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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標章 委員

黃國書
banco1688@yahoo.com.tw
聯絡電話：0928-397-388

「100年度智慧建築種子師資菁英培訓班」課程

系統整合指標評估內容修訂與解析

系統整合應用技術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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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新版「系統整合指標」評估內容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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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系統整合應用技術介紹

內容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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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般建築 科技&設計手法 智慧建築

智慧建築 優質智慧生活

系統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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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智慧建築之系統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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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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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版)智慧建築標章評估指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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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智慧建築標章評估指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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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系統整合指標評估項目與意義

判斷在軟體與程式整合上之基本要件是否具
備

以軟體整合之子系統應提供各自
的專屬之通訊接口與通訊協定資
料

判斷系統整合性的優劣程度與未來的整合管
理運作能力

建築機電系統與空調系統監控之
整合採同一監控設備

判斷子系統整合的技術層次子系統以軟體整合之比例(子系統
軟體整合數與子系統總數之比)

判斷監控介面是否被留設建築物機電等設備需提供被監控
整合之接點介面

判斷建築物之各項弱電系統在系統整合的規
劃策略與執行作法是否具有特色

整體系統整合方式說明書提出(含
系統整合架構圖)

系統整合之方
式二

判斷在系統整合平台上，各子系統可互動關
聯或協調運作的多寡系統整合之整合度

判斷在系統整合平台上所涵蓋服務的弱電子
系統或功能項目系統整合項目

判斷建築物機電設備被監控管理的多寡以及
其監測與被控制的多寡中央監控系統

系統整合之程
度一

評估意義評估項目指標項目項次



10

新版系統整合指標評估項目與意義

判斷各子系統與整合系統將來維護、變
更、擴充上之管理機制各子系統與整合技術資料的保存

判斷整合系統在系統故障發生之預防機制系統備援的設置

判斷整合系統在資訊傳輸上的安全機制系統的資安防護設置

判斷整合系統在系統操作使用的管理機制人機介面之管理權限設置

整合的安全機制五

判斷執行系統整合上的標準化與相容性程
度系統整合平台通訊標準化程度

判斷執行系統整合上的相容性程度與可行
性

主系統與子系統使用相同的系統
通訊平台的比例

系統整合平台四

判斷系統操作的便利性與多元化管理能力整合系統管理操作環境

判斷建築物之整合服務在功能面的完整度中央監控室或管理室或專有處所
之設置

判斷是否具消防、防盜、連絡通信及廣播
之對講系統、緊急求救信號之對外傳輸基
本需求能力。

消防、防盜、對講、緊急求救信
號之整合對外傳輸

系統管理方式三

評估意義評估項目指標項目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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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系統整合指標評估基準表

各系統間整合後互動關連程度 (有互動關聯之子系統與子系統總數之比)系統整合之整合度

其他弱電系統

設施管理系統

能源管理系統

家庭自動化系統

監視系統

停車管理系統

消防系統監控

連絡通信及廣播之對講系統

保全系統監控

門禁系統監控

電梯監控

室內環境品質監控

通風換氣監控

衛生給排水監控

照明監控

空調監控

電力監控

系統整合項目

中央監控系統之控制與監視比例

各類機電設備系統納入監控之比例 (納入監控機電設備系統總數與機電設
備系統總數之比)中央監控系統

系統整合之程度一

評估基準評估項目指標項目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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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系統整合指標評估基準表

子系統採Web化操作環境

主系統採Web化操作環境整合系統管理操
作環境

設置提供監控系統使用之專屬中央監控室或管理室

設置提供監控主機操作之集中處所中央監控室或管
理室或專有處所
之設置

具消防、防盜、對講、緊急求救與用戶行動電話手機訊
號連線之整合性功能

具消防、防盜、對講、緊急求救與中央監控系統(室)訊
號連線之整合性功能

消防、防盜、對
講、緊急求救信
號之整合對外傳
輸

整合管理
方式三

以軟體整合之子系統應提供各自的專屬之通訊接口與通
訊協定資料

建築機電系統與空調系統監控之整合採同一監控設備

子系統以軟體整合之比例(子系統軟體整合數與子系統總
數之比)

建築物機電等設備需提供被監控整合之接點介面

整體系統整合方式說明書提出(含系統架構圖)

系統整合之方式二

評估基準評估項目指標項目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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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系統整合指標評估基準表

各子系統與整合技術資料的保存

系統備援的機制

系統的資安的防護機制

人機介面之管理權限機制

整合的安全機制五

系統整合平台通訊標準化程度(國際或工業標準化平台
系統數與系統整合系統總數之比)

主系統與子系統使用相同的系統通訊平台的比例(相同
系統數與系統總數之比)

系統整合平台四

評估基準評估項目指標項目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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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達到智慧化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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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達到智慧化基準？？

