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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輕軌號誌系統自主技術提升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以下簡稱「本期計畫案」）

團隊遵循 EN 50128 標準 V-Cycle 開發，聘請台灣里卡多進行培訓課程、相關技術

交流與範本諮詢，為符合 EN 50126 之標準已達成特定應用，本期計畫案經多次滾

動式與台灣里卡多定義出需產出 46 份文件；經定期輔導與審查，本團隊已從階段

1-4 的相關重要文件中 9 份符合的初審包含系统定義、品質管理計畫、系统型態管

理計畫、軟體品質保證計畫、系统驗證和確證計畫、PHA 分析表、系統需求規範、

軟體需求規範與軟體整體測試規範，其中 4 份文件已進行初版發展包含軟體架構設

計規範、軟體整合測試規範、軟硬體整合測試規範與軟體元件設計規範，其餘文件

同步發展其內容中。 

文件管理則基於 EN 50126-1 的型態管理定義與敘述，為確保及管控資源、工

具、流程、需求與產品各階段文件上的一致性，本團隊使用數個數位工具包含

Sharepoint、Relyence與 JIRA等工具平台進行對應的追蹤與管控並建立基準化文件；

同時，其文件之間彼此具有相關性且可追溯，故其賦予文件獨立編號以進行管理與

聯集。 

風險評估依據 EN 50126-2 建議，採用英國 ALARP 風險評估，發展其 Hazard 

Log 詳述可能發生之風險及解決方案，同時將引進 RAMS 分析軟體 Relyence，模組

建構基於 MIL 相關規範，可協助團隊引用其資料庫可更加速快速且更精確的產地

產出分析結果。它的模組包含失效模式與影響分析、系統可靠度模型分析、失效樹

分析技術，以進行全面風險和安全評估，並產出生失效關鍵項目以計算出降低事故

發生的嚴重性及頻率做為功能上的考量。未來計畫將延續本期計畫案成果進行後續

研究與開發，今年主要目標為取得第三方稽核（獨立驗證機構 ISA）之「設計實作

階段(phase 6)」安全證明文件。 

本團隊同步發展自動產出聯鎖圖表工具係為輔助人工計算聯鎖圖表，以減輕人

力計算負擔，且可估算聯鎖圖表的正確性，本案提出自動產出聯鎖圖表工具，自動

產出聯鎖圖表工具並非完全取代人工，其仍須相關負責人交互簽證。與此同時，本

團隊繼續發展聯鎖系統監視器監視聯鎖系統的運作狀況，亦或為了事後調閱記錄，

電子聯鎖軟體會另行開發一個獨立模組來記錄所有運行狀態；預期聯鎖系統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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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介於中央行控中心及電子聯鎖系統的中間，將傳送到電子聯鎖系統的所有命令及

電子聯鎖系統回傳的設備資訊均記錄下來，儲存成資料庫型式，並記錄其時間戳記。 

二、建議 

1. 未來實際場域的規劃定案與否將有助於未來在執行本計畫的發展。 

2. 時程規劃與文件發展需遵循 EN 標準，以避免本計畫初在發展時有順序之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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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概述 

本計畫為「緯創電子聯鎖系統」，其軟體需求是依據 EN 50128 之標準來制定各階

段測試工作的時間、測試方法、測試人員及紀錄測試的準則，以提供依據及指引，

並為計劃測試人員在測試系統及軟體時，確保系統及軟體符合系統需求規範和軟體

需求規範，且達到安全功能等級 4（SIL 4）之要求。 

緯創資通所研發的電子聯鎖系統是在基於通用 SIL 4 的通用產品電腦運算平台下所

開發的聯鎖系統。為確保軌道運行的高安全性需求，系統遵循 CENELEC 鐵道應用

標準所制定的相關標準，使設計可達 SIL 4 的要求，系統說明可參考系統定義文件。 

全期成果報告的整體架構是以 EN 50128 V-cycle 精神發展，產出下述成果，詳細內

容請參閱本報告第 4 章。 

 

2. 引用標準  

本計畫所參考之法規如表 1： 

表1 引用標準  

序號 標準號 名稱 版本 

1 EN 50121-4：2016 

Railway Applications-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part 4：Emission immunity of 

the signaling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pparatus 

Dec, 2016 

2 EN 50124-1：2017 

Railway Applications- insulation coordination -

part1 basic requirements-Clearances and 

creepage distances for all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Mar, 2017 

3 EN 50124-2：2017 
Railway Applications-insulation coordination- 

part2：Overvoltages and related protection 
Mar, 2017 

4 EN 50125-3：2003 

Railway Applications-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for equipment part3 - Equipment for 

signaling and telecommunications 

Jan, 2003 

5 EN 50126-1：2017 

Railway Applications-The Specific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Reliability, Availability, 

Maintainability and Safety（RAMS）-Part1：

Generic RAMS Process 

Oct, 2017 

6 EN 50126-2：2017 
Railway Applications-The Specific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Reliability, Availability, 
Oc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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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標準號 名稱 版本 

Maintainability and Safety（RAMS）-Part2：

Systems Approach to Safety 

7 EN 50128：2011 

Railway Applications- Communication, 

Signaling and Processing systems-Software for 

Railway Control and Protection Systems 

Feb, 2011 

8 EN 50129：2018 

Railway Applications- Communication, 

Signaling and Processing systems-Safety 

related electronic systems for signalling 

Nov, 2018 

9 EN 50159：2010 

Railway Applications- Communication, 

Signaling and Processing systems-Safety-

related communication in transmission systems 

Sep, 2010 

10 ISO 10007：2017 
Quality management-Guidelines for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Mar, 2017 

11 ISO/TS 22163 

Railway Applications-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Business management system 

requirements for rail organizations：ISO 

9001：2015 and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application in the rail sector 

Mar, 2017 

12 IEC 60812：2018 
Failure modes and effects analysis（FMEA and 

FMECA） 
Oct, 2018 

13 
IEC 61508-5：

2010 

Functional safety of 

electrical/electronic/programmable electronic 

safety related systems Part5：Examples of 

method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safety 

integrity levels 

Ma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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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語及縮寫 

表2 用語及縮寫  

序號 縮寫 英文 中文 

1 ASR Assessor 評鑑者 

2 ATC Automatic Train Control 自動列車控制系統 

3 ATO Automatic Train Operation 自動列車運行系統 

4 ATP Automatic Train Protection 自動列車保護系統 

5 ATS Automatic Train Supervision 自動列車監督系統 

6 AxC Axle Counter 計軸器 

7 CCB Configuration Control Board 型態控制委員會 

8 CENELEC 
European Committee For 

Electrotechnical Standardization 
歐洲電工標準化委員會 

9 CI Configuration Item 型態項目 

10 CM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型態管理 

11 CoP Code of Practice 作業規範 

12 COTS Commercial Off-the-Shelf 商用現成產品 

13 CPS Cyber-Physical System 網宇實體系統 

14 CR Change Request 變更請求 

15 CTC Centralized Train Control 中央行車控制系統 

16 CVDU Color Video Display Unit 彩色顯示單元 

17 DES Designer 設計者 

18 ECN Engineer Change Notice 工程變更通知 

19 ECR Engineer Change Request 工程變更請求 

20 EI Electrical Interlocking 電子聯鎖 

21 EMC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電磁相容 

22 EMI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電磁干擾 

23 EN European Standards 歐盟標準 

24 FC Fault Coverage 故障覆蓋率 

25 FMEA 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 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 

26 FMECA 
Failure Mode, Effects and 

Criticality Analysis 
失效模式效應與關鍵性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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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縮寫 英文 中文 

27 FRACAS 
Failure Reporting Analysis and 

Corrective Action System 
故障報告、分析及改正措施系統 

28 FTA Fault Tree Analysis 故障樹分析 

29 GA Generic Application 通用應用 

30 GASC Generic Application Safety Case 通用應用安全示例 

31 GP Generic Product 通用產品 

32 GPSC Generic Product Safety Case 通用產品安全示例 

33 HL Hazard Log 危害紀錄冊 

34 HR Highly Recommended 強烈推薦 

35 IEC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國際電工委員會 

36 IMP Implementer 實施者 

37 INT Integrator 整合者 

38 ISA Independent Safety Assessment 獨立安全評鑑 

39 I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國際標準組織 

40 IXL Interlocking 聯鎖 

41 LC Local Control 就地控制 

42 LCC Life Cycle Cost 生命週期成本 

43 M Mandatory 強制 

44 MDT Mean Down Time 平均停機時間 

45 MTBF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s 平均失效間隔時間 

46 MTBM Mean Time Between Maintenances 平均維修間隔時間 

47 MTTF Mean Time To Failure 平均失效時間 

48 MUT Mean Up Time 平均可操作時間 

49 OPC-UA 
Open Platform Communications -

Unified Architecture 
OPC 統一架構 

50 PHA Preliminary Hazard Analysis 初步危害分析 

51 PM Project Manager 專案管理者 

52 PSD Platform Screen Door 月台門 

53 R Recommended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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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縮寫 英文 中文 

54 RAC Risk Acceptance Criteria 風險接受基準 

55 RAM 
Reliability, Availability and 

Maintainability 
可靠度、妥善率、維護度 

56 RAMS 
Reliability, Availability, 

Maintainability and Safety 

可靠度、妥善率、維護度及安全

性 

57 RAP Risk Acceptance Principle 風險接受原則 

58 RaSTA Rail Safe Transport Application 鐵路安全輸送應用 

59 RQM Requirement Manager 需求管理者 

60 SA Specific Application 特定應用 

61 SASC Specific Application Safety Case 特定應用安全示例 

62 SC Safety Case 安全示例 

63 SHA System Hazard Analysis 系統危害分析 

64 SI Safety Integrity 安全完整性 

65 SIG Signal 號誌機 

66 SIL Safety Integrity Level 安全完整性等級 

67 SM, PM Switch Machine, Point Machine 轉轍器 

68 SR Safety Requirement 安全需求 

69 SRAC 
Safety-Related Application 

Conditions 
安全相關應用條件 

70 SSHA Sub-System Hazard Analysis 次系統危害分析 

71 SW Software 軟體 

72 TFFR Tolerable Functional Failure Rate 可容忍功能失效率 

73 THR Tolerable Hazard Rate 可容忍危害率 

74 TOR Top of Rail 鋼軌頂面 

75 TST Tester 測試者 

76 UML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統一塑模語言 

77 V&V Ver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查證與確證 

78 VAL Validator 確證者 

79 VER Verifier 查證者 

80 
 

Fail-Safe 失效自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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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計畫成果 

藉由委外團隊的輔導與本團隊的合作，至今已產出系統安全計畫、系統需求規範、

軟體需求規範、軟體架構設計規範、軟硬體整合測試規範與其他等相關文件。同時

發展出相關內容與框架作為實現輕軌聯鎖系統之開發，並透過顧問團隊給予的建

議，確認系統安全計畫已應用 EN 50126 標準中定義之要求，相關規範文件亦符合

應有的內容框架，提供本團隊信心，可於滾動式計畫中精進其開發內容，以因應未

來第三方稽核之要求及成果。本案發展工項已於表 3 中呈現。 

 

表3 本案工項預定進度表  

分項計畫與工項 

第一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A1.系統保證與培訓           

A2.子系統與設備需求      

B1.軟體規劃設計作業  

B2.系統內（WSD 系

統）、外部（另一團隊）

通訊協定 

        

B3.路口號誌介接            

C1.通用產品選用         

C2.軟/硬體整合、軟/硬

體交互作用與安全性 
     

資料來源：本團隊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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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1.系統保證與培訓 

因號誌系統之系統需求與系統安全需求相近，經評估後將二者合併，並依據系統定

義、系統安全計畫及風險分析報告等文件發展，本次報告將依此進行說明。 

 

5.1 系統保證培訓：EN 50126、EN 50128、EN 50129 培訓及評鑑 

本團隊自民國 110 年 7 月 20 日開始，請委外團隊台灣里卡多進行正式輔導課程，

截至民國 110 年 11 月 15 日已進行 13 場以上培訓課程、相關技術交流與範本諮

詢，讓團隊了解歐盟規範之用法，輔導課程培訓課程如表 4 所示： 

表4 輔導課程培訓課程  

項次 項目階段 工作內容 培訓 範本/諮詢 預審 

1 啟動階段 

技術交流 V N/A N/A 

培訓：EN 50126、EN 50128、EN 50129 V N/A N/A 

培訓：獨立安全評鑑流程概述 V N/A N/A 

2 
策畫及風險分

析階段 

培訓：風險分析及 Hazard Log V V V 

培訓：風險識別技術（PHA/HAZOP） V V V 

培訓：安全完整性 SIL 之確定與分配 V V V 

計畫類別與風險類別文件 N/A V V 

策畫階段認證需改善問題及解答 N/A V N/A 

3 初步設計階段 

培訓：風險識別技術（SHA/IHA） V N/A N/A 

培訓：風險識別技術（FTA/ETA） V N/A N/A 

培訓：風險識別技術（FMECA） V V N/A 

培訓：安全管理要素 V N/A N/A 

培訓：系統需求與系統安全需求 V N/A N/A 

系統架構、系統需求、軟體需求、硬體需

求文件 
N/A V V 

初步設計階段需改善問題澄清及解答 N/A V N/A 

4 設計實現階段 

培訓：硬體安全設計要素（含 THR 分析） V N/A N/A 

培訓：安全性軟體（儲存）設計與軟體編

碼 
V N/A N/A 

設計類文件、包含軟體設計、硬體設計 N/A N/A N/A 

培訓：安全管理要素 V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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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評鑑成果 

依據系統保證培訓所述方式，本團隊藉由課後評鑑，確認計畫成員皆 EN 50126、

EN 50128、EN 50129 之精神，以滿足軟體開發過程、符合標準作業之要點，並在

後續獨立評鑑員稽核時達成其要求。本階段培訓課程資訊如表表 5，培訓人員之

評鑑成果、完訓證書、核心能力自評對照表，請詳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三。 

表5 培訓課程資訊  

 

 

 

 

 

 

 

 

 
 

 

綜上所述，以上培訓課程，係累積基礎知識為主，對於知識仍停留於文字且不易

與實務接軌，故本團隊將陸續安排不同組別同仁與委外顧問團隊進行研討，以「做

中學」的方式進行培訓。另，本年度計畫將以完成軟體元件設計階段為目標，除

計畫階段文件外，同時將逐步安排風險、需求及測試等階段文件討論，如：風險

分析工具與實際操作、軟體介面及系統整合之需求及其測試方法等。 

 

5.3 系統安全計畫 

系統安全計畫係依照系統定義內容進行發展，主要描述安全管理、安全活動等項

目。發展技術及衡量指標須滿足 SIL 4，整體產品生命週期則依據 EN 50126-1 定

義發展，共分為 12 階段，其中本期計畫範圍至第 4 階段止。產品生命週期目標

之各階段任務如表 6 所示： 

表6 安全任務  

階段 安全任務 預定時程 

一、 概念 

1. 調查系統的一般安全影響 

2. 調查過往的安全要求 

3. 類似/相關系統的性能 

4. 調查相關鐵路責任人的現行安全政

已完成 

進度符合 

參訓人數 34 

完訓人數 34 

培訓日期 
110/7/20-110/11/23 

（每周二，每次六小時） 

週數 16 

總時數 96 

課程測驗 7 次 

平均分數 每次皆於 95 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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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安全任務 預定時程 

策和目標 

5. 調查安全立法 

6. 定義安全管理要求的範圍 

7. 隨後的系統生命週期安全任務 

二、 系統定義及操作環境 
1. 制定安全方針 

2. 制定安全計畫 

已完成 

進度符合 

三、 風險分析及評估 

1. 進行風險分析 

2. 建立危害紀錄冊 

3. 更新安全計畫 

4. 建立獨立安全評鑑計畫 

已完成 

進度符合 

四、 系統需求規範 

1. 建立安全需求規範 

2. 建立安全相關應用條件 

3. 更新危害紀錄冊 

4. 更新安全計畫 

5. 依據安全要求所制定的確證計畫 

已完成 

進度符合 

五、 系統需求架構及配當 

1. 進行危害分析 

2. 依安全要求配當至子系統/組件 

3. 更新安全相關應用條件 

4. 更新危害紀錄冊 

5. 更新安全計畫 

6. 更新確證計畫 

2022.Q4 

六、 設計與實作 

1. 計劃後續階段的安全任務 

2. 進行危害分析 

3. 更新安全相關應用條件 

4. 更新危害紀錄冊 

5. 更新安全計畫 

6. 更新確證計畫 

7. 準備安全案例 

2023.Q1 

七、 製造 

1. 建立安全保障分派 

2. 更新安全相關應用條件 

3. 更新危害紀錄冊 

4. 更新安全計畫 

5. 更新安全要求的確證計畫 

6. 更新安全案例 

2023.Q3 

八、 整合 

1. 依安全要求建立整合報告 

2. 更新安全相關應用條件 

3. 更新危害紀錄冊 

2023.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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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安全任務 預定時程 

