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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連接 極智功能
您蒐集的數據是用來防止設備當機、人為操作疏失和過度能耗的關鍵
所在。將這些重要數據轉換為視覺化資訊，協助優化現場操作流程及
執行維護計劃。

BoX2 建立了存取資料的智能途徑，為工
業自動化與 IT 領域之間搭起橋梁。協助
您的生產數據整合至雲端平台，並安全地
傳輸數據以進行遠程存取和分析。

BoX2 可協助設備之間的數據交換，並將數據
安全地傳輸到雲端以進行遠程存取和分析。

BoX2 提供真正的工業優勢，適用於過雜
訊、極端工作溫度和高度振動等嚴峻的工
業環境。BoX2可與不同類型的控制器進
行通訊並可靠地儲存您所需的數據。

BoX2可建立行動版解決方案並在雲端中增加現場控
制功能，即時地在機器設備上執行糾正措施。在任何的
工作場景下，都可以通過預設的功能執行開發設計。

極智功能

可連接 ERP 系統、分析工具等

透過 iX 編輯軟體，實現現場數據儲存、警報發送、
數據交換報表產出和 C# 腳本等功能。

BoX2 支援 OPC UA 安全通信協定，可串連 ERP 系統及
分析工具。

與所有自動化品牌設備的互聯

WARP 實現快速配置

認識 BoX2
BoX2 是協定轉換器，是物聯網閘道器，也是邊緣控制器 :
• 與各種品牌的 PLC 進行通訊並儲存所需的數據
• 建立物聯網解決方案並在雲端中存取數據
• 透過 HTML 5 技術在您的行動裝置上呈現數據
• 透過 CODESYS 整合現場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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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iX 編輯軟體，執行現場數據儲存、警報發送、
設備之間的數據交換與報表產出等功能。
在 WARP 工程工作站裡輕鬆點擊幾下，BoX2 即可
輕鬆配置智能物件。

BoX2 支援超過百種主流品牌控制器的驅動程序，存
取隱藏在機器設備中的數據。

透過 WARP 工程工作站，在幾分鐘內自動配置所有軟體、
硬體和通訊設定，建立整合式解決方案。

安全儲存、擷取和管理

強大的現場邏輯控制

北爾雲是架構在Microsoft Azure 雲端平台服務管
理上，透過 WARP 工程工作站建立和管理需要發佈
的物件架構，使用者，設備，設備組，雲端變數物
件和定位。

符合 IEC 61131-3 標準整合式編輯環境的開發工具，包括
整合編輯器、物件導向的程式編輯、警報管理、附加元件
等。

安心可靠

跨平台的行動應用

每台BoX2都有一個可追蹤的識別碼來標記雲端中的
設備，並且此設備在公共網域是不會被發現的。

HTML5 技術可跨越不同平台與不同瀏覽器，對使用者來
說簡化後的編碼，運行速度更快，適應性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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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的機動性操作
如果您能隨時隨地掌握工廠生產狀況，無須被綁在工作岡位或生產線
上，這會為您帶來什麼樣的助益?

如果您的設備機器能以智能方式進行有效通訊，進而提高生產
效率和優化操作流程，這會為您帶來什麼樣的助益?

BoX2 是人機介面和儀表板應用的最佳平台，隨時更新您設備的狀態資訊及重要數據，並以清晰的交互式
圖形來呈現生產趨勢、警報和診斷資料，以便您可在任何地方，靈活地作出決策和採取糾正措施。

不論您的設備是新或舊、單一或多台，甚至更複雜的架構，BoX2協助您的設備更高效地進行通訊。
BoX2支援所有主流品牌控制器的通訊協定，並輕鬆執行設備系統中數據發送和交換，優化整體的操作性能。