大都以性能作為評估的原則，才能突顯系統整合成效的高低，因此，為了業
者或設計單位能更明瞭對於達到各指標項目合格標準的要求，對於各指標項
目合格標準提供其相關的參考設計原則作為參考

系統整合是一種跨不同產業領域的專業技術，整合應用的規模可大可小，是
必須經過對建築物內部各系統做現況分析與審慎的考量才進行規劃與建置，
應考量整合各子系統間整合的能力與希望獲得的效益，而不是所有的訊息全
部整合在一起就是好，也不要因為整合而另外再去以設計一套更封閉的整合
程式，不但失去了整合的美意，也讓將來的維護更困擾。因此對於系統整合
成效的確保，建議應當由專業的系統整合商來協助規劃與建置，且能根據業
主或使用者的需求目標，並經各子系統設備的配合協調，才能達到預期的目
標。

系統整合指標特性二

系統整合指標特性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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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系統整合指標評估項目之設計原則表

在系統整合的平台上，呈現各監控系統或子系統
間可能相互整合互動的積極作為，如消防與門禁
系統及空調系統整合互動，或保全系統與CCTV監
視系統整合互動，或中央監控系統與物業管理系
統整合互動等更有助於整體的應用服務機能。

系統整合之整合度

檢討建築物內使用管理的需求，在系統整合共通
平台上可導入多項的服務子系統，來呈現多元的
服務機能。

系統整合項目

綜合檢討建築物內各項機電設備，納入中央監控
系統，分散監控集中管理，被監控的設施設備越
多，且多能賦予可遠端遙控的項目則越能展現智
慧化與節能的成效。

中央監控系統

系統整合
之程度一

設計原則評估項目指標項目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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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系統整合指標評估項目之設計原則表

系統與系統間以軟體方式整合是必須透過各子系統
的軟體通訊接口與通訊接口所定義的通訊協定來達
成，這些都是在執行軟體系統整合之基本規格，因
此在整合設計上是必須加以考量，同時未來在子系
統在系統或設備採購時也都必須要求設備商來提供
相關圖說與通訊協定文件。

以軟體整合之子系統應提
供各自的專屬之通訊接口
與通訊協定資料

機電與空調本同屬為機電設備，若監控系統採用同
一系統設備統一規劃設計，則較能呈現較高的系統
整合性與未來的整合管理運作能力。

建築機電系統與空調系統
監控之整合採同一監控設
備

檢討在系統整合平台架構上子系統以軟體相互整合
的總數除以在系統整合平台架構上子系統的類別總
數，比例越高則表示其整合的技術層次越高。

子系統以軟體整合之比例
(子系統軟體整合數與子系
統總數之比)

檢討建築物各項機電設備當要被監控時所需要的監
控銜接介面應加以說明留設，並在工程執行階段時
作為相關機電圖控制盤結線圖或設備圖之留設監控
介面的依據，具體來達成系統整合的接取。

建築物機電等設備需提供
被監控整合之接點介面

檢討智慧化系統的目標，以規劃書的方式說明合各
項弱電系統在系統整合上的作為，並提出詳細的系
統架構圖與圖說，架構圖上應標示各子系統在整合
平台上彼此在軟體與硬體的連結規格與傳輸方式。

整體系統整合方式說明書
提出(含系統整合架構圖)

系統整合
之方式二

設計原則評估項目指標項目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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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系統整合指標評估項目之設計原則表

可在整合系統平台上，設計web化之便利性與多
元化管理能力的操作方式。整合系統管理操作環境

設計具專屬的中央監控室，提供集中管理的安全
環境。

中央監控室或管理室或專
有處所之設置

設計具消防、防盜、對講、緊急求救與中央監控
系統(室)訊號連線之整合性基本需求功能之能
力。

消防、防盜、對講、緊急
求救信號之整合對外傳輸

整合管理方式三

設計原則評估項目指標項目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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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系統整合指標評估項目之設計原則表

建築物的生命週期長達四、五十年之久，選擇建
構系統整合的平台，是一項重要的指標，也影響
建築物將來的維護管理成敗，因此整合系統在建
置時要選擇一開放性與標準化的平台作為將未來
整合應用時的遵循規範，而其他相關聯的子系統
也能具有相同的國際標準化通訊協定，則對未來
建築物的永續發展(修改、擴充、整合、管理、維
護)更加保障。

系統整合平台通訊標準化
程度

整合系統有主系統與子系統之分，在以軟體
整合的狀況下，系統間的通訊平台採用相同
的通訊協定，將會縮短整合時效並降低整合
成本，也會更則越容易達成整合的結果，以
相同通訊協定之子系統總數除以系統整合平
台上的系統總數，比例越高表示相容性越
高。

主系統與子系統使用相
同的系統通訊平台的比
例

系統整合平
台四

設計原則評估項目指標項目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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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系統整合指標評估項目之設計原則表