4. 更新安全計畫 

5. 更新確證計畫 

6. 更新安全案例 

九、 系統確證 

1. 建立確證報告 

2. 更新與安全相關應用條件 

3. 更新危害紀錄冊 

4. 更新安全計畫 

5. 更新確證計畫 

6. 更新安全案例 

2024.Q1 

十、 系統驗收 
1. 建立獨立安全評鑑報告 

2. 安全相關應用條件 
2024.Q2 

十一、 營運、維護及展現 
由未來營運業者或系統供應商辦理，不

再此計畫範圍 

不在本計畫 

範圍 

十二、 除役 
由未來營運業者或系統供應商辦理，不

再此計畫範圍 

不在本計畫 

範圍 

 

安全目標值依據系統定義、EN 50126-2 標準，緯創電子聯鎖系統以 SIL 4 為目標，

10−9 ≦ TFFR < 10−8。。 

安全組織依照參考 EN 50126、EN 50128、EN 50129，擬定安全組織包括設計組、

測試組、查證組、確證組以及於組織外之評鑑者與獨立安全評鑑。其中，組織外

之評鑑者與獨立安全評鑑，將配合鐵道局委託之第三方顧問單位辦理。 

圖1 安全組織  

 

依據 EN 50128 及 EN 50129 標準之要求及緯創電子聯鎖系統之目標安全功能 SIL 

4，設置開發及安全組織，其中設計組、測試組、查證組將直接向專案經理進行報

告，而確證組須滿足其獨立性之要求，將回報至品質部門直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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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作業應指派經適當訓練的人員執行系統安全工作，其履歷應被查核後，方可

執行系統安全工作。於各階段進行自我審查時，若有發現任何與實際執行衝突、

窒礙難行或可能造成安全衝擊時，應進行修正使系統安全作業順利進行。 

為確保系統設計符合設計規範，並驗證故障原因及故障影響的安全機制有效性，

應配合系統查證及確證計畫，進行相關安全需求之確認。 

電子聯鎖系統驗收須依據本團隊核准的安全計畫及安全作業，按執行計畫必要之

安全稽核，即時反應稽核結果，與提供改善建議，方能滿足 SIL 4 之目標。 

依上述所定義之評鑑者與獨立安全評鑑單位，產出之下列文件，作為最終驗收結

果。 

⚫ 獨立安全評鑑報告。 

⚫ 安全相關應用條件驗收報告。 

 

5.4 系統需求規範 

 系統定義 

本案是建立在 SIL 4 的通用計算機的平台下進行此系統的軟體開發，預期可與

既有的輕軌系統做對接。聯鎖系統須確保軌道運行的安全性，故此產品的安全

目標是遵循 CENELEC 鐵道應用的相關標準等要求下進行設計且在軟硬體上須

具備故障自趨的功能以確保系統在異常時亦能卻保安全。 

 

 系統架構 

電子聯鎖系統分為 HIMA 邏輯運算設備、演算法層、控制單元、偵測單元與其

他外終端設備不屬於本系統範圍內。 

圖2 系統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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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面需求規範 

預期銜接介面所定義之實體介面與對應的通訊協定，其中未列出的介面，於系

統設定上暫定以數位乾接點的輸入(-)進行邏輯開發。 

圖3 銜接介面  

 

 功能需求規範 

本產品設定將依據營運商提供之各車型的訊息，如：車速曲線、煞車區間等系

統，並同時賦予各站位不同層級的參數，以運行此電子聯鎖系統供營運所需。

本系統於執行功能指令時，將依據先進先出為主的方式，如圖 4 所示。  

圖4 先進先出  

 

時刻表為電子聯鎖系統自動路徑的主要元素之一。根據表 7 最密時速與營運限

制，安全運行 EI 系統包括：遠程控制、時間表或本地控制等任何路線要求。若

相關設備出現任何故障，運行管理部門會將模式切換至安全條件下的降級運

行。表 7 為系統開發參考的基準，實際營運限制條件將依據號誌系統動態調整

（包含其餘軌旁設備的運作時間）。 

本案是以輕軌需求進行發展，其聯鎖系統主功能如表 8，搭配圖 5 之個案圖是

基於鐵道局的期末規範做為需求之輸入所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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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最高時速與營運限制  

 

 

 
  

 

目前基於淡海輕軌有架空線路段 70km/h 無架空線路段 50 km/h，平均淡海綠線

尖峰時為 6 分鐘；高雄輕軌無架空路段最高速度為每小時 50 公里，平尖峰均間

距為 4 分鐘；並參考臺灣鐵道手冊-輕軌運輸系統文件之建議在平均 50 km/h 下

其班距為 6 分鐘；本系統 0.1 秒內可以處理完聯鎖指令，同時需要考慮指令下

達後的相關設備之運行時間如轉轍器（5-10 秒內），因此系統未來會依據營運

商定義的斜進道岔限速、列車進站前的巡航速度、列車進站後的巡航速度、列

車折返的停靠時間、橫渡線區範圍、列車於車站停車處制橫渡線之距離、列車

從設定橫渡線路徑的位置道橫渡線區之距離、列車從設定橫渡線路徑的位置至

末端站的運行時間、執行道限速與其他道旁設備之運行時間後才能產出應對的

計算營運時間；目前在本系統上的運行時間應能小於道旁設備之運轉時間，故

預期未能配合營運商在此之需求。 

圖5 主功能使用個案圖 -輕軌  

項目 輕軌 

最高車輛時速 70 公里/小時 

最短營運班距 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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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主功能  

主功能 

項次 類別 描述 應用 

正常運轉 

SRS_A*_** 

設定進路 
設定進路-中央行控中心、就地控制、設定自

動進路 
輕軌 

請求進路 駕駛員 輕軌 

取消進路 取消進路-中央行控中心、駕駛員、就地控制 輕軌 

SRS_B*_** 
鎖定進路 

系統僅允許獲得進路列車進行鎖定進路，未

獲取進入列車須進行等待 
輕軌 

解鎖進路 完成此進路請求後，解鎖進路 輕軌 

SRS_C*_** 
接收與傳送轉

轍器的訊號 

依據遠端或就地控制之指令設定轉轍器的定

位或反位 
輕軌 

SRS_D*_** 

接收與傳送軌

道區間設備的

訊號 

依系統運行時間進行即時的訊號接收，以確

認列車所在位置 
輕軌 

SRS_E*_** 
接收與傳送號

誌機的訊號 

系統給予號誌燈相對應的指示燈號，須包含

停止、進行、減速、關等至少四種軟體暫存器

的設計，並預留部分暫存器以因應未來擴充

等變更之彈性 

輕軌 

降級運轉 

SRS_H*_** 

限速進路 
系統依照營運商的限速定義針對降級運轉的

區域進行設定限速進路 
輕軌 

更改進路 
系統依照營運商的更改路徑定義針對降級運

轉的區域進行設定更進路 
輕軌 

電子聯鎖系統

故障 

系統依照部分電子聯鎖系統故障定義針對降

級運轉的區域進行相對應的運算 
輕軌 

維護模式 

SRS_I*_** 
啟用裝置 

啟用經保養與修復後之設備裝置，以維續交

通運輸營運 
輕軌 

停用裝置 需停用設備來維護及保養 輕軌 

緊急運轉 

SRS_L*_** 人為控制 系統關閉由緊急小組人員控制 輕軌 

附屬功能 

SRS_M*_** 監視系統 監視系統運作，提醒告警 輕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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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功能 

項次 類別 描述 應用 

SRS_N*_** 銜接介面 

系統將預設可銜接中央行控中心、就地控制、

月台門、月台警示燈號、平交道、道路號誌、

自動列車防護系統等 

輕軌 

 

 運轉模式轉換需求 

此系統具故障自趨安全狀態，用以不同條件下進行不同運轉模式，並在不同運

轉模式下，依照營運權限大小，執行電子聯鎖邏輯運算。 

 

5.4.5.1 正常運轉  

本聯鎖系統具備集中式與離散式電子聯鎖系統。 

(a) 離散式電子聯鎖系統指各車站都有聯鎖設備；集中聯鎖是指幾個車站共

用一套聯鎖設備；未來將依照車站附近轉轍器與號誌燈的數量，並考量

一套聯鎖系統的 DI/DO 數量，以最經濟效益之方案來評估是否採用集中

式或是離散式聯鎖系統；例如本案圖 31 輕軌軌道佈置圖範例，既可使用

集中式聯鎖來控制 A 站端末站與 B 站。 

(b) 若有發生轉轍器、軌道區間設備、號誌機與相關介面等無法即時排除系

統進行至降級運轉；若無法有效處理失效則進行至維護模式。 

(c) 正常運轉功能使用個案圖如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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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正常運轉使用個案圖  

 

5.4.5.2 降級運轉 

功能故障但尚可在安全營運使用。 

(a) 依照部分轉轍器、軌道區間設備、號誌機等故障，並在既有的進路區間

限速通行。 

 故障區段限速依照業主定義： 

(1.1) 轉轍器無法扳動但在正常路徑的位置與狀態下慢行通過 

(1.2) 軌道區間設備故障的區段降速通過 

(1.3) 號誌機無法顯示的限速通過 

(1.4) 介面銜接的設備有各自判別之條件通過 

 異常定義：間歇性和瞬態可引起要素或相關項失效的異常情況。 

(b) 依照部分轉轍器、軌道區間設備、號誌機等錯誤區段被電子聯鎖系統排

除而調整為進行路徑變更： 

 直進斜出 

 斜進直出 

 單線雙向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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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誤定義：錯誤是指計算的、觀測的、測量的值或條件與真實的、規

定的、理論上正確的值或條件之間的差異。 

(c) 部分就地電子聯鎖錯誤 

(d) 降級運轉功能使用個案圖如圖 7。 

圖7 降級運轉使用個案圖  

 

5.4.5.3 維護模式 

功能失效需安排人員進行維護。 

(a) 無法遠端進行排除 

(b) 設備升級或進行校正 

(c) 失效定義：系統、零部件或元器件的功能喪失或異常，導致其不能執行

預期功能。 

(d) 機廠模式：基於在維護模式下增加其使用功能。 

(e) 維護模式功能使用個案圖如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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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維護模式使用個案圖 -輕軌  

 

5.4.5.4 緊急運轉 

(a) 列車運行等操作皆為人員負責，系統不具任何操作。 

(b) 當行控中心通知有緊急事件發生時，讓列車停止所需使用之装備與應遵

循的步驟。依據緊急事件可能發生之情境，能讓列車停止除司機員外，

尚有旅客詢問處人員、車內旅客，或在機廠內之員工。 

(c) 營運單位須事前訂定緊急疏散與救援計畫，包含所需使用之裝備與應遵

循的步驟，並應至少包含下列情境及處理原則： 

(d) 緊急疏散之情境 

 由車站逃生 

 由停靠於車站的列車逃生 

 由停在站間的列車逃生 

(e) 處理原則 

 遇有緊急狀況或事故時，行控中心應能立即指揮或聯絡各站之旅客詢

問處、車上司機員及保全據點，提供救援。 

(f) 聯鎖系統皆由緊急應變小組人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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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2.子系統與設備需求 

系統定義、系統需求規範、系統安全需求規範等文件的產出，定義軟體的需求。定

義聯鎖系統的功能、系統對外介面、故障處理方式、以及雙重冗餘設計。 

軟體需求規範內容包括功能需求、操作環境、限制條件、需求假設、軟體範圍、介

面、使用限制等，本報告依此列舉內容說明如下。 

 

6.1 軟體需求規範 

在正常運轉下，權限的轉移由系統定義（文件號：EI-DEF-INT-001）描述，功能

需求的部分則由系統需求規範（文件號：EI-REQ-INT-001）描述。軟體需求部分

將系統需求規範（文件號：EI-REQ-INT-001）中的使用者案例做為軟體功能分解，

以軟體功能面進行描述銜接介面系統需求規範已於相關文件說明（文件號：EI-

REQ-INT-001），故不複述。 

軟體需求規範主要由系統需求規範之系統需求所得，本計畫截取軟體需求規範列

於表 9、表 10 及表 11。 

表9 正常運轉模式：系統需求與軟體需求對應表  

系統需求 軟體需求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SRS_AA_01S 

SRS_AA_02S 

SRS_AA_03S 

SRS_AA_04S 

設定進路-中央行控中心 

請求進路-駕駛員 

路徑設定-就地控制 

自動路徑設定 

SWRS_AA_01S 設定進路 

SRS_AB_01S 

SRS_AB_02S 

SRS_AB_03S 

取消進路-中央行控中心 

取消進路-駕駛員 

取消進路-就地控制 

SWRS_AB_01S 取消進路 

SRS_BA_01S 鎖定進路 SWRS_BA_01S 鎖定進路 

SRS_BA_02S 解鎖進路 SWRS_BB_01S 解鎖進路 

SRS_CA_01S 接收與傳送轉轍器的訊號 

SWRS_CA_01S 扳動轉轍器 

SWRS_CB_01S 鎖定轉轍器 

SWRS_CC_01S 解鎖轉轍器 

SWRS_CD_01S 取得轉轍器狀態 

SRS_DA_01S 
接收與傳送軌道區間設備

的訊號 

SWRS_DA_01S 取得軌道區間訊號 

SWRS_DB_01S 重置計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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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需求 軟體需求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SRS_EA_01S 接收與傳送號誌機的訊號 
SWRS_EA_01S 取得號誌機訊號 

SWRS_EB_01S 切換號誌 

 

表10 降級運轉模式：系統需求與軟體需求對應表  

系統需求 軟體需求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SRS_HA_01S 

SRS_HA_02S 

SRS_HA_03S 

限速進路-轉轍器故障 

限速進路-軌道區間設備故障 

限速進路-號誌機故障 

SWRS_HA_01S 限速進路 

SRS_HA_04S 

SRS_HA_05S 

SRS_HA_06S 

更改進路-轉轍器異常 

更改進路-軌道區間設備異常 

更改進路-號誌機異常 

SWRS_HB_01S 更改進路 

SRS_HA_07S 聯鎖系統異常 None 

 

表11 維護模式：系統需求與軟體需求對應表  

系統需求 軟體需求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SRS_IA_01S 啟用裝置-轉轍器 SWRS_IA_01S 啟用裝置-轉轍器 

SRS_IA_11S 啟用裝置-軌道區間設備 SWRS_IA_11S 
啟用裝置-軌道區

間設備 

SRS_IA_21S 啟用裝置-號誌機 SWRS_IA_21S 啟用裝置-號誌機 

SRS_IB_01S 停用裝置-轉轍器 SWRS_IB_01S 停用裝置-轉轍器 

SRS_IB_11S 停用裝置-軌道區間設備 SWRS_IB_11S 
停用裝置-軌道區

間設備 

SRS_IB_21S 停用裝置-號誌機 SWRS_IB_21S 停用裝置-號誌機 

SRS_JA_01S 

SRS_JA_02S 

准許保養-中央行控中心 

准許保養-就地控制 
SWRS_JA_01S 准許保養 

SRS_JB_01S 

SRS_JB_02S 

取消保養-中央行控中心 

取消保養-就地控制 
SWRS_JB_01S 取消保養 

SRS_KA_01S 封鎖該進路區段 SWRS_KA_01S 封鎖進路 

SRS_KB_01S 解除該進路區段 SWRS_KB_01S 取消封鎖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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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運轉模式 

軟體需求規範的功能需求係依系統需求規範（文件號：EI_REQ_INT_001）定義

之需求進行細項分解，分別描述：需求編號、安全等級及詳細規格，並輔以流

程圖說明其執行順序。 

 

6.1.1.1 設定進路 

(a) 需求編號：SWRS_AA_01S 

(b) 規格說明：電子聯鎖系統在取得設定進路的請求後，依請求進路的起始

點及終止點進行查核，待聯鎖系統確認可行後，則依聯鎖圖表依序扳動

轉轍器、鎖定轉轍器、鎖定進路及切換號誌，並回傳各裝置的狀態及進

路的狀態。 

 輸入：轉轍器狀態、號誌機狀態、軌道區間設備狀態 

 動作：扳動轉轍器、鎖定轉轍器、鎖定進路及切換號誌 

 輸出：轉轍器、號誌機、軌道區間設備及進路的狀態 

(c) 流程圖：  

圖9 設定進路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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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2 取消進路 

