密集，進而增加鐵路運輸容量、減少運

輸瓶頸。

最後，全鐵道網都有影像安全監控。邊緣AI影像分析

可將傳統CCTV閉路電視系統轉換成即時監控系統，

偵測列車上或車站內的可疑活動，發現破壞列車的行

為，或是偵測乘客的逃票行為。這些自動功能讓營運

人員無需時時監看影像，減輕員工負擔及提升工作安

排效率。

結盟的力量

毫無疑問，在鐵道運輸上，數位化與AI應用潛力無

窮。然而，營運者的挑戰在於如何將這類創新以更具

成本效益和成效帶入市場，這有賴於高性能的網路連

結、資料運算和AI科技無縫結合─-特別是在環境惡劣

的戶外環境，包括溫度和振動之類的因素都會接踵而

來。

鐵道整合業者和營運商必須與能處理鐵道特殊環境特

性、有信賴的科技業者合作將是最佳答案。設備除了

要具備客製化能力與強固性之外，還可適用且符合世

界安全標準。系統供應商必須能提供更長期使用的解

決方案及技術支援，並能透過軟體設計服務提供附加

價值以加速產品上市。

策略性的夥伴關係可以提供經過印證的能力，使上述

成真，例如凌華科技與英特爾已合作開發出適用於鐵

道的產品，讓鐵道組織機關得以將營運數位化，並且

開發邊緣AI應用，善用數據資料所帶來的價值。

鐵道公司可透過四步驟開啟改革：評估並定義未來、

產生計畫、從小處著手並迅速行動、分享學習收獲並

重複四步驟過程。

如此這般，藉由得到夥伴關係的力量，鐵道公司可以

快速有效地開始著手鐵道數位化，造福所有人。

（本文作者Christian Marez為凌華科技網路通訊暨公共

建設事業處鐵道交通資深業務開發經理）

鐵道公司可透過四步驟開啟改革：
評估並定義未來、產生計畫、從小
處著手並迅速行動、分享學習收獲
並重複四步驟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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