行動式人機介面產品系列：BoX2 base、BoX2 pro、BoX2 pro SC、BoX2 extreme和 BoX2 extreme SC。

協定轉換器產品系列：BoX2 base、BoX2 pro、BoX2 pro SC、BoX2 extreme 和 BoX2 extreme SC。

應用情境

應用情境

行動式智能伺服器
BoX2為新一代智能擷取伺服器，通過內建的Web
伺服器為任何設備提供HTML5技術的可視化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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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您的生產效能

協定轉換器
HTML5 技術可跨越不同平台與不同瀏覽器，對使用者來說簡化
後的編碼，運行速度更快，適應性更強。BoX2 支援強大的最新技
術 Web HMI 功能，在這種情況下，操作人員或設備管理人員可以
靈活、移動的操作，無須被綁在固定的工作崗位或生產線上。

BoX2可作為協定轉換器，使不同協定格式的控制器能夠交
換數據並實現相互操作。BoX2搭配了各種控制器的驅動程
序，使數據在不同協定之間進行轉換並可以定向傳輸。

BoX2 支援 OPC UA 安全通信協定，主要將ERP 系統、
數據分析工具、資料庫和其他企業系統等，與來自控
制器及其他設備的實際數據互相連接。增加擴充功能
如現場數據庫儲存，進而優化整體操作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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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數據和您玩捉迷藏

一個設備管理所有數據

如果可以存取隱藏在機器設備裡的數據並進而得到有價值的
分析結果，這會為您帶來什麼樣的助益?

如果您能透過單一設備來控制機器操作程序，這會為您帶來什麼樣
的助益?

BoX2 可從您的設備中擷取您需要進行分析的數據，以優化正常運行時間和整體效率。
BoX2 透過通訊協定存取隱藏在您機器中的數據給所有主流品牌的控制器，通過安全連接
傳輸至雲端並將其轉為視覺化。我們提供其他智能軟體模組來進一步優化和建構數據。

BoX2 具備強大的現場邏輯控制能力。通過內建的 IEC 61131-3 CODESYS 程式設計平臺
對基本和高級應用進行程式設計控制。控制應用程式可以與HMI伺服器、IIoT 和雲端
連接結合，並且提供多種選配的智慧功能，將所有的功能都集結在一個設備裡。

物聯網閘道器產品系列：BoX2 base、BoX2 pro、BoX2 pro SC、BoX2 extreme和 BoX2 extreme SC。

整合 CODESYS 控制產品系列：BoX2 pro SC和 BoX2 extreme SC。

應用情境

應用情境

整合 CODESYS 控制

雲端連接
BoX2 可作為物聯網閘道器，將現場機器數據
轉換為雲端中可辨識的數據。數據使用銀行級
加密算法安全地傳輸到北爾電子雲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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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台BoX2都有一個可追蹤的識別碼來標記雲端中的設
備，並且此設備在公共網域是不會被發現的。北爾雲
是架構在Microsoft Azure雲端平台服務管理上，透過
WARP工程工作站構建和管理需要發佈的物件架構，使
用者、設備、設備組、雲端變數物件和定位等。

CODESYS 是市場上領先的、不依賴於硬體且符合 IEC
61131-3 標準的程式設計工具，用於工業級 PLC 或控
制器程式設計。CODESYS 完全符合 BoX2 的特性和
iX 軟體的開放性、溝通能力和資料交換能力。

BoX2 具備強大的現場邏輯控制能力，內建CODESYS 整合編
輯器，可以完全整合物件導向的程式編輯及警報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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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資料– BoX2

BoX2 base

BoX2 pro

高性價比協定轉換器

高性能協定轉換器 / 物聯網閘道器 / 邊緣控制器

高性能協定轉換器 / 物聯網閘道器 / 邊緣控制器

BoX2 pro SC*1

強固型協定轉換器 / 物聯網閘道器 / 邊緣控制器

BoX2 extreme

強固型協定轉換器 / 物聯網閘道器 / 邊緣控制器

BoX2 extreme SC*1

100-0974

100-0980

100-0975

100-0981

一般說明
零件號碼

100-0973
2年

保固期限

2年

認證
一般

CE, FCC, KCC

危害

無

船用

CE, FCC, KCC
無
DNVGL, BV, LR, ABS*

無

DNVGL, BV, LR, ABS

UL 61010-2-201

安全

ULC1D2, ATEX (Zone2), ATEX (Zone22), IEXEx (Zone2), IEXEx (Zone22)
UL 61010-2-201

