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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產趨勢與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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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道路安全行動
聯合國已將道路安全列為每個人的基本人權，推
動2011-2020年為”道路安全行動十年”

 東南亞、西太平洋區域機
車造成交通意外死亡率
34%高於全世界的23%，
臺灣當事者類別事故人數
機車占53.5%。

資料來源：警政署道路事故資料

機車占53.5%

 WHO研究指出，全世界
2015年有125萬人在道路
事故中死亡，另有5,000萬
人因車禍受重傷，道路交通
事故在先進國家占GDP的
2 ~ 5%(臺灣3.1%*)。

備註：*臺灣資料來源，交通部運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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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區域不同使用者交通死亡比例結構

資料來源：WHO世界衛生組織，全球道路安全現狀報告2015



亞太環境特色的智慧道路系統商機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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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車體積小、易鑽行
• 高密度機車密度
• 汽車視距不足

• 道路招牌多、混合車流
• 建築鄰近馬路，同向/對
向或橫向來車容易被遮
蔽

• 道路使用方式複雜，寬
窄不同、位置不一的機
車停等區

透過智慧道路警示，輔助
先進ADAS系統與車載通
訊，可有效提高用路人的
安全性。

提供警示給ADAS系統

(菲律賓)

(臺灣)

(泰國)

智慧道路警示

• 歐美技術有本土適應性問題，辨識能力與實際環境落差，恐導致判斷失誤
• 臺灣可當作系統輸出亞太地區的產品試煉與技術精進的測試驗證場域

(美國)

(德國)

(英國)



國際大廠投入AI智慧交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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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VICS(道路交通訊息通訊
系統)，整合車載系統與路側
基礎設施，提升道路管理、安
全駕駛的水準。

阿里巴巴「城市大腦」投
入交通壅堵、事故通報等
應用，已在杭州接管128個
路口並擴散至吉隆坡。

NVIDIA為自駕車打造深度學
習訓練平台，並通過雲端網
路讓每一輛車都可構建自己
的深度學習網路。

Microsoft使用新技術來分析
攝影機的影像，預測未來事
故地點預防可能的事故。

Miovision透過影像攝影機
收集分析車流人流，支援交
通系統控制和緊急處理號誌。

美國亞特蘭大智慧廊道計畫，運用
數據分析與AI，依人車流自動調整
號誌，及用路人安全警示，大幅改
善事故發生。



交通系統智慧化趨勢

•現行交通系統--依歷史資料統計搭配專家經驗分析進行監控、號誌控制、疏導車流
•迎向AI時代--將專家經驗AI化，掌握即時混合車流，再進行交通系統智慧化

--於路側設備端即時運算，有助於提供人、機慢車、汽車、自駕車正確認知判斷，
並協助四輪與二輪車即時掌握周邊路況。

1

識別智慧化

運算邊緣化

應用服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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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電腦系統

•路側號誌控制
•資料運算處理
•…

•車流路況資訊發布
•交通發展模型號誌管理
•交通影像人眼監控

智慧道路安全系統

•智慧路側
•AI雲端系統
•深度學習影像資料庫

•路況即時智慧警示用路人
•彈性號誌智慧調控
•智慧系統即時交通監控

To Be新世代交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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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Is 現行交通系統



