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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完整的企業管理，在單一解決方案中提供有效率的整合式
建築物和安全管理。

u 配置、介面和顯示一律使用世界通用的開放 IT 標準，讓
此系統成為使用者和安裝者皆可非常輕鬆使用的產品。

u 遵循 OPC 標準，更充分整合 Bosch 與第三方系統

u 將警報資訊輕鬆連結至使用者定義的行動計畫及現有位置
地圖，以利操作員快速、安全地反應

u 模組化結構易於建立一個最符合您需求的安全解決方案

建築物管理系統
Building Integration System (BIS) 是彈性化的建築物管理
系統，可針對使用者的特定需求進行設定。
它含有各式各樣的應用程式和功能，能進行整合、連結，也
可監視和控制所有科技化建築系統。
Bosch 憑藉其在管理系統的多年經驗建置出新世代的系統，
下列市場趨勢也帶來極大影響：

• 技術性建築設施越來越複雜
建築物內部的技術設施越來越複雜，因此需要一套功能強大
的管理系統，該系統應以最佳方式結合最多樣性的功能 (例
如消防和入侵警報系統、門禁控制、視訊系統和建築物自動
化等等)。 OPC 標準可讓 BIS 運用多種不同的硬體設備和
其他來源，有效地處理與共用資訊。

• 使用新科技和標準
雖然安全科技領域的嚴格法規讓安全相關事務非常可靠，卻
在整合 IT 界新科技的使用時成為阻礙。 BIS 已成功善用非
安全性科技 (例如 OPC、CAD、網路) 的優點，並在安全
科技領域中搭配運用。

• 客戶需要完整的解決方案
設施管理者和整合者需要單一但能夠整合所有本身安全子系
統的建築物管理解決方案。

系統概覽

Building Integration System 是由基本套件加上多種選用
元件 (也稱為引擎) 組成的多功能產品，以共同的軟體平台為
基礎。 可以結合引擎，量身打造符合精細需求的管理系統。
這些主要元件包括：

• Automation Engine

• Access Engine
• Video Engine
• Security Engine

* 並非所有國家都有提供
這些引擎將在個別資料表內做更詳細的說明。



功能

系統結構
BIS 引擎提供消防及入侵偵測、門禁控制、視訊監視，以及
對 HVAC 與其他重要系統的監視。
BIS 以效能最佳化的三層結構為基礎，特別針對企業內部網
路和網際網路環境而設計。
子系統是透過完善建立的世界通用 OPC 標準來進行連線。
此一開放式標準讓您得以輕鬆地將 BIS 插入現有的 OPC 規
格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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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戶端網路 5.1 – 5.n OPC 相容設備

3.1 – 3.n 用戶端 6.資料庫伺服器

組織結構和設定
多項自動化功能及容易使用的工具，讓安裝者能輕鬆地完成
設定，更能節省時間和金錢。
可以透過匯入內含圖層、已命名檢視和探測器位置的現有
CAD 資料，建立階層式位置樹狀結構。縮放與平移能快速地
導覽建築物。
使用者介面以網路伺服器為基礎，並使用動態 HTML 頁面。
安裝軟體包含了適用不同螢幕解析度和格式的預設頁面，而
預設頁面則可利用標準的 HTML 編輯程式來輕鬆自訂。
BIS 會自動偵測監視器解析度，並提供適當的使用者介面。

操作
此系統的主要任務是做為現場內部所有不同安全系統的警
報、監控和控制中心。其圖控介面的設計目的在於協助操作
員快速理解事件的範圍和緊急程度，並採取快速而有效的行
動。

系統核心 (亦即 State Machine) 會監控所有進入的事件或
操作員請求，並視需要採取由使用者定義規則或關聯所預先
設置的行動，進而減輕操作員的負擔。

系統安全
除了可設定的使用者存取權限之外，BIS 中央伺服器與工作
站之間的 AES 加密提供了額外的安全性。若要使用企業網
路內的電腦做為用戶端工作站，限制操作員僅能使用特定工
作站或 IP 位址可加強安全性。

基本套件
Building Integration System 基本套件提供多種引擎共用
的不同功能。

• 可自訂的設備情況服務台，能提供跨整個 BIS 系統內所有
子系統的狀態概要

• 訊息處理與警報顯示
• 警報佇列最多可容納 5000 個同時發生的警報事件及詳細的

警報資訊

• 指派操作員至工作站時採固定指派，以提高安全性
• 用於自動化事件與警報處理的 State Machine
• 以網路伺服器為基礎的平台僅允許經由 Internet Explorer

的用戶端工作站連線至 BIS
• 直接支援標準 AutoCAD DWF 向量格式位置地圖，可減少

設定上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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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圖形中變更結構 (新增牆壁、移動一扇門等等)，無
須變更 BIS 設定，只需匯入新繪製的檔案即可。