(a) 需求編號：SWRS_AB_01S 

(b) 規格說明：電子聯鎖系統在取得取消進路的請求後，依請求進路的起始

點及終止點進行查核，待電子聯鎖系統確認可行後，則依聯鎖圖表依序

解鎖進路、解鎖轉轍器及切換號誌，並回傳各裝置的狀態及進路的狀態。 

 輸入：轉轍器狀態、號誌機狀態、軌道區間設備狀態 

 動作：解鎖轉轍器、解鎖進路、切換號誌 

 輸出：轉轍器、號誌機、軌道區間狀態及進路的狀態 

(c) 流程圖： 

圖10 取消進路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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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3 鎖定進路 

(a) 需求編號：SWRS_BA_01S 

(b) 規格說明：聯鎖系統在取得鎖定進路的請求後，依請求進路的起始點及

終止點進行查核，待聯鎖系統確認可行後，則依聯鎖圖表進行鎖定進路，

並回傳進路的狀態。 

 輸入：軌道區間設備的狀態 

 輸出：進路的狀態 

 

6.1.1.4 解鎖進路 

(a) 需求編號：SWRS_BB_01S 

(b) 規格說明：聯鎖系統在取得解鎖進路的請求後，依請求進路的起始點及

終止點進行查核，待聯鎖系統確認可行後，則依聯鎖圖表進行解鎖進路，

並回傳進路的狀態。 

 輸入：軌道區間設備的狀態 

 動作：解鎖轉轍器、切換號誌 

 輸出：進路的狀態 

 

6.1.1.5 扳動轉轍器 

(a) 需求編號：SWRS_CA_01S 

(b) 規格說明：聯鎖系統在取得扳動轉轍器的請求後，檢查轉轍器是否已鎖

定，若轉轍器已鎖定則回傳錯誤訊息，未鎖定則扳動轉轍器並即時回報

轉轍器的狀態直至轉轍器到位。 

 輸入：轉轍器狀態、容許扳動時間 

 動作：扳動轉轍器 

 輸出：轉轍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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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流程圖： 

圖11 扳動轉轍器流程圖  

 

6.1.1.6 鎖定轉轍器 

(a) 需求編號：SWRS_CB_01S 

(b) 規格說明：聯鎖系統在取得鎖定轉轍器的請求後，檢查轉轍器是否已鎖

定，若已鎖定則延長鎖定時間，並依鎖定時間進行鎖定轉轍器的動作。 

 輸入：轉轍器狀態、鎖定時間 

 輸出：轉轍器狀態 

(c) 流程圖： 

圖12 鎖定轉轍器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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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7 解鎖轉轍器 

(a) 需求編號：SWRS_CC_01S 

(b) 規格說明：聯鎖系統在取得解鎖轉轍器的請求後，檢查軌道區間是否有

列車占用，用以檢查轉轍器是否尚存鎖定時間，待尚存鎖定時間為 0 後

進行解鎖轉轍器的動作。 

 輸入：轉轍器狀態 

 動作：等待尚存鎖定時間為 0 後，執行解鎖 

 輸出：轉轍器狀態 

(c) 流程圖： 

圖13 解鎖轉轍器流程圖  

 

6.1.1.8 取得轉轍器狀態 

(a) 需求編號：SWRS_CD_01S 

(b) 規格說明：聯鎖系統會持續取得轉轍器的狀態，該狀態包含了轉轍器位

置、轉轍器鎖定狀態及尚存鎖定時間。 

 輸入：無 

 輸出：轉轍器狀態 

 

6.1.1.9 取得軌道區間訊號 

(a) 需求編號：SWRS_DA_01S 

(b) 規格說明：聯鎖系統會持續取得軌道區間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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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無 

 輸出：列車占用的軌道區間 

 

6.1.1.10 重置計軸器 

(a) 需求編號：SWRS_DB_01S 

(b) 規格說明：在軌道區間設備異常的情況下，聯鎖系統可以接收重置計軸

器的動作，使計軸器的計數正常化，進而讓軌道區間設備恢復正常。 

 

6.1.1.11 取得號誌機訊號 

(a) 需求編號：SWRS_EA_01S 

(b) 規格說明：聯鎖系統會持續取得號誌機訊號，並回傳該號誌機目前為常

亮、常暗或閃動狀態。 

 輸入：號誌機訊號 

 輸出：號誌機狀態 

 

6.1.1.12 切換號誌 

(a) 需求編號：SWRS_EB_01S 

(b) 規格說明：聯鎖系統在取得切換號誌的請求後，立即切換指定的號誌機

並所求的燈號，並檢查號誌機的狀態是否與命令相符。 

 輸入：號誌機狀態 

 輸出：號誌機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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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流程圖： 

圖14 切換號誌流程圖  

 

 降級運轉模式 

描述降級運轉模式之功能。 

 

6.1.2.1 限速進路  

(a) 需求編號：SWRS_HA_01S 

(b) 規格說明：聯鎖系統在取得限速進路的請求後，聯鎖系統確認目前的進

路是否與轉轍器方向一致，待確認可行後，切換號誌為減速號誌，並回

傳各裝置的狀態及進路的狀態。 

 輸入：轉轍器狀態、號誌機狀態、軌道區間設備狀態 

 動作：切換號誌 

 輸出：號誌機及進路的狀態 

  



  10-N001-0  

28 

(c) 流程圖： 

圖15 限速進路流程圖  

 

6.1.2.2 更改進路 

(a) 需求編號：SWRS_HB_01S 

(b) 規格說明：聯鎖系統在取得更改進路的請求後，聯鎖系統先確認目前的

轉轍器是否已影響一般路徑的進行，若答案為是，則封鎖該進路區段，

並切換號誌為險阻號誌，並回傳各裝置的狀態及進路的狀態。 

 輸入：轉轍器狀態、號誌機狀態、軌道區間設備狀態 

 動作：切換號誌 

 輸出：號誌機及進路的狀態 

 

 維護模式 

描述維護模式之功能。 

 

6.1.3.1 啟用裝置-轉轍器 

(a) 需求編號：SWRS_IA_01S 

(b) 規格說明：啟用經保養或修復的轉轍器，並測試轉轍器是否可用。 

 輸入：轉轍器狀態 

 動作：扳動轉轍器 

 輸出：轉轍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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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流程圖： 

圖16 啟用裝置 -轉轍器流程圖  

 

6.1.3.2 啟用裝置-軌道區間設備 

(a) 需求編號：SWRS_IB_01S 

(b) 規格說明：啟用經保養或修復的軌道區間設備，並測試軌道區間設備是

否可用。 

(c) 流程圖： 

圖17 啟用裝置 -軌道區間設備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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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3 啟用裝置-號誌機 

(a) 需求編號：SWRS_IC_01S 

(b) 規格說明：啟用經保養或修復的號誌機，並測試號誌機是否可用。 

(c) 流程圖： 

圖18 啟用裝置 -號誌機流程圖  

 

6.1.3.4 停用裝置-轉轍器 

(a) 需求編號：SWRS_ID_01S 

(b) 規格說明：停用需保養或維修的轉轍器 

 

6.1.3.5 停用裝置-軌道區間設備 

(a) 需求編號：SWRS_IE_01S 

(b) 規格說明：停用需保養或維修的軌道區間設備 

 

6.1.3.6 停用裝置-號誌機 

(a) 需求編號：SWRS_IF_01S 

(b) 規格說明：停用需保養或維修的號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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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軟體範圍 

本系統之軟體運作模式可分為正常運轉、降級運轉、維護模式及緊急運轉，系統

開機後會會直接進入正常運轉模式，再隨現場遭遇的不同狀態切換到其它模式。

可操作之角色為行控中心人員、就地控制人員、自動路徑設定系統，以及維修人

員。可以控制之對象為轉轍器、號誌機、軌道區間設備及可以間接互動之系統有

月台門、平交道、及列車自動防護。圖 19 為本系統之狀態圖、為了達成軟體功能

目標，規劃正常運轉之使用案例如圖 20。 

圖19 系統狀態圖  

 

圖20 正常運轉之使用案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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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介面 

 使用者介面  

本系統之系統需提供使用者操作介面，其共同存在於中央行控中心與就地控

制，同時二地之介面需一致，並清楚標示狀態。如表 12： 

表12 使用者操作介面標示  

需求編號 項目 要求說明 

SRS_NB_001 系統啟動開關 
此項目存在於中央行控中心就地控制，為使用者

介面提供一個實體啟動開關。 

SRS_NB_002 
系統啟動狀態指示

燈 

使用者介面需提供一個系統啟動狀態指示燈，可

為一個有兩種狀態之指示燈或軟體介面。 

SRS_NB_003 
中央行控中心 /就

地控制開關 

使用者介面需提供一個中央行控中心/就地控制

開關，可為一個有兩種狀態之實體開關或者軟體

介面。 

SRS_NB_004 
中央行控中心 /就

地控制狀態指示燈 

使用者介面需提供一個中央行控中心/就地控制

狀態指示燈，可為一個有兩種狀態之指示燈或軟

體介面。 

SRS_NB_005 軌道圖 

需以固定燈號或軟體介面方式呈現該聯鎖系統

之軌道圖。每個軌道區間需以燈號或軟體介面方

式呈現其占用及進路建立狀態。狀態呈現包含列

車占據、進路建立及無占據。 

SRS_NB_006 進路起點開關 
使用者介面需提供一個進路起點開關，為一個可

以表示有兩種狀態之實體開關或者軟體介面。 

SRS_NB_007 進路終點開關 
使用者介面需提供一個進路終點開關，為一個可

以表示有兩種狀態之實體開關或者軟體介面。 

SRS_NB_008 號誌狀態指示燈 

使用者介面需依照軌道圖設置狀態提供號誌狀

態指示燈，為一個可以表示所有號誌狀態之實體

燈號或者軟體介面。 

SRS_NB_009 轉轍器狀態指示燈 

使用者介面需依照軌道圖設置狀態提供轉轍器

狀態指示燈，為一個可以表示轉轍器狀態之實體

燈號或者軟體介面。 

SRS_NB_010 閉塞方向指示燈 

使用者介面需依照軌道圖設置狀態提供閉塞方

向指示燈，為一個可以表示閉塞方向之實體燈號

或者軟體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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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體介面 

硬體必須提供軟體能存取的介面。此介面可為一個預訂定義好的記憶體映射輸

入/輸出介面（memory mapped I/O）或是一個實體輸入/輸出埠（I/O port），以

傳遞使用者之命令、使用者命令所帶的參數及軌道占用狀態，使軟體執行前可

得到輸入的資料。 

硬體設計時需要明確定義記憶體映射輸入/輸出介面之位址，定義之後即不能進

行更動。 

硬體需提供軟體能夠存取的介面，以傳遞程式執行結果，例如號誌燈控制、轉

轍器控制等，使軟體執行後可得輸出結果。 

 

 軟體介面 

對於軟體內部模組之介面定義，其要求如表 13： 

表13 軟體內部模組介面定義  

需求編號 項目 要求說明 

SRS_NC_001 軟體介面參數定義 

設計軟體模組的時候，需要定義傳遞參數的

數量、類型、順序、位元組等順序。其中的類

型定義為整數、浮點數、字元。必須明確定

為有號數或無號數。位元組順序為大端序或

小端序。 

SRS_NC_002 軟體介面傳回值定義 

設計軟體模組的時候，需要定義傳回值的類

型、位元組等順序。其中的類型定義為整數、

浮點數、字元。必須明確定為其為有號數或

無號數。位元組順序為大端序或小端序。 

SRS_NC_003 作業系統組件介面 

若使用作業系統提供之功能，必須確定作業

系統版本呼叫之介面參數及作業系統呼叫之

傳回值，並注意其執行效能。 

SRS_NC_004 第三方組件介面 

若使用第三方組件提供之功能，必須確定第

三方組件版本呼叫之介面參數及呼叫之傳回

值，並注意其執行效能。 

SRS_NC_005 介面呼叫之記憶體管理 

當程式呼叫其他軟體組件提供之功能時，需

要注意其回傳之記憶體位置是否為需要被管

理。將全部使用靜態記憶體，並明確指定初

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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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軟體架構設計規範：聯鎖系統軟硬體開發環境定義 

 軟體架構設計準則 

EN 50128 規範中，對於軟體架構設計有以下要求： 

(a) 由團隊中的設計者所撰寫。 

(b) 需描述軟體的架構設計的建立方式。 

(c) 需識別、分析、詳述所有軟體與硬體交互介面的影響。 

(d) 需識別所有軟體模組之功能與內容，包含是否為全新開發或是沿用舊模

組、舊模組之驗證狀態，舊模組之軟體安全等級。 

(e) 軟體模組需要定義全部或部分的軟體需求，並可以被追蹤。 

(f) 使用現有之軟體模組需要便是其是否符合需求、其軟體執行環境假設、與

其他軟體的介面、以及其安全等級。 

(g) 描述其軟體發展測試，包含完整性、一致性、確定性、正確性、明確性、

可驗證性、可維護性、可行性，並可以與軟體需求規範連結。 

(h) 軟體執行過程中發生的錯誤必須要能被識別並處理。 

(i) 須描述軟體設計的演算法與資料結構。 

(j) 須選擇規範中附件表A.3之評估技術。 

 

表14 軟體架構設計選擇的技術  

技術 SIL 4 應用推薦等級 項目使用情況 

1.防禦性程式設計 HR 
於每項功能設計時標註該功能對於輸入

值之邊界檢查，與錯誤處理 

7.多樣性程式設計 HR 對於安全功能進行分時法之多樣性設計 

19.完整定義介面 M 
於介面文件中定義輸入值與輸出值的類

別、範圍、用途 

21.建模 HR 使用 UML 循序圖描述軟體行為與定義 

22.結構性方法 HR 使用分析工具描述軟體之結構 

 

根據規範中要求軟體安全等級 SIL 3、4，必須選擇 1、7、19、22 以及 4、5、

12、21 其中之一。因此本文件選擇了項目 1、7、19、21、22 如表 14 所示。 

本計畫制定程式設計準則，由於使用圖形化的程式設計語言，因此本文件只制

定變數命名原則，採用匈牙利命名法，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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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變數字首代表了變數的資料類型，皆以英文字母小寫表示。 

(b) 變數命名需要說明變數使用的目的。如strUserName表示STRING型態的使

用者名稱。 

(c) 變數命名需要盡量必須使用動詞+名詞組成，每一個字的第一個字母由大

寫表示（大駝峰表示法）。 

 

本文件之架構設計章節將使用以下順序描述本專案之架構設計： 

(a) 系統架構圖 

(b) 系統架構圖中每個模組之功能描述 

(c) 每個模組之介面功能描述 

(d) 軟體與硬體之交互關係 

(e) 軟體之資料結構 

(f) 每個軟體功能與軟體需求規範（文件號：EI-REQ-SW-005）之對應關係 

 

 軟體需求 

軟體架構設計是根據軟體需求規範（文件號：EI-REQ-SW-005）所描述之軟體

功能需求所設計並撰寫，軟體需求內容參考： 

(a) 表9正常運轉模式：系統需求與軟體需求對應表 

(b) 表10降級運轉模式：系統需求與軟體需求對應表 

(c) 表11維護模式：系統需求與軟體需求對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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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體架構設計 

對應此軟體需求，設計的軟體架構如圖 21： 

圖21 本計畫軟體架構圖  

 

中央行車控制系統為一集中式監控中心，負責發出聯鎖系統控制命令與監視狀

態，並可同時控制多個聯鎖系統。就地控制盤為一區域性質的監控中心，可控

制當地的單一聯鎖系統。中央行車控制系統與就地控制盤皆使用 OPC UA 協定

與聯鎖系統進行溝通。聯鎖系統內建一個 OPC UA 伺服器負責接收控制命令，

號誌機、軌道區間設備與轉轍器則透過數位輸出入點與聯鎖系統溝通。 

針對圖 21 本計畫軟體架構圖中各個軟體元件，描述其功能、介面、編碼，細

節將於軟體元件設計規範（文件號：EI-IMP-SW-007）中描述。 

 

6.4.3.1 輸入處理模組 

(a) 軟體元件編碼：SCDS_ZZ_01S 

(b) 規格說明：聯鎖系統會經由 OPC UA 伺服器接收來自中央行車控制系統

或就地控制盤的命令與參數，分析命令碼並判斷其正確性以及權限，之

後通知命令生成模組進行任務派發。若接收命令有誤，則通知輸出處理

模組輸出錯誤碼通知中央行車控制系統或就地控制盤。 

(c) 軟體介面描述： 

 輸入：命令碼與參數 

 動作：接收命令碼、檢核命令碼之正確性以及權限 

 輸出：發出命令碼給命令生成模組或發出錯誤碼給輸出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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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2 輸出處理模組 

