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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白皮書說明 Bosch Building Technologies 針對冠狀病
毒因應措施的實例。各篇文章於 2020 年 4 月開始彙整撰寫。
如需詳細資訊，請聯絡您當地的業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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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安全的遠端監控技術

REMOTE PORTAL – 與第一線裝置進行通聯的匯總中樞

Remote Portal 是與各種部署在第一線的 Bosch Building 
Technologies 裝置通聯的樞紐。透過提供針對視訊、防入侵和火
災偵測裝置的裝置管理、加值服務和應用程式管理，讓終端客戶和
系統整合商可以更輕鬆地執行日常業務。以管理 Bosch 的攝影
機為例：當某一台攝影機部署至 Remote Portal 入口網站後，就
可以透過遠端方式進行設定和校準、只要透過一次按下按鍵即可
完成所有已安裝的底座的韌體更新、可以持續監控攝影機的運作
狀況並彙報，並且不需要任何額外設定即可使用智慧型手機應用
程式進行即時串流。

將遠端監控技術運用於消防、入侵偵測和視訊裝置可以提供更安全的防護。
Bosch 雲端架構服務可隨時完全滿足所有需求。

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期間，我們注意到 Remote Portal 入口
網站上的流量持續增加。我們的遠端維護和設定功能具有很強大
的實用性和優點。系統整合商 (我們的主要目標客戶群體) 可以
降低實際進入終端客戶所屬建物的內部，進而比以往更偏向採用
遠端維護。

— maXimilian weiss
Remote Portal 全球產品經理

確保服務技術人員安全的消防遠端服務

Remote Service 是一款針對 Bosch 消防控制盤建構的遠端中
樞控制功能的強大產品。系統整合商可以購買授權，就可以取得
每一台消防控制盤和所有遠端連線感應器的詳細維護數據。透過
這種方式，服務技術人員甚至可以掌握到每一台煙霧偵測器上的
灰塵量。

在過去，我們針對 Remote Services 的主要訴求是合作夥伴客
戶提供效率。合作夥伴可以不必開車親赴終端客戶所在地，而是
透過遠端作業即可完成，節省大量時間和金錢。如今，在疫情大流
行期間，這點突然成為一種強大的安全功能。確保人員安全一直
是我們的優先要務。

— Johannes staUber
消防警報系統產品管理負責人

這就是為什麼業務部門決定提供 3 個月免費服務的原因。所有
經認證的合作夥伴都獲告知本次優惠活動，並且反應非常積極正
面。通知發佈的第二天，已經有 25 次授權啟用。對於許多合作夥
伴和最終客戶而言，本次疫情危機局勢是觸發轉向遠端服務並最
大幅度減少第一線維護作業的誘因。

Bosch Remote Portal 入口網站架構圖 螢幕截圖：使用 Remote Portal 入口網站管理 Bosch 消防控制盤

我們還發現，在目前遭受新冠病毒危機威脅的人口數量尚如此龐
大時，並不是開展大規模行銷活動的適當時機。因此，我們選擇了
針對性的電子郵件，告別地向我們的合作夥伴發出通知。這種方
式的接受度很高。

— thomas KnaUel
消防警報系統產品管理和行銷負責人

Remote Portal：https://remote.boschsecurity.com
消防遠端服務：https://www.boschsecurity.com/xc/en/solutions/fire-alarm-systems/remote-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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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oschsecurity.com/xf/en/solutions/management-software/building-integration-system/
¹ Anyvision：www.anyvision.co
² iCognize：www.icognize.de
³ STid：www.stid.com

少一點實體接觸 - 
更全面的情資掌握
建築物如何透過非接觸式智慧型門禁控制系統更妥善地因應大規模
流行疫情

臉部辯識 - AnyVision Abraxas  ¹ 手掌靜脈掃描儀 - iCognize Manuscan  ² 行動裝置門禁控制 - STid³

無接觸式門禁控制

門禁控制的標準解決方案已經具備了非接觸式門戶進出管制：門
禁卡讀卡機。如果您仍然必須觸摸門把手或鍵盤才可輸入 PIN，就
會出現問題。同樣地，指紋感應感器 (一種普遍的生物識別設備) 
也有相同的缺點：只要是有人接觸的部分，即使很小，也可能會是
讓病毒感染更多人的途徑。因此，客戶正在積極地尋找其他替代
方案，例如臉部識別、手機讀卡機和新型的非接觸式生物識別解決
方案，例如手部掃描器。在需要雙重授權的高安防區域，通常是標
準門禁卡搭配生物特徵掃描。

