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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動期刊全新改版《AIR》登場 
文∣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AIR 是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如同人有三寶：陽光、

空氣、水；在智慧機械也有三寶：智動化、智慧機器人及人工智慧，本

會幾乎涵蓋了三寶的大部分。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
與機器人協會

黃漢邦 理事長

因網路及物聯網之蓬勃發展，及消費端大量客製化之需求，製造業必須

走向智慧製造，而於智慧製造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機器人，其對應的環境

亦趨於多樣性，所以具智慧的機器人「AI+IR」是當前的發展方向。

盟立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方玉崗 總經理

AIR 包含智慧製造與機器人，智慧生活與智慧製造將與人類息息相關，

並如同空氣一般無所不在，且具備存在價值，也是代表台灣智動化產業

的專業刊物 !

士林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楊聰賢 總經理

AIR 為 AI and Robotics，Robotics 是 智 慧 自 動 化 內 重 要 的 一 環，

需 要 AI 做 鏈 結，AI 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而 I 又 為 intelligence 
robot，意指將 AI 整合到 robot 上，“I”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我們有

automation、robot 而 Key 就是“intelligence”， AI 沒有 Robot 則無用，

robot 沒有 intelligence 也無用，合再一起就是 AIR。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宋開泰 教授

AIR=AI+IR，就如人工智慧將在我們生活的現在與未來，整合智慧製造

實現我們對於想像的實體化。

AI+IR，如同空氣，無所不在，重新定義出生命視野的新廣度與新深度！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招成 執行副總

AIR 是 AI + R 的結合，AI 代表智慧自動化及人工智慧，R 表示機器人，

足以表現智慧自動化期刊重要精隨，廣義的 AIR 如同一種氛圍，營造智

慧自動化及機器人前進進步的力量，透過這個氛圍，無形中傳遞更多產

業的觀點與新技術能量。

國立中興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蔡清池 特聘教授

《AIR雜誌》是以智動化產業及機器人產業

為核心價值，以人工智慧 AI + 智慧型機器人

IR = 結合為 AIR，意謂人工智慧須要一個載

具，方能呈現人工智慧的價值；而智慧機器人

也需要人工智慧才能與眾不同，而兩者融合後

《智動化產業期刊》從去年九月第 21期刊開始，全面改版登場 !

為何命名為《AIR》?

智動化產業 /學界達人對AIR見解：

為提供智動化及機器人產業最新技術及科技趨勢，創造更佳的閱讀體驗，全新的智慧自動化產業

期刊以「AIR」期刊登場，改版重點除保留原有單元主題之外，更加大膽嘗試雜誌新風貌，全新

的排版、貼近生活議題，內容擴展更具國際化、領先觀點及實用趨勢，為您掌握市場趨勢、國際

商情、創新拓銷、學術研究計畫推廣等資訊，以嶄新風貌提供讀者更為優質的閱讀及收藏體驗。

就像空氣一樣，無時無刻存在著，就像 AIR一

直是 TAIROA(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

的重要因子，少了它就失去意義也像沒有空氣

般卻無法生活；強調智慧製造及智慧服務對產

業重要性與必需性。

改變人類經濟、社會、生活的新智能時代

映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賴柄源 董事長

AIR- 極盡超越人類想像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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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景氣指標

景氣概況本次發布日期為 3月 7日；

台灣採購經理人指數本次發布日期為

3月 9日

觀察近期國際經濟情勢，美國及歐元區領先

指標表現皆優於預期，加上採購經理人指數高

於榮枯線之上，失業情況同時大幅改善，顯示

2018年全球經濟表現可望延續。

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 (BEA) 公布，

2017 年美國經濟表現亮眼。第 4 季 GDP 成

長年增率達 2.5%，呈逐季上揚態勢。全年

度 GDP 成長率則為 2.3%，顯著優於前年的

1.5%。2017 年民間投資與出口成長皆擺脫了

前一年的衰退表現，全年度成長率分別達 3.2%

與 3.4%，為美國經濟 2017 年明顯好轉的主

因。此外投資與出口第 4季表現強勁，成長年

增率分別達 3.6%與 6.9%。

美國就業市場方面，2018 年 1 月失業率為

4.1%，與去年 12 月持平，為 17 年來的相對

低點，就業市場持續復甦。另在通貨膨脹率方

面，1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年增率達 2.1%。

近期景氣展望方面，參考美國供應管理研究所

(ISM) 公佈 1 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

為 59.1 點，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NMI)

為 59.9點，顯著高於 50點臨界點上，意味美

國經濟擴張態勢相當明確。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初步核算 2017 全年及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經濟研究院

資料整理∣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第 4 季 GDP 年增率分別為 6.9% 及 6.8%，其

中第三產業全年及第 4季年增率皆超過 8%成

長，表現優於其他產業別。在 2017 年消費方

面，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增率為 10.2%，雖

較前一年回跌了 0.2個百分點，但仍維持在兩

位數成長。在國際原物料 (含金屬類、原油等 )

價格漲幅超過一成以上以及人民幣升值的影響

下，中國 1 月進口金額年增率由去年 12 月的

4.5%增加了 32.4個百分點至 36.9%，出口金

額年增率則是增加了 0.2個百分點至 11.1%。

另在生產與商業活動方面，1月中國製造業

PMI減少了 0.3個百分點至 51.3%，與去年同

月持平。而在新訂單、進口、採購量、出廠價

格、在手訂單、主要原材料購進價格與生產經

營活動預期等主要指標均較上月下跌；非製造

業活動部分，主要分類指數均較去年 12 月上

揚。整體而言，中國在製造業 PMI與非製造業

活動指數走向雖略有差異，但仍維持在景氣榮

枯線之上，顯示著製造業與非製造業擴張趨勢

不變。

國內對外貿易方面，受春節因素影響，工作

天數較去年 1月增加，加上節慶備貨需求強，

國際原物料價格走勢持穩，1 月對外出口金額

較去年同期增加 15.33%，連三個月維持兩位

數正成長。主要貨品中除了光學器材與運輸工

具外，其餘出口產品均呈兩位數成長；進口方

面，受惠出口引申需求，及年節前消費品備貨

影響，帶動消費品進口成長上揚，惟半導體設

備進口仍維持負成長，整體進口金額較 2017

年同期增加了 23.30%。總計 1月出超為 24.2

億美元，相較去年同期減少 30.80%。

由國發會公布的景氣概況來看，世界貿易

量擴增，以及新興科技應用擴增，皆有助維繫

我國出口動能，惟須注意金融市場波動加劇、

地緣政治風險及貿易保護主義升溫等不確定因

素。內需部分，半導體領導廠商擴大先進製程

投資有助於供應鏈跟進，加上政府積極改善投

資環境，並推動前瞻基礎建設及各項產業創新

發展計畫等，增進國內投資動能；隨就業市場

改善，及企業調薪轉趨積極，可望推升民間消

費。據各主要機構最新預測，2018 年國內經

濟與去年相當，可望續呈溫和成長。

一、景氣對策信號

2018年 1月較上月減少 2分為 20分，燈號

續呈黃藍燈，以下為個別構成項目說明：

•  貨幣總計數M1B變動率：由 4.1%增為 4.5%，

燈號續呈黃藍燈。

•  股價指數變動率：由 13.6% 增為 17.7%，

燈號續呈黃紅燈。

•  工業生產指數變動率：由上修值 1.4% 減

為 -1.0%，燈號由黃藍燈轉藍燈。

•  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變動率：由 0.83%減為

0.76%，燈號續呈黃藍燈。

•  海關出口值變動率：由上修值 7.8% 減

為 -1.4%，燈號由綠燈轉為藍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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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變動率：由上修