 Toyota
• 2018年展示研發完成的Platform 3.0自駕車，具
備Level 3自駕等級，且計畫今年小量投產。

 Nissan
• 2018年3月於橫濱啟動 Easy Ride 載客服務的公
共道路測試2週，為實現於 2020 年前將全自駕
服務應用於日本街頭目標

 Ford
•投資 7 億美元開發 Level 4自駕車，預計於 2021 
年推出

 GM
•推出革命性自動駕駛車 Cruise AV，無方向盤、
煞車與油門踏板，預計將於 2019 年正式推出

輝達(nVidia)自駕車的解決方案
•輝達與ZF、百度合作進行量產型AI自駕車計算
平台的研發；並與Uber合作，建立自動駕駛的
Ubers。

全球逾 30 家業者/車廠投入自駕車研究與開發，據麥肯錫顧問
公司研究，全球市場估至 2030 年將達 6.7 兆美元

• 國際大廠陸續推出自動駕駛車開放平台(open platform)，降低自駕車研發進
入門檻，也將重新定義供應鏈競爭模式

• 車規等級資安與可靠度測試驗證為自駕車上路必要環節
• 台灣交通環境與目前自駕車研發領先國有很大的差異，國內外業者尚未建立

台灣道路街景影像；創建台灣首套具台灣特色之影像標記物件資料庫與規格，
可擴展與台灣環境相似之亞洲國家。

• 自動駕駛仰賴深度學習，決勝點在訓練資料的質與量；針對台灣環境建立標
註並篩選過的訓練資料及有效率的訓練資料標註技術與軟體，提升國內產業
能量。

自駕車感知與資安可靠度趨勢



新世代移動交通深度學習智慧系統研
發暨應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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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技術研發方向與內容(1/2)

健資料

展應用

深分析

 亞洲第㇐套智慧路側多元混合車流深度學習影像資料庫。跨部會合作收
集軌跡巨量資料進行事件分析與標註，可望帶動我國產業混合車流辨識
特色技術居於世界領先群

 建立新世代移動交通之事件通報、風險預測、盲點警示、事件預警等AI
智慧應用

 建立混合車流事件認知，開發車流軌跡預測之能力，突破危險警示技術
瓶頸。

深度學習技術

升級
設備+ 場域

淬鍊
都會
場域
延伸



108年技術研發方向與內容(2/2)

物件追蹤物件追蹤交通物件辨識交通物件辨識 軌跡預測軌跡預測

108
建構RSS核心能力

以CNN配合Transfer Learning開發物件辨識技術
以RNN開發群體軌跡預測技術
六項交通事件定義



應用情境與合作模式(1/2)

智慧路側多元混合車流
深度學習影像資料庫

智慧道路安全支援系統
• AI雲端子系統
• AI邊緣運算子系統

協同式擴增識別關鍵技術
• 多元混合車流物件及軌跡辨識技術
• 場域事件深度學習技術

路側資料蒐集視角

發生車禍
(運用事件辨識) 事件、物件即

時辨識

即時通報

即時處理

前方路口
50公尺處
發生車禍 即時辨識

與警示

智慧移動交通示範場域



應用情境與合作模式(2/2)
•

輔助科技執法與交通事件通報

(運用物件辨識)
汽機車違規、散落物

•違規科技執法：辨識到汽機車違規行為(紅燈右轉、併排停車、
紅線停車、超速…)，通報交通警察單位逕行舉發

•車禍事故：辨識到車禍，通報交通警察與消防單位及早處理
•散落物：辨識到散落物，通報交通警察(環保)單位加速處理

事件通報服務

發生車禍
(運用事件辨識)

事件、物件
即時辨識

即時通報

精準即時處理

前方路口
50公尺處
發生車禍 即時辨識

與警示



自動駕駛感知次系統攻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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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技術研發方向與內容(1/2)
• 深度學習影像辨識技術（多元複雜行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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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天 陰天 雨天

市區 鄉間 夜晚

巷弄 橋樑 圓環



 108年執行重點：
• 建置三項CAN網路威脅模型，如：

• Fuzzing Attack
• Targeted Probing

• 即時後台監控CAN網路上各ECU運作狀態，預先警示淺在資安威脅。
• 針對資安監控技術進行產品化整合測試與驗證。

Fake CAN 
Messages 4G/LTE

ECU

ECU
(Engine)

ECU

d)

ECU
(Dashboar

d)
ECU

Hacker ECU

依據不同Attack Model攻擊
CAN NW 後台端『 CAN網路監控平台』

資安閘道器

威脅 威脅

108年技術研發方向與內容(2/2)



107年研發成果(1/2)
• 台灣街景影像深度學習資料庫

(Formosa Dataset)
• 半自動化標記平台
• 自動駕駛行車影像物件辨識系

統 (DNN Engine)
• 深度學習車牌影像辨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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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首創涵蓋1萬公里台灣道路街景影像
與百萬物件標記資料

• 多元行車物件四大類型25項型態標記資料

Formosa Dataset

•可辨識日間晴陰雨環境之各式車輛、
機車、行人與交通物件（速限號誌、
紅綠燈、禁止標誌與地面道路圖形）

DNN Engine

2倍
｜

3倍

不同資料
訓練辨識
數量差異

• 人日均標記數(298:1,717)效率提昇576%

半自動化標記平台



多層次資安監控技術
車載控制網路活動即時監控分析

• 完成自駕車多層次ECU監控感測技術，可針對個別ECU進行監控，並即時回傳至
後台監控CAN網路行為及分析車輛運行狀態。並以Mitsubishi Outlander驗證。

