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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產趨勢與契機 



AR/VR 具備高發展潛力 
• 研究機構IDC與Digi-Capital皆預估整體AR/VR產值將在2020年超過1500億 

• AR/VR的發展正由概念轉為實用化，應用發展也與物聯網少量多樣的市場特性
相同，將針對不同垂直領域應用需求，提供應對的專屬功能 

 

 

資料來源:Digi-

Capital 

IDC預估到了2020年AR/VR可成長至1620億美元。 

Digi-Capital預計到2020年AR/VR產值將達到150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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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市場未來5年商機可望達到2,300億美元以上的規模，其中以智
慧製造、能源、商務、交通、醫療等五大領域的市場商機最大。 

IoT異質資訊市場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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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異質資訊水平整合應用 

• 操作互通性勝過標準：確保合作夥伴協同工作的解決方案，減少
對基礎技術標準的需求，提供互通性服務及無縫性的應用系統 

• 藉由高階功能服務，以提供服務供應商跨不同網路環境、應用領
域系統或服務系統來擷取相關資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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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WA 通訊市場將逐步擴大 

• 依據市場報告指出物聯網產業趨勢在MTC市場規模預期將逐步擴大尤其是
LPWA(Low Power Wide Area)，將分食1/3~1/2物聯網市場。 

– 短期內，為因應眾多裝置間的網路連結，考量現階段技術可覆蓋範圍、電池續
航力、電信免授權頻譜和營運成本平衡下，短程低功耗網路的重要性較高，如
藍芽、Wi-Fi、Zigbee，可應用於智慧穿戴、智慧家庭及智慧商務。 

– 但長期而言，大範圍覆蓋率及裝置待機長成為主要訴求，因此低功耗廣域網路
（LPWA）技術，可望成為未來物聯網通訊技術主流 

 

資料來源：3GPP、英國Vodafone、NIKKEI ELECTRONICS，MIC整理，2016年3月 

(縱軸為市場規模相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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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技術研發方向與內容 



 106年技術研發方向與內容 

智慧眼鏡 工業應用解決方案 
• 技術發展重點 

• 結合物件動態追蹤與視覺校正技術，提供即時遠端指導應用，突破動態資訊標記技術限制 

•  產品功能 
• 保障工作安全：危險或複雜的安裝或維修作業，可利用即時的提示或指導訊息，降低操作

風險 
• 即時遠端指導：遠端專家可提供現場操作人員即時的工作指導，提高問題解決效率並減少

出差成本 
• 作業程序查閱：現場人員設備操作與維護，無需攜帶大量手冊文件，可即時取得資訊與指

導訊息，提高工作效率並確保工作可稽核性 

智慧眼鏡工業應用解決方案應用情境 

導入前 導入後  

體積大、不
易使用無影
像功能 

結合安全帽設計， 
掌握現場人員狀況 

工業安全 
解放雙手強化人員工作安全 

導入後  

僅可透過影像
或聲音，無法
明確標記 

支援即時物件追
蹤功能，提供明
確的指導訊息 

遠端指導 
輔助資訊大幅提升工作效能 

導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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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技術研發方向與內容 
先進智慧聯網閘道技術 

• 先進智慧聯網閘道技術 

–發展oneM2M閘道器架構，整合多
種異質聯網通訊技術。 

–支援oneM2M標準與多種國內外智
慧聯網雲端平台服務(如Azure 、
Amazon、Allseen、研華、聯發科
等)。 

–發展 Application Dedicated 
Node(ADN)支援Arduino、
Raspberry Pi、LinkIt、mbed等智
慧聯網裝置平台。 

–發展自我學習產線異常計算分派技
術與產線異常管理應用技術，縮短
產線異常警報的反應時間，降低產
線異常參數設定的複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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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頻廣域物聯網技術發展與應用 
From NB-IoT toward 5G MTC 

 
5G 

MTC 
 

 

 
 
 
 
 i7 x86 based 

2017 2018 2019 2020 

From NB-IoT (R14) toward mMTC (R15) Product Development 

5G uRLLC cMTC Product Development 

2016 

Cost down from SDR 

A 

C 

5G uRLLC  AP 

B 

LTE small cell SDR  

NB-IoT 

mMTC: Massive MTC. 