值 -5.1%增為 1.7%，燈號由黃藍燈轉為綠燈。

•  製造業銷售量指數變動率：由上修值 0.8%

減為 0.6%，燈號續為黃藍燈。

•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變動率：由 3.4%

增為 4.2%，燈號續呈黃藍燈。

•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由下修值 98.8點增

為 100.0點，燈號續呈綠燈。

圖 2、 一年來景氣對策信號

註：1.各構成項目除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之單位為點（基期為 95年）外，其餘均為年變動率；除股價指數外均經季節調整。
2. p為推估值；r為修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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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景氣領先指標

二、景氣指標

▲
 領先指標 領先指標不含趨勢指數為 101.62，較去年 12月上升 0.08%

項 目 106年（2017） 107年（2018）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不含趨勢指數 100.69 100.88 101.07 101.26 101.42 101.54 101.62

　較上月變動 (%) 0.18 0.19 0.20 0.19 0.15 0.12 0.08

構成項目 1

  外銷訂單指數 99.93 100.07 100.20 100.30 100.40 100.47 100.49

  實質貨幣總計數 M1B 99.92 99.91 99.87 99.80 99.70 99.59 99.48

  股價指數 100.29 100.32 100.34 100.35 100.36 100.36 100.37

  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淨進入率 2 100.11 100.07 100.04 100.01 99.96 99.90 99.83

  核發建照面積 3 100.41 100.75 101.05 101.29 101.48 101.65 101.81

  實質半導體設備進口值 99.31 99.05 98.98 99.07 99.24 99.44 99.64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 100.13 100.24 100.30 100.29 100.25 100.18 100.12

註：1.本表構成項目指數為經季節調整、剔除長期趨勢，並平滑化與標準化後之數值。以下表同。
2.淨進入率＝進入率—退出率。
3.核發建照面積僅包含住宿類（住宅）、商業類、辦公服務類、工業倉儲類 4項建造執照統計資料。

7個構成項目經去除長期趨勢後，有 4項較

上月上升，包括外銷訂單指數、核發建照面

積、實質半導體設備進口值，以及股價指數；

其餘 3項則為下滑，分別為：實質貨幣總計數

M1B、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及工業及服務

業受僱員工淨進入率。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圖 3 、領先指標不含趨勢指數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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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註：陰影區表景氣循環收縮期，以下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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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指標   同時指標不含趨勢指數為 101.85，較去年 12月下跌 0.14%

表 2、景氣同時指標

7個構成項目，經去除長期趨勢後，除了實

質海關出口值、電力 ( 企業 ) 總用電量較上月

下滑，其餘 5項皆為上升，分別為：批發、零

售及餐飲業營業額、工業生產指數、製造業銷

售量指數、實質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及非

農業部門就業人數。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圖 4、同時指標不含趨勢指數走勢圖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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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106年（2017） 107年（2018）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不含趨勢指數 100.62 101.25 101.74 101.97 102.06 101.99 101.85 

　較上月變動 (%) 0.55 0.62 0.49 0.23 0.08 -0.06 -0.14 

構成項目 1

工業生產指數 99.87 100.04 100.18 100.29 100.39 100.49 100.60 

電力 (企業 )總用電量 100.28 100.56 100.76 100.69 100.43 99.99 99.41 

製造業銷售量指數 100.03 100.25 100.40 100.50 100.59 100.71 100.85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 100.41 100.72 100.97 101.16 101.30 101.40 101.49 

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 99.94 99.95 99.97 99.99 100.01 100.02 100.03 

實質海關出口值 100.45 100.67 100.80 100.81 100.78 100.65 100.46 

實質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 99.80 99.97 100.15 100.31 100.44 100.53 100.63 

▲
 落後指標   落後指標不含趨勢指數為 100.39，較去年 12月上升 0.24%。

表 3、景氣落後指標

6個構成項目，經去除長期趨勢後，製造業

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金融業隔夜拆款利

率、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人數，以及失業率

皆較上月上升；其餘 2項：製造業存貨率，以

及全體貨幣機構放款與投資則較上月下滑。

圖 5、落後指標不含趨勢指數走勢圖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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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P） 高峰（P） 高峰（P）谷底（T）谷底（T） 谷底（T）

項 目 106年（2017） 107年（2018）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不含趨勢指數 100.51 100.20 99.96 99.92 99.99 100.15 100.39 

　較上月變動 (%) -0.19 -0.31 -0.23 -0.05 0.07 0.16 0.24 

構成項目 1

失業率 100.09 100.14 100.19 100.22 100.25 100.27 100.30 

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人數 100.05 100.10 100.14 100.18 100.22 100.24 100.27 

製造業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 100.12 99.86 99.67 99.68 99.81 100.04 100.36 

金融業隔夜拆款利率 100.02 100.03 100.05 100.06 100.07 100.08 100.09 

全體貨幣機構放款與投資 100.10 100.11 100.11 100.09 100.06 100.00 99.94 

製造業存貨率 100.25 100.00 99.80 99.66 99.58 99.54 9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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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

根 據 3 月 9 日 公 告 消 息，2018 年 2 月，

PMI指數較 1月指數下跌 8.6個百分點，指數

為 50.4%。

新增訂單與生產數量指數的大幅下跌為本月

PMI擴張速度趨緩的主因。五項組成指標內，

新增訂單、生產數量呈緊縮，人力僱用、現有

原物料存貨水準則續呈擴張，供應商交貨時間

為上升 (高於 50.0%)。

以新增訂單指數來說，指數下跌 16.8 個百

分點至 44.1%，中斷了連續 23 個月的擴張轉

為緊縮。電子暨光學產業與交通工具產業指數

分別大跌了 18.5與 28.0個百分點來到 44.6%

與 30.0%。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指數回跌 14.8

個百分點至 52.2%。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指

數已連續第 16 個月呈擴張，惟本月回跌 12.9

個百分點至 51.2%。基礎原物料產業僅維持

2 個月的擴張，本月隨即下跌 7.2 個百分點至

45.2%。食品暨紡織產業指數下跌 30.3個百分

點至 30.4%，是 2012 年 7 月指數創編來最快

緊縮速度。

生 產 指 數 大 幅 下 跌 24.2 個 百 分 點 至

37.0%，農曆春節及 228 假期致使營業天數

減少為本月生產數量指數轉緊縮的主因之一。

電子暨光學產業 34.3%、基礎原物料產業

39.3%、交通工具產業 32.5%與電力暨機械設

備產業 45.3%皆回報指數較前月轉為緊縮。化

學暨生技醫療產業指數回跌 11.3 個百分點至

48.9%。食品暨紡織產業指數中斷連續 3個月

的擴張，下跌了 30.3 個百分點至 28.6%，為

2012年 7月指數創編來最快緊縮速度。

六大產業中，四大產業 PMI 呈擴張，依擴

張速度排序為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 54.4%、電

力暨機械設備產業 52.8%、基礎原物料產業

52.4%與電子暨光學產業 50.7%。食品暨紡織

產業 41.1% 與交通工具產業 43.5% 則轉為回

報緊縮。

圖 7、產業別 PMI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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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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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臺灣製造業 PMI時間序列走勢圖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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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18年 2月臺灣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四、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 (NMI)