我們的門禁控制軟體與市場上提供的多種支援非接觸式門禁控
制的門禁控制設備相容。雙重驗證機制已經實用化，並且我們和 
Bosch Integrator Business 共同合作，已經成功實際建置了搭
配諸如 iCognize 新型生物特徵辨識解決方案的系統，並且正在
營運使用中。

— Andre KamP
門禁控制系統資深產品經理

測量建築物內的人員狀況

增加額外的讀卡機對建築物業主來說也具有優點。更多的讀卡
機可以更精確定掌握誰在哪個位置、誰獲准可以進入特定區域
以及建築物內目前的人員狀況是否可以滿足實體社交距離。
Gregor Schlechtriem 說：「我們還將主管機關批准各企業只
要實施了先進的門禁控制系統，就可以提前開放所屬建物的各
種情況納入考量。」

很多終端客戶會願意為了妥善地因應疫情流行，投資具備新功
能的門禁控制解決方案。最重要的是，每個額外的門禁控制點
都可以提升建築物的安全性，並有助於建築物更有效地使用。

追踪感染狀況

Bosch Building Technologies 正在開發一種演算法，可以以匿
名方式追踪建築物中居住者的所有行動。如果獲報有人遭受感染，
該演算法會推斷出一個社群圖，列出有哪些住戶可能和該位受感
染者有實際接觸。

為了追踪感染奘況，建築物需要更多可為演算法提供資料的感應
器和門禁點。不僅在出入口，我們在建築物內也需要有感應器。
我們正在尋找願意和我們一起，依照此理念裝備建築物和建立這
個驗證性概念的終端客戶。

— GreGor schlechtriem
門禁控制和入侵系統事業部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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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像素的攝影機

Bosch Intelligent Video Analysis (IVA) 演算法具備「現場人
員辨識」、「鳥瞰圖檢視計數」和「擁擠偵測」功能。可在超級市場的
入口使用這些功能，計算進入的人數或者如果有人進入管制區域
時向保全人員發出警告。可以針對特定區預測量人員擁擠幅度，
例如 ATM 前。這種偵測技術目前還有些難題，例如物體的陰影、
會把購物車看成兩個人，或者移動速度過快。

實用的商店獨立解決方案

德國的系統整合商詢問我們的地區行銷團隊，是否可以將人員計
數算法用於在超市出入口處觸發信號，來限制單次進入的人數。

標準的使用者界面無法對攝影機進行相應的編程，但是機載腳本
語言功能可以滿足所需的解決方案。出入口上方的攝影機可以測
量出入的人員流量。當超過預先定義的訪客閾值時，由攝影機控
制簡單的交通號誌即可，不需要其他計算設備。

Bosch 業務部門正在和很多其他對諸如「智慧型號誌」等實用解
決方案有高度興趣的系統整合商聯絡中。

限制訪客人數
首批使用 Bosch Intelligent Video Analytics (IVA) 
確保進店人數不過量的應用實例

智慧型攝影機直接控制超市出入口的號誌

他們非常感謝這次我們的快速支援。這讓他們可以幫助客戶減輕
一些負擔。許多商店無法負擔雇用更多的人員來控制出入口，因
此技術解決方案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我們還與零售行業的大型終
端客戶聯絡。

— Uwe Kühlewind
DACH 產品行銷經理

https://www.boschsecurity.com/xc/en/solutions/video-systems/video-analy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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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重新開放的店面動線安排

掌握店面內人員的動態 - extra „向“

Bosch In-Store Analytics 是一種用於處理由零售店面內各個
攝影機的匿名定位數據的解決方案。
先進的演算法，會根據各個位置環境和相關的行為模式，篩選定
位數據。

最後，通過客製的網頁界面，直覺化地呈現數據。在這個網頁介面
上，使用者可以針對安裝後的任何時間點，靈活地查詢整個數據
組。實際的視訊串流永遠都在零售業者所屬的場域內，進而保護了
購物者的隱私。

使用熱點圖搜尋重要的店面區域

In-Store Analytics 通常用於優化產品銷售和客戶服務體驗。雖
然這套系統的最初功用是輔助零售業者，使商店的收益最大化，
但現在可以掌握數據，確保商店內購物來客的安全和信心。
例如，熱區圖上會以視覺化方式顯示店內的擁擠區域。這可以用
於有針對性的實體疏散標示牌、消毒措施或重新設計店內動線佈
局，實現更佳的人流分佈。