(a) 軟體元件編碼：SCDS_ZZ_02S 

(b) 規格說明：輸出處理模組會接收來自輸入處理模組、設定進路處理模組、

取消進路處理模組、聯鎖圖表處理模組、裝置命令處理模組、轉轍器命

令處理模組、保養命令處理模組、封鎖命令處理模組的輸出資訊，並輸

出模組編碼、狀態碼或錯誤碼至 OPC UA 伺服器。 

(c) 軟體介面描述： 

 輸入：發出輸出要求的模組編碼、命令執行的狀態碼或錯誤碼。各是

一個位元組，總共兩個位元組。 

 動作：接收來自各個模組的模組編碼、狀態碼或錯誤碼，並將其更新

至 OPC UA 伺服器。 

 輸出：發出輸出要求的模組編碼、命令執行的狀態碼或錯誤碼至 OPC 

UA 伺服器 

 

6.4.3.3 命令生成模組 

(a) 軟體元件編碼：SCDS_ZZ_03S 

(b) 規格說明：接收來自輸入處理模組的命令要求，接著發布命令與參數至

相對應的模組：目前有設定進路處理模組、取消進路處理模組、聯鎖圖

表處理模組、裝置命令處理模組、轉轍器命令處理模組、保養命令處理

模組、封鎖命令處理模組。命令生成模組也必須保證接受之命令能依序

執行。 

(c) 軟體介面描述： 

 輸入：命令碼與參數 

 動作：分析命令碼並發布至相對應的模組 

 輸出：命令碼與參數 

 

6.4.3.4 設定進路處理模組 

(a) 軟體元件編碼：SCDS_AA_01S 

(b) 規格說明：接收來自命令生成模組的命令要求，並檢核其命令正確性。

接著查詢聯鎖圖表資料庫，依請求進路的起點及到點進行查核，待確認



  10-N001-0  

38 

可行後，則依聯鎖圖表依序扳動轉轍器、鎖錠轉轍器、鎖錠進路及切換

號誌，並回傳各裝置的狀態及進路的狀態至輸出處理模組。 

(c) 軟體介面描述： 

 輸入：進路起點與進路到點編碼 

 動作：檢核命令正確性、查詢聯鎖圖表資料庫、扳動轉轍器、鎖錠轉

轍器、鎖錠進路及切換號誌 

 輸出：執行結果的狀態碼或錯誤碼 

 

6.4.3.5 聯鎖圖表處理模組 

(a) 軟體元件編碼：SCDS_AA_02S 

(b) 規格說明：接收來自命令生成模組的命令要求，並檢核其命令正確性。

接著依照輸入之參數更新聯鎖圖表資料庫之內容。此功能之設計目的在

能在不更動軟體功能的前提下，透過更新聯鎖圖表內容就可以到應用在

新的場域。 

(c) 軟體介面描述： 

 輸入：聯鎖圖表行數與列數、聯鎖圖表資料內容 

 動作：更新指定位置的聯鎖圖表資料庫內容 

 輸出：執行結果的狀態碼或錯誤碼 

 

6.4.3.6 取消進路處理模組 

(a) 軟體元件編碼：SCDS_AB_01S 

(b) 規格說明：接收來自命令生成模組的命令要求，並檢核其命令正確性。

接著查詢聯鎖圖表資料庫，依請求進路的起始點進行查核，待聯鎖系統

確認可行後，則依聯鎖圖表依序解鎖進路、解鎖轉轍器及切換號誌，並

回傳各裝置的狀態及進路的狀態。 

(c) 軟體介面描述： 

 輸入：取消進路之起點編碼 

 動作：檢核命令正確性、查詢聯鎖圖表資料庫、解鎖進路、解鎖轉轍

器及切換號誌 

 輸出：執行結果的狀態碼或錯誤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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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7 裝置命令處理模組 

(a) 軟體元件編碼：SCDS_IA_01S 

(b) 規格說明：接收來自命令生成模組的命令要求，並檢核其命令正確性。

若命令為取得裝置狀態，則查詢並回傳裝置狀態與結果碼。若命令為設

定裝置狀態，則根據命令內容檢查目標號誌機、計軸器、轉轍器所對應

之軌道區間是否有列車占據，若無則進行啟用或停用，並回傳結果碼；

若有，則回傳錯誤碼。 

(c) 軟體介面描述： 

 輸入：裝置類別與裝置編碼 

 動作：檢核命令正確性、取得裝置狀態、檢查裝置所在軌道區間是否

有列車占據、啟用或停用裝置 

 輸出：執行結果的狀態碼或錯誤碼 

 

6.4.3.8 轉轍器命令處理模組 

(a) 軟體元件編碼：SCDS_CA_01S 

(b) 規格說明：接收來自命令生成模組的命令要求，並檢核其命令正確性。

若命令為取得轉轍器狀態，則回傳狀態與狀態碼。若命令為設定轉轍器

狀態，接著檢查目標轉轍器是否為鎖定狀態，若無則進行扳動至反位或

定位，並回傳狀態碼；若有，則回傳錯誤碼。 

(c) 軟體介面描述： 

 輸入：命令碼、轉轍器編碼、轉轍器狀態 

 動作：檢核命令正確性、取得轉轍器狀態、檢查轉轍器是否為鎖定、

扳動轉轍器 

 輸出：執行結果的狀態碼或錯誤碼 

 

6.4.3.9 號誌控制模組 

(a) 軟體元件編碼：SCDS_EA_01S 

(b) 規格說明：規格說明：接收來自設定進路處理模組、取消進路處理模組

的命令要求，並檢核其命令正確性。接著根據其指定之號誌機編碼分別

控制其所要求號誌燈態。控制完畢需要讀取目前燈態並回傳發出命令之

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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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軟體介面描述： 

 輸入：號誌機編碼與燈態 

 動作：檢核命令正確性、控制號誌燈態、讀取控制號誌燈態 

 輸出：透過數位輸出點控制號誌燈態、執行結果的狀態碼或錯誤碼 

 

6.4.3.10 轉轍器控制模組 

(a) 軟體元件編碼：SCDS_CA_02S 

(b) 規格說明：接收來自轉轍器命令處理模組的命令要求，並檢核其命令正

確性。接著根據其指定之轉轍器編碼分別控制其所要求之反位或定位。

控制過程中需要回報狀態，回傳控制完畢需要再次讀取目前轉轍器狀態

並回傳。 

(c) 軟體介面描述： 

 輸入：命令碼、轉轍器編碼與狀態 

 動作：檢核命令正確性、控制轉轍器位置、讀取轉轍器位置 

 輸出：過數位輸出點控制號誌燈態、執行結果的狀態碼或錯誤碼 

 

 功能需求處理過程 

基於前述章節軟體架構與介面設計，本章節將會對應軟體需求規範之需求編

號，產出相對應之功能需求處理過程，並以 UML 之循序圖表示其流程。以下

節錄主要功能，包含設定進路、取消進路、轉轍器控制、與裝置控制，其對應

表格於後續章節補充。 

圖22 本計畫軟體架構之UML類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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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進路 

(a) 軟體架構編碼：SADS_AA_01S 

(b) 流程說明： 

 中央行車控制系統或就地控制盤透過 OPC UA 傳輸協定發出設定進

路命令，並傳遞給輸入處理模組。 

 輸入處理模組檢查命令格式是否正確（架構設計編碼：

SADS_AA_02S ），以及權限是否正確（架構設計編碼：

SADS_AA_03S）。若皆正確，則傳送命令給命令生成模組；若錯誤，

則回傳錯誤碼。 

 命令生成模組產生進路設定命令以及權限，並傳送給設定進路處理模

組。 

 設定進路處理模組根據所要求的進路查詢聯鎖圖表之內容（架構設計

編碼：SADS_AA_04S，SADS_AA_05S）。 

 設定進路處理模組檢查衝突進路（架構設計編碼：SADS_AA_06S，

SADS_AA_07S）。 

 設定進路處理模組透過數位輸入點檢查進路內所有軌道區間設備之

占據狀態。如果有任一軌道區間被占據，則回傳失敗（架構設計編碼：

SADS_AA_06S，SADS_AA_07S）。 

 設定進路處理模組根據聯鎖圖表控制轉轍器至反位或定位並鎖錠（架

構設計編碼：SADS_AA_08S、SADS_AA_10S）。 

 設定進路處理模組鎖錠進路上所有軌道區間。設定進路處理模組根據

聯 鎖 圖 表 控 制 號 誌 （ 架 構 設 計 編 碼 ： SADS_AA_09S 、

SADS_AA_11S）。 

 設定進路處理模組回傳執行結果（架構設計編碼：SADS_AA_12S、

SADS_AA_13S）。 

 列車依號誌進入號誌機防護的軌道區間，進路號誌機顯示險阻。 

 列車到達進路之到點。 

 進路鎖錠解除（架構設計編碼：SADS _BB_0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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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設定進路之UML循序圖  

圖24 進路解除鎖錠之UML循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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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進路 

(a) 軟體架構編碼：SADS_AB_01S 

(b) 流程說明： 

(1) 中央行車控制系統或就地控制盤透過 OPC UA 傳輸協定發出取消進路

命令，並傳送給輸入處理模組。 

(2) 輸入處理模組檢查指令格式與權限是否正確（架構設計編碼：

SADS_AB_02S），以及權限是否正確（架構設計編碼：SADS_AB_03S）。

若正確，則傳送命令給命令生成模組；若錯誤，則回傳錯誤碼。 

(3) 命令生成模組產生取消進路命令，並傳送給取消進路處理模組。 

(4) 取消進路處理模組根據所要求的進路起點與目前進路設定狀況，查詢聯

鎖圖表之內容（架構設計編碼：SADS_AB_04S、SADS_AB_05S）。 

(5) 取消進路處理模組透過數位輸入點檢查進路內所有軌道區間設備之占

據狀態。如果有任一軌道區間被占據，則回傳失敗（架構設計編碼：

SADS_AB_06S、SADS_AB_07S）。 

(6) 進路取消處理模組取消進路，控制號誌顯示險阻（架構設計編碼：

SADS_AB_08S）。 

(7) 進路取消處理模組檢查是否有接近列車。若有，需要等待 90 秒（可依

照營運調整）。 

(8) 取消進路處理模組將進路上所有軌道區間的鎖錠解除（架構設計編碼：

SADS_AB_09S、SADS_AB_10S）。 

(9) 取消進路處理模組回傳執行結果（架構設計編碼：SADS_AB_11S、

SADS_AB_1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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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取消進路之UML循序圖  

 

 轉轍器控制 

(a) 軟體介面編碼：SADS_CA_01S 

(b) 流程說明： 

(1) 扳動轉轍器 

(1.1) 中央行車控制系統或就地控制盤透過 OPC UA 傳輸協定發出扳動

轉轍器命令，並傳送給輸入處理模組。 

(1.2) 輸入處理模組檢查指令格式是否正確。若正確，則傳遞命令給命令

生成模組；若錯誤，則回傳錯誤碼。 

(1.3) 命令生成模組產生扳動轉轍器命令，並傳送給轉轍器命令處理模

組。 

(1.4) 轉轍器命令處理模組檢查轉轍器所在軌道區間之占據狀態。若為

雙動轉轍器，則需要檢查另一轉轍器之軌道區間之占據狀態。 

(1.5) 如果軌道區間未占據，轉轍器命令處理模組控制轉轍器至定位或

反位；若為雙動轉轍器，則同時扳動至定位或反位（架構設計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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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 ： SADS_CB_04S 、 SADS_CB_05S 、 SADS_CB_06S 、

SADS_CB_07S）。 

(1.6) 轉轍器命令處理模組回傳執行結果（架構設計編碼：

SADS_CB_08S、SADS_CB_09S）。 

圖26 扳動轉轍器之UML循序圖  

 

(2) 取得轉轍器狀態 

(2.1) 中央行車控制系統或就地控制盤透過 OPC UA 傳輸協定發出取得

轉轍器狀態命令，並傳送給輸入處理模組。 

(2.2) 輸入處理模組檢查指令格式是否正確。若正確，則傳遞命令給命令

生成模組；若錯誤，則回傳錯誤碼。 

(2.3) 命令生成模組產生取得轉轍器狀態命令，並傳送給轉轍器命令處

理模組。 

(2.4) 轉轍器命令處理模組透過控制轉轍器查詢指定轉轍器目前位置。 

(2.5) 轉轍器命令處理模組回傳執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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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取得轉轍器狀態之UML循序圖  

 

 裝置控制 

(a) 軟體介面編碼：SADS_IA_01S 

(b) 流程說明： 

(1) 啟用/停用裝置 

(1.1) 中央行車控制系統或就地控制盤透過 OPC UA 傳輸協定發出啟用

/停用裝置命令，並傳送給輸入處理模組。 

(1.2) 輸入處理模組檢查指令格式是否正確。若正確，則傳遞命令給命令

生成模組；若錯誤，則回傳錯誤碼。 

(1.3) 命令生成模組產生 啟用/停用 裝置命令，並傳送給裝置命令處理

模組。 

(1.4) 裝置命令處理模組根據裝置所在軌道區間查詢聯鎖圖表之內容。 

(1.5) 裝置命令處理模組檢查裝置所在軌道區間占據狀態。 

(1.6) 裝置命令處理模組檢查裝置所在軌道區間鎖錠狀態。 

(1.7) 裝置所在軌道區間若無占據或鎖錠，控制裝置啟用/停用（架構設

計 編 碼 ： SADS_IA_04S 、 SADS_IA_06S 、 SADS_IA_06S 、

SADS_IB_04S、SADS_IB_05S、SADS_IC_03S、SADS_IC_04S）。 

(1.8) 裝置命令處理模組回傳執行結果（架構設計編碼：SADS_IA_08S、

SADS_IA_09S、SADS_IB_06S、SADS_IB_07S、SADS_IC_05S、

SADS_IC_0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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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裝置控制之UML循序圖  

 

6.5 軟體元件設計規範 

軟體架構設計規範中，採用 EN 50128 附件 A.4 規範的設計技術「4.模組化方法」

進行設計，並描述模組的種類、用途、模組之間互動之流程，並於軟體介面規範

章節中描述每個模組之間的介面定義。 

接著在軟體元件規範中，將會對於每個模組說明細部的設計，並分析模組之間的

依賴關係以及交互關係。文件內容將參考軟體架構設計規範中描述軟體元件之順

序，分別說明以下內容： 

(a) 參考 B1. 軟體規劃設計作業定義之軟體介面，說明該元件之輸入介面，包

含輸入參數內容、輸入參數型別、輸入參數邊界值等等。 

(b) 使用 UML 循序圖描述該元件內部之運作順序，並標註流程控制之細節。流

程控制包含條件判斷（IF…ELSE）、迴圈（LOOP）、中斷（INTERRUPT）。

需要詳述其預期行為，以及跳脫條件，避免無窮迴圈。 

(c) 描述該元件所使用之資料結構，並分析其占用記憶體之極大值與極小值。並

描述操作該資料結構之程式碼的行為，做為系統效能分析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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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參考 B1.軟體規劃設計作業定義之軟體介面，說明該元件之輸出介面，包含

輸出參數內容、輸出參數型別、輸出參數合法值等等。 

(e) 若該元件與系統中現有之元件互動，需要描述系統元件之行為，以及介面定

義。 

EN 50128 規範中，對於軟體元件設計有以下要求，以達成軟體設計規範中的軟體

安全等級為目標。 

(a) 由團隊中的設計者基於軟體架構設計規範所撰寫。 

(b) 軟體元件設計規範需要載明作者、軟體型態歷史紀錄與簡短的說明。 

(c) 軟體型態歷史紀錄內容需要包含所有先前軟體元件的版本號碼、日期、作

者、和前一個版本相比修改的內容。 

(d) 需要識別軟體元件設計中，最小軟體單元與上層元件之對應關係。 

(e) 需要識別軟體元件設計的詳細介面，描述其輸出值與輸入值。 

(f) 需要識別其不需要配當的軟體安全等級。 

(g) 需要識別詳細的演算法與資料結構。 

描述其軟體元件設計過程，包含可讀性、可驗證性、可測試性，並可以與軟體架

構設計規範連結必須選擇規範 EN50128 TableA.4 軟體設計與導入如表 15 所示。 

表15 軟體設計與導入  

技術 SIL 4 應用推薦等級 項目使用情況 

2.建模 HR 使用 UML 循序圖描述軟體行為與定義 

4.模組化方法 M 
將一個系統細分為許多小單元，稱為模組，可

以獨立的於不同的系統中被建立與使用 

5.軟體元件 HR 將軟體切分成子系統的最小單位 

6.程式設計準則 M 
撰寫程式時，對於變數取名、流程控制、程式

格式等等的規則 

8.強型別語言 HR 
程式語言對於不同資料型別的值進行轉換時

採取的嚴格檢查方式 

 