2月 NMI已連續第 12個月呈現擴張，惟指數

回跌 5.2個百分點至 50.7%。

商業活動與新增訂單指數的大跌為臺灣 NMI

緊縮速度趨緩主因之一。四項組成指標當中，

商業活動 (生產 )、新增訂單皆呈緊縮，人力僱

用仍持續擴張，供應商交貨時間為上升 (高於

50.0%)。

2月非製造業八大產業中，三大產業 NMI呈

擴張，依擴張速度排序為住宿餐飲業 76.0%、

金融保險業 54.7% 與資訊暨通訊傳播業

51.4%。五大產業 NMI 則為緊縮，依緊縮

速度排序為零售業 42.6%、營造暨不動產業

46.3%、運輸倉儲業 47.2%、教育暨專業科學

業 49.0%與批發業 49.0%。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單位：%

2018
2月

2018
1月

百分點
變化

方向 速度 趨勢 
連續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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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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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暨紡織

基礎
原物料

交通工具 電力暨
機械設備

臺灣製造業 PMI 50.4 59.0 -8.6 擴張 趨緩 24 54.4 50.7 41.1 52.4 43.5 52.8
新增訂單數量 44.1 60.9 -16.8 緊縮 趨緩 1 52.2 44.6 30.4 45.2 30.0 51.2
生產數量 37.0 61.2 -24.2 緊縮 趨緩 1 48.9 34.3 28.6 39.3 32.5 45.3
人力僱用數量 51.4 53.2 -1.8 擴張 趨緩 22 55.6 47.1 50.0 57.1 57.5 55.8
供應商交貨時間 62.5 61.6 +0.9 上升 加快 23 60.0 69.0 53.6 54.8 55.0 59.3
現有原物料存貨水準 56.9 57.9 -1.0 擴張 趨緩 23 55.6 58.3 42.9 65.5 42.5 52.3
客戶存貨 45.7 44.5 +1.2 過低 趨緩 40 42.2 48.3 44.6 45.2 37.5 41.9
原物料價格 74.9 79.2 -4.3 上升 趨緩 24 70.0 74.4 62.5 79.8 72.5 83.7
未完成訂單 51.7 53.4 -1.7 擴張 趨緩 19 50.0 53.7 42.9 54.8 27.5 57.0
新增出口訂單 48.4 59.1 -10.7 緊縮 趨緩 1 52.2 48.3 42.9 50.0 42.5 50.0
進口原物料數量 51.2 57.7 -6.5 擴張 趨緩 24 51.1 50.0 44.6 53.6 50.0 59.3
未來六個月的景氣狀況 65.7 65.7 +0.0 擴張 不變 24 65.6 71.9 50.0 59.5 55.0 66.3
生產用物資（平均天數） 39 37 - - - - 39 34 45 49 27 41

維修與作業秏材（平均天數） 30 31 - - - - 40 25 34 33 18 33

資本支出（平均天數） 70 64 - - - - 73 65 79 78 52 76

產 業 別

圖 8、臺灣非製造業 NMI時間序列走勢圖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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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018年 2月臺灣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

除上述 PMI、NMI組成指標外，本月值得注意

之製造業參考指標為『原物料價格指數』、『新

增出口訂單指數』及『未來六個月的景氣狀況指

數』。

『原物料價格指數』已連續第 7個月維持在

70.0%以上的上升速度，惟本月指數回跌了 4.3

個百分點至 74.9%。除食品暨紡織產業 62.5%

外，五大產業之指數皆來到 70.0%以上的上升

速度。電子暨光學產業指數在 1月達到創編來最

快上升速度 (77.9%)後，回跌了 3.5個百分點至

74.4%。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基礎原物料產業

之指數已連續第 6與第 4個月維持在 70.0%以

上的上升速度，惟指數分別回跌 9.5、6.8個百分

點來到 70.0%與 79.8%。交通工具產業指數攀

升 6.5個百分點至 72.5%，已連續第 17個月回

報原物料價格呈上升。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之指

數續揚 1.6個百分點至 83.7%，已連續 6個月維

持在 80.0%以上的上升速度。

『新增出口訂單指數』下跌 10.7個百分點至

48.4%，中斷了連續 23個月的擴張轉為緊縮。

電子暨光學產業指數中斷過去 23個月的擴張，

回跌了 12.5個百分點至 48.3%。交通工具產業

與食品暨紡織產業皆回報新增出口訂單數量較前

月緊縮，指數分別下跌 7.5與 10.7個百分點至

42.5%與 42.9%。基礎原物料產業與電力暨機械

設備產業皆回報為持平 (50.0%)。六大產業當中，

僅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指數仍呈擴張，惟擴張速

度趨緩，指數下跌了 8.0個百分點至 52.2%。

『未來六個月景氣狀況指數』維持在 2017年

圖 9、產業別 NMI示意圖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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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2018 
2月

2018 
1月

百分點
變化

方向 速度
趨勢 
連續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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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NMI 50.7 55.9 -5.2 擴張 趨緩 12 76.0 46.3 49.0 54.7 51.4 42.6 47.2 49.0
商業活動／生產 46.6 57.1 -10.5 緊縮 趨緩 1 88.5 43.3 42.3 53.9 44.4 40.9 38.6 37.8
新增訂單 47.1 56.7 -9.6 緊縮 趨緩 1 76.9 38.3 48.1 57.8 50.0 22.7 43.2 47.2
人力僱用 54.5 55.1 -0.6 擴張 趨緩 12 69.2 46.7 51.9 56.9 58.3 52.3 59.1 55.4
供應商交貨時間 54.4 54.5 -0.1 上升 趨緩 43 69.2 56.7 53.8 50.0 52.8 54.5 47.7 55.4
存貨 49.4 53.1 -3.7 緊縮 趨緩 1 73.1 45.0 50.0 48.0 47.2 43.2 52.3 47.3
原物料價格 60.0 63.5 -3.5 上升 趨緩 26 69.2 58.3 55.8 51.0 61.1 50.0 70.5 68.9
未完成訂單 46.6 50.6 -4.0 緊縮 趨緩 1 57.7 35.0 50.0 52.9 52.8 40.9 43.2 48.6
服務輸出／出口 50.5 53.0 -2.5 擴張 趨緩 2 100.0 40.0 42.9 46.2 60.0 50.0 27.8 48.0
服務輸入／進口 47.5 53.9 -6.4 緊縮 趨緩 1 69.2 38.9 35.7 45.8 58.3 41.7 35.0 50.0
服務收費價格 53.8 53.7 +0.1 上升 加快 3 73.1 51.7 41.3 56.9 52.8 50.0 54.5 56.8
存貨觀感 53.7 51.0 +2.7 過高 加快 43 61.5 51.7 50.0 50.0 50.0 59.1 47.7 58.1
未來六個月的景氣狀況 57.3 55.0 +2.3 擴張 加快 6 42.3 56.7 65.4 56.9 55.6 63.6 63.6 60.8

