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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那麼寬，為什麼要做電磁屏？

• 我的孩子能否丟掉沉甸甸的書包，而只帶著一台輕薄筆電去上課？

• 為什麼在螢幕上寫字，看不出個人特色的筆跡？

• 手機螢幕沾到水可以不要誤動作嗎？

• 收個快遞、簽個信用卡，簽名就變鬼畫符？

• 為什麼會議室不能用電子白板？為什麼學校黑板還是讓老師、小朋
友吸粉筆灰？

• 為什麼公家單位作業都要用紙張？後續的保存問題及費用不能節約
嗎？

• 再生紙及不砍樹，哪一個對地球環保更有幫助？

• 在大數據、Iot的時代下，我們能做更多嗎？



EMPEN
SUMMARY

• 於 Mar.2016 成立於台北市 南港軟體園區工
業研究院 IC 育成中心。

• 團隊前身為台灣上市公司 EMR 工程組織，有
近 12 年相關領域經驗。

• 以提供 Digitizer solution 服務為主要技術及研
發主軸，並衍生相關產品及應用市場。

• 2018 分別取得 EMR+TP、Wireless charge
（Free Moving）等技術專利。

• 2020 完成第二代 EMR IC，並結合 Incell Panel
及 E-paper 。



電容 vs 電磁特性比較

TP vs Digitizer

Touch Pen  (電容 Solution) Digitizer Pen(電磁 Solution)

反應時間
Resolution 

慢 200 LPI 非常快 2500 – 5080 LPI

作動模式 Action
Mode

電容變化 (手、筆帶電移動位置
的改變)
Change in capacitance

天線共振、發射、接收來判定位置
Antenna resonance, Transmitting and 
receiving

受限制的環境
Restricted 
environment

表面須完全潔淨
Necessary Clean 
(No Stains. Water. Dust..etc)

沒有限制
No limit

蓋板厚度
CG Thickness

不可超過 6-10 mm
Can’t  over 6-10 mm

沒有限制
No limit

防掌觸功能
Palm Rejection

無法克服
No

沒有問題
Yes

筆材質及重量
Pen Material / 
Weight

金屬筆身 / 較重 約 23g.
Metal / Weight (about over 23g)

強化塑膠 / 較輕 約 6g.
Plasic / light (under 6g)

電池能量消耗 / 成
本
Power consumption

耗電極高
High

無耗電
No 

面積限制級 / 價格
Sensor Size Limit / 
Cost

最大65” / 越大相較電磁更貴
65”/ Bigger and Expensive

最大110” / 越大相較電容更便宜
110”/ Bigger and Cheaper



EMPEN
Digitizer solution

Benefit

1. 符合國家政策

A. 大數據：政府單位、銀行、醫院、飯店、學校等數據、資料，
全部上傳，便於分析及制定政策。

B. 綠能：

* 節約紙張，達到無紙化。

* 儲存進系統或雲端，節省儲放空間。

* 省電，省除每一環節的電力，包含後續儲存。

C. 保密：依生物特徵加密（非一般電容式簽章），加密等級高。

2. 應用領域廣

A. 泛適用於工控、消費型產品。(涵蓋範圍超過電容式產品）

B. 衍生產品附加價值大。

C. 可直接結合Panel、E-paper、Backlight基板，當作作動區。



EMPEN
Solution strong suit

• 1.電磁筆雙線圈系統具較高的抗
干擾能力。

• 2.雙線圈系統在邊界上無抖動的
問題,性能優於單一線圈系統。

• 3.雙線圈系統可適用窄邊框螢幕
而無邊界抖動問題。

• 4. 雙線圈系統電磁模組適用於任
何觸控類產品、導體。

EMPen Wacom、漢王

雙線圈電磁筆 單一線圈電磁筆

電磁筆含主動電路（震蕩電路） 電磁筆不含主動電路

免電池筆原理：
無線充電＋主動發射電路

免電池筆原理：
LC 共振式感應

電磁模組：
無線充電線圈與接收天線各自獨

立分開

可提供EMR+TP solution
（製作尺寸可由 0 < 110”）

電磁模組：
發射感應與接收天線共用相同

的天線

無法提供EMR+TP solution



EMPEN
Customers

• 強固型電腦（軍工、醫療、三防電腦）

• Hand-held Device 
• 簽批裝置

• 觸控式電腦

• 繪圖板 and  繪圖螢幕

• VTM LCD
• IWB
• Incell Touch Panel
• Incell E-papaer



Market
Touch in Pen)