Massive MTC: mMTC) 

 Low cost, 10 years battery life,  

20+ dB more in link coverage 

 >500k connections / macro 

Critical MTC: cMTC 

(or: ultra-Reliable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 

 Low-latency 

 99.999% reliability 

cMTC: UR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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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TT,CoAP .. 

LPWAN GW NB-IoT 小基站 

Apps Apps Apps 

Secure payload 
MQTT, CoAP .. 

終端 Sensors 

工廠與環境
感測設施 

meters 

• NB-IoT 自主無線接取技術 
 Unlicensed band 關鍵技術 
 小型基站及終端: 實體層平台與協定技術 

•輕核心網路 
 GW server: I/F with Open IoT 平台 
 邁向未來 massive 5G MTC 物聯網 

•策略合作  
 與國內策略廠商合作聯盟，推動我國自主 NB-IoT 系統網路規範及應用 
 介接本所 oneM2M物聯網服務平台，enable NB-IoT 物聯網大數據分析與應用 

oneM2M 異質聯網服務平台 

III NB-IoT OISP平台 

dongles 

窄頻廣域物聯網技術發展與應用 
研發NB-IoT 物聯網技術及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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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研發成果(技術/解決方案) 



 105年研發成果 
智慧眼鏡 視覺化導覽解決方案 

完整的軟硬體解
決方案 

2016 R&D 100 Awards 

 記者會 

導入前 

觀眾排隊拍攝 

QR Code 

獨特隱形編碼技術，提供 

多視角解說不影響觀眾視覺 

導入後  

• 串聯智慧眼鏡產業鏈成立台灣智慧眼鏡研發聯盟，並透過隱形編碼與定位
定向技術解決導覽關鍵需求，提供個人化多視角導覽服務 

• 榮獲2016 R&D 100 Awards 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等4大國際獎項肯定： 

 2016 R&D 100 Awards：本年度全球參賽數約1,000餘件，本技術獲選軟體類別獎項肯定，
我國僅6件技術獲獎 

 2016 美國第49屆休士頓影展 - 新媒體互動成人專業類白金牌獎 

 2016 美國博物館協會AAM MUSE - 詮釋性互動裝置類銀獎 

 2016 APICTA Awards - Team Chinese Taipei Announcement 

• 已獲得台、美等國，6件技術發明專利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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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研發技術/解決方案 
• 採用Linux 系統開發泛用型Gateway 

• 增加整合 Wi-Fi 與 BLE 感測通訊技術 

• 資訊匯集器整合 Arduino、Raspberry Pi、LinkIt、mbed 等 IoT 裝置平台 

• 研發資訊匯集器影像串流技術，整合攝影機拓展智慧連網應用 

• 發展異質網路管理技術，整合OMA-LWM2M裝置管理標準 

• 發展閘道器產業聯盟，設計使用者開發 API/LIB/SDK 軟體介面供聯盟廠商使用 

• 巷 

ZigBee Modbus PLC RS485 … Wi-Fi Bluetooth 

Arduino LinkIt Raspberry Pi mbed 

Sensors and Actuator 

S
e

cu
ri

ty
 

A
p

p
li

ca
ti

o
n

s 

HTTP, MQTT, Socket, UART, Modbus, … 

API / LIB / SDK 

Data Aggregation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Network Exposure 

Device Management 
Video 

Stream 

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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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研發成果 
LTE MTC 視訊/環境監控解決方案 

研 
發 
成 
果 

• 發展 Cellular IoT/MTC 關鍵技術(eNB、MTC gateway、管控平台)優化並
支援 LTE Cat.1~4 之小型基站研發，整合 LTE MTC Gateway 加值技術，
並於5中科院龍園實驗場域進行驗證，達技術成熟度TRL5。 