產 業 別

五、未來半年個別產業景氣預測 (以 1月為預測基準月 )

4月來最高點 (65.7%)，已連續第 24個月呈現擴

張。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與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

指數已連續第 8與第 2個月維持在 60.0%以上

擴張速度，指數分別為 65.6%與 66.3%。基礎

原物料產業與電子暨光學產業指數皆呈現擴張速

度加快走勢，指數分別續揚 2.2與 2.5個百分點

至 59.5%與 71.9%。交通工具產業指數已連續

16個月呈擴張，惟擴張速度趨緩，指數回跌了3.0

個百分點來到 55.0%。食品暨紡織產業指數回跌

12.5個百分點至持平 (50.0%)，僅維持了 1個月

的擴張。

另，持續承受營業成本攀升的壓力，全體

非製造業『原物料價格 (營業成本 )指數』為

60.0%，已連續 26個月呈上升 (高於 50.0%)。

八大產業中，有七大產業回報原物料價格上升，

依上升速度排序為運輸倉儲業 70.5%、住宿餐飲

業 69.2%、批發業 68.9%、資訊暨通訊傳播業

61.1%、營造暨不動產業 58.3%、教育暨專業科

學業 55.8%與金融保險業 51.0%。僅零售業回

報持平 50.0%。

全體非製造業『服務收費價格』指數為 2014

年 8月創編來最快上升速度 (高於 50.0%)，續

揚了 0.1個百分點至 53.8%。八大產業中，六

大產業回報上升，依上升速度排序為住宿餐飲

業 73.1%、金融保險業 56.9%、批發業 56.8%、

運輸倉儲業 54.5%、資訊暨通訊傳播業 52.8%

與營造暨不動產業 51.7%。教育暨專業科學業

41.3%則回報下降。僅零售業回報持平 (50.0%)。

全體非製造業『未來六個月景氣狀況指數』續

揚 2.3個百分點至 57.3%，已連續第 6個月呈現

擴張。八大產業中，七大產業回報擴張，依指數

擴張速度排序為教育暨專業科學業 65.4%、零售

業 63.6%、運輸倉儲業 63.6%、批發業 60.8%、

金融保險業 56.9%、營造暨不動產業 56.7%與

資訊暨通訊傳播業 55.6%。僅住宿餐飲業 42.3%

回報未來景氣狀況呈緊縮。

未來半年景氣看好 未來半年景氣持平 未來半年景氣看壞

機械設備
製造修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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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未知的旅程

文∣蜂巢數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吳君孝 執行長

從雲端到大數據，大數據至資料科學、機器學習，乃至於現在大家人口暢談的人工

智慧。Gartner (2015) 提出之新興技術與資料科學發展周期報告中顯示，  「預測分
析」與「機器學習」  將成為全球最熱門的資訊科技技術，並預估這些資料科學相關
技術需要2 到5 年的時間，就會進入技術成熟的高原期。

機器學習的各領域應用M
ar

ke
t F

oc
us

果不其然，在電腦科技的大幅進步下，除

了提升了既有的雲端運算基礎建設，滿足進行

資料分析的硬體能力，促使機器學習更容易被

接受，以進一步發展至預測分析外。供應商和

企業開始積極投入新的數據平台，挖掘時間序

列資料和其他非傳統的資料，期待挖掘出新模

式。

如何建構完整的資料生命週期過程，將

原始資料建造為可行動的知識 (Actionable 

Knowledge)，進一步實現預測，亦或是自動化

分類、自動化辨識，成了一門現下最熱門的學

科。

掐指一算，推估未來

預測是研究和預估未來將會發生的事件及結

果，並植基於科學方法上進行合理推估。

筆者在 2015 年時，曾嘗試歸納並提出一個

資料科學發展方法論，精神在於以「發現資料

價值」為主要目標，強調資料與流程，分層分

項循序漸進的逐層發展，並就跨域資料融合、

方法設計、資料探勘、資料視覺化進行探究。

在實際運用上，則可藉由「數據導向」與「專

家知識」兩種不同切面，擬定主題、分析內容，

再將成果視覺模組化，最終形成各式各樣的資

料應用集合。

而其中的「預測型分析層」主要是對未來的

現象進行洞察，並建立對應之預測模型。預測

型分析得以發展，關鍵則在於持續使用「統計

分析層」與「探索型分析」所累積觀察出來的

現象與結果，並應用完整之歷史統計數據、因

素變數以及數學方法進行科學的加工整理，來

進行訓練與學習，藉以揭示有關變數之間的規

律性聯繫，預測和推測未來發展的變化情況。

我們可以使用機器學習、迴歸預測、深度

學習或是人工智慧等演算方法，建構如事件分

類、時序預測、模擬計算等模式。進行如空氣

品質預測、流行性疾病預測、飛機票價漲跌幅

預測等分析。不過，預測模型在數據資料不足

或是過度修剪下，都會導致準確率下降。

而其中的「機器學習」是一類藉由電腦自動

分析數據獲得規律，並利用規律對未知數據進

行預測的各類演算方法。機器學習主要研究領

域偏向人工智慧科學，擅長運用數據或以往的

經驗，優化演算性能，並能在經驗學習中不斷

改善。因此，除了應用在資料庫處理問題上，

也廣泛應用在影像辨識與機器人學上。

機器學習可分為監督式學習、非監督式學

習、半監督式學習、與加強式學習。

• 監督式學習 : 指的是從給定的訓練數據集

中學習出一個函數，而當新的數據到來時，

就可以根據這個函數預測結果。監督式學

習的訓練集要求包括輸入和輸出，也可以

說是特徵和目標，訓練集中的訓練目標則

是由人為標註。常見的演算法包括迴歸分

析和統計分類。

• 非監督式學習 : 與監督式學習相比，差別

在此訓練集沒有人為標註的結果存在。常

見的演算法為聚類分析。

• 半監督式學習 : 顧名思義係指介於監督式

學習與非監督式學習之間的分析模式。

• 加強式學習 : 則是通過觀察來學習並判斷

預計進行的動作，假定每個動作都會對環

境有所影響，則學習對象會根據觀察到的

周圍環境的反饋來做出判斷。

而機器學習相對應之方法，包含了類神經網

路 (ANN)、卷積神經網路 (CNN)、決策樹、感

知器 ( 線性分類器 )、支援向量機 (SVM)、整

合學習 AdaBoost、降維與度量學習、聚類、

貝葉斯分類器等各類方法，而其主要應用於識

別、聚類分析上。

如果說資料科學的本質就是「猜」！那麼作

為實踐資料科學的機器學習方法，就是「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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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猜」！但如何猜得好，猜得對，就要