機械
鋁軌式

鋁軌式 / 壁掛式

CPU

ARM9 400 MHz

i.MX6DualLite Dual Cortex-A9 1.0GHz 512kBL2cache

RAM

128 MB

1 GB

256 MB, 其中可用 200 MB

2 GB SSD (eMMC)，1.5 GB 可供應用程式儲存

安裝方式

鋁軌式 / 壁掛式

鋁軌式 / 壁掛式/Vesa 安裝

i.MX6DualLite Dual Cortex-A9 1.0GHz 12kBL2cache

i.MX6Quad, Quad ARMCortex-A9 1.0GHz 1MBL2cache

系統

FLASH

1 GB

支援功能
協定轉換
雲端連接*1

有
無

有

有

HMI 和 web 伺服器

有

整合 CODESYS 控制*1

無

透過 iX 軟體增加智慧功能

有

2 GB
2 GB SSD (eMMC), 其中可用 1.5 GB

有
有
有*1

有*1

無
有

Softcontrol
CODESYS 執行版本

無

3.5

無

3.5

CODESYS EtherCAT

無

有

無

有

CODESYS Modbus 乙太網路

無

有

無

有

CODESYS Modbus RTU

無

有

無

有

非揮發性變數

無

有

無

有

序列通訊
序列埠數量

2 Port 9pin DSUB

1 Port 9pin DSUB

1 Port 9pin DSUB

2 Port 8pin M12

序列埠 1

RS 232 (RTS/CTS)

RS 232 (RTS/CTS)

RS 232 (RTS)

序列埠 2

RS422/485

RS422/485

RS422 or RS485 or CAN

RS485 (only if COM 2 is RS485)

RS 485 or CAN galv. isolated on 2. M12 serial (if no RS422 on 1. M12 is selected)

序列埠 3

RS 232

RS485 (only if COM 2 is RS485)

序列埠 4

RS 485

無

無

乙太網路通訊
乙太網路埠數量

1

乙太網路埠 1
乙太網路埠 2

2
1×10/100 Base-T (shielded RJ45)
1×10/100 Base-T (shielded RJ45)

無

2
1×10/100 Base-T (shielded RJ45)

1×10/100 Base-T (4 pin M12)

1×10/100 Base-T (shielded RJ45)

1×10/100 Base-T (4 pin M12)

擴充介面
SD 卡

SD 和 SDHC

無

USB

1×USB 2.0 500mA

SD 和 SDHC
1×USB 2.0 500mA

2×USB 2.0 500mA (8pin M12)

環境
工作溫度

-10 °C to +50 °C

-10°C to +60°C

-10 °C to +60 °C

-30°C to +70°C

存放溫度

-20 °C to +60 °C

-20°C to +70°C

-20 °C to +70 °C

-40°C to +80°C
40g，半正弦，11ms，符合 IEC60068-2-27

撞擊

15g，半正弦，11ms，符合 IEC60068-2-27

15g，半正弦，11ms，符合 IEC60068-2-27

震動

1g，符合 IEC 60068-2-6，Fc測試

1g，符合 IEC 60068-2-6，Fc測試

4g，符合 IEC 60068-2-6，Fc 測試

IP20

IP20

IP66, NEMA 4X/ 12 and UL Type 4X/ 12

5% ~ 85%，不冷凝

5% – 85%，不冷凝

5% ~ 95%，不冷凝

保護等級
濕度

*1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www.beijerelectronics.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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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智功能

加快工程

可以額外選配智慧功能，如現場資料儲存、警報發送、配方管理、報表產
出、 C# 腳本等來實現 BoX2 的連接。可透過 iX 編輯軟體中的配置，執行
現場 BoX2 設備更智慧化的功能。