在完工時，應提出具有業主所簽認完整弱電系統
的移交清冊，移交清冊至少需有提供各子系統與
整體系統將來在維護、變更、擴充上之管理機制
上相關資料與程式項目，以保障系統運作之永續
發展的可能性。

各子系統與整合技術資料
的保存

應在整合系統架構與圖說上說明有關整合系統在
系統故障發生之預防機制，確保系統不間斷的運
作。

系統備援的設置

應在整合系統架構與圖說上說明整合系統在資訊
傳輸上的安全作法，防止有心人的破壞與竊取，
保障整體系統的安全性。

系統的資安的防護設置

整合系統在系統操作使用上的相關管理權限功
能，有效界定操作使用範圍與責任，竣工時應以
圖控畫面來呈現管理機制。

人機介面之管理權限設置

整合的
安全機制五

設計原則評估項目指標項目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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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自我評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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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指標基準評分原則表

同上2電梯監控（鼓勵性）

同上2室內環境品質監控
（鼓勵性）

同上2通風換氣監控（鼓勵性）

同上2衛生給排水監控（鼓勵性）

同上2照明監控（鼓勵性）

同上2空調監控（鼓勵性）

1分:系統確實設置
2分：系統確實設置且納入系
統整合平台管理或連動

2電力監控（鼓勵性）

系統整合項目

查中央監控系統總點數表，
(DO+AO)/(DI+AI)×55中央監控系統之控制與監視比

例（必要性）

查中央監控系統總點數表，
(納入監控機電設備系統總數) 
/ (機電設備系統總數) ×5

5

各類機電設備系統納入監控之
比例 (機電設備系統總數與納入
監控機電設備系統總數之比)
（必要性）中央監控系統

系統整合
之程度一

配分原則配分評估基準評估項目指標項
目

項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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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指標基準評分原則表

(有整合互動功能之子系統數)/(總
子系統數)×55

各系統間整合後互動關連程度
(有互動關聯之子系統與子系
統總數之比)（必要性）

系統整合
之整合度

同上2其他弱電系統（鼓勵性）

同上2設施管理系統（鼓勵性）

同上2能源管理系統（鼓勵性）

同上2家庭自動化系統（鼓勵性）

同上2監視系統（鼓勵性）

同上2停車管理系統（鼓勵性）

同上2消防系統監控（鼓勵性）

同上2連絡通信及廣播之對講系統
（鼓勵性）

同上2保全系統監控（鼓勵性）

1分:系統確實設置
2分：系統確實設置且納入系統整
合平台管理或連動

2門禁系統監控（鼓勵性）

系統整合
之程度一

配分原則配分評估基準評估項目指標項目項次



24

系統整合指標基準評分原則表

1分:經查核部分有規劃設
置者即可得分
3分：經查核確實完整有
規劃設置者即可得分

3

以軟體整合之子系統應提
供各自的專屬之通訊接口
與通訊協定資料（基本
性）

1分:經查核部分有規劃設
置者即可得分
3分：經查核確實完整有
規劃設置者即可得分

3
建築機電系統與空調系統
監控之整合採同一監控設
備（必要性）

(子系統以軟體整合數)與
(子系統總數)*55

子系統以軟體整合之比例
(子系統軟體整合數與子系
統總數之比)（必要性）

1分:經查核部分有規劃設
置者即可得分
3分：經查核確實完整有
規劃設置者即可得分

3
建築物機電等設備需提供
被監控整合之接點介面
（基本性）

1分:經查核部分有規劃設
置者即可得分
3分：經查核確實完整有
規劃設置者即可得分

3
整體系統整合方式說明書
提出(含系統架構圖)（基本
性）

系統整合之方式二

配分原則配分評估基準評估項目指標項目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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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指標基準評分原則表

2分:經查核部分有規劃設置
者即可得分
4分：經查核確實完整有規
劃設置者即可得分

4子系統採Web化操作環境
（鼓勵性）

2分:經查核部分有規劃設置
者即可得分
4分：經查核確實完整有規
劃設置者即可得分

4主系統採Web化操作環境
（必要性）

整合系統管
理操作環境

經查核確實有規劃設置者
即可得分2

設置提供監控系統使用之專
屬中央監控室或管理室
（鼓勵性）

經查核確實有規劃設置者
即可得分2設置提供監控主機操作之集

中處所（基本性）中央監控室
或管理室或
專有處所之
設置

1分:經查核部分有規劃設置
者即可得分
2分：經查核確實完整有規
劃設置者即可得分

2

具消防、防盜、對講、緊急
求救與用戶行動電話手機訊
號連線之整合性功能（鼓勵
性）

1分:經查核部分有規劃設置
者即可得分
2分：經查核確實完整有規
劃設置者即可得分

2

具消防、防盜、對講、緊急
求救與中央監控系統(室)訊
號連線之整合性功能（必要
性）

消防、防
盜、對講、
緊急求救信
號之整合對
外傳輸

整合管理
方式三

配分原則配分評估基準評估項目指標項
目

項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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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指標基準評分原則表