根據規範 EN 50128 TableA.4 中要求軟體安全等級 SIL 3、4，必須選擇 4、5、6、

8 以及 1、2 其中之一。因此本文件選擇了項目 2、4、5、6、8 如表 15 所示。 

軟體元件規範作為軟體架構設計規範的延伸文件，其文件結構與軟體架構設計規

範類似。以下說明軟體元件之設計方式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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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進路處理模組 

(a) 軟體元件編碼：SCDS_AA_01S 

(b) 規格說明：接收來自命令生成模組的命令要求，並檢核其命令正確性。接

著查詢聯鎖圖表資料庫，依請求進路的起始點及終止點進行查核，待確認

可行後，則依聯鎖圖表依序扳動轉轍器、鎖定轉轍器、鎖定進路及切換號

誌，並回傳各裝置的狀態及進路的狀態至輸出處理模組。 

 

 取消進路處理模組 

(a) 軟體元件編碼：SCDS_AB_01S 

(b) 規格說明：接收來自命令生成模組的命令要求，並檢核其命令正確性。接

著查詢聯鎖圖表資料庫，依請求進路的起始點及終止點進行查核，待聯鎖

系統確認可行後，則依聯鎖圖表依序解鎖進路、解鎖轉轍器及切換號誌，

並回傳各裝置的狀態及進路的狀態。 

 

 裝置命令處理模組 

(a) 軟體元件編碼：SCDS_IA_01S 

(b) 規格說明：接收來自命令生成模組的命令要求，並檢核其命令正確性。若

命令為取得裝置狀態，則回傳狀態與結果碼。若命令為設定裝置狀態，則

根據命令內容檢查目標號誌機、計軸器、轉轍器所對應之軌道區間是否有

列車占據，若無則進行啟動或停用，並回傳結果碼；若有，則回傳錯誤碼。 

 

 聯鎖圖表處理模組 

(a) 軟體元件編碼：SCDS_AA_02S 

(b) 規格說明：接收來自命令生成模組的命令要求，並檢核其命令正確性。接

著依照輸入之參數更新聯鎖圖表資料庫之內容。此功能之設計目的在能在

不更動軟體的前提下，透過更新聯鎖圖表內容就可以到應用在新的場域。 

 

 轉轍器命令處理模組 

(a) 軟體元件編碼：SCDS_CA_01S 

(b) 規格說明：接收來自命令生成模組的命令要求，並檢核其命令正確性。若

命令為取得轉轍器狀態，則回傳狀態與狀態碼。若命令為設定轉轍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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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檢查目標轉轍器是否為鎖定狀態，若無，則進行扳動至反位或定位，

並回傳狀態碼；若有，則回傳錯誤碼。 

 

 轉轍器控制處理模組 

(a) 軟體元件編碼：SCDS_CA_01S 

(b) 規格說明：接收來自轉轍器命令處理模組的命令要求，並檢核其命令正確

性。接著根據其指定之轉轍器編碼分別控制其所要求之反位或定位。控制

過程中需要狀態，回傳控制完畢需要讀取目前轉轍器狀態並回傳發出命令

之模組。 

 

 號誌控制處理模組 

(a) 軟體元件編碼：SCDS_EA_01S 

(b) 規格說明：接收來自進路設定處理模組、進路取消處理模組、跟隨命令處

理模組的命令要求，並檢核其命令正確性。接著根據其指定之號誌機編碼

分別控制其所要求號誌燈態。控制完畢需要讀取目前燈態並回傳發出命令

之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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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1.軟體規劃設計作業 

電子聯鎖軟體的整體測試規範遵循 EN 50128：2011 標準，確定各階段測試工作的

開始時機、測試方法及測試記錄等內容，為測試人員在軟體整體測試工作上提供依

據及方法，以確保軟體整體功能滿足軟體需求規範，並達到安全完整性等級。 

在軟體需求規範定義的範疇，本文件提出黑盒測試策略，亦即對電子聯鎖軟體所定

義的輸入/輸出進行測試，在考慮軟體需求規範所提出的所有情境取得預期的輸出，

以驗證電子聯鎖軟體的輸出是否符合預期功能的正確性及安全性。 

在軟體性能的等級上，本文亦提出諸如壓力測試、耗用資源測試等情況下，以達電

子聯鎖軟體在高負載的情況下亦能正確及安全的運作。 

 

7.1 軟體需求測試基礎及假設 

(a) 系統輸入/輸出需使用數位輸入/輸出接點，亦即輸入/輸出的資料對於單一接

點而言只有兩種可能性 0 或 1。若是出現第三種情況，或是訊號不穩定，則

視為系統失效，則不在此規範範圍。 

(b) 資料輸入/輸出的頻率不得大於 10Hz。限制資料輸入/輸出頻率的原因是降低

因為資料傳輸速度變化太快所造成的訊號干擾。 

(c) 無論是在中央行控中心或是就地控制，其執行的程式及其結果為一致且安全

的。系統中可以設定中央行控中心及就地控制的優先順序，在設定完成後，

系統必須重新啟動以此設定生效。 

 

7.2 測試環境 

軟體整體測試為聯鎖系統的功能測試，測試環境如圖 29 所示。由模擬器下達功

能需求至電子聯鎖系統，在不同的輸入訊號下，取得輸出燈號是否符合預期。 

圖29 電子聯鎖系統測試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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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器以網路方式傳送資料到電子聯鎖系統中，模擬器的內容為軟體需求規範所

考慮的使用者案例，輸入訊號的資料由軌道區間設備、轉轍器鎖錠等資料，輸出

燈號則可提供轉轍器位置及其鎖錠狀態。 

在實際情況下，電子聯鎖系統的輸出為數位輸出的方式，測試環境可採 LED 燈或

其它類似的方式取得數位輸出訊號，實際情況輸出則是再外接安全繼電器即可滿

足需求。電子聯鎖系統有不同的使用者情況，如：正常運轉、降級運轉、維護模

式與緊急運轉等方式，皆可由輸入按鈕輸入，用以切換模式。另外需要截取網路

通訊資料檢查模擬器輸入到電子聯鎖系統及電子聯鎖系統回報資料給模擬器，將

所需的測試環境清單列於表 16。 

 

表16 整體軟體測試環境  

項次 設備名稱 類型 單位 數量 

1 HIMAX 硬體 套 1 

2 HIMatrix 硬體 套 1 

3 LED 硬體 顆 32 

4 回彈式開關 硬體 件 8 

5 液晶螢幕 硬體 台 1 

6 功能模擬器 軟體 套 1 

7 網路通訊測試軟體 軟體 套 1 

8 RS485 監聽工具 軟體 套 1 

 

7.3 軟體測試設計方法 

本文件根據軟體需求規範所提出的測試案例進行測試，測試方法依本文件所規

範，測試結果則記錄在整體軟體測試報告中。 

當軟體需求規範更新時，本文件將依其更新的測試案例規劃測試規範，且須重覆

測試，再將其測試結果更新至整體軟體測試報告中。 

 

 軟體測試定義 

完整軟體是由各個軟體模組所組合而成，軟體整體測試即是對完整軟體進行整

體性測試。軟體整體測試目的為驗證整體軟體可符合需求的規格，從而找出與

軟體需求不符合或是矛盾之處。依此測試規範，系統軟體功能可符合軟體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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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中所定義的功能及效能要求。軟體整合測試規範的主要目的在於檢驗出程

式中的錯誤及驗證系統軟體的可用性及可行性，從而定義出驗收標準。 

 

7.4 測試案例 

測試案例依照軟體需求規範提出的使用案例進行測試，其案例可分成：正常運轉、

降級運轉、維護模式及緊急運轉。 

 

 軟體測試設計方法 

對系統的整體測試規範採用的方法是對 EN 50128：2011 表 A.7 所提供的方法

參見表 17。對整體軟體測試而言，考慮 SIL 4 的安全等級，我們會採用性能測

試及功能測試，分別參見表 18 及表 19。 

表17 整體軟體測試  

技術 SIL 4 應用推薦等級 項目使用情況 

性能測試 M 參見表 18 

功能/黑盒測試 M 參見表 19 

建模 R - 

 

表18 性能測試  

技術 SIL 4 應用推薦等級 項目使用情況 

崩潰/壓力測試 HR 

採用本技術中的壓力測試。傳送大量資

料，電子聯鎖系統則在系統設定的秒數

內只接收一筆。 

反應時間及記憶體

限制 
HR 

採用本技術中的反應時間測試。要求電

子聯鎖系統在系統設定的秒數內做出

反應。 

性能需求 HR 
採用本技術。要求電子聯鎖系統在收到

大量資料下亦能維持功能。 

 

表19 功能 /黑盒測試  

技術 SIL 4 應用推薦等級 項目使用情況 

測試案例執行 R - 

原型製作/動畫模擬 R - 

邊界值分析 HR 
採用本技術。對電子聯鎖系統輸入各式

各樣的資料，以測試電子聯鎖系統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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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SIL 4 應用推薦等級 項目使用情況 

作情況。 

部分輸入值測試 HR 

採用本技術。對電子聯鎖系統輸入不完

整的資料，以測試電子聯鎖系統在接收

部分資料時的反應。 

程序模擬 R 

採用本技術。以模擬器的方式輸入電子

聯鎖系統，並量測其結果是否滿足預期

結果。 

 

7.5 驗收標準 

測試人員依據本文件所列的測試案例進行測試，測試結果需 100%滿足測試案例，

才可證明聯鎖軟體滿足測試案例，達到驗收標準。 

軟體整體測試規範中會詳列所有測試情境，其測試情境依軟體需求規範所列，並

陳列出預期結果。測試者必須依此測試規範進行測試，並記錄下測試結果，將測

試結果及預期結果加以比較，在規範允許範圍內即滿足驗收標準，未滿足驗收標

準的結果則陳列其問題缺陷，並進行管理流程改進追蹤。 

 

7.6 軟體介面規範：軟體介面設計背景 

軟體介面用來界定出各部件之間的溝通方法與資料傳遞的種類與格式，包含：本

軟體與外部軟硬體之間，還有本軟體系統內部各個模組之間。軟體介面的設計導

入，對於軟體開發的品質、開發過程、事後維護與功能升級，需要有全面且未來

性的規劃。本計畫所設計之軟體架構與流程概要如圖 30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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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0 軟體架構設計與流程概要  

 

根據以上章節所描述之軟體架構設計，以及軟體需求規範，本章定義軟體元件之

間的介面，作為軟體實作之參考。為了說明軟體介面規範，將圖 31 之輕軌系統軌

道佈置圖做為說明。 

圖31 輕軌軌道佈置圖範例  

 

其中包含了軌道區間、號誌機、轉轍器、進路起點與到點、保養/封鎖區間。分別

編號如下，編號皆使用一個位元組表示，其中的編號 0x00 保留為錯誤碼使用，所

以一共可以描述 255 個裝置。表 20 至表 23 描述此範例之中各種裝置之合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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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 軌道區間編號範例  

序號 軌道區間名稱 16 進位編號 2 進位編號 

1 E1T 0x55 01010101 

2 E2T 0xAA 10101010 

3 E3T 0x33 00110011 

4 W1T 0xCC 11001100 

5 W2T 0x66 01100110 

6 W3T 0x99 10011001 

7 A1T 0xF0 11110000 

8 A2T 0x0F 00001111 

9 B1T 0x77 01110111 

10 B2T 0x88 10001000 
 

表21 號誌機編號範例  

序號 號誌機名稱 16 進位編號 2 進位編號 

1 AS1 0x55 01010101 

2 AS2 0xAA 10101010 

3 BS1 0x33 00110011 

4 BS2 0xCC 11001100 

5 P1 0x66 01100110 

6 P2 0x99 10011001 

7 P3 0xF0 11110000 

8 P4 0x0F 00001111 
 

表22 轉轍器編號範例  

序號 轉轍器名稱 16 進位編號 2 進位編號 

1 1A 0x55 01010101 

2 1B 0xAA 10101010 

3 2A 0x33 00110011 

4 2B 0xCC 11001100 
 

表23 進路起點與到點編號範例  

序號 進路起點與到點名稱 16 進位編號 2 進位編號 

1 A1 0x55 01010101 

2 A2 0xAA 10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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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進路起點與到點名稱 16 進位編號 2 進位編號 

3 B1 0x33 00110011 

4 B2 0xCC 11001100 

 

根據前案技術規範（TS）5.4 資料編碼格式或原則之非安全傳輸及保密運算之指

令、顯示資料編碼格式，重新定義由 OPC UA 伺服器輸入至輸入處理模組之資料

格式。 

圖32 技術規範5.4節制定之資料格式  

圖33 輸入處理模組輸入介面示意圖  

 

表 24 說明此軟體介面之傳遞參數： 

表24 輸入處理模組輸入介面參數表  

參數名稱 資料格式 資料合法值 備註 

命令識別碼 1 個位元組 
0x01~0x06、

0xF1 
如表 25 說明 

裝置識別碼 1 個位元組 0x00~0x03 

0x00：不使用 

0x01：轉轍器 

0x02：軌道區間設備 

0x03：號誌機 

命令參數 4 個位元組 
皆為

0x00~0xFF 
如表 25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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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說明命令識別碼與命令參數之組合： 

表25 輸入處理模組輸入命令與參數  

命令識別碼 

名稱 

命令識別碼 

代碼 

裝置識別碼 

代碼 

命令參數 

傳遞順序 內容描述 

設定進路 0x01 0x00 (不使用) 
1 進路起點編號 

2 進路到點編號 

取消進路 0x02 0x00 (不使用) 
1 進路起點編號 

2 不使用 

扳動轉轍器 0x03 0x01(轉轍器) 

1 轉轍器編號 

2 

轉轍器狀態 

0x01：定位 

0x02：反位 

轉轍器狀態 0x04 0x01(轉轍器) 
1 轉轍器編號 

2 不使用 

啟動裝置 0x05 

0x01：轉轍器 

0x02：軌道區間設備 

0x03：號誌機 

1 
裝置類別對應裝置

之編號 

2 不使用 

停用裝置 0x06 

0x01：轉轍器 

0x02：軌道區間設備 

0x03：號誌機 

1 
裝置類別對應裝置

之編號 

2 不使用 

更新聯鎖圖表 0xF1 

此非互聯互通之命

令，故保留此欄位長

度給命令參數 

1 聯鎖圖表列數 

2 聯鎖圖表行數 

3 聯鎖圖表資料 

 

7.7 軟體介面規範：測試環境 

軟/硬體整合測試規範的測試環境如圖 42 所示，由第三方軟體做為 OPC UA 客戶

端以 OPC UA 協定下達功能需求至電子聯鎖系統，並輔以輸入訊號模擬不同道旁

設備的狀態，測試其輸出燈號是否符合預期。  

第三方軟體 UaExpert 模擬輸入電子聯鎖系統的工作命令，透過網路介面傳送指

令，輸入訊號及輸出訊號分別為數位輸入及輸出燈號。數位輸入內容參考軟體需

求規範（文件號：EI-REQ-SW-005）所說明的使用案例，輸出燈號用來模擬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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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裝置，在實際的情況下，只要在輸出訊號處外接安全繼電器即可控制號誌燈

及轉轍器。 

在測試環境中，輸入採用交替型開關（可作為持續性且長時間的導通，直到第二

次按下才會斷）。另外，還需要撰寫 UaExpert 傳送到電子聯鎖系統的命令，所需

的測試環境清單列於表 26： 

表26 軟 /硬體整合測試的設備列表  

項次 設備名稱 類型 單位 數量 

1 HIMax 硬體 套 1 

2 HIMatrix 硬體 套 1 

3 HIMax DI 模組 硬體 件 2 

4 HIMax DO 模組 硬體 件 2 

5 筆記型電腦（Windows） 硬體 台 1 

 

測試人員先行規範數位輸入/輸出模擬的各點所代表的意義，即可對聯鎖系統進行

功能測試。同時，本計畫將由鐵道局協調後，後續將以高雄輕軌前鎮機廠、C1、

C2 站進行實際場域測試，相關時程將於研發成果雛型產出後再行規劃。 

 