零售業者如何利用攝影機提供的情資針對封鎖管制有最完善的準備

目前的解決方案已經可供客戶為冠狀病毒封鎖後店面重新開張
做最好的準備。而且，我們還在研究開發新的演算法，以協助因應
新的社交距離或衛生法規。零售業以外的產業也可以使用。
我們的團隊正在規劃一系列客戶研究活動，了解我們用戶最重要
的需求。

— sabine Gallian
In-Store Analytics 資深經理

熱區地圖一目了然地顯示了店內擁擠的區域

平衡店內人流量

In-Store Analytics 流量指標可以通知零售業者調整店面開業時
間，進而使一天中的人流量可更均勻地分佈。

另外，詳細的排隊長度統計資料，可以掌握在何時應開放所有的收
銀櫃檯，盡可能地使來客隊伍分散和紓解，緩解發生排隊時的實體
社交距離壓力。

雲端後處理

使用 Bosch Intelligent Video Analytics (IVA) 的雲端後
處理能力， In-Store Analytics 可達到無人能及的 95％ 以
上的準確性，讓客戶享有極高的可靠度。

https://www.boschsecurity.com/xc/en/solutions/services/retail-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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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廣播提醒

提醒民眾保持適當社交距離

人群管理和實體社交距離必須要有良好的管理，尤其是在零售業
界。第一批使用公共廣播 (PA) 系統定期提醒來客遵守實體社交
距離規定的終端客戶 (例如，購物中心)。

在新加坡，管理不善的建築或商業運營商可能面臨罰款，甚至強迫
完全停業。可以透過攝影機架構的視訊分析，針對瓶頸和對列位
置進行人群監控來實現。

第一批應用實例，視訊架構的人群偵測系統會自動驅動公共廣播
系統內預先錄製好的語音廣播。

使用公共廣播系統進行服務公告，提醒民眾適當的行為舉止

Bosch 公共廣播系統提醒遊客遵守實體社交距離規定。

所有的 Bosch 公共廣播系統，例如 Plena、 PAVIRO、Praesideo 
和 PRAESENSA 都可播放預先錄製好的語音訊息。客戶還可以
安排公告，例如，每 15 分鐘自動播放一次消息。

— Joachim licht
固定式音響產品線產品經理

向在抵達店外的訪客廣播

美國一家大型的零售連鎖店使用 Bosch 的高性能戶外揚聲器和
擴大機升級公共廣播系統。透過這種方式，這家零售連鎖店商可
以向已經抵達店外的來客告知店內實施的危機管理措施，提收安
全性和客戶滿意度。

預先錄製的訊息廣播：
• 排隊說明
• 清洗說明
• 有關店內公用消毒劑的訊息
• 實體社交距離規定 (保持 6 英尺距離)
• 店內禁止閒逛
• 縮短營業時間，提高進行清潔和捕貨頻率

這種自動化的解決方案，讓員工能夠將更多的時間用於日常作業，
並讓客戶有心安的感受。

https://www.boschsecurity.com/xc/en/solutions/public-address-and-voice-al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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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程對講通聯

RTS 的遠程對講通聯解決方案

Bosch 旗下品牌 RTS 為許多電視台和廣播電台提供對講通聯
解決方案，這些電視台和廣播電台製作目前大眾非常關切倚賴的
新聞廣播。一般來說媒體廣播專業人士的工作環境是空間狹隘的
錄音室和控制室，因此要和他人保持 1.5 至 2 公尺的距離幾乎不
太可能。

RTS 已經推出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或電腦執行的軟體應用程
式，提供了一種虛擬對講通聯解決方案，稱為「VLink」。可以讓位
在世界各地的製作人員，使用廣播對講系統進行遠端通聯，而無需
專用設備。

現在，由於冠狀病毒危機，嚴重影響了大型廣播錄音室的運營，負
責相關業務的 Bosch 事業部迅速推出一份「三個月授權，讓用戶
就可以快速地以臨時的方式利用本解決方案。為了支援對 VLink 
軟體需求的激增，RTS 最近開設了一個專責的網絡研討會，介紹
如何使用 VLink 設定遠端產品。