• 操作員之間的自動化工作流程，具備訊息廣播功能並可自訂
上報路徑

• 大型資料庫包含標準化探測器圖示，採用標準向量格式，包
括色彩、事件和控制定義

• 於位置地圖中透過圖示內容功能表直接控制與監視探測器
• 透過現場的邏輯樹狀結構 (例如，建築物、樓層、房間) 直

接控制與監視探測器，並包含照片、手冊與說明指示的超連
結

• 位置樹狀結構可在 AutoCAD 圖形中由「已命名檢視」自動
產生

• 已連線子系統及其周邊的自動化和手動控制的動作管理
• 所有已連線的子系統及其周邊 (探測器) 和內部虛擬裝置

(操作器、伺服器) 的裝置概要，以樹狀結構的形式呈現，
含有關於位址、狀態、類型、位置和備註等詳細資訊。透過
樹狀結構節點的內容功能表控制周邊。

• 可將受管理現場劃分為多個自主獨立分區，並限制操作員對
特定分區的控制權。

• 以其他自由格式的超文字文件形式為操作員提供特定資訊，
包括文字、點陣圖、視訊影像等等。

• 可進行子系統及周邊監視與控制之高設定性操作員存取權限
• 事件記錄確保完整記錄所有事件 (包括接收的訊息和採取的

動作)
• 報表服務，可以快速從事件記錄產生報表
• 從網路中的任何一台電腦連結和嵌入 OPC 伺服器
• 線上說明

BIS 選用配件
BIS 系統可以加入下列選用功能以符合特定客戶需求。這些
功能可與所有 BIS Engine (Automation、Access、Video
和 Security Engine) 搭配使用。

警報文件套件
此套件擴充了 BIS 系統的標準警報處理，使其能顯示行動計
畫和位置地圖，也能顯示圖形導覽，以及在地圖內顯示依照
警報而定的圖層圖面。這麼做可保證操作員得到最佳的指
引，尤其是在消防或入侵警報等壓力沉重的情況下。

依照警報而定的行動計畫或工作流程，則可為操作員提供詳
細的事件相關資訊，如標準操作程序、即時影像、控制按鈕
等。只要建立一個行動計畫並指派給系統中每個可能的警報
類型即可，例如消防警報、拒絕進入、技術警報等。
刪除警報訊息時，所顯示的行動計畫會以一張無法修改的快
照形式附加到事件記錄上。這樣做可確保責任追溯，因為操
作員在警報回應期間所執行的所有步驟皆留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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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地圖是建築物 (如地板、區域或房間) 的視圖，以常用
的 AutoCAD 向量圖形格式為基礎。探測器和其他設備會以
彩色的動畫圖示型態呈現，圖示可透過內容功能表提供直接
控制。在發生警報的情況下，此系統會自動縮放至地圖中觸
發警報的相關區域。

• 位置樹狀結構可針對位置地圖及其圖形化導覽功能 (平移、
縮放) 提供進入點。

• 依照警報而定的圖層控制可在特定情況下 (例如消防警報時
的逃生路線等) 顯示更多圖形資訊。

警報管理套件
此套件能擴充 BIS 系統的標準警報處理，加入一些額外的功
能：
訊息分佈可以定義上報情境，當操作員或操作員群組無法在
預定時間內知曉警報訊息時，此功能就會自動啟動。BIS 隨
即將會自動轉寄訊息給下一個授權的操作員群組。
計時器功能可設定時間排程，以用來執行自動控制指令 (如
在晚上八點關閉障礙)，也可以依時間重新導向警報訊息，例
如在時段 1 期間向操作員群組 1 顯示訊息，而在時段 1 以
外的時間則向操作員群組 2 顯示訊息。

操作員警報功能可以讓操作員在位置樹狀結構中手動觸發警
報，例如在操作員接到危險情況電話報告的時候。處理這類
手動警報的方式與處理由探測器觸發的警報相同，也就是一
樣會顯示指派的文件，且所有採取的步驟皆會記錄在事件記
錄中。

應用程式啟動器可允許系統根據預先定義的條件 (例如警報
或計時器) 援用非 BIS 應用程式。例如自動與定期進行系統
備份就是此功能的一種典型應用。

安裝/設定備註

Building Integration System 示意圖

每一台 BIS 伺服器
可處理的位址、探
測器、控制元件、
攝影機等

 200,000

最大狀態數目  無限制

每秒事件數目  500 (持續，並顯示可能的較高峰值)

整合式網路中的最
大網路印表機數目

 不受 BIS 限制

包含之零件

訂購盒裝安裝媒體時，內容物包含：

數量 元件

1 BIS 安裝媒體、軟體與 PDF 格式的安裝手冊

1 快速安裝指南 (書面)