• 整合本計畫傳輸技術成果，結合物聯網服務管控平台(如：本計畫及開放異
質聯網計畫)，發展實際場域(如：工廠)之多元物聯網應用(如：工廠環境監
控、視訊安全監控)系統驗證，結合產業發展差異化垂直應用方案。 

視訊安全監控 

IoT Sensor 

智慧電網 

應用 

伺服器 

MTC UE 

MTC 服務管控平台 
LTE MTC eNB 

LTE MTC Gateway 

系統工程(模擬、整合、測試驗證) 

工廠環境監控 



應用情境與合作模式  



成果應用-智慧眼鏡 應用 
本技術成果運用於「文創」、「工業」與「醫療」領域，並透過跨業結合建立垂直應用解決方案 
(1) 文創導覽：隱形編碼定位，提供個人化多視角導覽，使用者滿意度 > 80% 

(2) 工業應用：遠距通訊指導，強化人員安全與工作效率，降低 20% 遠距維修成本 

(3) 醫療輔助：CPU/GPU協同運算，解決即時定位與視點切換問題，減少30％手術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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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績列表 

• 工業區廢水處理廠 

• 民生污水處理廠 

• 大排水量之民間企業 

• 高污染特定工業 

• 染整廠、電鍍廠 

• 飲用水質監測 

• …… 

流程優化 

針對工廠廢水與民生污水處理，提供
高穩定度、高可靠的系統平台與現場
快速佈建閘道器技術，運用事件分析
技術，進行COD、懸浮粒子、導電度、
氨氮濃度、水溶氧量、pH值等整合
應用，確實掌握整體水質環境狀態 

環境感測設備 

監測資料伺服器 

資料庫 

資料擷取介面 

自動監測及連線傳輸數據格式 

資料主機 

管理者 

PLC /  Data Collector 

產品範圍 

環境保護官方機構 

設備驅動介面 

設備管理 

監測資料通訊介面 

建置一套符合環保署要求之自動連續監測系統，包括台北植物園；工業區汙水處理：中壢污水處
理廠、線西污水處理廠；大排水量之民間企業：永豐餘高雄久堂廠、中壢新屋廠、南投電鍍廠-
鎳離子監測；簽約中的場域還有永豐餘台東廠、金像電子、亞東石化、竹南啤酒廠、得力實業…
等15家業者 
標準整合 

整合「4G先進商務與影音服務平台
推動計畫」中，訂定之水質監測系統
資通訊標準 

成果應用 - 水質監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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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應用 – LTE eNB/MTC 物聯網 

協助廠商發展 NEXT-GEN Fronthaul 
FOR 5G C-RAN 

資料來源：FACA 

協助廠商發展 Hyper Dense 場域下 
小基站 SON 網管技術解決方案 

LTE MTC GW 車載平台協助廠商 
打入國際運營商 Verizon 供應鏈 

LTE connection

OTA

Internet

Motive DM Server

DUT
Laptop

Laptop

VzW LTE Live

Network

ADB USB

Power Adapter

RS-232 Console

MTC 跨平台管理解決方案協助廠商 
加速轉型發展搶攻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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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結語 

• 發展隱形編碼定位定向、遠距指導與協同運算技術，並促成台
灣智慧眼鏡研發聯盟，提供文創導覽、工業應用與醫療輔助垂
直應用解決方案 

• 快速提供異質網路整合、閘道器資料匯集技術，協助應用軟體
業者，快速開發 IoT 應用服務；業者只需專注於垂直應用 
Domain 的開發，降低開發之技術門檻 (開發成本) 與時程。 

• 整合感測通訊技術ZigBee、Bluetooth、WiFi、RS485、
Modbus、PLC等多樣化介面，提供多種IoT裝置開發平台整合
介面，快速開發智慧聯網應用。 

• 基於IoT垂直應用場景與FY105技術成果，持續研發B4G MTC 
系統之技術與功能，包含：NB-IoT、LTE MTC eNB、MTC 
Gateway與整合MTC 服務管理中介平台，並以實際應用場域
與情境進行驗證發展具差異化應用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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