虛擬對講通聯解決方案可幫助生產人員進行遠端工作，達成實體社交
距離的確保

現狀：錄音室的各室可能會變得密集 

RTS VLink 控制面板

https://rtsintercoms.com/products/software/vlink-software-intercom-solution/ 

在目前的疫情大流行中，遠端製作是各地廣播公司的新常態。
VLink 的設計目的就是盡可能地以無縫方式完成遠端製作。從我
們最近軟體授權方在觀察看到的成長來看，VLink 正在成為全球
各企業單位的重要工具。

— denis castanet
產品開發總監。RTS Intercom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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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進行遠端會議

長距離座位配置專用的語音強化功能

在疫情大流行期間，人們開會和討論重要議題的需求並沒有消失 
- 事實上，變得更加不可或缺。但是，諸如實體社交距離之類等新出
現的考慮因素，給許多情況帶來了特有的挑戰。
例如，由於實體社交距離，實體會議室中的座位安排發生了改變，
確保參會者可以保持相互間一定的距離，因此，更強的語音強化解
決方案的重要性超越以往任何時期。

以遠端方式參加會議

由於 COVID-19 的旅行和衛生限制，許多人還需要通過 
Skype、Team、Zoom 或類似的平台以遠端方式參加會議。 
Bosch 會議解決方案可以輕鬆地將此類應用程式整合，進而確保
與會人員可以在家中參加會議，而會議室中的與會人員可彼此之
間保持安全距離。

Bosch 擁有豐富的產品組合，可支援多種會議類型。從小型到大
型會議和更具挑戰性的應用，，使用者可以選擇前瞻且完全 IP 架
構的 DICENTIS 會議系統，或者當需要最快速的建置和隔離封鎖
措施實施時，選擇 Wi-Fi 架構的 DICENTIS 無線會議系統。針對
有遠端與會者的會議，DICENTIS 無線會議系統提供了理想的解
決方案。本系統可以增加與會者的互動、優化會議效率，並提供了
系統設定和第三方系統整合所需的彈性。

Bosch 的會議和發言系統解決保持實體社交距離的需求

Bosch 的會議和討論系統可以在實現實體社交距離的同時，優化語音清晰度。
針對會議的座位安排必須符合社交距離規定； DICENTIS 無線會
議解決方案為企業和社會提供必要的彈性：使用本系統，您可以輕
鬆地重新佈置現有會議室中的座位，或者輔助更大的空間中進行
的會議，以利與會人員保持距離。

— lars van den heUvel
會議系統全球產品經理

https://www.boschsecurity.com/xc/en/solutions/conference-systems/dicentis-wire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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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超前的人力部署
某家北美企業已組建了一支高效率團隊，可以快速因應戰地醫院的緊急需求 
戰地醫院需要技術設備

美國受到冠狀病毒危機的嚴重衝擊。大型會場，例如會議中心、飯
店甚至紐約中央公園的一部分，都變成了緊急醫院。所謂的「臨時
醫院」，目前緊急需要用於護士警報、患者監視，資產跟踪以及免持
式患者和護士對講機等設備。

Bosch 的機會是協助提供各種解決方案：用於報警的入侵控制
盤、用於患者監護的攝影機、用於幫助護士和醫生進行通聯的對講
和公共廣播解決方案。

我們正在努力化被動變為更積極主動。因此，我們正在編撰一本
手冊，說明我們有研究過的應用場合。我們還針對 1000 張床位
的臨時醫院所需的物料清單，讓我們的地區銷售人員可以快速地
與列出的各項應用案例進行整合。

— robert drob
北美業務推展

野戰醫院帳篷內部

快速因應的工作小組

該區域組織成立了一個由各個領域的專家組成的工作組，以提供
協助並有效因應。該團隊負責每一項請求。此外，一名團隊成員正
在根據需要，與政府機構進行協調。



現代的建築物不僅只是提供人們安全地生活與工作的功能性
場所。還要滿足 - 甚至因應 - 人類的需求，同時協助人類更有
效和永續地工作。物聯網 (IoT) 和感應器導向的科技在這方面
扮演著關鍵角色。Bosch Building Technologies 就是這個新
研發趨勢的先驅。
利用從門禁管理到消防和公共廣播到智慧型視訊安防等創新
解決方案，我們為重新定義人類和其所倚賴的建築物之間的關
係盡一份心力。

Bosch Building Technologies

營造公共與商業空間美好體驗感受的智慧型建築科技

www.boschbuildingtechnolog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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