7.8 軟體介面規範：軟體元件測試規範 

軟體元件測試規範，將參考軟體元件設計規範的產出進行撰寫，將對於每個軟體

元件逐一撰寫測試計畫與測試案例，對於軟體元件之測試提供參考依據。 

軟體元件測試為聯鎖系統的功能測試，測試環境如圖 34 所示。由一端的電腦 B

在網頁瀏覽器上，透過網路連結登入到正在運行「開發/模擬」軟體 SILWorX 的

另一端電腦 A，在電腦 B 上載入指定測試案例的腳本文檔，啟動測試以下達指定

功能需求的參數至電腦 A 的模擬軟體 SILWorX，在模擬測試完成後回傳指定的

資訊和測試比對的結果，檢查該測試是否符合預期。 

圖 34 軟體元件測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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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工作的主體是「開發/模擬」軟體 SILWorX，此軟體可以模擬系統運行時的所

有邏輯程序，可以強制設定輸入訊號的內容，並獲取輸出的內容。透過該軟體內

建的測試功能 SILworX API，可以進行自動化測試流程，在測試腳本中撰寫測試

案例的指定介面參數的寫入、指定輸出介面的讀取、比對輸出與預期結果的符合

標準，可以快速重複完全相同的測試步驟，既可大幅提高輸入設定和輸出提取的

效率，又可穩定重現完全一致的測試步驟。  

測試腳本的內容為軟體需求規範（文件號：EI-REQ-SW-005）所考慮的使用案例，

依據 EN 50128 的要求，需驗證用於自動測試執行的測試腳本，確認其為標準化

的正確內容，所下達的命令和資料，到達接收方後解析出來的內容，會與腳本預

期的設定是一致的。 

本測試計畫將使用 EN 50128 附件 A.5 之技術進行，該規範要求 SIL 3、4 之軟體

需要選擇編號 3、5、7、8 以及 1、2、6 其中之一的技術，表 27 為本計畫選定之

測試技術： 

 

表27 軟體元件測試計畫使用技術  

技術 SIL 4 應用推薦等級 項目使用情況 

1. 形式證明 HR 不採用（選用組） 

2. 靜態分析 

（Static Analysis） 
HR 採用本技術（選用組） 

3. 動態分析與測試 

（Dynamic Analysis and Testing） 
HR 採用本技術 

4. 度量項目 

（Metrics） 
R 不採用 

5. 可追溯性 

（Traceability） 
M 採用本技術 

6. 軟體失效分析 

（Software Error Effect Analysis） 
HR 不採用（選用組） 

7. 程式碼測試覆蓋率 

（Test Coverage for Code） 
HR 採用本技術 

8. 功能黑箱測試 

（Functional/Black-box Testing） 
M 採用本技術 

9. 性能測試 

（Performance Testing） 
HR 不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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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SIL 4 應用推薦等級 項目使用情況 

10. 介面測試 

（Interface Testing） 
HR 不採用 

 

表 28 是本測試案例所紀錄內容的模板： 

表28 測試案例表模板  

測試案例編號 此測試規範的案例編號 來源編號 
軟體元件設計規範的元件編

號 

測試案例設計者 此測試規範的撰寫者 測試案例發展者 軟體元件設計規範的撰寫者 

測試案例名稱 通常關鍵字會包含該項軟體元件的名稱。 

測試案例說明 在大多數情況下，它描述了測試目標和主要方法。 

測試技術 
在此測試案例裡面使用何種(複合)測試技術(邊界值分析、等效類別與輸入

區分測試、…) 

軟體版號 被測試軟體的版本 

先決條件(前提) 應滿足的每個條件的描述以及測試環境和配置的規範。 

測試程序 

步驟說明 通過標準 / 預期輸出 實際輸出 OK 

1   
測試報告的實際紀

錄 
通 

2    過 

3    打 

4    勾 

註記 測試程序的補充說明 

測試結果 □ Pass □ Fail 

SCR ID(當 Fail 

時) 
Bug Tracking 的 issue ID 

測試者 簽名 測試日期 測試完成日 權責主管 簽名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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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2. 系統內（WSD 系統）、外部（另一團隊）通訊協定 

關於 OPC UA 內部通訊各層的協定技術選用規劃，目前選定：UA-TCP UA-SC UA-

Binary，請見圖 35。此選定是基於這是基本的 Profile，也是市場上 OPC UA 設備普

遍支援的，同時在我們選用的 Code Base 和 COTS 產品也都是支援的，對未來初期

的開發與發展上會比較順利。安全傳輸訊息的結構引用技術規範（TS）圖 35 OPC 

UA 通訊層別概觀。 

圖35 通訊層別概觀  

 

鐵路的傳輸系統，在安全相關通訊上有一定的要求，在 IEC 62280 內有制定相關規

定，其主旨為「與通訊有關之功能與技術安全證據的相關要求」，對於通訊協定評

估與選用，即在技術上進行研究、應用設計與選用設定，評估在適合的作法上是否

可以通過該規範所制定的標準。 

當前的電子聯鎖系統採用的通訊網路為獨立專用的封閉式傳輸系統，因此屬於該規

範的類別 1 傳輸系統，也就是滿足了下列三個前提： 

(a) 可連接至傳輸系統設備之數量已知且固定（無論是否與安全相關）。 

(b) 傳輸系統之特性（例：傳輸媒介、最壞情況下的環境等）已知且固定，應在系

統使用期間壽期內維護。 

(c) 未經授權存取傳輸系統之風險應忽略。 

當對於資料傳輸的要求，在封閉式傳輸系統中有：即時性、可用度和安全性。前兩

者較為單純，而第三點則較為複雜，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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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潛在威脅的對策，如圖 36 及圖 37 所示： 

圖36 威脅 /防護  矩陣  

圖37 威脅 /類別  關係  

 

(b) 失效率的評估： 

(1) 安全碼的選用 

本專案的使用情境，是屬於 IEC 62280 所定義傳輸系統三種類別中的類別 1

封閉式系統，而類別 1 屬於安全相關的通訊系統 4 種類型裡面的 Type A0。 

Type A0 屬於「非密碼安全碼」，我們以安全碼的性能來考量而選用 MD5 演

算法。此係參考 IEC 62280 C.3.2.4 雜湊區塊碼中所提及的「利用作為 MDC

類別之公眾網域訊息摘錄演算法 MD4 及 MD5，可以在軟體上獲得良好性

能。因惡意攻擊可由其他方式防護，因此無需高要求之碰撞準則。」。 

根據選用的安全碼，我們可以依據規範內的附錄 C.4，在計算安全碼長度之

基本模型下，計算出此等防護機制的失效率是否合乎規定。 

(2) 危害評估公式 

在 IEC 62280 裡提供計算安全碼長度之簡易公式。符合給定之要求，以保證

達到安全目標。有 3 種造成危害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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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傳輸硬體失效，訊息因而損壞。 

(2.2) 由於 EMI 而產生位元錯誤， 且未被傳輸編碼偵測到。 

(2.3) 在傳輸碼檢查器中發生故障，造成各損壞訊息可從不受信任傳輸系統

傳遞到安全相關設備。 

依下列公式進行評估： 

RHW ×  pUS ×  k1 = RH1 

pUT ×  pUS × ƒW = RH2 

k2 ×  pUS ×  1/T = RH3 

相關定義如下： 

⚫ RH：整個傳輸系統之目標危害失效率 

⚫ RH1：不含傳輸碼檢查器時，硬體故障之危害失效率 

⚫ RH2：EMI 危害失效率 

⚫ RH3：傳輸碼檢查器之危害失效率 

⚫ RHW：不受信任傳輸系統之硬體失效率 

⚫ pUS：由於安全碼性能未偵測到失效之機率 

⚫ pUT：由於傳輸碼性能未偵測到失效之機率 

⚫ ƒM：一接收方訊息之最大頻率 

⚫ ƒW：錯誤（損壞）訊息之頻率 

⚫ T：時間間隔，若在此時間內收到超過定義數量之損壞訊息，則進入安全

後降（fall back）狀態 

⚫ k1：包括安全裕度（ safety margin）之硬體故障因子 

⚫ k2：描述造成未偵測傳輸解碼停用之硬體故障的百分比因子 

⚫ m：在 k1 內之安全因子 

⚫ n：進入安全後降狀態前之連續損壞的訊息數量 

因無法假設失效是隨機的，需考慮因子 k1 之安全裕度 m： 

k1 ≥ n × m 

因子 m 表示 m ≥ 5 之 safety margin 

所有 3 種失效率之總和不宜超過 RH： 

RH1 + RH2 + RH3 ≤ RH 

(3) 模擬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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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先假設硬體相關失效率為最差的情況下進行評估（關於 HIMA 的硬體

失效相關資訊，等待對方回應中）在下列最差的假設條件下，加上選用 MD5

全碼： 

(3.1) 不受信任傳輸系統中不含傳輸編碼機制時 

(3.2) 其他失效率都為最差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得出下列的算式： 

(1 x 2-128 x (n x 5)) + ( 1 x 2-128 x ƒW) + (1 x 2-128 x 1) ≤ (9 x 10-8) 

由於安全碼 pUS 的極高防護性，將給予我們在設計「安全後降狀態前

之連續損壞的訊息數量」n 和「錯誤(損壞)訊息之頻率」 ƒW 的機制上

有很大的空間，來讓整個系統的效能容度可以優化許多。 

而關於 n 和 ƒW 的設計，我們將在獲得硬體相關的失效率之後，再進

行精確的設計規劃。 

(4) 安全碼的最後評估選用 

基於 MD5 存在某個程度的碰撞風險考量，因而尋求另一個演算法的評估就

存在著需求，而在 ISO/IEC 10118-2 附錄 A 中有提及，「將 AES（ISO/IEC 

18033-3）與 ISO/IEC 10118 的 hashing 操作結合使用的方法」，透過 AES 的

演算法，可望將碰撞風險在降到更低，所以此方法也列為評估之一。 

然而，任何演算法的選用都必須考量其運行的現實硬體平台的效能，是否合

乎使用情境時的預期規劃。因此我們還需要將兩者的演算法進行實作後，在

我們的 COTS 硬體平台上進行效能測試實驗，進行初步分析後，方能有最後

的選定結果。 

 

針對上述安全性的完整解決方案，將採用 Subset098 的機制，並定義所需的

User Data Size，訊息結構請見圖 38： 

圖38 安全傳輸訊息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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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通訊協定的制定，在緯創與鐵道局和另一團隊的會議協商探討中，目前

我們達成了以下的共識，表 29 以該技術有實施時的程序執行流程為順序，

而最後的「錯誤處理」是針對所有程序發生錯誤時要進行的處理程序，有統

一的結論，但是各自表述，可能會因為各方的認知程度不同，在說明上會稍

有差異。另外根據技術的功能目的，我們認為將「來源/目的 ID」移到「序

號」之前進行會更合適。 

表29 安全傳輸技術發展說明  

技術 說明 

安全碼 

演算法 

功能：包括於安全相關訊息中之冗餘資料，以允許藉由安全相關傳輸功能

可偵測到資料損壞，以達到對「損壞」威脅的防護。 

已定： 

⚫ 演算法採用 MD5 或 Hashing function 1 with AES 兩者之一。 

⚫ 密鑰的 IV 值由各個 IXL 自定義。CTC 配合線下獲得的 IXL 的 IV 值

與之進行通訊。 

待決：以下將依據 IXL 效能進行設計 

➢ n(進入安全後降狀態前之連續損壞的訊息數量)：使用 IXL 實際功能

運行下，網路訊息損壞造成失敗時的數量來定義。 

以設定進路為例，從發送指令到收到設定成功的回應時間，最大大約

不超過 3.5 秒，而本 IXL 每秒最大訊息量是 90 筆，因此 n = 90 x 

3.5 = 315。此數值還需要根據 IXL 最後的設計進行定義。 

➢ T(在此時間間隔內收到超過定義數量之損壞訊息，則進入安全後降狀

態)：此值需要計算 IXL 實際運行時，平均多少的訊息損壞量，會造

成營運的延遲累計。此數值還需要進一步進行分析評估。 

➢ 演算法選用兩者中的哪一種。 

來源/目的 

ID 

功能：檢查此資訊以避免某些原因導致從 A 到 B 的資訊流之間被插入訊

息，以達到對「插入」威脅的防護。 

已定：使用位址作為 ID，也就是「ID/位址」由 IXL 指派。 

待決：無。 

序號 

功能：附加資料欄位， 包括由訊息至訊息， 以預定義方式變更之數字，

透過檢驗程序，以達到對「重複」、「刪除」、「亂序」這些威脅的防護。 

已定：無。 

待決：N 值，相鄰訊息之間的序號間隔超過多少以判定達到「刪除」的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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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說明 

脅。 此數值可以考量，多少的訊息遺失就會造成系統安全性的問題，或

是對營運效率造成明顯影響。 

三重時戳 

功能：進行時鐘偏移更新程序；計算傳輸時間，以達到對「逾時/延遲」威

脅的防護。。 

已定：網路訊息 Timeout 定義，暫定使用 TS 規範的建議值 

⚫ 循環式訊息傳輸之逾時是 2.0 秒。 

⚫ 雙向通訊模式之逾時是 2.5 秒。 

待決： 

⚫ ClockOffset Procedure/Update 程序執行週期與相關參數 

➢ Tmax 值：兩個 RBC 之間傳輸的應用資料的最大有效時間。 

➢ Textra_delay：應用資料生成與 SAI 級別消息時間戳之間的時間。 

➢ Tinit_start and Tres_start：計時器的值，應等於允許對請求作出回應

的最長時間。 

➢ Toff_max：定時器的值，應等於兩個設備之間可接受的最大傳輸時

間。 

➢ Optional TTS cyclic timer：循環訊息傳輸的情況下，收到兩訊息的最

大間隔時間。 

⚫ Timestamp資料型態：如果 OPC UA 使用的 Timestamp 也是 4 byte，

並在資料型態的精度上也滿足這裡的需求，就直接採用。 

錯誤處理 

功能：針對所有程序發生錯誤時要進行的處理程序。 

已定：無。 

待決： 

➢ 錯誤碼與處理方式 (斷線/忽略/回傳錯誤訊息) 

➢ 連續錯誤數 (Tsucc_er)：超過此數值後釋放安全連線。 

◆ 時鐘偏移更新程序或傳輸延遲檢測程序失敗的情況下，使用獨立的

錯誤計數器。 

➢ 平均錯誤數(網路效能不佳，週期時間發生多次錯誤) ：超過此數值後

的進入錯誤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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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3. 路口號誌介接 

參考淡海及高雄輕軌之路口號誌介接方案，考量虛擬感應器結合輪速特性，時有綠

衝情境發生，當電子聯鎖系統進入降級運轉並導致平面號誌與輕軌號誌需維護人員

處理，故建議以實體感應器（如計軸器或 RFID tag）作為各項決策的觸發點，並將

其資訊接至輕軌訊號控制器，依圖 39 情境、步驟決定號誌控制器的控制機制。 

圖39 路口號誌介接方案  

 

號誌訊號控制器因涉及各軌道行駛區域路口號誌並非完全統一，且屬於非安全系

統，故採用將輕軌號誌訊號控制器與路口號誌控制器分開，僅對其交互關係進行監

視。 

號誌使用情境分為絕對優先與相對優先，輕軌系統屬 B 型路權，既採用部份與外界

隔離之軌道及部份與外界交通混合行駛的車道，故路口號誌以相對優先號誌進行分

析。至於相關號誌時相參照國內輕軌號誌時相規則，至少包括進行、險阻、優先號

誌請求狀態等，詳細規劃則需與營運業者及路權管理機構溝通訂定。 

輕軌優先號誌觸發程序如下： 

(a) 列車壓到 AC1 送出優先請求，路口變為輕軌時相，並以有聲光號誌提醒路人 

(b) 若列車錯過 AC1 優先觸發，可由中央行控中心協助下達路口優先請求指令或

於道旁就地控制盤（LCP）操作請求進路 

(c) 當列車駛離 AC2-AC3（區段2） 則立即停止路口優先程序 

此設計適用於單線單向行駛輕軌情境，如需為雙向單線情境，須於路口號誌另一次

佈署相同列車偵測設備，方能觸發請求。 

輕軌號誌控制器與平面路口號誌控制器之間通訊協定，參考都市交通控制通訊協定

3.0 版，號誌控制策略至少包括紅燈截斷、綠燈延長等兩種，國內輕軌通訊協定選用

如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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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0 國內輕軌通訊協定選用  

計畫別 控制策略 使用通訊協定 

高雄輕軌一階  紅燈截斷、綠燈延長、插入時相 5F10、5F1C、5F03 

淡海輕軌 紅燈截斷、綠燈延長 5F10、5F1C、5F03 

安坑輕軌 紅燈截斷、綠燈延長 5F10、5F1C、5F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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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1. 通用產品選用 