市場類別 應用單位 應用產品

簽批市場 公家單位 電子會議室 / 電子互動式白板
單位個人加密螢幕 / 鍵盤

銀行 櫃台簽名螢幕 / 簽名板
銀行支付平板
無人據點銀行 VTM

電信、飯店 櫃台簽名螢幕 / 簽名板

醫院 電子病歷

學校 電子書包
電子互動式白板
電子互動式講台

工控市場 工控電腦 攜行式強固電腦 (軍 / 工規)
航海、空觸控螢幕
人機設備介面

辦公設備 電子互動式白板

消費型產品 動畫 / 設計產業 專業級繪圖螢幕 / 繪圖板

Notbook / Mobile / Pad



應用場景比較
主動式電容筆 被動式電磁筆 主動式電磁筆

作動方式

以筆模擬手指
電容質改變

磁場改變 磁場改變

尺寸 0 – 65” 0 – 27” 32” – 110”

價格 最高 最低 低

防水性 無 有 有

可容許蓋板厚度 6mm 30mm 30mm up

重量 最重 最輕 輕

應用產品

消費型產品：
手機
平板電腦
Pos機

工控型產品:
強固型電腦
教育用電子書包
電子白板
室外POS 機
簽批設備
繪圖螢幕
航太觸控產品

涵蓋
消費型及工控型產
品



EMPEN
Products

• Digitizer Sensor + Control Board
Complete 5”, 7”, 8.8”, 10.1”, 11.6”, 13.3”, 15.6”, 19” 
Development 21.5”, 23.8”, 27”, 32” 

• Digitizer Pen
Complete 7￠（被動式）, 9￠（主動式及 被動式）

• EMR + TP （2 solution in 1 sensor）
Complete 10.1” , 55”
Development 23.8” , 85” 

• Wireless charge（Free Moving）
• Incell Panel EMR solution
• Incell E-paper solution



EMPEN

Make the dream 

come true



LCM

VTM

強固型電腦

EMR + TP（2 in 1 sensor）

END PRODUCTS



END PRODUCTS

IWB

Incell Panel

Incell Epaper

Write with pen on paper



EMPEN
Record

這些年，
我們做了甚麼？

2017 - 2018 2019 2020
• 客製化工業電腦專用電磁

觸控模組 (2017年即接獲
強固品牌第二大廠Getac
訂單，目前持續交貨中)。

• 提供台灣上市櫃LCM 廠
家，客製化及標準品電磁
觸控模組。

• 開發直徑4mm 全球最細
筆身之被動式電磁觸控筆。

• 克服他家EMR業者多年
的螢幕邊界與4角游標抖
動問題。

• 開發簽名板電磁應用模組，
切入簽批應用產品市場。

• 開發教育電子通路廠商電
子書包、IWB 等應用模
組產品。

• 開發VTM大尺寸標準觸
控模組。

• 全球首家成功開發電磁電
容共用天線技術與專利。

• 與洋華合作開發
ITO/Metal Mesh 電磁及電
容共用天線sensor，並於
台北觸控展時展出。

• 與合力泰合作開發
55”Incell Sensor，應用於
軍工級大尺寸觸控面板。

• 與上天馬合作開發
10.1”Incell Panel ，將電
磁及電容功能結合於
Touch Panel。

• 與元太合作開發 10.1” 
Incell E-paper，將電磁及
電容功能結合於E-paper 
module。

• 利用原既有電磁技術，開
發自動偵測及充電座位移
之無線充電設備，並與上
市公司共同合作，將產品
量化及推廣至手機品牌商。

• 參加台灣經濟部舉辦競賽，
獲邀於台灣創新技術博覽
會時展出。

• 完成第二代EMR IC並開
始量產。



EMPEN
2020.Sep.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2020/10/5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0860/4912371?fbclid=IwAR0LjOMjtWO_ROzGaZIjeQebOcSre0ySwWHK3kBDyERl-61RNVG1OOif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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