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8 月 19 日

遠程協作的最佳夥伴！Epson BT-45C 系列 AR 智慧眼鏡 三大強化提升生產力
更清晰、更耐用、更舒適 第一視角打破距離的高效解決方案！
【台北訊】近年來全球因疫情影響，各行業的工作模式因而有了改變。根據未來論壇（Future
Forum）年初發表的全球脈動調查註一，採用混合工作型態（在家上班+辦公室上班）比例增加
至 58%，以科技取代距離的解決方案，不僅增加了時間與人力的彈性，更成為了工作新常態。
全球創新科技領導品牌 Epson，今（19）日宣布推出針對工業領域的遠程協作應用所設計的
Moverio AR 眼鏡 BT-45C 與 BT-45CS：BT-45C 可搭配指定 Android 手機型號註二相連接，擁
有高度的擴充性；另有附帶控制器一體設計的 BT-45CS，帶給使用者更清晰、耐用、舒適的配
戴體驗，全力支持企業遠端工作、智慧應用所需。全新的智慧眼鏡新品系列也將於 8/24-8/27
的自動化工業大展首度展出。
台灣愛普生視覺科技營業部副總經理黃少白表示：「近兩年受疫情的影響，限制了許多人員的
移動，透過 AR 眼鏡的即時協作功能，不僅可以節省專家的移動時間，更可以正確且立即的指
引現場人員完成操作，提升工作效率。此外，隨著元宇宙生態系的持續開拓，也間接加速推進
了 AR 產業的發展，對於智慧眼鏡的規格要求及期待也愈來愈高。Epson 身為 AR 領域的領航
者，率先推出領先市場規格的 BT-45C 系列雙眼穿透式智慧眼鏡。搭載 Epson 第四代 Si-OLED
1080P 顯示畫面，進一步針對遠程協作優化工業設計，更內建聲音系統，為市場帶來更符合需
求的 AR 裝置。」
遠端協作最佳選擇！耐用度與舒適度全面升級 BT-45C 系列讓使用者體驗再進化
因應工業領域的遠程協作需求，特別重視產品耐用度與使用者舒適度，全新 Epson Moverio
BT-45C 系列通過美國軍規 MIL-STD-810H 防摔測試，符合 IP52 防水防塵等級註三，搭配 ANSI
87.1 安全護目鏡片，使用上更安全亦不必擔心意外所造成的損壞，展現值得使用者信賴的超
高耐用度！同時，Epson 為提升使用者體驗，加寬前額軟墊及頂部頭帶的設計，則使其固定
性高且能夠分散重量；眼鏡的無鏡腳設計（如產品圖片三），讓配戴眼鏡的使用者也能享受智
慧穿戴體驗。Epson BT-45C 系列搭載獨家第四代光學引擎技術與全新升級的 Si-OLED 面板，
大幅減少背光，為使用者帶來 34 度的廣角視野（Field of view, FOV），等同視覺落點在 5
公尺處以 1,920X1,080 的高解析度展現 120 英吋（約 304.8 公分）的細緻畫面，500,000：1
的高對比度更帶來生動豐富的色彩。
第一人稱視角啟動高生產力！ BT-45CS 搭配控制器一體化設計 直覺操作 AR 智慧眼鏡
Epson 全新 Moverio AR 眼鏡 BT-45C 系列機構上新增可往上移動與調整的設計，可以根據使
用者的需求來上下移動智慧眼鏡。配有一顆 800 萬畫素、1080P 自動對焦的中置鏡頭，當使
用者將智慧眼鏡向上調整離開視線範圍時，後台專家仍然可以第一人稱視角，給予遠程協作支
援；用戶也能透過內建的喇叭及麥克風直接與後台溝通，直覺、便捷的操作體驗也令溝通過程
更加順暢。BT-45CS 配有 BO-IC400N 控制器，該控制器專為商業應用所設計，領先業界採用
Android 10 作業系統，同步支援 UI 模式，能夠在「鏡射模式」和「觸控面板模式」互相切換，
並支援客製化介面，亦能使用控制器上的鏡頭，針對一些比較難看到的角度，可以用控制器上
的鏡頭回傳影像，令智慧眼鏡溝通最佳化！只需 3 個小時即可充電完成，並可同時充電與使用

眼鏡，多元的介面模式搭載高速充電效能，絕對是提升生產力、升級工作效率的 AR 遠程協作
最佳解決方案！
最佳 AR 遠端協作體驗 購買即提供 AR 遠程協作標準版帳號（30 天體驗）
為了讓使用者完整體驗 AR 眼鏡遠端協作應用，即日起凡購買 Epson BT-45C 系列，於活動網
站登錄即提供 AR 遠程協作一個月版本的雙帳號（眼鏡端+後台）。用戶可下載以及安裝應用
程式註四，立即體驗。挾集團對遠程協作的運用知識，更針對性地開發 AR 遠程協作軟體，提供
客戶最接地氣的 AR 遠程協作方案。以即時、安全的 AR 視覺輔助，令後台專家可輕鬆協助現
場技術人員，進行現場服務、維修與維護、遠程檢查、遠端培訓等多元應用，搭配 Epson BT45C 系列智慧眼鏡，遠程協作的未來視角輕鬆掌握！
企業導入智慧眼鏡 – 專業服務立即上手
有 意 導 入 AR 遠 程 協 作 的 用 戶 ， 可
佐臻（股）公司
聯絡人: 陳銘福 Gary Chen
Email: Garychen@jorjin.com.tw
從前端到後台，提供 AR 眼鏡客製化軟體服
務

洽 Epson Moverio 專 業 代 理 商 聯 繫
先創國際（股）公司
聯絡人: 石秉鈞 Richard Shih
Email: Richard@esentra.com.tw
提 供 AR 教 育 平 台 與 遠 程 協 作 軟 體

註一：未來論壇（Future Forum）於 2022 年初所發表之調查結果：https://reurl.cc/p1elZe
註二：手機須搭載 Android 系統，連接介面為 Type-C 且需支援 DisplayPort Alternate
Mode，可相容手機型號請參考 Epson 官網
註三：指智慧眼鏡主體，不含控制器
註四：AR 遠程協作應用程式介紹，https://ett-tw.biz/AR 遠程協作
【關於 Epson】
Epson 為全球科技領導品牌，專注於活用「省、小、精」之核心技術與數位科技，連結人類
與事物和資訊，共創永續發展的豐富社會，並透過辦公與家用、商業與產業列印、製造與視覺，
以及質感生活等五大創新領域的解決方案，解決社會問題。同時，Epson 將在 2050 年以前，
實現負碳排放與排除使用稀有地下資源（如石油、金屬）的環境願景。
Epson 經營台灣市場始於 1982 年，並於 1995 年正式成立海外銷售子公司台灣愛普生科技。
總公司精工愛普生公司（SEIKO EPSON CORP.）位於日本長野縣，在全球擁有超過 7 萬 7 千
名員工及 79 家集團公司，年營業額超過 1 兆日幣。
了解更多：
精工愛普生（SEIKO EPSON CORP.）：http：//global.epson.com
台灣愛普生：http：//www.epso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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