回歸到資料的本質了。

不同的問題適合不同的方法，同樣的，機

器學習的方法，也有合適對應之領域和相應問

題，各領域有相當多值得參考的應用案例，可

以作為借鏡與學習。下文概略介紹機器學習在

各領域中的應用，作為讀者了解機器學習各類

應用之參考。

不僅識別，更要創造：圖片上的應用

近年機器學習或是深度學習在圖片上的應

用，應該最讓人印象深刻，且其成果相當直觀。

相對應之應用涵蓋了人臉辨識、圖像分類、圖

片自動上色、圖像推薦、模糊照片清晰化等

等。Google 於 2016 年推出之 Google Cloud 

Vision便是以機器學習模型來理解圖片內容，

由程式偵測每張圖片中的物件與人臉、讀取照

片中的文字，並快速將圖片分類，如左上圖所

示。而其特色在於，可將指定之照片，進行

Label Detection，取得照片中對應之標籤，獲

得圖像中之可能物件後，再進一步應用。

而 Microsoft Azure 現也整合了人臉識別

API的服務，提供如區分性別、年紀、比對類

似臉部、根據相似度將影像整理成群組以及識

別影像中先前所標記的人員等功能，如左圖所

示。

另外，Microsoft(2015 年 ) 的研究中，也運

用圖像說明資料庫以及圖像辨識、語系模型、

深度學習模組，將圖像中取得之標籤，藉由語

意重組成一個句子，自動生成圖像描述，來自

動化賦予圖像概念性的意義，如左下圖所示。

另外，在圖像標籤萃取的能力上，除了從名詞

圖片出處：Google Cloud Vision, 2016.

圖片出處：Microsoft Ａ zure, 2018.

圖片出處： Microsoft, From Captions to Visual 
Concepts and Back, 2015.

標籤的萃取，也追加了動詞標籤的萃取能力。

而今提供此類圖片辨識 API 的雲端服務平

台，除了 Google以及 Microsoft之外，也有如

Amazon、IBM、Facebook Caffe、Caffe2 以

及 clarify等等。一些有趣的相關應用包含藉由

卷積神經網絡（CNN）模型自動對黑白照片進

行著色，如右上圖所示。而像 PaintsChainer

這個自動上色服務的網站，便是透過程式以及

影像辨識演算法，為上傳上去的線稿圖檔自動

上色。此外，PaintsChainer 也將此演算法開

源，讓更多影像辨識專業人士強化其演算精準

度與擴充功能，幫助其更為完整。

萃取風格、看見情緒：影音和劇本上的應用

風 格， 甚 至 於 藝 術， 有 沒 有 可 能 與 另

外一張圖片，甚至是影片結合？ Leon A. 

Gatys，Alexander S. Ecker 和 Matthias 

Bethge(2015) 撰寫的論文提出了一種算法，

用卷積神經網絡、VGG模型將一幅圖像的內容

與另一幅圖像的風格相結合，創造如右圖所示

之效果。

Manuel  Ruder，Alexey Dosovi tsk iy，

Thomas Brox(2016)則更進一步於其上運用了

DeepFlow 以及 DeepMatching，將樣式從一

張圖像（例如繪畫）轉移到整個影片序列上，

並生成一致且穩定的影片序列，如右下圖所

示。。

影音方面，2017 年 Google 推出了 Google 

Cloud Video Intelligence API。它是透過深度

學習技術打造的雲端影音智慧應用程式介面，

可以找出每段影音中特定物件出現的時間點，

或者用於挖掘出同類型影音內容。例如搜尋

圖片出處： Colorization, 2016.

圖片出處： github, artistic-videos

圖片出處： github, neural-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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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資料庫中所有出現「花」的相關影片

