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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產業發產趨勢與契機 

• 3GPP於2017年12月完成5G NR NSA（4G核網+5G接取網）標準，可望降
低營運商初期龐大的投入成本與風險，也促使5G大規模驗證和商用部署得
以提前於2019年開始 

• 歐盟、亞洲與中亞主要國家已陸續進行5G頻譜資源規劃，6GHz以下頻譜多
瞄準3.4GHz-3.8GHz頻段進行分配。預計2018年6GHz以下頻譜將會有第
一波拍賣授權活動，將有利於產業進行5G網路商用準備與部署 

• 隨著標準發展進程的加速，2018年5G+智慧交通/無人車、AR/VR與超高畫
質影音串流等新興服務成果也將逐步展現，為關聯產業創造新一波龐大商機 

資料來源: MIC  

2019年5G啟動商用，關聯產業蓄勢待發 

• 愛立信發布5G潛在商機報告(The 5G 
business potential)，聚焦於全球八
大產業，包括製造業、公共安全、金
融服務業、醫療保健產業、汽車業、
大眾運輸、媒體與娛樂產業以及能源
和公共事業等 

資料來源: : Ericsson and Arthur D. Li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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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使用情境與創新應用服務  

5G系統滿足 : 大頻寬、大連結、超可靠低延遲之特性需求 
衍生創新應用服務  

5G 技術特性 創新應用服務 

智慧建築、智慧城市 

大頻寬 

超可靠低延遲 

大連結 

延遲時間: 1 ms (radio 
interface) 

用戶體驗速率: 100 Mbit/s 
最高速率: 20Gbit/s  

設備連線密度 : 百萬裝置/
平方公里 

AR / VR 

智慧工廠、車聯網 

資料來源： I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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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未來發展前景看好 
• AR／VR有可能改寫人類的溝通模式，具備高度發展潛力，全球產值預估在

2020年成長至1600億美元。因AR技術能被廣泛運用於多個領域，發展潛力
預估遠大於VR 

• Tractica推估2022年出貨的AR智慧眼鏡，90%以上將是MR智慧眼鏡 

Source : Qualcomm Technologies,  2016 
Oculus chief scientist Michael Abrash, 2017 

IDC預估2020年AR/VR可成長至1620億美元 

Source : IDC,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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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系統所 5G 相關技術介紹 



107年技術研發方向與內容 

         2017    2018 - 2021  

NB-IoT 基站 
E2E服務平台 

Enhanced NB-
IoT & 解決方案 

  5G NR URLLC 
5G 計畫 2017-2020 

5G  
mMTC 

5G IoT 

窄頻廣域通訊系統與
整合技術發展計畫 

 掌握NB-IoT 
eNB關鍵技術，完
成國內唯一自主廣
域物聯網 E2E 技術
服務平台。 
 2017 是 NB-IoT 
產業元年，本計畫
與國際標準同步開
發，為邁向 2020 
5G 物聯網打下基礎。 

 NB-IoT 
eNB 嵌入
式平台移植 

 NB-IoT eNB enhancement 
 Throughput enhancement 
 Coverage enhancement 
 Capacity enhancement 

 開發 3GPP R15 URLLC gNB (5G-

NR) 
 R15 numerology、PHY 

channels、protocol 
 商用 IPC 平台 
 頻段: 3.5 GHz; 頻寬: 10MHz; 

MIMO: 2x2; Duplex: TDD 
 BLER: 0.001% @ packet size 

32Bytes   
 Code rate: 1/3, 1/6,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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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研發成果-NB-IoT 解決方案 

NB-IoT  sensor hub UE 

溫、濕度 / CO2 計 

電力計/ 
光照感測器 

NB-IoT之網路技術、系統解決方案，並於實際場域進行垂直整合驗證，
提供設備之資訊收集、監控、和分析等應用。 

NB-IoT eNB 

App. Server 
CSGN 

NB-IoT eNB 已與 Ericsson、Amarisoft CSGN 以及 華為、Qualcomm 等晶片
之商用終端模組 E2E 成功測通、TM500 終端大量連結測試驗證。 

Outdoor eNB Indoor eNB Sensor Hub 終端 

場域訊號量測工具 
III NB-IoT相關產品  



NB-IoT Access Point 

4G Network 或 固網 
公用事業自有網路 

3 
模組調頻 

成果應用/合作模式- NB-IoT系統 

VPN 
MDMS 

NB-IoT Network 

電信業者網路 
分散式住宅或郊區 

1 

2 集合式住宅或工商區 
NB-IoT Small Cell 

雲應用 

(1) 於分散式住宅或郊區，使用 operators NB-IoT macro 網路 
(2) 集合式住宅或工商區等高密度、通訊不良位置之企業場域，使用 operator 網路 
(3) 使用自有頻段(如公共事業 865MHz 等)，並透過 VPN 建立私有網路。 

 產品客製化：針對網通設備廠，協助其產品進行客製化及壓力、穩定測試、降低成
本、可量產化、標準進程、專利等。 

 專網解決方案：針對國內專網系統整合應用業者，延聘垂直領域能源專家，協助研
發自有特色、有差異化加值化之能源與工業專網系統(如電網、工廠設備聯網)。 

 晶片及儀器測試：針對晶片和測試商，可進行早期系統 E2E 測試服務平台。 



智慧系統所 VR 相關技術介紹 



資料來源:  TV & Media 2017,  A Consumer-driven Future of Media, Eric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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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直播共感體驗 
圖片來源: 網路 