(與主系統相同國際標準通
訊協定之子系統總數)/(系
統總數)*5

5

系統整合平台通訊標準化程
度(國際或工業標準化平台系
統數與系統整合系統總數之
比)（必要性）

(與主系統相同通訊協定之
子系統總數)/(系統總數)*55

主系統與子系統使用相同的
系統通訊平台的比例(相同系
統數與系統總數之比)
（必要性）

系統整合平台四

配分原則配分評估基準評估項目指標項目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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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指標基準評分原則表

確實提列保存提供各子系統
與整體系統相關技術資料與
圖說等文件

2各子系統與整合技術資料的
保存（基本性）

1分:具系統備源機能設置
2分：具完整性之系統備源
設置

2系統備援的機制（必要性）

具系統資安防護機能設置2系統的資安的防護機制
（必要性）

1分:具個別系統操作管理權
限功能設置
2分：具跨平台系統操作管
理權限功能設置

2人機介面之管理權限機制
（必要性）

整合的安全機制五

配分原則配分評估基準評估項目指標項目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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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指標智慧化等級

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必
要

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鼓
勵

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

合
計
總
分

□ 100-80 分／卓越智慧化
□ 79~70 分／優質智慧化
□ 69~60 分／一般智慧化
□ 59分以下／未達智慧化基準

智慧化等
級

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基
本

候
選

正
式

候
選

正
式

候
選

正
式

候
選

正
式

候
選

正
式候選正式候

選
正
式

候
選

正
式

其他類公共集會
類

休閒
文教類商業類商業類-旅

館
衛生福利更

生類住宿類辦公
服務類基

準
類
別



29

確保消防、防盜、緊急求救信號之對外傳輸基本需求能力以及具有專屬的中
央監控室，提供集中管理的安全環境並兼具以web化之便利性與多元化
管理能力的操作方式。

確保在建立系統整合時需要以整合運作的觀念，打破水電與空調監控分別設
計的傳統思維，並對於相關軟硬體銜接界面的留設與重視通訊協定的關鍵
性，提供系統整合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確保智慧化系統服務應兼具監測與控制功能，將來可以做到省人與省能的功
效，以達降低營運成本的目的，以及系統整合操作使用與相關聯的綜合服務
範疇，展現其所涵蓋的技術領域能力。

在「系統整合之程度」評估方面

在「系統整合之方式」評估方面

在「系統管理方式」評估方面

系統整合指標設置效益



30

確保系統應具備有關在操作權限與責任的管理、系統通訊傳輸的保密性，系
統運作可靠性，資料保存永續性等之措施。

展現系統整合平台採用開放性、標準化與國際化的重要性，與不同系統平台架構
在通訊傳輸運作的差異。

在「系統整合之平台」評估方面

在「整合系統之安全性」評估方面

系統整合指標設置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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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新版「系統整合指標」評估內容解析
叁、申請系統整合指標注意事項
肆、系統整合應用技術介紹

內容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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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指標審查資料

智慧建築標章之申請有「建築規劃設計階段申請之候選智慧建
築證書」與「建築物完成後申請之智慧建築標章」兩類

申請者(單位)提送審查文件時，參照指標中各指標項目之評估
基準項目依序以文字提出規劃說明書(含計算說明)

依照表2-3-4之項目準備相關送審資料，其他舉凡有助於確認
系統整合指標各項評估基準之圖說或證明文件，申請者均可檢
具送審。

為利於審查單位可快速找尋或避免遺漏申請者之送審資料，申
請者於申請本指標時需檢具系統整合指標送審資料自我檢核表
，將送審資料對應之頁次或圖號加以標示，以利翻閱及找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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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指標審查資料建議表

中央監控(BA)系統功能總
點數表(含機電與空調監控)a-5中央監控系統之控

制與監視比例

電力負載表(圖)a-4

空調設備表(圖)a-3

中央監控(BA)系統架構圖
(含機電與空調監控)

a-2 需另附文字說
明與計算方式
書文件(申請
正式標章時另
附相關人機介
面圖片)

中央監控(BA)系統功能總
點數表(含機電與空調監控)a-1

各類機電設備系統
納入監控之比例 (機
電設備系統總數與
納入監控機電設備
系統總數之比)

中央監
控系統

系統整
合之程
度

一

備註送審資料評估基準評估
項目

指標
項目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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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平台下通風換氣監控系
統架構圖與其監控功能點數表a-17

通風換氣系統昇位圖a-16

通風換氣監控

系統整合平台下衛生給排水監控
系統架構圖與其監控功能點數表a-15

衛生給排水系統昇位圖a-14

衛生給排水監控

系統整合平台下照明監控系統架
構圖與其監控功能點數表a-13

照明系統負載回路圖(表)a-12
照明監控

系統整合平台下空調監控系統架
構圖與其監控功能點數表a-11

空調設備監控控制說明圖a-10

空調昇位圖a-9

空調系統圖a-8

空調監控

系統整合平台下之電力監控系統
架構圖a-7

需另附文字
說明與計算
方式說明文
件(申請正式
標章時另附
相關人機介
面圖片) 
需另附文字
說明文件(申
請正式標章
時另附相關
人機介面圖
片)

