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術簡介
企業技術解決方案

Intel 採用能讓全球協同合作更簡易、互動程度更高、更能激發創造力的先進解決方
案，將職場成功轉型

運用 Intel® 互動式白板技術 
提升職場效率

改善共同合作成效，加速產生深入分析資訊 
Intel 針對企業用戶的策略與產品可克服現今最艱鉅的企業挑戰，包括對簡單化、速度、 
全球協同合作與最重要的安全層面的需求。為了推動工作環境轉型，Intel 推出具備互
動式白板 (IWB) 技術的新一代會議室，以支援更高程度的創新與開放能力。拜第 6 代
Intel® Core™ vPro™ 平台與免費1 Intel® Unite™ 軟體所賜，此模式提供使用簡易與遠端管
理功能，並支援能大幅增進會議室生產力與協同合作威力的內容傳遞功能。 

我們的解決方案採用軟體定義基礎架構 (SDI) 的方式，搭載使用 Intel Core vPro 處理器
的媒體播放器，並支援可觸控操作的 LCD 顯示器。由媒體播放器與顯示器打造的組合
形成核心中樞，提供在安全可靠的加密環境中進行各種室內與遠端偕同合作的精彩體
驗。內含 Intel 技術的 IWB 讓全球各方之間的協同合作獲得前所未有的圓滿成果和高度
生產力，而且隨著商務夥伴間合作的障礙減少，公司可以採用新的工作方式來激發團隊
合作精神和永續發展。 

配備互動式白板  
(Interactive 
whiteboard，IWB) 技
術的新世代會議室將能
大幅提昇會議室的生產
力與協同合作的威力。

投影機

內含 INTEL® 技術的 IWB 
解決方案能提供下
列優勢：
•  開會更快速、更簡易，改善生產力

•  直覺化的使用者互動方式，以及身歷其境
的音效及視覺體驗

•  縮短佈建與自訂協同合作解決方案所費
的時間  

•  透過遠端管理功能，降低總持有成本 (TCO)

•  改善安全性以及保障智慧財產的防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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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大威力與簡單性並存
 
第 6 代 Intel Core vPro 處理器 
企業界正在進行數十年以來最大規模的轉型，Intel 在第一線推
動建立高效益的技術解決方案，為各種規模的組織提供真實且具
體的效益。內含第 6 代 Intel Core vPro 處理器的 IWB 提供優異
效能、安全性與遠端管理功能，其中包括整合觸控與手勢功能的
直覺化使用者體驗，並大幅減少所需的傳輸線數量。這些 IWB 
也針對 Windows® 10 進行最佳化，能向下和向上相容許多其他 
Intel® 處理器與裝置，支援長達 7 年的生命週期。  另外，它利用
具備觸控功能的 LCD 螢幕，因此能夠為以投影機為基礎的解決
方案降低初始前期的投資成本，並且能支援較低、更可預測的長
期操作開銷，最終獲得較低的總持有成本 (TCO)。

遠端管理功能 
以 LCD 為基礎的 IWB 採用最新的 Intel Core 處理器，提供 Intel 
vPro 與 Intel® 主動管理技術 (Intel® AMT) 的優勢。這項技術能在
安全的環境中診斷、更新與修復 IWB，最終降低 IT 支援與系統
管理成本。另外，它也能用於進行頻外管理，無論 IWB 處於哪
一種系統狀態，技師都能從遠端存取及修正問題，即使作業系統
未啟動時也不成問題。

安全性與整合 
Intel vPro 也讓 IWB 解決方案能夠提供強大的安全功能。對許多
企業來說，保護共同合作與工作階段的機密性是首要考量，Intel 
vPro 讓企業能夠使用企業級的強化型 256 位元安全通訊端層 
(SSL) 加密功能。Intel vPro 技術平台也擁有許多功能，可以緊密
結合複雜的基礎架構元件，如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DNS、DHCP、公共金鑰基礎架構 (PKI)、企業無線網路環境，以
及其他標準工具組。 
 

必要

選用

應用程式

動作感測器視訊切換器

迷你電腦

電腦

顯示器

觸控式顯示器

智慧型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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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可插拔規格 (OPS) 
Intel 在 2010 年開發的開放式可插拔規格 (Open Pluggable 
Specification；OPS) 便已簡化並標準化配備 LCD 的 IWB、數位看
板及其他智慧型顯示器的製程。今後顯示器產業獎有超過 40 家大
廠接連採用這項技術，因為它的功能強大、多元、體積小巧，且
一般使用者能輕易設定和進行升級。設定具有 OPS 功能的 IWB 
與數位看板顯示器，就和將 OPS 運算裝置插入顯示器 OPS 插槽
一樣簡單。OPS 低功率、高度模組化的可插拔外型規格介面採用 
Intel 處理器最新的創新技術，包括高解析度（最高 4K/60Hz）
解決方案，為開發智慧型顯示器的廠商提供振奮人心的新契機。 

如需有關 OPS 的詳細資訊，請造訪 intel.com/ops。 
 
進階互動 
Intel 在 IWB 領域持續開發創新，提供更豐富的使用模式和更精彩
的使用者體驗，其中包含大尺寸觸控顯示器與 Intel® RealSense™ 
技術，這項技術讓使用者能用手勢控制數位內容，並與內容進行
互動。簡報者若使用內含 Intel 技術的 IWB 進行簡報，只需用雙
手和身體的動作就能展示動態簡報。