4G/LTE

監控量最高 4k piece/sec 

核心處理器
NuMicro® M453 CAN 系列

•內含浮點運算與DSP
•256K bytes ROM
•32K bytes SRAM
•最高時脈72M Hz

主要功能
•具備商用車CAN資訊擷取
•遠端韌體更新功能
•具備行動數據網路
•GPS資訊擷取功能

整合。• 與車輛控制網路CAN整合。
• 成功讀取Outlander串流

資訊。

CAN Interface

後台端『 CAN網路監控平台』

資料傳輸
Average 50k bytes/sec

Average 1100 piece/sec 
Max 190k bytes/sec
Max 4100 piece/sec

107年研發成果(2/2)



應用情境與合作模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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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Training Platform with Formosa Dataset】

D/N Day (99%) Night (1%)

Weather Sunny (29%) Cloudy (47%) Rainy (24%)

Road Highway (19%) General (80%) Others (1%)

半自動化標記平台1 FORMOSA Dataset2

臺灣道路街景行車影像辨識之人工智慧(AI)訓練平台3

Data Input Pre-
labeling

Manual 
Confirmation

Dataset 
Output

more efficiency
than traditional labeling

1.5M
Objects

10K
Kilometers

576%
Speed up



應用情境與合作模式(2/2)

• 即時後台監控CAN網路
上各ECU運作狀態

• 預先警示淺在資安威脅。

低延遲4G/LTE行動通訊 後台『 CAN網路監控平台』

多合㇐微型車載機
•CAN網路資訊擷取模組
•GPS定位為模組
•4G通訊模組

標準 J1939 資訊介接
或標準OBD II插槽

Can High

Can Low

 針對商用車輛提供行車ECU監控技術
 精準駕駛行為分析
 雲端行車黑盒子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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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

結語(1/2)
• 協助我國車載資通訊與智慧交通軟硬體業者合作共創，研發創新TOS智慧交
通作業系統與RSS智慧道路創新應用服務

 2022年成為多元車種混合車流安全系統主要技術輸出國

• 建立我國智慧道路安全系統RSS產業
生態系

• 合作發展智慧交通雲端作業系統TOS創新
應用服務

 車載資通訊廠商轉型發展AI
智慧道路聯網解決方案

 促成業者轉型成為國際級大
型智慧交通系統整合公司

 邀請緯創、明泰、研揚等廠
商共同參與

 智慧交通產業AI化，促進智慧交通產
業與地方政府合作共同發展交通行控
中心落實AIoT應用，擴大基礎建設發
展創新應用服務

 於地方縣市(如基隆市、高雄市)做為
先導示範，交通部開放資料庫系統
PTX連結

導入技術後：

•駕駛/騎士：減少視野死角、提前預知危險，減少事故。
•交通單位：以深度學習配合在地化模型建構技術，系統性
了解並進行道路安全改善。

導入技術前：

•駕駛/騎士：視野死角及遠距路況不明，容易發生事故。
•交通單位：依據過去經驗或簡易公式判斷分析，交通效
能調節不靈活、車禍事件頻繁。



結語(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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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入泛用車輛感知次系統市場

建構我國自動駕駛車

感知次系統產業鏈

行車實況紀錄、行車歷史現場還原

開創即時多元車況與駕駛行為追蹤

創新服務新產業

預期效益：促使台灣成為自動駕駛車次系統全球關鍵產業夥伴及技術輸出國
• 2021年共鏈結國內ADAS/系統整合/模組/晶片/車電等廠商合作研發

• 2021年打造全台首套10萬公里標註影像資料庫，形成我國自主感知次系統技術門檻，並創造能
在複雜道路環境與惡劣天候運作之影像辨識、行車監控新產業，並作為我國ADAS廠商進軍國
際的後盾。

• 2021年與國內整車廠與車電廠合作，藉由示範場域展示共同自動駕駛及車隊管理應用服務，加
速國內自動駕駛產業與應用服務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