電力系統圖與其電力監控功能點
數表a-6

電力監控

系統整
合項目

系統整
合之程
度

一

備註送審資料評估基準評估
項目

指標
項目

項
次

系統整合指標審查資料建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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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平台下之監視系統架構
圖與其連動功能規範

a-27監視系統

系統整合平台下之停車管理系統
架構圖與其連動功能規範

a-26停車管理系統

系統整合平台下之消防系統監控
架構圖與其連動功能規範

a-25消防系統監控

系統整合平台下之對講系統架構
圖與其連動功能規範

a-24連絡通信及廣播
之對講系統

系統整合平台下之保全系統監控
架構圖與其連動功能規範

a-23保全系統監控

系統整合平台下之門禁系統監控
系統架構圖與其連動功能規範a-22門禁系統監控

系統整合平台下電梯監控系統架
構圖與其監控功能點數表a-21

電梯系統昇位圖a-20
電梯監控

系統整合平台下室內環境品質監
控系統架構圖與其監控功能點數
表

a-19

與室內環境品質相關之空調系統
圖a-18

室內環境品質監
控

需另附文字說
明與計算方式
說明文件(申
請正式標章時
另附相關人機
介面圖片) 
需另附文字說
明文件(申請
正式標章時另
附相關人機介
面圖片)

系統整
合項目

系統整
合之程
度

一

備註送審資料評估基準評估
項目

指標
項目

項
次

系統整合指標審查資料建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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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子系統圖說規範a-33

需另附文字
說明與計算
方式說明文
件(申請正式
標章時另附
相關人機介
面圖片)

系統整合架構圖
a-32

各系統間整合後互
動關連程度 (有互
動關聯之子系統與
子系統總數之比)

系統整
合之整
合度

系統整合平台下之其他弱電系統
架構圖與其連動功能規範

a-31

其他弱電系統

系統整合平台下之設施管理系統
架構圖與其連動功能規範

a-30設施管理系統

系統整合平台下之能源管理系統
架構圖與其連動功能規範

a-29能源管理系統

系統整合平台下之家庭自動化系
統架構圖與其連動功能規範

a-28家庭自動化系統 需另附文字
說明與計算
方式說明文
件(申請正式
標章時另附
相關人機介
面圖片) 
需另附文字
說明文件(申
請正式標章
時另附相關
人機介面圖
片)

系統整
合項目

系統整
合之程
度

一

備註送審資料評估基準評估
項目

指標
項目

項
次

系統整合指標審查資料建議表



37各主、子系統圖說規範a-33

需另附文字說明
文件(申請正式標
章時另附相關人
機介面圖片)

系統整合架構圖a-32以軟體整合之子系統應
提供各自的專屬之通訊
接口與通訊協定資料

機電系統含空調系統監控功能點數表b-4

需另附文字說明
文件(申請正式標
章時另附相關人
機介面圖片)

機電系統含空調系統監控架構圖與規
範

b-3
建築機電系統與空調系
統監控之整合採同一監
控設備

各主、子系統圖說與規範
a-33

需另附文字說明
與計算方式說明
文件(申請正式標
章時另附相關人
機介面圖片)

系統整合架構圖a-32
子系統以軟體整合之比
例(子系統軟體整合數
與子系統總數之比)

受控機電設備之控制盤控制介面圖b-2

監控系統之監控控制介面圖b-1建築物機電等設備需提
供被監控整合之接點介
面

需另附文字說明
與計算方式說明
文件(申請正式標
章時另附相關人
機介面圖片)

系統整合架構圖說(含整合目的、系統
組成、主系統與子系統的種類、整合
平台整合涵蓋範圍、整合方式與流
程、整合功能、管理操作環境、呈現
效益(架構圖應以實體連結線會製出平
台主系統與子系統的關連並註明通訊
介面、通訊協定之種類)

a-32
整體系統整合方式說明
書提出(含系統整合架
構圖)

系統整合之
方式二

備註送審資料評估基準評估
項目

指標
項目

項
次

系統整合指標審查資料建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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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統採Web化操
作環境