為進一步發揮 IWB 的優點，免費的1 Intel Unite 軟體能讓使用者
之間能以即時的方式協同合作，不論使用者位於何處都不受限
制，藉此改變企業協同合作的方式，並確保會議中的每一分鐘都
能發揮應有的效益。它的操作環境也相當簡單、好用，多數使
用者都能快速上手。Intel Unite 開始執行後，只要輸入安全 PIN 
碼就能加入會議，任何與會者都能推送內容、製作圖表、提供
回應，甚至接手進行簡報，以即時的方式提供會議內容。Intel 
Unite 不與特定廠商相關，能整合各式各樣的企業會議室技術平
台；包括 Lync* 與 Skype* 附加元件功能，打造更全方位的通訊
解決方案。 
 
Intel® Authenticate 
Intel® Authenticate 是硬體強化多因素驗證解決方案，搭配第 6 
代 Intel Core 處理器與 Intel Core vPro 平台，透過擷取、加密、
比對關鍵使用者身分識別與機密資訊，以強化對身分識別提供的
防護。Intel Authenticate 會同時使用三項強化因素的組合來驗證
身分。 
 

協同合作的美好未來
 
Intel 與其實力雄厚的價值鏈體系已張臂迎接商務協同合作的新
浪潮，這股新潮流效果更好、效率更高，而且更為人性化。配備
LCD 的互動式白板模式提供自由流動的多向通訊小巧的體積能
在組織內的最適位置促進協同合作。另外，這個模式也充分利用 
Intel 數項最強大的安全防護與管理功能，這項技術將使公司以更
簡易、更安全、生產力更高的方式，鼓勵員工透過參與度更高的
新方式來提供個人想法、思考與創新。

Intel IWB 計劃在持續開發中，這項計劃採用 4K/60Hz 螢幕解
析度，希望能和顯示器技術並駕齊驅。我們預期將有體積更小
巧、功能更強大的新型 IWB 解決方案的問世，並提供整合 Intel 
RealSense 技術的手勢與動作控制功能。  
 
進一步瞭解互動式白板與 Intel® Unite：intel.com/unite。

http://intel.com/ops
http://intel.com.tw/unite


1.需符合最低限度的硬體規格。 

Intel® 技術的功能與優勢端視系統組態而定，可能需要用到支援該技術的硬體、軟體，或啟用相關服務。實際效能會依系統組態而異。電腦系統不能提供絕對的安全性。詳情請洽詢購入系統的製造商或零售商，或是上
網參閱 intel.com。

效能測試中使用的軟體與工作負載可能僅針對 Intel® 微處理器進行最佳化。包括 SYSmark* 與 MobileMark* 在內的效能測試，是使用特定電腦系統、零組件、軟體、作業與功能進行量測。這些因素若有任何異動，均
可能導致測得結果產生變化。建議您參考其他資訊與效能測試數據，協助您充分評估欲購買產品的性能，包括該產品在搭配其他產品運作時的效能。詳細資訊請上網參閱 intel.com/performance。

Intel® vPro™ 技術精密複雜，需要設定與啟動。各項功能是否可用及其結果，將取決於您的硬體、軟體以及 IT 環境的設定和組態。若要進一步瞭解，請造訪 intel.com/technology/vpro。

必須經過啟動，而且系統必須連上公司網路，必須搭載已啟用 Intel® 主動管理技術 (Intel® AMT) 的晶片組、網路硬體與軟體。若使用筆記型電腦，在透過主機作業系統 VPN 連線、透過無線網路連線、使用電池供電、
電腦睡眠、休眠或關機時，Intel 主動管理技術可能無法使用或功能有限。結果會因硬體、設定以及組態而異。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intel.com/content/www/us/en/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intel-active-managementtechnology.html。

鍵盤-視訊-滑鼠 (KVM) 遠端控制僅適用於 Intel® Core™ i5 vPro™ 與 Core™ i7 vPro™ 處理器，必須啟動及設定 Intel® AMT，並且使用整合式繪圖功能。不支援獨立顯示卡。

電腦系統不可能在所有的情況下都能夠提供絕對的安全性。特定 Intel® 處理器提供的內建安全功能可能需要額外的軟體、硬體、服務及 (或) 網際網路連線。結果可能會因系統組態而異。如需詳細資料，請洽詢您的系
統製造商。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https://security-center.intel.com/。

對於本文件提及的第三方效能標竿資料或網站，Intel 並不會控制或稽核其設計或執行。Intel 鼓勵所有的客戶造訪本文件提及的網站，或是其他發佈類似效能標竿資料的網站，確認本文件所提及的效能標竿資料是否正
確，並且反映出已上市系統的效能表現。

本文件及其中資訊僅為方便 Intel 客戶參考而提供，一切均以「現況」提供，不具任何明示或暗示之擔保，包括但不限於任何適售性、適合特定用途、不侵犯智慧財產權的暗示擔保。獲得或擁有本文件並不代表對於本
文所描述、顯示、包含之任何智慧財產權之授權。Intel® 產品並非針對醫療、救生、維生、關鍵控制、安全系統等用途而設計，亦未考量核能設施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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