線上文件會包含在下載的檔案中 (4.0 版與更新版本)。

軟體維護協議 (SMA)
SMA 讓您以經濟的方式，隨時掌握軟體的最新技術發展。
您所購買的每一套 SMA，從購買日起算一年內都提供您相
對應的軟體功能免費升級權益，以及一些 Hotfix 與技術支
援。
初次購買的人，所購買的每一套產品都自動含有 SMA 權
益。

技術規格

登入或連線伺服器必須滿足的最低技術需求

3GHz CPU 雙核心處理器或更高版本

4 GB RAM

80 GB 可用硬碟空間

100 Mbit 網路卡 (PCI)

USB 連接埠 (如果使用 USB 安裝媒體的話)

具備 1280 x 1024 解析度、32 k 色與 256 MB 記憶體的顯示卡

Windows Server 2008 R2，
或 Windows 7 (32 或 64 位元，但非 Starter/Home Edition)，

-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9 或 10

- 鍵盤、滑鼠

技術規格時有變更。

用戶端電腦最低技術需求

3GHz CPU 雙核心處理器

4 GB RAM

20 GB 可用硬碟空間

4 | BIS - 概要和基本套件 V4.0



100 Mbit 乙太網路卡

具備 1280 x 1024 解析度、32 k 色與 256 MB 非共用記憶體的顯
示卡

Windows 7 (32/64 位元)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9 或 10

鍵盤、滑鼠

技術規格時有變更。

訂購資訊
BIS 提供下列語言版本：

• DE = 德文
• EN = 英文
• ES = 西班牙文
• FR = 法文
• HU = 匈牙利文
• NL = 荷蘭文
• PT = 葡萄牙文
• RU = 俄文
• ZH-TW = 繁體中文
• ZH-CN = 簡體中文

設定新系統時，必須具備 BIS 基本授權。
注意：設定 3.0 版或更早版本的新系統時，一律需具備上述
任一語言版本之 BIS 基本套件。

訂購資訊

BIS 4.0 盒裝產品安裝指南
僅適用 BIS 4.0 版與更新版本。
盒裝產品內含所有語言版本的安裝媒體與快速安裝指南。
訂單編號 BIS-GEN-B40BOX

BIS 4.0 基本授權
僅適用 BIS 4.0 版與更新版本。
Building Integration System (BIS) 本身的基本授權。
訂單編號 BIS-BGEN-B40

從 BIS 3.0 版升級為 4.x 版
指定的版本之間的升級授權。
訂單編號 BIS-BUPG-30TO40

從 BIS 2.x 版升級為 4.x 版
指定的版本之間的升級授權。
訂單編號 BIS-BUPG-2XTO40

BIS 警報管理套件
僅適用 BIS 4.0 版與更新版本。
包含訊息分佈、計時器、操作員警報和應用程式啟動器的授
權套組
訂單編號 BIS-FGEN-AMPK40

BIS 額外提供 1 位操作員用戶端
僅適用 BIS 4.0 版與更新版本。
額外 1 位同時操作員授權。
訂單編號 BIS-XGEN-1CLI40

BIS 額外提供 1 個分區
僅適用 BIS 4.0 版與更新版本。
授權可於您的 BIS 安裝中新增自主獨立的已命名群體 (又稱
為分區)。
訂單編號 BIS-XGEN-1DIV40

BIS 多伺服器連線 (針對每部伺服器)
僅適用 BIS 4.0 版與更新版本。
每一台 BIS 安裝中，額外提供 1 個 BIS 登入伺服器授權
訂單編號 BIS-FGEN-MSRV40

BIS-BVMS 連線能力
僅適用 BIS 4.0 版與更新版本。
每一台 BIS 與 BVMS 安裝之間，需要具備一個授權以便連
線
訂單編號 BIS-FGEN-BVMS40

SMA - BIS 4.0 基本授權
僅適用 BIS 4.0 版與更新版本。
適用於指定 BIS 產品之軟體維護協議
訂單編號 BIS-SMA-BAS

SMA - BIS 警報管理套件
僅適用 BIS 4.0 版與更新版本。
適用於指定 BIS 產品之軟體維護協議
訂單編號 BIS-SMA-AMPK

SMA - BIS 額外提供 1 位操作員用戶端
僅適用 BIS 4.0 版與更新版本。
適用於指定 BIS 產品之軟體維護協議
訂單編號 BIS-SMA-1CLI

SMA - BIS 額外 1 個分區
僅適用 BIS 4.0 版與更新版本。
適用於指定 BIS 產品之軟體維護協議
訂單編號 BIS-SMA-1DIV

SMA - BIS 多伺服器連線
僅適用 BIS 4.0 版與更新版本。
適用於指定 BIS 產品之軟體維護協議
訂單編號 BIS-SMA-MSRV

SMA - BIS-BVMS 連線能力
僅適用 BIS 4.0 版與更新版本。
適用於指定 BIS 產品之軟體維護協議
訂單編號 BIS-SMA-BV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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