都會被標列出來。而大家常在討論的音樂自動

產生工具，則有 Google’s Project Magenta、

Sony、以及 Jukedeck等公司或軟體投入研發

中。

此外，機器學習在劇本創作的應用上也正在

持續發展中，不同於圖像特別依賴深度學習的

技術，劇本和小說應用則較多依靠文本探勘與

機器學習等，根據特徵加以運算並做預測的應

用。如在《暢銷書密碼》一書中，便以「格雷

的五十道陰影」小說為本，透過自然語言分析

的文本探勘技術，將小說中的情緒曲線抽離出

來，並輔以情節標記，藉量化角度來拆解原有

的情節安排與鋪成，如下圖所示。

資料出處：暢銷書密碼，2016年。

可參考或是有潛力的未知素材。SVM、NSC、

或是 CNN 等機器學習演算法，都是相對應不

錯的解法，但這一切仍有賴於正確的「標記」。

讓機器人自主學習：工業和機器人的應用

工業及機器人領域，則多應用於品管檢測、

提升良率以及機器人學習運作上面。如工業較

多應用在生產線上的產品影像，在物品通過生

產線時，使用影像辨識進行檢查，從常態模型

中找出異常樣式，或是建立物品的對應特徵，

來剔除不符合特徵的物品，進一步找出不良

品，提升生產線效率，節省勞動力。在機器人

學走路時，也曾利用 Q-Learning和 ANN的演

算法，藉由超音波傳感器不斷測量到的距離，

讓機器人學習移動；另外也有應用機器學習來

訓練機器完成如馬力歐或是 Breakout 等特定

遊戲的任務。而在無人機的應用上，近年的無

人機則已開始往具備人工智慧、可自主學習、

適應作業環境、修正行為模式，甚至可和其他

飛行機器人分工合作的方向前進，如下圖。

筆者從事文本探勘分析多年，近期也醉心於

運用機器學習從事劇本探勘並挖掘可用素材。

而需注意的是，在達成應用之前，機器學習必

須先奠基於準確而詳細的文本探勘分析之後，

如斷詞拆解、詞頻計算、詞性與人名、地名等

等；而後再進行下一步分析，如以暢銷書、暢

銷劇本、暢銷電影等常出現之關鍵詞彙、用語、

場景等，進行未知文本的分類預測，進而找出

讓機器聽懂人話：語音辨識和 ChatBot

語音辨識與自動聊天也是機器學習主流應用

的項目之一，近年來聊天機器人興盛，重新帶

動了這一波的人工智慧與語音辨識的熱潮。大

家耳熟能詳的 Apple Siri、Google Now、或是

Dragon 都是語音辨識後，反饋服務內容的相

對應用，如右上圖所示。

聊天機器人（ChatBot）是經由對話或文字

進行交談的電腦程式，能夠模擬人類對話並與

人類互動。這類應用在社群媒體、即時通訊平

台蓬勃興起，人與人、人與服務的大量交流下，

似乎更能以客服的身份出現或是成為團體聊天

的一員。人類透過軟體輸入問題，並讓使用者

可以透過聊天通訊的介面，與其進行互動，而

電腦收到訊號後，透過人工智慧或自行定義的

自動化規則進行反饋及回應。美國的 Carbros

就是一個能回答使用者購車相關訊息的自動化

購車服務。在此潮流下，各式各樣的網路平

台 提 供 商 如 Google I/O、Microsoft Build、

Facebook F8、Line 也紛紛在 2017 年時釋出

其相對應的 ChatBot API及服務。

資料科學 in 農業上的應用

全世界正面臨激烈的氣候變遷，糧食需求模

式改變，消費意識抬頭，以及對優良農產的重

視，皆須仰賴導入更科學化、智慧化的生產管

理模式來應對。日本 (2016 年 ) 為了

能夠即時且高效率的提供適當的品種

( 即選種 )，開始利用機器學習的方

式，提出可利用圖像分析穀類作物，

以加快表型分析，探究戶外穀類作物

表型。比如說，從不同的自然光照背

景條件下，以固定地面攝影機平台或

無人機拍攝影像，並透過 DTSM組合

作物分割方法，將作物影像分割以檢

測水稻的開花情況，如下圖所示。另

外，為能精準預測穀物稻作的產量與

品質 (如越光米 )，日本亦針對其預測

方法進行研究，將特定品種預測模式

以多元線性迴歸以及類神經網絡分析

進行研究。

資料出處：youtube，tech2，2016年

資料來源：亞洲農業科技聯盟國際研討會，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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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國家如紐西蘭，在廣闊的牧地上測量青

草狀況，然後以最有效的方式分配乳牛的吃草

範圍，並找出牧草產量較低，需要農民處理的

區域，再來加強施肥。而在義大利，為解決玉

米因長期乾旱期而使收成降低的問題，開始在

玉米農場進行無線感測器網路佈建，以建構微

氣候的實時監測機制，並進行場域實驗，藉數

據蒐集發展農民地理決策支援服務，其預測包

含灌溉規劃、精準施肥以及預測作物產量。

而筆者，自 2016 年提出農業資料科學建議

後，2017年創辦阿龜微氣候團隊，全力投入農

業微氣候資料科學的領域研究中。機器學習奠

基於「資料」以及「標記」本身，而農業之基

礎資料蒐集尤其困難，因而我們打造許多蒐集

資料的工具如田間感測器、農務紀錄 APP「阿

龜誌」等，以滿足微氣候資料科學所需資料的

三大要素：環境數據資料、田間紀錄、性狀紀

錄，進而發展專家決策機制。

有了資料之後，我們便可藉機器學習、作物

生理與資料探勘等各類技術，發展各項分析應

用。如透過逆境氣候分析進一步引導田間的防

治措施；從作物生長產量預測準確預估產量，

與後端銷售建立更好的連結；建立病蟲害好發

期之氣候模式，從而發展預警機制、減少農損；

更甚之，則是希望建立起更多的農務決策「標

記」：如何時「追肥」、何時「疏苗」、何種

寒害狀態要快速「蓋布」、連續大雨時不同作

物所應對應的藥劑為何等。近期，筆者也開始

以資料探勘技術搭配作物生長關鍵參數來重構

「氣候分類模式」，重新塑造傳統所謂的「24

節氣」。

結語

資料科學一詞興起後，因人工智慧與機器學

習的重新探討，期望能運用機器學習的方法去

自動運算資料，以及模擬人類的分類和預測能

力。從各領域蓬勃發展的機器學習應用中，我

們看到了機會，好像擁有資料，導入人工智慧、

機器學習方法，就能夠自動化運算，取代現有

的工作。然真的是如此嗎？

在「人工智慧」之前，我們談的是先「工人

智慧」，沒有專家的標記和有效的訓練資料集，

機器學習方法也無法發揮效力。因此，跨域合

作是未來必然發展的趨勢，讓領域專家跟機器

學習專家合作，將資料思考的觀念引入，進一

步創造資料技術的加值服務，都是未來值得去

進一步思考的。筆者亦期待，未來能藉由機器

學習讓人類社會的發展更好，其更有賴於各類

專家的共同投入，發揮資料技術的應用價值，

在更多的產業中發光發熱。圖片出處：阿龜微氣候，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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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健身app路徑圖意外洩軍跡 !

文∣ Trend Labs 趨勢科技全球技術支援與研發中心
原文出處：Strava Publishes Heatmap, Inadvertently Exposes Military Sites

“與全世界運動愛好者交流”為定位的Strava 行動應運程式，號稱有數百萬名跑者
與自行車手因為熱衷相同運動，透過網路彼此交流聯繫。Strava 可以把 iPhone 和  
Andro id 手機變成跑步和騎車記錄系統，也能和GPS 手錶和頭戴裝置搭配使用。
這個號稱”全球最好的追蹤系統”，擁有強大的GPS 定位技術，可記錄、分享用戶
的運動路徑。但由於Strava 的地圖資訊過於詳盡，可能讓使用該app 的軍人不小心
讓軍事基地等敏感資訊曝光。

七習慣保護行動裝置M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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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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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一份報告指出，2017 年 11 月健身記錄

應用程式 Strava 公布了一份其用戶能呈現出

用戶所走過路徑地圖的熱區圖，其中包含了 10 

億筆活動記錄、3 兆個經緯度定位點、13 兆個

點陣像素，以及 10 TB 的輸入資料。但這個健

身記錄應用程式卻也可能意外洩漏美國機密軍

事基地、巡防及前線作戰基地 (FOB) 的位置。

美軍基地「清晰可辨並可在地圖上找到」

美國聯合衝突分析機構 (Institute for United 

Conflict Analysts) 創始會員 Nathan Ruser 率

先在 Twitter 上批露此訊息。他指出，Strava 

的熱區圖讓美軍基地「清晰可辨並可在地圖上

找到」。不僅如此，Ruser 更找到了一個敘利

亞境內的 Khmeimim 俄羅斯基地、土耳其軍隊

巡防點、阿富汗前線作戰基地，以及士兵跑步

健身路徑。Ruser 在 Twitter 上指出，基地位

置曝光還不是唯一的令人擔心的問題。其中的

「生活模式」資訊，才是這份熱區圖可能帶來

的嚴重風險，因為許多人都未將資訊設為隱私。

根據 Strava 表示，使用者可根據其需求來

調整隱私設定。例如，可在活動當中增加私密

區域來隱藏使用者在某些區域開始或結束的活

動 (如在家或在辦公室 )，不讓其使用者看到。

此外，還有一個選項可以關閉活動資料的匿名

分享。

還可能擷取使用者姓名、檔案照片、心律

資料等個資

但儘管如此，熱區圖不僅可能洩漏定位資

訊，還可能被用來從 Strava的後台系統擷取使

用者姓名、檔案照片、心律資料等等。熱區圖

的詳細程度已經足以威脅個人安全。歐洲一位

專門研究隱私權的專家 Lukasz Olejnik表示，

即使設定了私密區域，該資料當中還是包含了

一定程度不應公開的個人身分識別資訊 (PII)。

若不想分享熱區圖資料，必須手動關閉

Strava 公開熱區圖的事件突顯物聯網 (IoT) 