需另附文字說
明文件

各主、子系統圖說規範(申請正式標
章時另附相關人機操作畫面)

a-
33

主系統採Web化操
作環境

整合系
統管理
操作環
境

設置提供監控系統使
用之專屬中央監控室
或管理室

中央監控室(或專用處所)之平面圖
及設備配置圖c-1

設置提供監控主機操
作之集中處所

中央監
控室或
管理室
或專有
處所之
設置

連絡通信及廣播之對講系統圖a-2

中央監控(BA)系統功能總
點數表(含機電與空調監控)a-1具消防、防盜、對

講、緊急求救與用戶
行動電話手機訊號連
線之整合性功能

連絡通信及廣播之對講系統圖a-2
需另附文字說
明文件

中央監控(BA)系統功能總
點數表(含機電與空調監控)a-1具消防、防盜、對

講、緊急求救與中央
監控系統(室)訊號連
線之整合性功能

消防、
防盜、
對講、
緊急求
救信號
之整合
對外傳
輸

整合管
理方式三

備註送審資料評估基準評估
項目

指標
項目

項
次

系統整合指標審查資料建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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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子系統圖說規範a-33

需另附文字說
明與計算方式
說明文件(申
請正式標章時
另附相關人機
介面圖片)

各主、子系統一覽表(註明通訊介
面、通訊協定之種類)d-1系統整合平台通

訊標準化程度(國
際或工業標準化
平台系統數與系
統整合系統總數
之比)

各主、子系統圖說規範a-33

需另附文字說
明與計算方式
說明文件(申
請正式標章時
另附相關人機
介面圖片)

各主、子系統一覽表(註明通訊介
面、通訊協定之種類)d-1

主系統與子系統
使用相同的系統
通訊平台的比例
(相同系統數與系
統總數之比)

系統整合平台四

備註送審資料評估基準評估
項目

指標
項目

項
次

系統整合指標審查資料建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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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另附文字說
明文件

各項弱電子系統設備型錄、設備點
收與軟體通訊協定資料與整合設定
技術資料移交清單(申請正式標章
時另附須經起造人移交單位簽認證
明)

e-4各子系統與整合
技術資料的保存

相關系統備源機制之系統架構與圖
說規範(申請正式標章時另附相關
人機操作畫面)

e-3系統備援的機制

需另附文字說
明文件與系統
設置架構圖

相關資安防護之系統架構與圖說規
範(申請正式標章時另附相關人機
操作畫面)

e-2系統的資安的防
護機制

需另附文字說
明文件與操作
畫面

相關個別與跨平台整合系統之人機
介面管理之圖說規範(申請正式標
章時另附相關人機操作畫面)

e-1人機介面之管理
權限機制

整合的安全機制五

備註送審資料評估基準評估
項目

指標
項目

項
次

系統整合指標審查資料建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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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指標送審資料自我檢核表
一、評估「系統整合指標」查核資料 建築物名稱申請編號

建築物概要

a-20
a-21電梯監控

a-18
a-19室內環境品質監控

a-16
a-17通風換氣監控

a-14
a-15衛生給排水監控

a-12
a-13照明監控

a-8 
a-9

a-10
a-11

空調監控

a-6 
a-7電力監控

系統整合項
目

a-5中央監控系統之控制與監視比例

Ｐｘ～ｐｘ

a-1
a-2
a-3
a-4

各類機電設備系統納入監控之比例
(機電設備系統總數與納入監控機電
設備系統總數之比)

中央監控系
統

系統整
合
之程度

一

對應圖說或頁
次送審資料名稱評估基準評估項目指標項

目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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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新版「系統整合指標」評估內容解析
叁、申請系統整合指標注意事項
肆、系統整合應用技術介紹

內容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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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應用技術介紹重點

中央監控(BA)系統功能總
點數表(含機電與空調監控)a-5中央監控系統之控

制與監視比例

電力負載表(圖)a-4

空調設備表(圖)
a-3

中央監控(BA)系統架構圖
(含機電與空調監控)

a-2
需另附文字
說明與計算
方式書文件
(申請正式標
章時另附相
關人機介面
圖片)

中央監控(BA)系統功能總
點數表(含機電與空調監控)a-1

各類機電設備系統
納入監控之比例
(機電設備系統總
數與納入監控機電
設備系統總數之比)中央監

控系統

系統整
合之程
度

一

備註送審資料評估基準評估
項目

指標
項目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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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應用技術介紹(1)-系統整合架構與運作機制

1. 系統整合的架構方面：
(1)、整合系統所需包括的服務範圍(各子系統的功能是否涵蓋)
(2)、整合系統的可操作環境(包括區域化、網際網路化或行動化)
(3)、各子系統架構在整合系統時的主從關係
(4)、各子系統之系統平台對整合系統的影響

2. 系統整合的運作機制方面：
(1)、系統間互動或關聯性內容的確定
(2)、系統在整體化服務的操作機能
(3)、整合系統對未來永續性的影響(包括變更、維護與管理)
(4)、整合系統對安全性與可靠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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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應用技術介紹(2)-系統整合之方式與手法

1. 硬體方式：
藉由實質面輸入與輸出接點作為訊號的傳遞

2. 軟體方式：
利用轉換介面並透過通訊協議或標準語法來進行訊號的溝通
(軟體包含編撰程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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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應用技術介紹(3)-系統整合之平台