10.1 通用產品發展專利檢索狀況 

緯創資通為鼓勵企業員工從事發明與創作，以提高服務與產品品質及功能，加強

企業競爭能力，開拓企業未來發展契機，並提高資訊工業產業之水準，特制定「緯

創集團發明創作獎勵辦法」。專利撰寫可分為提案流程與申請流程。 

中華民國發明分為 新型、新式樣、新式樣，專利三要件為 產業利用性、新穎性、

進步性。若商業方法係利用電腦技術予以實現者，其技術手段之本質並非商業方

法本身，而為藉助電腦硬體資源達到某種商業目的或功能之具體實施方法，得認

定其屬技術領域的技術手段而符合發明之定義。  

與緯創內部專利部門討論之後，建議在實作過程中累積較多專利細節之後再行申

請專利符合「專利進步性」，並定期追蹤以提早申請日期，符合「先申請主義」。

由於此構想子在緯創專利系統立案，因此專利之發明日期已有佐證，在某些以「先

發明主義」的國家同樣適用。 

 

10.2 通用產品成本分析 

本案經評估後將依據圖 40 進行成本分析，報價範圍其成本將包含可程式邏輯計

算機、轉轍器、軌道區間設備與號誌機等硬體材料與設備費進行評估不包含供電

設備含 UPS、CVDU、WTU、各式纜線、設計、安裝與測試做為我方未來投標時

的成本參考。 

圖40 緯創 -輕軌標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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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HIMA 硬體的可靠度需求、可用度需求可參考圖 41： 

圖41 HIMA硬體可靠度與可用度  

 

緯創-輕軌標準站所計算出的數位輸入與輸出之點數，如表 31 所計算出的表 32 電

子聯鎖系統硬體報價。 

表31 標準站的數位輸入與輸出點數  

設備清單 數量 Digital Input Digital Output 

軌道區間設備 10 40 30 

號誌燈-雙燈號誌 4 16 16 

號誌燈-單燈號誌 4 8 8 

轉轍器 4 16 16 

Sub-total  80 70 

 

表32 電子聯鎖硬體報價  

項次 設備名稱 單價（元） 每站數量 合計（元） 

1 HIMA 邏輯運算機 * 1 * 

2 號誌機 * 8 * 

3 轉轍器 * 4 * 

4 計軸器 * 10 * 

5 安全繼電器 * 264 * 

6 CTC 硬體設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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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2. 軟/硬體整合、軟/硬體交互作用與安全性 

11.1 軟/硬體整合測試規範 

測試環境如圖 42 所示，由第三方軟體做為 OPC UA 客戶端以 OPC UA 協定下達

功能需求至電子聯鎖系統，並輔以輸入訊號模擬不同道旁設備的狀態，測試其輸

出燈號是否符合預期。 

圖42 軟 /硬體整合測試規範的測試環境  

 

第三方軟體於圖 29 中的模擬器做模擬輸入電子聯鎖系統的工作命令，透過網路

介面傳送指令，輸入訊號及輸出訊號分別為數位輸入及輸出燈號。數位輸入內容

參考軟體需求規範（文件號：EI-REQ-SW-005）所說明的使用案例，輸出燈號用

來模擬實際上的裝置，在實際的情況下，只要在輸出訊號處外接安全繼電器即可

控制號誌燈及轉轍器。 

在測試環境中，輸入採用交替型開關（可作為持續性且長時間的導通，直到第二

次按下才會斷）。另外，還需要撰寫 UaExpert 傳送到電子聯鎖系統的命令，所需

的測試環境清單列於表 33： 

表33 軟 /硬體整合測試的設備列表  

項次 設備名稱 類型 單位 數量 

1 HIMax 硬體 套 1 

2 HIMatrix 硬體 套 1 

3 HIMax DI 模組 硬體 件 2 

4 HIMax DO 模組 硬體 件 2 

5 筆記型電腦（Windows） 硬體 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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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人員先行規範數位輸入/輸出模擬的各點所代表的意義，即可對聯鎖系統進行

功能測試。同時，本計畫將由鐵道局協調後，後續將以高雄輕軌前鎮機廠、C1、

C2 站進行實際場域測試，相關時程將於研發成果雛型產出後再行規劃。 

 

11.2 安全性評估與選用 

安全性評估參照 EN 50126-1 之風險評估方式辦理，分為風險分析及風險評估二

階段，本團隊逐步以系統性的方式進行安全性分析，分析步驟示意圖如圖 43。 

圖43 風險分析與評估分析步驟示意圖  

 

風險分析採用以下工具發展，目前正進行初步危害分析： 

(a) 初步危害分析 PHA 

(b) 系統危害分析 SHA 

(c) 介面危害分析 IHA 

(d) 子系統危害分析 SSHA 

(e) 操作及支援危害分析 O&SHA 

(f) 故障模式、效應及嚴重性分析 FMECA 

(g) 失效樹分析 FTA 

(h) 事件樹分析 ETA 

(i) 危害及操作分析 HAZOP 

風險評估依據前述分析內容執行，評估可接受風險，作法根據 EN 50126-2 建議，

採用英國 ALARP 風險評估，既在合理的情況下將風險降至最低（As Low As 

Reasonable Practicable，簡稱 ALARP），其作法為依據風險之高低，劃分可忍受

等級（Level of Tolerability,LOT）與可接受等級（Level of Acceptability,LOA），

超過 LOT 者視為不可忍受風險（R1），必須立即採取減輕措施，以減低其風險；

若風險介於 LOT 及 LOA（R2 及 R3），則應盡可能的採取合理措施降低風險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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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適當之管控措施；當風險低於 LOA 者為可接受風險，無須再行降低，但必

須確保風險被控制在此範圍內，圖 44 為 ALARP 原則示意圖。 

圖44 ALARP原則示意圖  

 

參考 EN 50126-1 annex C 及國內風險頻率，擬定風險發生頻率如表 34： 

表34 風險頻率表  

等級 頻率 F（次/小時） 發生頻率說明 

經常 F ≧ 10−3  可能會經常發生，預料有關危害將持續出現。 

有可能 10−3 > F ≧ 10−4 會發生多次，預料有關危害會時常發生。 

偶然 10−4 > F ≧ 10−5 可能會發生數次，預料有關危害將發生數次。 

較少發生 10−5 > F ≧ 10−7 
可能在系統壽限內，在合理情況下將預料有關危害發

生。 

很少發生 10−7 > F ≧ 10−9 
幾乎不會但有可能發生，可以假定只會在特殊情況下

發生。 

極少發生 10−9 > F 發生機會極微，可以假定危害將不會發生。 

 

嚴重度定義如表 35： 

表35 嚴重度定義表  

嚴重程度 對人或環境的影響 對服務的影響 對財務的損失 

災難 

死亡人數≧5人；及/或嚴重受傷

人數≧50 人；及/或嚴重環境破

壞。 

列車服務中斷≧1 天 
導致極大財物損失 

（大於 1 億） 

嚴重 

死亡人數<5 人；嚴重受傷人數

≧5 人<50 人；及/或對環境造成

相當程度的破壞。 

1 天>列車服務中斷 

≧1 小時 

1 億>導致重大財

物損失≧10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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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程度 對人或環境的影響 對服務的影響 對財務的損失 

不嚴重 

嚴重受傷人數<5 人/或輕傷人

數≧5 人及/或對環境有相當程

度威脅。 

1 小時>列車服務中斷

≧10 分鐘 

1000 萬>導致重大

財物損失≧100 萬 

輕微 輕傷人數<5 人。 
列車服務中斷<10 分

鐘 

導致輕微財物損失

<100 萬 

*輕傷：可恢復的傷害；重傷：機能喪失（如失明） 
 

風險等級定義如表 36： 

表36 風險等級定義表  

風險等級 類別 定義 

R1 不可接受的 必須消除 

R2 不期望的 在適當的控制及鐵路監管單位的同意下可接受 

R3 可接受的 在適當的控制及鐵路監管單位的同意下可接受 

R4 可忽略的 不須任何同意即可接受 

 

風險矩陣定義如表 37： 

表37 風險矩陣定義表  

 
嚴重程度 

輕微 

（I） 

不嚴重

（II） 

嚴重

（III） 

災難

（IV） 

頻率 F 

經常（A）  F ≧ 10−3  R2 R1 R1 R1 

有可能（B）  10−3 > F ≧ 10−5 R3 R2 R1 R1 

偶然（C）  10−5 > F ≧ 10−7 R3 R2 R2 R1 

甚少（D） 10−7 > F ≧ 10−9 R4 R3 R2 R2 

不大可能（E）  10−9 > F ≧ 10−10 R4 R4 R3 R3 

不可能（F）  10−10 > F R4 R4 R4 R4 

*F 為每小時發生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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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創意與承諾 

12.1 OPC UA 

透過 OPC UA 的特性，使其可透過雲端上網、語義功能、Client/Server 與 Pub/Sub

共同支援及 Client/Server 複合式結構裝置，亦可使用資料編解碼、機密協定、傳

輸協定的設定選定。另外，對於大數據收集、事件即時回報、資訊拆解細分或關

聯整合、資訊蒐集等，提供極為多元的應用與實現便利性。 

藉由 OPC UA 多層架構所提供的「未來導向」框架，可大幅降低現有技術轉換至

未來技術時，所面臨的設備變更成本代價。在支援既有的一般資安防護機制下，

可以在 OPC UA 分層架構上，快速且有系統地加入自定義的其他防護機制或功能

應用。 

目前通訊系統架構如圖 45： 

圖45 號誌通訊系統現在發展中的架構  

 

而對於通訊系統設計與實現，在非安全相關的通訊協定架構上，導入 Subset-098 

與 EN 50159/IEC 62280 所建議的機制，以實現 EN 50159/IEC 62280 中所提的網

路威脅防護機制，並滿足該規範的規定。安全功能模組的訊息結構如圖 46： 

圖46 安全傳輸分層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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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 規範所描繪的未來架構如圖 47： 

圖47 號誌通訊系統在TS規範中的未來架構  

 

未來多數設備皆具備有 OPC UA 的功能支援時，除替換設備可避免遭特定廠商壟

斷外，亦可更進一步達成前述資訊蒐集等功能的藍圖。 

OPC UA 組織於近幾年間持續致力於的優化，其中包括增加時間的精度、強化安

全方面的適用性等作為，以全面完善 OPC UA 的可用性，由此可知，OPC UA 不

僅在原有的設計即具未來性，同時也著手改良，以承襲過去工業通訊所具備的優

點，使其在未來成為工業 4.0 的一大利器。 

軌道行業導入 OPC UA，是站在工業通訊領先技術的肩膀上，可期開發出契合未

來產業走勢的系統，並成為此行業的標竿。 

 

12.2 自動產出聯鎖圖表工具 

傳統的聯鎖圖表需靠人力進行，本計劃提出自動產出聯鎖圖表工具，係為輔助人

工計算聯鎖圖表，以減輕人力計算負擔，且可估算聯鎖圖表的正確性。 

值得注意的是，自動產出聯鎖圖表工具並非完全取代人工，其仍須相關負責人交

互簽證。 

聯鎖圖表工具使用步驟： 

(a) 在應用程式中產生軌道佈置圖 

(b) 在軌道佈置圖上放置號誌燈、轉轍器及軌道區間 

(c) 設定號誌燈及轉轍器屬性 

(d) 設定進路的起點及到點 

完成以上步驟後，聯鎖圖表工具可呈現軌道佈置，如圖 48 所示。 

在軌道佈置圖建立完成後，則可使用自動產生聯鎖圖表工具功能，按一鍵即可自

動產生聯鎖圖表，如圖 4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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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驗證聯鎖圖表的正確性，使用者亦可藉由自動產生聯鎖圖表工具進行模擬，完

成列車進路規劃後，軌道佈置圖上即出現相應的轉轍器方向及號誌機顯示，軌道

佈置圖的列車模擬如圖 50 所示。 

圖48 聯鎖圖表工具繪製之軌道佈置圖  

圖49 聯鎖圖表工具產生的聯鎖圖表  

圖50 軌道佈置圖的列車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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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數位工具 

 Relyence 

Relyence 為市售知名 RAMS 分析軟體，模組建構基於 MIL 相關規範，可協助

團隊引用其資料庫可更加速快速且更精確的產地產出分析結果。Relyence 的模

組包含失效模式與影響分析、系統可靠度模型分析、失效樹分析技術，以進行

全面風險和安全評估，並產出生失效關鍵項目。 

圖51 Relyence FTA畫面範例  

圖52 Relyence結果產生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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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epoint 

SharePoint 作為共用並管理內容、知識及應用程式的軟體，可使團隊工作以及

組織成員共同作業。SharePoint 亦可讓專案中各小組或跨部門共享檔案、資料

及資源，實際使用舉例如圖 53，成員可在任何地方從文件庫存取檔案、同時共

同編輯文件及進行版次控管等。 

圖53 使用Teams程式共享檔案  

圖54 使用Teams程式即時傳訊  

 

本團隊亦使用 SharePoint 之檔案版本控管功能，實作專用之使用者介面，作為

本專案之文件管理與審查與發佈用。管理者可以預先新增/修改/刪除文件列表、

寫作者與簽核者名單、簽核程序、版本編號原則等等資訊。之後各文件之作者

可以上傳完成之文件，經過審核之後退回或通過成為有正式版號之文件。一切

動作皆可以被記錄下來供事後調閱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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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 使用SharePoint作為文件管理系統  

圖56 SharePoint審查管控與紀錄  

 

 Jira 

Jira 是一專為敏捷開發所設計的專案管理軟體，因其可良好管理的工作流映射

功能及問題跟蹤功能，而在敏捷開發者中廣受歡迎。為了提供敏捷開發週期管

理功能，其具有 Scrum 及看板方法管理的操作介面，且能產生各種報告。 

本團隊目前使用 Jira 作為專案管理工具，於固定時間的會議中，專案經理可藉

由 Jira 專案看板上檢查每個團隊成員的即時工作進度，並依照當週工作狀態指

派新任務；經由此工具，專案經理可掌握每位同仁的工作進度，並由待辦事項

多寡而進行工作分配，亦可了解目前還需完成哪些作業事項。 

同時 Jira 也支援自訂搜尋條件，專案經理可客製化篩選器，用來追蹤幾種固定

的情境，例如：目前尚未完成的工作數量、即將逾期的工作項目等。 

圖57 Jira專案管理工具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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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8 Jira支援客製化的篩選器  

 

 GitLab 

GitLab 為一用於管理原始碼管理的系統，GitLab 係由多種程式語言撰寫而成，

其現今被國內外大中型網際網路公司廣泛使用。本團隊使用 GitLab 作為程式碼

管理工具，並在此基礎上搭建簡單且容易使用的 web 服務。 

目前本計畫使用自建的 Gitlab 伺服器存放於正在開發的聯鎖圖表產生器及雲端

CTC 程式碼，並加入了 CI/CD 的自動測試功能，逐漸將開發工作自動化。開發

過程中的程式碼檢視（Code Review）也可透過 GitLab 的功能完成。本專案所

選用的 COTS 平台 HIMA 所支援的軟體開發工具 SILWorX 也有自己的軟體版

本控制功能，由於 SILWorX 所儲存之專案檔非文字檔，不能使用 GitLab 直接

比對兩個版本之差異，目前團隊也正在評估使用 SILWorX 來做軟體版本控管

之可能性。 

圖59 GitLab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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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聯鎖系統監視器  

為監視聯鎖系統的運作狀況，亦或為了事後調閱記錄，電子聯鎖軟體會另行開發

一個獨立模組來記錄所有運行狀態，此為聯鎖系統監視器（IXL Monitor）。其記

錄的基本功能有： 

(a) 紀錄聯鎖系統的輸入資料 

(b) 紀錄聯鎖系統的輸出資料 

(c) 紀錄聯鎖系統硬體的系統狀態 

(d) 紀錄聯鎖系統的連線狀態 

(e) 提供紀錄資料查詢功能 

(f) 提供紀錄資料分析功能 

 

實作方法：聯鎖系統監視器的架構如圖 60 所示，會介於中央行控中心及電子聯

鎖系統的中之間。 

圖60 聯鎖系統監視器（ IXL Monitor）架構  

 

首先，任何傳送到電子聯鎖系統的所有命令均記錄下來儲存在聯鎖系統監視器的

資料庫中；再者，電子聯鎖系統回傳的設備資訊均記錄下來，儲存在聯鎖系統監

視器的資料庫中。資料庫至少會儲存時間戳記、設備名稱、設備動作等，以利未

來的監看使用。記錄的動作可由圖 61 的活動圖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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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 聯鎖系統監視器（ IXL Monitor）記錄功能活動圖  

