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      標      規      範 

標的名稱：可視化醫學人因感測裝置開發系統一套 

項次 品   名 規       格 單位 數量 

壹 可視化醫學

人因感測裝

置開發系統 

一、多平台醫學互動開發引擎 

■10 人版授權 

■支持主流 3DSMAX、MAYA、Lightwave，Cheetah 

3D、Cinema 4D、Blender、Carara、  XSI5 、

Lightware、Autodesk FBX 匯出的模型及骨架或

動畫。   

■音訊支援 MP3、AIFF、WAV、 OGG 視頻格式， 

FMOD 可通過衰減曲線進行編輯。 

■視頻格式支援 MOV、MPG 、MPEG、AVI 、ASF。  

■系統新增視覺化角色動畫編輯 Mecanim 系統，使

得人物更加便捷效率最大化。 

■繪圖引擎支援 OpenGL、DirectX。 

■支援先進光照系統：延遲光照，即時陰影，

SSAO，光羽及炫光等鏡頭特效等。 

■支援高級渲染技術：延遞渲染，表面著色器，遮

擋剔除，世界級視口裁剪技術 Umbra，全屏後處

理效果，包含高品質景深、高品質粒子效果等。 

■支援三種腳本程式設計語言 JavaScript/C#/Boo，

且在執行效率上相同。 

■內置物理引擎 NVIDIA PhysX，並支援剛體和柔

體，具有賽車專用物理器、剛體物理學、物理性

連接器、布偶系統。    

■提供視覺化程式設計模組  

■提供特效庫模組    

■可發佈至 Web player、Windows、Mac Standalone、

Linux、 iPhone、iPod Touch 、iPad、Android、

Xbox、Wii、PS3 等平臺。 

■Web Player 可支援 Windows 下多種主流流覽器

包括 Internet Explorer, Firefox, Chrome, Safari, 

Opera 或網頁 Facebook，硬體需求 Windows 

XP/Win 7(含以上)。 

■含移動終端發佈平臺 iOS Pro 教育版 

■含移動終端發佈平臺 Android Pro 教育版 

■ 支援 3D 體感互動開發平台開發與發怖
(PCIOS/Android)    

■提供開發教學案例(含中文講義及開發內容)。 

■附一天六小時教育訓練(基礎操作和開發教學) 

■含一年線上技術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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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原廠授權文件 

二、互動深度影像偵測裝置 

(1)手指互動開發平台(2 組)    

■長 7.5 公分、寬 2.5 公分、厚度 1.2 公分 

■ 4 立方英呎互動環境空間 

■ 150 度的偵測視野 

■ 290FPS 速度追蹤手部與 10 指的動作 

■誤差在 1 / 100 毫米以內    

■基礎使用範例教學(使用手冊)及程式原始碼，包

含 LeapDJ/LeapFirstPersonGrab  

  /LeapFlyingSinglePlayer/LeapForce 

  /LeaphysicsSandbox/LeapSelectMove 

■應用展示範例及程式碼: 成語互動功能 

■附一天三小時教育訓練 

(2)體感互動開發平台(1 組)   

■體感開發平台使深度攝像機設備與最終使用者產

生體感交互體驗的中介軟體    

■支援主流  3D 體感攝影機，包含 DepthSense 

Cameras、Asus Xtion camera、Panasonic D-imager 

Camera、SwissRanger SR4000 Camera。  

■Multi-layered architecture to adapt CPU 

requirements 

■3D DLL 動態連結資訊與 Flash APIs   

■支援 C++和 C#   

■可整合 3D 開發引擎 ， 包 含 調 整 Shape 、

Skeleton、Retargeting System 功能、整合 3D 虛擬

動畫角色骨架、動作、造型、整合 3D DLL 動態

連結資訊檔 

■含中文開發範例。  

■提供教育訓練，一天 6 小時，課程教學包含體感

系統基礎設定/進階設定/iisu SDK 介紹與 3D 

DLL 動態連結資訊範例/體感範例操作。 

■可偵測人體 21 個人體關節(包含：1.頭 2.頸 3.脊

椎 4.脊椎 5.左肩 6.左臂 7.左拳頭 8.左手指 9.右肩 

10.右臂 11.右拳頭 12.右手指 13.骨盆 14.左臀 15.

左膝 16.左腳踝 17.左腳趾 18.右臀 19.右膝 20.右

腳踝 21.右腳趾)，動畫遊戲角色依照此骨架架構

製作，直接套用執行，便可控制虛擬角色。 

■可提供姿勢辨識資料庫，內含程式碼與素材資

料，包括 Shape/Skeleton/etargeting System/UI- 

Graber/Finger/Mesh 

(3)體感攝影機(1 組)   

■短程辨識距離 : 15cm-1.5m    

■長程辨識距離: 1.5m-4m+    



 

 

■深度感測器解析度: QQVGA (160x120)   

■顏色感測器解析度: VGA (640x480)    

■深度照明原件: LED 

■內建麥克風: Yes (2)    

■電源&連結線: USB and External Power   

■尺寸: 24cm(w) 4cm(h) 5cm(d)  

■包含全身體感偵測互動(互動設計說明/道具介紹/

場景設定/角色設定/攝影機控制/角色動作控制/

遊戲機制設計/物理碰撞控制/得分機制設計/體感

操控)原始範例程式 

(4)手勢體感攝影機 (1 組) 

■技術:Patented CAPD Time-of-Flight    

■深度視野角度:74°×58°×87°(H×V×D)   

■深度感測器解析度:320×240(QVGA)   

■每秒畫格:25fps-30fps |QVGA and QQVGA   

■50fps-60fps/QVGA and QQVGA    

■短程辨識距離: 0.15m-1.0m   

■照明類型:Diffused Laser   

三、環境感知沉浸式互動系統 

(1)頭戴式顯示器(1 組)   

■ rift 顯示器 

■ 7 吋顯示器螢幕 

■支援 1280X800 解析度 

■64mm 固定眼距 

■60Hz LCD 面板 

■追蹤器-內建 3 軸陀螺儀(角速率),3 軸磁感應器,3

軸加速度 

■DVI-D,HDMI 1.3+  ,USB 2.0 Full Speed+連接線 

■具有頭帶顯示器模組 

■案例及開發模組光碟一式(內含環境感知互動案

例及援跨平台開發系統外掛模組) 

四、六自由度力回饋觸覺互動輔助控制系統(1 組) 

■接頭：六個旋轉對 

■工作範圍：介於 200W x 150H x 120Dmm 至 

140W x 100H x 60Dmm 間 

■重量：2kg 以內(或 4.5 lbs.以下) 

■底座面積：180D x 250Dmm 以下 

■最大出力值：3N 以上 

■各軸硬度：1N/mm 以上 

■傳輸介面：RJ45 connector  



 

 

備 

註 

1.投標廠商請檢附型錄，以供單位審核。 

2.保固 4 年。 

 

投標廠商用印處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