系統整合平台乃指各自動化子系統間在訊息相互溝通通訊時的
傳輸機制

1. 攸關對系統整合行為的基準以及未來永續發展的確保

2. 對整合平台的選擇與平台的轉換都是重要的關鍵

目前國內產業因市場規模小，仍以國際標準作為方案，對於自行訂定的平
台則均會提供相關資料給予被整合時之用

不同整合平台就有其平台通訊傳輸接頭的硬體規格接頭與通訊傳輸協定之
規定

系統整合有的以主系統與子系統間的做整合，有的是子系統與子系統之間
的整合，若系統均採用國際化通用之共通標準平台，則對於系統整合的成
本與成效一定大為提高

整合平台的選擇

整合平台的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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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應用技術介紹(4)-系統整合之介面

1. 介面的提供是系統整合的必要條件

2. 在建築物內每一套自動化系統都有專屬的建構與運作方式，因此兩系統間
要做相互資料傳遞必定要透過彼此所提供的介面來達成

3. 必須在設備或系統導入前就必須加以約定且留設，

4. 介面的形式種類很多，大致可分為硬體介面與軟體介面，端賴各子系統之
種類與性質而有所不同

硬體介面： 一般而言，乃指在實體層的可連接之形式與型態，是指機器
設備上所具有的 通訊或輸入輸出的實體接點

軟體介面： 一般而言系統間資訊溝通傳遞之形式，指通訊介面，也就是
所謂的通訊協定(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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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應用技術內容

(1)系統整合功能點數表

(2)系統整合架構圖

系統整合架構：
(1)、整合系統所需包括的服務範圍(各子系統的功能是否涵蓋)
(2)、整合系統的可操作環境(包括區域化、網際網路化或行動化)
(3)、各子系統架構在整合系統時的主從關係
(4)、各子系統之系統平台對整合系統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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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應用技術內容
系統整合架構：

(1)、整合系統所需包括的服務範圍(各子系統的功能是否涵蓋)
(2)、整合系統的可操作環境(包括區域化、網際網路化或行動化)
(3)、各子系統架構在整合系統時的主從關係
(4)、各子系統之系統平台對整合系統的影響

(4)智慧化監控系統整合架構圖(資料來源: Adic Co.,Ltd) (4)系統整合架構圖(資料來源: Honeywell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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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應用技術內容
系統整合的運作機制：

(1)、系統間互動或關聯性內容的確定
(2)、系統在整體化服務的操作機能
(3)、整合系統對未來永續性的影響(包括變更、維護與管理)
(4)、整合系統對安全性與可靠度的要求

(1) 圖說規範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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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應用技術內容
系統整合的運作機制：

(1)、系統間互動或關聯性內容的確定
(2)、系統在整體化服務的操作機能
(3)、整合系統對未來永續性的影響(包括變更、維護與管理)
(4)、整合系統對安全性與可靠度的要求

(2) 整合系統監控人機操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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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應用技術內容
系統整合的運作機制：

(1)、系統間互動或關聯性內容的確定
(2)、系統在整體化服務的操作機能
(3)、整合系統對未來永續性的影響(包括變更、維護與管理)
(4)、整合系統對安全性與可靠度的要求

(3).環境感測器之通訊介面(資料來源:PureChoice Inc.)

(3). 弱電系統之Ｍodbus通訊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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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應用技術內容
系統整合的運作機制：

(1)、系統間互動或關聯性內容的確定
(2)、系統在整體化服務的操作機能
(3)、整合系統對未來永續性的影響(包括變更、維護與管理)
(4)、整合系統對安全性與可靠度的要求

3 弱電設備維護管理基本作業流程

弱電設備項目分類建檔、
列管，訂定使用辦法。

管理人員例行巡視保管，
及正常使用狀況。

合格廠商技術人員定期巡
檢保養。

故障維修或設
備更新。

記錄
報告
訂約

合格廠商技術
人員叫修。

弱電設施設備
臨時故障發生

(3) 弱電系統移交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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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應用技術內容
系統整合的運作機制：

(1)、系統間互動或關聯性內容的確定
(2)、系統在整體化服務的操作機能
(3)、整合系統對未來永續性的影響(包括變更、維護與管理)
(4)、整合系統對安全性與可靠度的要求

(4).具系統備源機制之整合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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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應用技術內容
系統整合方式：
以硬體方式整合下之常用方式與手法：

(1). 相同整合平台之設計參考實例
(2). 整合界面接點的留設
(3). 子系統設備增設輔助電驛，來提供整合端控制器的連結

(1). 以相同整合平台之監控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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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應用技術內容
系統整合方式：
以硬體方式整合下之常用方式與手法：