360 環景直播 VR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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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技術研發方向與內容 
OinVR社交平台 遠端高沉浸式互動解決方案 

• 年度技術發展重點： 
– 發展語音串流、VR角色人臉合成、VR內容串流與VR遊戲式廣告等技術，
促使OinVR供應更具沉浸感的方式體驗高層次遠端社交 

• 產品特色： 
– 層級式負載平衡技術，提升平台負載
量支援鉅量VR角色即時狀態同步 

– 即時語音交談搭配VR動作互動，提升
沉浸式VR直覺化角色操作 

– 發展角色人臉合成，強化用戶個人化
特性與識別度 

– 研發VR內容串流技術，支援VR資料
即時熱更新 

– 整合廣告體感遊戲，平台供業主深化
品牌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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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研發成果(技術/解決方案) 
沉浸式VR社群平台雛型系統 

• 利用智慧裝置+Google Daydream發展結合360直播之VR社群
互動平台雛型系統，串連遠端好友，讓用戶間能借此沉靜式應
用，以全新、更自然的方式相處在一起 

– 串連360直播視訊載入VR場景，
沉浸式VR體驗臨坐共賞 

– 支援多人VR動作低延遲同步，
體驗即時VR社交互動 

– 支援頭擺姿態+連續手勢辨識驅
動VR角色動作 

– 與360播放內容即時互動問答 

– VR角色行為模擬機器人壓測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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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系統所 MR 相關技術介紹 



目標 MR 應用 – 工業與醫療 

• 醫療保健：世界華人周刊：「台
灣醫療技術亞洲第一、世界第
三」。政府將生技醫療產業列入
5+2創新產業，投入109億打造
「亞太生醫重鎮」 

• 工業應用(製造)：勤業眾信事務
所發佈「2016全球製造業競爭
力指標」，台灣位居全球第七名，
其中主因是我國製造業產業鏈完
整緊密 

資料來源：Goleman & Sachs, 資策會MIC 經濟部IT IS計畫整理, 2016 

2025年全球AR/VR市場應用分佈 

數位遊戲

33%

醫療保健

15%工業應用

13%

實境轉播

12%

影視娛樂

9%

房地產市場

7%

零售商務

5%

軍事應用

4%
教育應用

2%

我國產業在 
醫療保健與工業應用機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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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表1

		







 107年技術研發方向與內容 
智慧眼鏡應用服務發展平臺 

• 提供智慧眼鏡 混合實境(MR)應用所需之關鍵模組與
整合開發工具 

 

智慧眼鏡(Optical See Through)硬體平臺 

Android 

AR 引擎 

3D  遊戲引
擎 

3D空間感知技
術 

動作辨識技術 MR 互動內容編
輯工具 手勢辨識 

語音輸入 2D定位定向
技術 

   3D資訊輔助維修 協同作業 遠端指導 

影
像
串
流 

手術前規劃 急救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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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空間感知技術 

• 空間定位定向技術 (Inside-out 
Tracking) 
– 即時精準掌握使用者(智慧眼鏡)所在
環境空間的位置與移動軌跡 (6DoF) 

• 虛實疊合校正技術： 
– 確保虛擬物件與真實世界能精確疊合 

Offline 階段 

Online 階段 

Scan 

Reconstruction 

Mapping 

Image 
sequence 

Feature 
detection 

Feature 
matching 

Motion 
estimation 

Motion 
stabilization Model HMD 

motion 是否完成『虛實疊合校正』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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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研發成果 

• 創新「隱形編碼」與「定位定向」技術，以人眼不可見的紅外線標記，結
合次像素特徵點搜尋與標籤幾何結構最佳化，提升定位定向精確度與效能 

• 發展「動態物件追蹤」技術，結合電腦視覺偵測與辨識技術，藉由IMU和
影像空間之特徵點的對應關係找出追蹤物件，克服實務應用相似物件以及
物件混淆議題 

次像素特徵點搜尋示意圖 

傳統方法容易因
單一特徵點偏移
而造成定位誤差 

採用次像素搜尋技
術可自動進行定位
補償，提升精準度 

獨特隱形編碼技術，提供 
多視角解說不影響觀眾視覺 

九層石塔
全貌 

九層石塔塔身和塔 
座由… 

九層石塔塔
座 
 
塔座部份有比丘供養
圖、男供養… 

Vision 2 

Vision 1 

支援即時物件追蹤功能，提
供明確的指導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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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推動成果 
• 推動台灣智慧眼鏡產業
協會，透過SIG運作之方
式，針對特定應用串聯
上下游業者建立研發聯
盟，發展軟硬整合整體
解決方案 

19 

• 與台灣骨王生技、秀
傳醫院合作發展智慧
眼鏡骨科手術解決方
案，縮短醫師學習曲
線，減少30％骨科手
術時間 

• 與中鋼合作發展智慧眼
鏡遠端指導系統，減少
20%的維運成本 

• 與台塑合作發展智慧眼
鏡巡檢系統，有效確保
工作之落實 

產業鍊整合 工業應用 醫療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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