的成長確實帶來了危險，原因是應用程式會自

動分享使用者的熱區圖資料，使用者若不想分

享，就必須手動關閉。雖然該應用程式只是個

無害的健身記錄器，但卻可能為使用者帶來危

險，這一點值得資安和 IT 人員省思。針對這

點，企業機構必須強制實施一套 IoT 政策來管

制可能使其連帶受到影響的裝置，而非只管制

會經手「敏感」資料的裝置。

2019 年，全球手機使用者數量預計將突破 

50億大關。許多人的生活因科技而持續提升，

但另一方面，卻也讓網路犯罪日益猖獗，受害

者人數不斷攀升。其中，網路犯罪集團鎖定的

資料之一就是使用者資訊，包括：信用卡資料、

通訊錄名單、電子郵件地址、帳號登入憑證等等。

七個習慣防止網路犯罪集團進入您的行動

裝置

為防止網路犯罪集團進入您的行動裝置，使

用者最好養成以下七個習慣：

1.定期更新裝置的作業系統和應用程式：

新的漏洞隨時可能被發現，而廠商也會盡速

釋出修補更新來修正其應用程式和軟體。iOS 

的使用者可以到「設定 > 一般 > 軟體更新」來

檢查系統是否有更新。Android 使用者可以到

「設定 > 關於 > 系統更新」來檢查更新。

2.啟用內建的安全功能：

使用內建的防盜功能來提升行動裝置安全，

例如：尋找我的 iPhone。此功能可協助您尋找

手機所在的位置，而且萬一真的找不回來，還

可以從遠端清除裝置上的資料。請至「設定 > 

帳號與密碼 > iCloud > 尋找我的 iPhone」。

3.有限度提供定位資訊：

某些應用程式和網站會存取裝置的定位資

訊，因此就能掌握使用者的大概位置。當您在

開啟 iOS 裝置的定位資訊時，建議您盡量選擇

「使用 App 期間」而非「永遠」，這樣可以避

免惡意程式在背後暗中取得裝置的定位資訊。

4.避免使用不安全的 Wi-Fi 網路 (您可關

閉手機或平板的 Wi-Fi 自動連線功能。)

5.只從可信賴的來源下載應用程式。

6.啟用裝置自動鎖定功能。

7.務必採用高強度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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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媒體 19,942 21,716 22,505 22,509 24,211

 電子商務和大眾消費 38,628 48,802 60,886 75,597 97,994

 其他 408 826 953 1,020 1,563

 亞馬遜網路服務 2,115 3,108 4,644 7,880 12,219

 營收合計 61,093 74,452 88,988 107,006 135,987

 淨利 -39 274 -241 596 2,371

亞馬遜公司人工智慧專利布局

與投資併購分析

公司發展沿革

亞馬遜公司 (Amazon Inc.）成立於 1995年，

總部設在美國西雅圖 (Seattle)，以網際網路銷

售書籍的「網路書店」為發展基礎，1998年起

開始銷售書籍以外之商品，像是 CD、DVD、

服裝、鞋子、家電以及所有適合在網上銷售的

商品，甚至擴展到雲端服務項目，亞馬遜已從

網路書店轉型為一家電子商務暨雲端服務平台

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公司成立之初，創辦人兼執

行長傑夫．貝佐斯 (Jeff Bezos)即定下以客戶

體驗 (Customer Experience)優先做為公司重

要的經營理念，並建構出全球營收規模最大的

線上銷售模式。

亞馬遜公司訴求客戶體驗優先的經營理念可

以解構為：「專注於提升客戶附加價值重要環

節，包括較低價格、送貨到府、眾多賣家、選

擇適合網購商品、較低成本結構等，持續誘使

客戶加碼消費進而帶動公司成長，再投入得以

實現較低成本結構、較低價格的客戶體驗優先

之計畫案」。亞馬遜公司具體展現超乎客戶預

期的經營理念，值得科技界學習。

市場訊息顯示，亞馬遜公司近年來開始

建構線下實體通路銷售管道，像是亞馬遜書

圖一　Amazon經營理念重要運作環節分析

資料來源：Amazon/Jeff Bezos，MIC整理，2018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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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 (Amazon Books)、亞馬遜無收銀員超商

