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評價 /
「在高海拔、沙塵和高溫環境下工作，Getac 的設備 100% 可靠。」

Carlos Delmonte Lizana，TICA 主管 Getac F110 
全強固式平板電腦

Rugged Mobile Computing Solutions

位於智利的礦業公司 EMSA 採用 Getac 全強固式平板電腦 
F110，在惡劣的沙漠環境下，協助完成探勘和採礦工作。 

Exploraciones Mineras Andinas S.A.

MINING

/ 挑戰 /
Exploraciones Mineras Andinas SA (EMSA) 是國營銅礦開採公司 Codelco 的全資附屬公司，負責不同地區的礦產探勘和礦山

管理。它必須應付在沙漠環境的劇烈溫差變化、沙塵飄揚和刺眼陽光下，難以閱讀電腦的問題，導致工作效率和礦產量下降。

/ 解決方案 /
Getac 全強固式平板電腦 F110 能夠面對極端條件，在 -21°C 至 60°C 極大的溫度範圍下運作，並且提供最佳顯示清晰度，讓 EMSA 

的專業人員能執行極具挑戰性的工作。

/ 優勢 /
Getac 全強固式平板電腦 F110 提供最佳顯示清晰度，讓現場工作更有效率並且能有效維持成本。



/ 解決方案 /
EMSA 已使用 Getac 全強固式電腦多年，
主要為配置在不同的鑽井現場的 Getac 全
強固式平板電腦 F110。由於礦山環境中經
常有刺眼陽光，因此能夠清晰顯示的電腦
對於第一線地質工程師來說十分重要。
Getac 全強固式平板電腦搭載 LumiBond® 
專利技術，完美符合工程師的需求。

Getac 的 LumiBond® 專利技術使用高亮度
顯示，減少反光損失並增加對比度。此解
決方案還可消除 LCD 面板和觸控螢幕之間
發生冷凝的可能性。藉由提高陽光直射下
畫面的可讀性，工程師可以清楚看到影響
決策的重要資料和圖表。

Getac 全強固式平板電腦 F110 兼具機動
性、效能和安全性，可達成高端工業應用
的需求，具有 11.6 英寸顯示螢幕，輕量 
1.39 公斤和少於 2.5 公分的輕薄度，符合 
MIL-STD810G、IP65 防水及防塵的要求，
並達到 ATEX & IECEx Zone 2/22 品質安全
標準。-21°C 至 60°C 極大的運作溫度範
圍，Getac F110 設計為因應沙漠環境中晝
夜劇烈氣溫變化和大幅的溫度波動。

搭載 Intel® CoreTM i7 and i5 vProTM 處理器
和 Windows 10 作業系統，Getac F110 提
供了運行複雜軟體所需的相容性和性能。
其雙熱插拔電池可確保連續操作，配合完
整工作班次，提高工作效率。

/ 挑戰 /
Codelco 不僅是智利最大且最具影響力的
國營企業，也是世界最大的銅礦供應商。
智利的阿塔卡馬沙漠 (Atacama Desert) 擁
有豐富的銅礦藏量，是一個覆蓋太平洋沿
岸 1000 公里土地的高原。它是世界上最
乾燥的地方。阿塔卡馬沙漠因為它獨一無
二的地理環境，被選為模擬火星任務的地
點 Exploraciones Mineras Andinas S.A.
(EMSA) 於 2004 年，以一家 Codelco 的全
資附屬公司成立。主要負責調查該地區的
銅礦分佈，以及厄瓜多礦山的營運管理。

隨著世界上的礦山營運管理成本逐漸提
升， EMSA 在採礦經理能於新的採礦計畫
盈利之前，必須先仔細評估該潛在礦場的
礦藏量。一般來說 EMSA 若無法百分之百
確定成功的機會，就不會執行該採礦計
畫。從前礦物探勘者可以直接從觀察地面
來發現礦藏。然而，現今的礦物探勘得深
入地球表面之下，並需要更有效率的方法
來進行採樣、分析和地圖審核。利用精確
建模和評估軟體工具提供的準確結果進行
複雜的規劃，能使採礦計畫如期進行。因
此，能夠穩定支援評估工具，來幫助提高
勘探速度和礦藏量的高階電腦系統，對於
現今的礦產勘探來說十分重要。

第一線地質工程師需要檢驗周圍環境，以對
比地圖數據和／或在現場分析採集的樣本。
由於他們充滿挑戰的工作環境，電腦必須面
對在沙漠極端溫度下無法操作的高風險，他
們的螢幕甚至可能完全停止運作，使得工程
師無法繼續進行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他們
必須等電腦系統冷卻下來以後，才能恢復運
作。此外，用於採礦場的電腦易於意外摔
落，或被礦物樣本砸到設備外殼，這都可能
造成傷害或損毀。這些打斷了工作可能會令
人沮喪。如果工程師在礦物採樣時遇到電腦
故障，他們就不得不花時間修理或更換設
備，並重新進行採樣。這會讓成本大幅增
加，因此不被接受。

www.getac.com

/ 關於Exploraciones 
Mineras Andinas S.A. / 
Exploraciones Mineras Andinas SA 是一家
有限公司，股東為Corporación Nacional 
del Cobre de Chile 、CODELCO 以及
Sociedad de lnversiones Copperfield 
Ltda。該公司於 2004 年 7 月註冊成立，並
於同年 11 月開始營運，為 CODELCO 勘探
公司管理階層實施提供連續性活動。
Exploraciones Mineras Andinas S.A.的主
要任務為執行 CODELCO 在智利的勘探活
動，以發現新的礦場，並增加資源基礎和
礦物儲藏以增加企業的價值。

/ 優勢 /
隨著採礦業對先進勘探技術和測繪精度的
不斷增長的需求，對 Getac 堅固耐用解決
方案的要求也越來越具有挑戰性。Getac 
全強固式平板電腦F110 具超高耐用性，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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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的 計 算 能 力 和 持 久 的 電 池 壽 命 ， 使 
EMSA 的第一線地質工程師能夠完成現場
勘探和地形測量繪製工作。這對礦場管理
人員做決策和進度監控十分重要，並使採
礦作業順利進行，達到公司的業務目標。

地質工程師重度依賴他們的電腦來協助收
集數據、檢測礦物並驗證採礦地圖。他們
需要基於舊式紙本工作進行改善，透過電
腦整合來提高效率，幫助他們更精確和即
時地收集數據。傳統的消費型筆記本電腦
將無法承受 EMSA 專業人員所處的惡劣環
境 。 除 了 強 大 的 防 摔 和 防 撞 保 護 外 ，
Getac 還為其堅固耐用的解決方案提供全
面售後服務和保固。這些是獲得 EMSA 工
程師高度評價的 Getac 優勢。他們依靠 
Getac 堅固耐用的解決方案來幫助他們執
行具挑戰性的任務，免去需要擔心電腦損
壞更換的成本或數據遺失的風險。EMSA 
可以放心其團隊將在維持成本的同時，也
能達到工作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