利用 WARP Engineering Studio 建立整合式 HMI、控制、驅
動及資料通訊解決方案。 WARP 會自動配置應用中的所有硬
體、軟體和通訊。過去需要數天時間才能完成，如今只需滑
鼠點擊幾下即可在幾分鐘內開始運作。

高效的工作流程
iX 編輯軟體直覺的開發環境和快捷功能將提升您的設
計速度。可自訂的工作區、元件庫和靈活的屬性視窗都
是一些能使工作流程效率得到提升的特性。您還可以
將自己訂製的物件和高階腳本模組分享給同事。

特色

利用智慧物件 (Smart objects) 節省時間

與所有自動化品牌設備的互聯

• 完美整合北爾電子產品。

廣泛的驅動程序可與所有主流自動化品牌設備通訊，
使用者之間的資訊共用和複雜系統的安全控制變得簡
單，徹底打破距離界限。基於 VNC 和 FTP 伺服器的檔傳
輸和遠距離人機介面控制使操作變得更加靈活。

• 結構化整合式工作流程，只需拖拉物件。

智慧物件是 WARP 工程工作站的一大特色。智慧物件包括 PLC 程式
碼、人機畫面等現成嵌入式功能。只需將智慧物件拖曳至工作平台再
拖放到裝置上，所有嵌入程式碼隨即匯入目標裝置，既智慧又省時。

• 自動配置所有硬體、軟體和通訊。
• 簡單拉線就可完成裝置互連。
• 具備失效安全防護，避免工作失效下造成傷害。

極智功能
你可以在 iX 編輯軟體中找到所有基本功能，如資料記錄、配
方、警報、數據交換、趨勢圖和操作記錄等。內建功能的現成
物件、向量符號和圖形可直接插入到螢幕，為您帶來各種便
利。易於上手的操作使您能夠輕鬆完成應用構建並將其付之
運行。iX 支持 .NET 技術，並為高級開發人員提供多種選項用
於設計專用功能。用戶僅使用 C# 腳本編輯功能或 .NET 組件
就能實現功能擴建。還可以透過多個控制器來控制及數據交
換，並享受 SQL、FTP、OPC 和 web 帶來的靈活高效連接。

• 自動存取所有個別應用程式編輯器。
• 具備智慧物件(Smart objects)，包括 PLC 程式碼、
人機畫面等現成嵌入式功能，提高開發效率。

智慧商城 (Smart Store) 中的工業應用程式
自動化工程的未來為物件導向，並以視覺和使用者社群為基
礎。隨著北爾電子智慧商城推出，將有越來越多的工業應用程
式 - 包括智慧物件、軟體和軟體更新，供您立即下載使用。

• 能備份和還原專案，擴充容易。
• 提供重要文件捷徑。
• 快速生成物料清單以簡化購買。

透過 iX 編輯軟體選配智慧
功能，如現場數據儲存、
警報發送、數據報表產
出和 C# 腳本等功能。

下載 iX 編輯軟體
前往智慧商城 www.beijerelectronics.tw 下載免費試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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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 WARP 工程工作站
前往智慧商城 www.beijerelectronics.tw 下載免費試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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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北爾電子
北爾電子為跨國跨產業的創新者，以靈活的解決方案為各種產業的關鍵性應用進
行控制、串聯和資訊呈現。我們開放性的軟體，硬體和物聯網解決方案可以優化
客戶流程，創造安全可靠的通訊，以及提供客戶領先的使用者體驗。我們的願景
是和客戶緊密合作並將事情化繁為簡，和您一起創造美好的明天！
北爾電子隸屬於北爾集團。北爾集團 2017年銷售額達1億2千萬歐元。本公司已
於瑞典上市，獲列入NASDAQ OMX Nordic Stockholm Small Cap名單，代號為
BELE。 www.beijerelectronics.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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