(1). 相同整合平台之設計參考實例
(2). 整合界面接點的留設
(3). 子系統設備增設輔助電驛，來提供整合端控制器的連結

(2). 機電設備啟動盤留設監控介面



57

系統整合應用技術內容
系統整合方式：
以硬體方式整合下之常用方式與手法：

(1). 相同整合平台之設計參考實例
(2). 整合界面接點的留設
(3). 子系統設備增設輔助電驛，來提供整合端控制器的連結

(3). 子系統連動介面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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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應用技術內容
系統整合方式：
以軟體方式整合下之常用方式與手法：

(1). 以共同可連接的通訊接口(RS232或RS485)參考實例
(2). 不同的標準平台，則加入支援不同標準化平台之閘道器(Gateway)進行轉換，
(3). 透過訊號封包的封裝到標準IT環境下作硬體的連結，在末端在以其系統專用軟體解

封裝到人機介面來呈現多工的管理畫面。
(4). 以透過標準網際網路語法的連結或轉址，讓整合功能可在人機介面上呈現，如

OCX、ActiveX等軟體整合元件
(5). 以透過電腦標準資料庫或資料庫轉換的方式，讓子系統間各自讀取所需資料，來呈

現整合之功效，如SQL、MySQL、OPC、DDE等

1. 以共同可連接的通訊接口方式(資料來源：泓格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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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應用技術內容
系統整合方式：
以軟體方式整合下之常用方式與手法：

(1). 以共同可連接的通訊接口(RS232或RS485)參考實例
(2). 不同的標準平台，則加入支援不同標準化平台之閘道器(Gateway)進行轉換
(3). 有關透過訊號封包的封裝到標準IT環境下作硬體的連結，在末端在以其系統專用軟

體解封裝到人機介面來呈現多工的管理畫面。
(4). 以透過標準網際網路語法的連結或轉址，讓整合功能可在人機介面上呈現，如

OCX、ActiveX等軟體整合元件
(5). 以透過電腦標準資料庫或資料庫轉換的方式，讓子系統間各自讀取所需資料，來呈

現整合之功效，如SQL、MySQL、OPC、DDE等

2. 不同標準平台的轉換架構圖(資料來源：TRIDIUM,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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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應用技術內容
系統整合方式：
以軟體方式整合下之常用方式與手法：

(1). 以共同可連接的通訊接口(RS232或RS485)參考實例
(2). 不同的標準平台，則加入支援不同標準化平台之閘道器(Gateway)進行轉換，
(3). 透過訊號封包的封裝到標準IT環境下作硬體的連結，在末端在以其系統專用軟體解

封裝到人機介面來呈現多工的管理畫面。
(4). 以透過標準網際網路語法的連結或轉址，讓整合功能可在人機介面上呈現，如

OCX、ActiveX等軟體整合元件
(5). 以透過電腦標準資料庫或資料庫轉換的方式，讓子系統間各自讀取所需資料，來呈

現整合之功效，如SQL、MySQL、OPC、DDE等

5. 以電腦標準資料庫轉換整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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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應用技術內容

2 各類通訊協定支援範例表(資料來源：ARC Informatique PCVue )

系統整合之平台：
以整合平台的選擇方面：

(1). 一般而言，選用平台是以開放性、標準化之通訊平台為基準，目前應用在建築領域
上有LonWoks、Bacnet、TCP/IP為主，當然有些設備子系統也有PROFIbus 
DPVI和MODbus RTU通訊，如多功能電表(例如PLC，Power meter等 )

(2). 軟體上所能支援的通訊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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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應用技術內容
系統整合之介面：
以整合平台的選擇方面：

(1). 硬體介面，一般而言，是指機器設備上所具有的通訊或輸入輸出的實體接點
(2). 軟體介面方面，一般而言都是指通訊介面，也就是所謂的通訊協定(Protocol)體上

所能支援的通訊協定

(1) 機電設備所附的啟動盤或控制盤內之控制介面圖
(1) 三菱空調機之Lonworks通訊介面控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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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應用技術介紹
系統整合之介面：
以整合平台的選擇方面：

(1). 硬體介面，一般而言，是指機器設備上所具有的通訊或輸入輸出的實體接點
(2). 軟體介面方面，一般而言都是指通訊介面，也就是所謂的通訊協定(Protocol)體上

所能支援的通訊協定

(1)  外掛式電力電錶之RS485(Modbus)通訊介面圖
(資料來源：VERIS INDUSTRIES) (1) 空調小型送風機設備之LonWorks通訊介面圖

(資料來源：www.echel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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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應用技術內容
系統整合之介面：
以整合平台的選擇方面：

(1). 硬體介面，一般而言，是指機器設備上所具有的通訊或輸入輸出的實體接點
(2). 軟體介面方面，一般而言都是指通訊介面，也就是所謂的通訊協定(Protocol)體上

所能支援的通訊協定

(2) 設備商自訂之軟體通訊協定

(2). 弱電系統之ＬonWorks通訊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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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智慧建築落實之關鍵

優良系統整合廠商

智慧建築落實之關鍵

業者的重視與支持

專業系統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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