 

至於聯鎖系統監視器的事後調閱記錄功能，則由聯鎖監視器解讀設備發送監看需

求後，聯鎖系統監視器在取得命令後，解析出時間區間、設備名稱、命令等資訊

後，搜尋資料庫後回傳符合的資料，其動作可由圖 62 的監看功能活動圖所描述。 

圖62 聯鎖系統監視器（ IXL Monitor）監看功能活動圖  

 

未來展望： 

(a) 聯鎖系統監視器可以提供 SaaS 服務的 Web UI 介面查詢聯鎖系統運作狀態。 

(b) 使用者可以指定時間區間，調閱出該時間區間中電子聯鎖系統的裝置狀態。 

(c) 使用者可以指定時間區間，提供該時間區間的監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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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異常狀況及因應對策 

14.1 組織異動 

本團隊因同仁職涯規劃，發生成員異動，原計畫組織表、異動後之組織表請詳附

件八。 

 
14.2 異常狀況 

(a) 異常狀況一 

(1) 人員異動：同仁因職涯規劃自行離職 

(2) 因應對策： 

(2.1) 緯創團隊每週定期招開專案會議（皆有會議錄影紀錄），透過會議中，

使團隊人員了解其他同仁的工作執行進度及狀況。並依照成員適應性、

職能發展目標、過往經歷，補充其適合離職人員職位之人選，且制定

完善的教育訓練及工作交接規定、日常運作流程。 

(2.2) 同仁利用例行工作電子化，使離職交接、請假代理的人員可自行檢視、

追蹤，加速對專案的瞭解。 

(2.3) 留才策略除提供有競爭力的薪資及福利、靈活的工作安排策略、固定

加薪及完善升遷管道、團隊新成員制定專門指導計畫、領導者的透明

度外，同仁離職前，我司人資會透過約談掌握其離職原因，找出可改

善之問題進行改進，並在未來展開留才行動計畫方針。 

(b) 異常狀況二 

(1) 職務變更：調動部分同仁職務 

(1.1) 計畫執行期間，透過委外團隊培訓過程，提高成員能力、實現組織成

員的優化、培養成員多方位思考。依照內部評估個人適性、計畫期間

表現、過往經驗、意願其調整職務內容。 

(1.2) 團隊已依據角色功能安排對應人員，並成員配合不同內部分組，回報

成果或審查意見以滿足獨立性之要求。 

(1.3) 異動情形說明，請詳附件八。 

(c) 異常狀況三 

(1) 新冠疫情延燒 Omicron BA.2 導致部分同仁居家隔離 

(2) 因應對策：使用 Microsoft TEAMS 作為主要溝通、開會工具，每日定期追

蹤進度，減少遠距辦公造成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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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異常狀況所述，列以下因應對策分別說明： 

(a) 培育計畫：透過線上課程、在職訓練、研究資料庫的建立、定期會議平台分

享資源交流、職位代理制度等，維持人員適任性辦理，藉此讓同仁除本職工

作外，亦可了解其他同仁工作狀況，詳細內容可參閱研發人員異動報告。 

(b) 團隊外部無例外狀況下，依據實際需求與委外團隊合作，包括鐵道技術中心、

資策會、台灣里卡多及傅義鴻顧問。 

(c) 穩定性：緯創團隊提供有競爭力的薪資及福利、靈活的工作安排策略、固定

加薪及完善升遷管道、並建立具體的短中長期目標藍圖、新成員制度、健全

溝通體系，同仁離職前，人資單位會透過約談掌握其離職原因，找出可改善

之空間，優化留才對策進行改進，並在未來展開留才行動計畫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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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工作坊 

15.1 第一次工作坊成果  

 引言 

本次工作坊於 111 年 5 月 3 日下午 2:00-4:30，以線上形式辦理，主要目的為介

紹緯創在軌道領域的規劃與願景，以建立產業界對本團隊的信心。工作坊由本

團隊同仁李忠剛、洪貫庭、簡俊杰擔任講者，並邀請鐵道局-陳景池副總工程司、

資策會智慧系統研究所-蒙以亨代所長、高科大鐵道技術中心張簡嘉壬教授、台

灣里卡多-田若農總經理、軌道專業顧問-傅義鴻給予意見與指導。圖 63 為會議

照片。  

 

 

圖63 第一次工作坊線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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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工作坊議程 

工作坊議程安排如表 38。 

表38 第一次工作坊議程表  

時間 主題及議程 

1340~1400 報到 

1400~1410 開場-長官致詞 

1410~1430 以 ICT 產業技術進入軌道領域之創新-李忠剛 

1430~1500 ICT 產業技術與軌道領域之結合-洪貫庭 

1500~1530 本案（輕軌號誌自主開發）之實施規劃-簡俊杰 

1530~1540 Tea break 

1540~1600 與談人交流 

  

 與談人反饋  

15.1.3.1 資策會智慧系統研究所-蒙以亨代所長 

(a) 軌道產業如可由封閉系統走向開放系統，如此眾人智慧可以讓軌道系統

更加智慧化、人性化。 

(b) 後續可加強營運需求（OT）加強描述，可讓產品更易讓終端用戶理解。 

(c) 跨領域發展，需求容易講不清楚，導入敏捷開發 agile 是好的方向，可讓

團隊在過程中找出真正需求。 

 

15.1.3.2 高科大鐵道技術中心張簡嘉壬教授 

(a) 軌道產業是高度客製化的產業，透過敏捷開發、管理，可解決因客製化

產生的過多會議及管理問題。鐵道技術中心目前使用敏捷開發加上

ISO/IEC 17025 測試實驗室，透過找出 PO、SM 規劃分工，並導入 17025

文件管理機制，較適合鐵道技術中心。 

(b) 鐵道技術中心以 OPC UA、MQTT 為基礎，發展智慧鐵道，鐵道技術中

心導入電子瞭望員既是以 Lora+Mqtt 技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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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3.3 台灣里卡多-田若農總經理 

(a) 軌道安全要求高，所以改變很慢；安全要求至上，所以改變很慢。 

(b) 聯鎖系統的主要要求為進路控制、自趨安全。 

(c) 號誌設計單純，與 ICT 產業主要差異是在安全認證上，主要做法則是確

認設計上是否滿足安全管理的要求。 

(d) 建議本團隊可以再增加具備系統保證經驗的角色，可加速整體計畫的發

展。 

 

15.1.3.4 傅義鴻顧問 

(a) 緯創具備 ICT 產品開發的經驗，從無到有，有相當勇氣、毅力及財力支

持，結合政策支持，有機會完成國內聯鎖系統的開發。 

(b) 緯創團隊已完成系統架構流程發展，結合硬體（HIMA SIL 4）產品，整

合自行開發軟體，連結軌道模型場景，藉由最小可行產品（MVP）驗證

系統之安全性、正確性，並搭配雙重化備援，可避免輸出錯誤資訊。 

(c) 了解使用者需求，以初步完成自動產出聯鎖圖表產生器運作。 

(d) 國內產業不是只用國產品，而是希望未來國內廠商有更多機會參與核心

系統開發。 

(e) 從本計畫可讓國內團隊能有更多經驗，未來可與國際軌道大廠進行合作。 

(f) 透過新技術觀點，結合敏捷開發快速迭代，發展符合安全需求。 

(g) 結合不同情境的規劃，將安全管理納入系統設計。 

 

 問卷彙整 

本團隊積極納入各界意見，會前與會來賓報名為 25 位包含世曦、中興等顧問公

司、號誌廠商 Siemens、Thales、Alstom、營運業者高鐵、電信商與系統整合商

等；最終實際參加人數高達 44 位，並透過線上問卷蒐集與會來賓意見，初步可

歸納如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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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9 問券彙整表  

時間戳記 

請問您對本次工

作坊內容的滿意

度？ 

承上，請問滿意

(不滿意)的原因

為何？ 

請問您認為鐵路

相關解決方案之

國產化是否可

行？ 

承上，是否方便

提供您的想法及

見解？ 

請問您認為此解

決方案需要強化

的方向為？ (此

為複選) 

承上，請問是否

還有其他的想法

及見解？ 

2022/5/3 下午 

4:26:12 
非常滿意 No 非常認同 No 

應用場景，邏輯

功能，智慧化 
No 

2022/5/3 下午 

4:28:15 
滿意 

表達非常清晰，

內容專業豐富 
非常認同 

希望下一階段能

提供更多安全管

理/設計相關之議

題或成果！ 

認證內容 無 

2022/5/3 下午 

4:32:19 
非常滿意 內容豐富 認同 如下一題的說法 硬體介紹 

OPC UA 要先界

定範圍，不可無

限上綱到軌旁設

備，除非軌旁設

備也要在本計畫

中開發 

2022/5/3 下午 

4:33:27 
滿意 

長遠的一條路，

台灣輕軌聯鎖開

發的市場在哪

裡？國際大廠如

何接受？若政策

直接規定要用本

地廠商，那才有

機會。 

普通 同上 

應用場景， 認

證內容， 失效

分析， 危害分

析， 邏輯功能 

田總已特別提到

「安全」、系統

保證，認證與驗

證。 

2022/5/4 下午 

12:02:05 
滿意 簡報簡潔 認同 國產化是可行 危害分析 

需要強化的方向

為危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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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歸納 

(a) 市場需求如何滿足 

(b) 加強危害分析部分 

 

 成果回覆之規劃 

(a) 市場需求參考國際市場經驗，軌道核心產品/應用初期皆有賴於政府政策支

持，因此緯創團隊仍先以完成本計畫範疇之認證為目標，期間配合政府政

策建立第一個產業實績，以利後續可展開市場。 

(b) 危害分析將於期末工作坊時，再與業界分享分析成果。 

(c) 納入與談人與各業界之建議以使本計畫更加符合台灣軌道號誌系統之需求

並在具有研發能力後拓展與號誌廠商之合作機會。 

 

15.2 第二次工作坊成果 

 引言 

本次工作坊規劃於 111 年 8 月 11 號下午 2-4 時，以線上形式辦理，主要目的為

介紹緯創在本案目前執行的成果展現。工作坊由本團隊同仁李忠剛、洪貫庭、

李進福與謝秉宏擔任講者，並將邀請鐵道局-陳景池副總工程司、資策會智慧系

統研究所-蒙以亨代所長、高科大鐵道技術中心張簡嘉壬教授、台灣里卡多-田

若農總經理、軌道專業顧問-傅義鴻給予意見與指導與軌道產業的同業們展示緯

創的發展成果。本次工作坊將藉由本案的安全計畫與分險分析做為未來系統保

證之風險管理，並實際展示部分聯鎖功能已呈現緯創本年度的研發成果；接著

回應鐵道局委託之第三方通訊界面銜接計畫以展示本案的未來通訊銜接之框

架，其預計議程如下章節。圖 64 為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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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 第二次工作坊線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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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工作坊議程 

 工作坊議程安排如表 40。 

表40 第二次工作坊議程表  

項目 主題及議程 

1 報到 

2 開場-長官致詞 

3 安全計畫與風險分析-謝秉宏 

4 第三方通訊界面銜接計畫-李進福 

5 Tea break 

6 本案硬體的聯鎖軟體設計-洪貫庭 

7 計畫發展至今的總結-李忠剛 

8 與談人交流 

 

 與談人反饋 

15.2.3.1 資策會智慧系統研究所-蒙以亨代所長 

(a) 可落地且可拓展, 以軟體去模擬, 增加無場地時的測試機會 

(b) 實體的設備亦是重要驗證的環節 

(c) IV&V 的角色由誰擔任 

(d) 可考慮以敏捷開發的方式導入, 讓成果不會是幾個月後再回頭檢視 

 

15.2.3.2 高科大鐵道技術中心張簡嘉壬教授 

(a) 技術面上無其他意見 

 

15.2.3.3 台灣里卡多-田若農總經理 

(a) 如何讓使用者信任產品是不容易的 

(b) 建議可以增加安全工程師 

(c) 分析驗證仍然需要考慮不同情境與操作模式 

 

15.2.3.4 傅義鴻顧問 

(a) 人才培訓, 軟體開發, 硬體設備選用已初見成效 

(b) 軌道模型可作為動態呈現, 由淺而深發展線型, 累積經驗 

(c) 透過重複測試的程序驗證聯鎖邏輯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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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3.5 温智翔副主任 

(a) 已有相當成果 

(b) 產出國內第一套的號誌聯鎖系統 

 

 問卷彙整 

本團隊積極採納各界意見，會前共有 50 位來賓報名本次工作坊，包含世曦、中

興、美商科進佰誠、鼎漢等顧問公司、號誌廠商 Thales、Alstom、Frauscher、營

運業者中冠高捷、華碩雲平台事業群與神通、京三系統、新鼎整合商等；最後

實際參與本次會議之與會來賓人數高達 44 位，本團隊透過線上問卷蒐集與會

來賓意見，初步可歸納如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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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問卷彙整  

請問您的 公司 / 姓名 

請問您對本次工

作坊之 "安全計畫

與風險分析" 議題

內容是否滿意? 

承上，請問滿意(不滿意)的原因為何? 

請問您對本次

工作坊之 "第三

方通訊界面銜

接計畫" 議題內

容是否滿意? 

承上，請問滿意(不滿意)的原因為何? 

ALSTOM 滿意 N/A 滿意 N/A 

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羅博允 
滿意 能由簡報體會到號誌納入安全性的重要性 普通 對於硬體理解仍太淺，內容發覺難以吸收 

高雄捷運/陳平順 滿意 分析完整 滿意 詳實 

新鼎/范銘雄 滿意 內容具體 滿意 內容具體 

美商科進佰誠 / 施明毅 滿意 

簡報內容呈現依架構，做系統性風險分

析。 遺憾沒看到: 如何計算 SIL、

FMECA 換算至 RPN 原則、FORMAL 

METHOD 佐證運算之安全性、formal 

method 如何轉換至演算法 ? 

滿意 

通訊協議後續是公開協議嗎? 若未能公開, 

廠商間之解決方案如何相容? 有相關效能/

壓力測試 / latency 的數據嗎? 

神通:謝德明 滿意 內容看得出來用心 普通 

輕軌速度介於 40~60KM/HR,捷運最高約

80KM/HR,鐵路則 120KM/HR,未來可能更

高,OPC UA 應答時間是否可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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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您對本次工作坊之 "本

案硬體的聯鎖軟體設計" 議

題內容是否滿意? 

承上，請問滿意

(不滿意)的原因為

何? 

請問您認為

鐵路相關解

決方案之國

產化是否可

行? 

承上，是否方便提供您的想法及

見解? 

請問您認為此解決方案需要強化

的方向為? (此為複選) 

承上，除了所列出之

項目，是否還有其他

需要強化的方向? 

滿意 N/A 認同 N/A 認證內容, 失效分析, 危害分析 N/A 

普通 

對於硬體理解仍

太淺，內容發覺

難以吸收 

認同 
認為技術應屬可行，並期待最後

成果 
危害分析, 邏輯功能 較無更好建議 

滿意 考量完善 非常認同 
可行，但如何通過規範及現地驗

證，是最大課題。 
應用場景, 危害分析 NA 

滿意 沒意見 認同 沒意見 應用場景 沒意見 

滿意 如何驗證與確證? 認同 需提更足夠的資源及誘因。 應用場景, 認證內容, 失效分析 無 

滿意 
選擇 HIMA 設備

是對的 
普通 

需要有車輛廠配合,目前國內車

輛技術似乎未達主導能力 
失效分析, 邏輯功能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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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回覆之規劃 

經由與談人與業界先進給予的建議可歸納為安全相關的議題、第三方通訊界面

銜接等正向反饋。 

其中，在安全計畫與風險分析之中，我方須依照應用場景所需考慮的失效分析、

危害分析等，團隊持續招募安全工程師來強化其發展量能。將引入 Relyence 風

險分析工具以加速我方的安全等分析成果，並導入於本案的設計之中，目標為

國內第一套可信賴之電子聯鎖系統。 

再者，OPC UA 的部分規劃，我方已於與另一團隊討論其銜接介面、通訊格式、

通訊安全碼等架構進行數次討論與發展方向以利未來能與高雄輕軌介面銜接；

同時，本團隊將繼續與我方的夥伴資策會深化合作發展其資通訊等安全、規則

與架構。做為未來國內廠商可依據的框架。  

綜合上述意見與正在執行的反饋，我司將於下期計畫之中批次展現其研發量

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