(Amazon Go)，並嘗試從線上跨入線下，實現

虛實整合全通路銷售新模式，後續是否對實體

通路產生顛覆性影響，值得觀察。

另一方面，依據亞馬遜公司發布的年度報

告 (Annual Report) 揭示的營收項目，包括媒

體 (Media)、電子商務和大眾消費 (Electronics 

and Other General Merchandise)、 亞 馬 遜

網 路 服 務 (Amazon Web Services)、 其 他

(Other)，並且營收項目中以電子商務和大眾

消費最高達到 97,994 佰萬美元，其次依序

為媒體 (24,211 佰萬美元 )、亞馬遜網路服務

(12,219佰萬美元 )、其他 (1,563佰萬美元 )。

專利布局分析

專利探勘

我們以美國專利暨商標局 (USPTO) 公告的

美國專利 (United Stated Patent) 做為專利檢

索來源，並透過「資策會專利地圖分析輔助平

台」進行專利檢索與分析。

專 利 檢 索 條 件 以 人 工 智 慧 (Artif icial 

Intelligence，AI)涉及的專利分類項為基礎，檢

索期間設定為 2005/01/01~2017/05/18( 專利

申請日 )，專利分類項主要為G06F15/18(IPC)、

G 0 6 F17 / 2 * ( I P C )、G 0 6 F1 9 / 2 4 ( I P C )、

G06N*(IPC)、G06T1/40(IPC) 等，接著於權利

人 (Assignee)欄位輸入 Amazon Technologies 

Inc.進行專利再檢索。

針對專利檢索結果進行研判與調整，最後，

篩選出 243件亞馬遜公司人工智慧美國專利進

行分析。

專利分析

首先，針對 243 件亞馬遜公司 (Amazon 

Technologies Inc.) 人工智慧美國專利涉及的

領域別 (Field)進行比對分析，藉此掌握亞馬遜

公司在人工智慧美國專利涉及的 35 項知識領

域分布情形。

其次，針對 243件亞馬遜公司人工智慧美國

專利涉及的核心技術與智慧應用進行分析，藉

此掌握亞馬遜公司人工智慧美國專利涉及的 6

項核心技術和 3項智慧應用布局情形。

其中，6 項核心技術包括神經網路、基因模

式、知識模式、模糊邏輯、機器學習、自然語

言處理。另外，3 項智慧應用包括智慧硬體、

智慧服務、智慧產業。

圖二　Amazon歷年營收結構分析

資料來源：Amazon/Jeff Bezos，MIC整理，2018年 3月

我們進一步從亞馬遜公司 2012年 ~2016年

揭示的年度報告中，發現，亞馬遜近年來營收

表現持續維持成長趨勢，由 2012年的 61,093

佰萬美元增長到 2016年的 135,987佰萬美元，

年複合成長率 (CAGR)達到 22.1%。另一方面，

淨利表現則由負淨利轉為正淨利，從 2012 年

的 -39 佰萬美元增長到 2016 年的 2,371 佰萬

美元。

分析發現，亞馬遜公司是一家追求「高營收、

低淨利」的科技業者，這可能與亞馬遜專注於

提升客戶附加價值重要環節有關，尤其是環節

中的「較低價格」激勵手段可以說是有效吸引

客戶加碼消費的一大誘因，而更多客戶消費即

創造更高營收，卻也造成低淨利表現，甚至亞

馬遜公司為了掌握市場先機，仍持續投入資源

進行新興領域投資案、併購案、自有技術研發

和專利布局規劃，尤以其中的人工智慧更需要

關注，因為人工智慧廣泛涉及非人工智慧新興

領域應用，對產業界影響深遠，值得研析布局

動向。

文∣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陳賜賢 資深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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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再針對 243件亞馬遜公司人工智慧美

國專利涉及的核心技術與智慧應用進行交叉分

析，了解其人工智慧美國專利涉及的核心技術

與智慧應用相互搭配布局情形。

領域別分析

依據世界智慧財產組織 (WIPO)發布的對照

表，每一國際專利分類項 (IPC) 皆可對應到某

領域別 (Field)，據此進行資料分析。

針對 243件亞馬遜公司人工智慧美國專利所

屬 35 項領域別進行比對分析，發現，主要集

中分布在運算科技 (89.1%)，其次依序為視聽

科技 (4.2%)、資訊科技管理方法 (2.8%)、數

據通信 (1.5%)、控制 (1.0%)、電信 (0.8%)、

光學 (0.2%)、其他消費品 (0.2%)、基礎通信

程序 (0.1%)、測量 (0.1%)等。

顯然，運算科技 (Computer Technology)

為 主 要 領 域， 而 視 聽 科 技 (Audio-visual 

Technology) 則為次要領域，合計專利占比高

達 93.3%。

核心技術分析

根據 1971 年《國際專利分類斯特拉斯堡協

定》建立的國際專利分類 (IPC)系統，每一國

際專利分類項皆可對應到某項技術，據此進行

資料比對分析，深入了解亞馬遜公司人工智慧

美國專利分布在那些核心技術。

首先，透過資料比對，針對 243 件亞馬遜

公司人工智慧美國專利涉及的 6 項核心技術

進行比對分析，發現，主要分布在自然語言處

理 (82.7%)，其次依序為知識模式 (7.2%)、機

器學習 (6.8%)、模糊邏輯 (1.7%)、神經網路

(1.4%)、基因模式 (0.2%)。

圖三　Amazon人工智慧美國專利領域別分析

資料來源：MIC，2018年 3月

值得提醒的是，人工智慧美國專利涉及的 24

項核心技術細項，除了自然語言處理中的自動

分析 (10.7%)、內文處理 (10.0%)、利用代碼

進行操作 (9.8%)、自然語言之翻譯 (9.3%) 專

利占比較高之外，像是神經網路中的硬體實現 -

採用電子式 (0.0%)、硬體實現 - 採用光學式

(0.0%)；知識模式中的推論方法 (1.7%)、學習

方法 (1.0%) 等，亞馬遜公司美國專利布局占

比不高，值得科技界關注。

另一方面，我們從亞馬遜公司人工智慧美

國專利涉及的核心技術進行歷年布局分析，

發現，2013 美國專利數開始明顯增加，並於

2014年美國專利數達到高點。

其中，涉及的人工智慧核心技術細項，發現，

自然語言處理中的自動分析、內文處理、利用

代碼進行操作、自然語言翻譯專利數皆於 2014

年達到高點，並且機器學習專利數則於 2013

年、2014年達到高點，值得注意。

表一　Amazon人工智慧美國專利核心技術歷年布局分析

資料來源：MIC，2018年 3月

智慧應用分析

透過資料比對，針對 243件亞馬遜公司人工

智慧美國專利涉及的 3項智慧應用進行分析，

發現，主要分布在智慧產業 (71.7%)，其次則

為智慧服務 (28.3%)、智慧硬體 (0.0%)。

值得提醒的是，人工智慧美國專利涉及

的智慧應用細項中，除了智慧產業中的通訊

(43.3%)、視聽科技 (23.3%) 專利占比較高之

外，像是智慧硬體中的神經形態運算硬體 -電

子式 (0.0%)；智慧服務中的支付 (8.3%)、金

融科技 (6.7%)、電子商務 (6.7%)、行銷 /廣告

(3.3%)、健康照護 (0.0%)、物流 (0.0%) 等；

以及智慧產業中的光學 (3.3%)、機械 (1.7%)、

食品 (0.0%)、醫療科技 (0.0%)、電機 / 設備 /

能源 (0.0%) 等，亞馬遜公司美國專利布局占

比不高，值得科技界關注。

另一方面，我們從亞馬遜公司人工智慧美

國專利涉及的智慧應用進行歷年布局分析，發

現，2013年專利數開始明顯增加，並於 2016

年達到高點。

其中，涉及的智慧應用細項，發現，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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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中的視聽科技相關專利數於 2014 年達到

高點，並且智慧產業中的通訊相關專利數則於

2016 年達到高點，然而在智慧服務則無明顯

專利數量的表現，值得注意。

人工智慧核心技術 vs. 智慧應用交叉分析

針對亞馬遜公司人工智慧美國專利涉及的 3

項智慧應用和對應的 6項人工智慧核心技術進

行交叉分析，我們有以下發現：

1. 資料顯示，亞馬遜公司目前尚未拿到智慧

硬體美國專利，因此，智慧硬體搭配使用的人

工智慧核心技術沒有專利占比數據。

2. 智慧服務搭配使用的人工智慧核心技

術，亞馬遜公司集中分布在自然語言處理

(88.6%)，其次為機器學習 (3.8%)、知識模式

(3.8%)、神經網路 (3.8%)等。

值得體醒的是，智慧服務中涉及的人工智慧

核心技術細項，以自然語言處理中的自動分析

專利占比最高達到 19.2%，其次則為自然語言

處理中的內文處理 (11.5%)、機器學習中的規

則擷取 /知識發現 /相關性 /聚類 /分類 (3.8%)、

知識模式中的知識表達 (3.8%)、神經網路中的

學習方法 (3.8%)等。

3. 智慧產業搭配使用的人工智慧核心技

術，亞瑪遜公司集中分布在自然語言處理

(90.5%)，其次依序為知識模式 (3.7%)、機

器學習 (2.9%)、模糊邏輯 (2.9%)、神經網路

(0.0%)等。

值得提醒的是，智慧產業中涉及的人工智慧

核心技術細項，以自然語言處理中的自動分析

及自然語言翻譯專利占比最高皆達到 11.8%，

其次則為機器學習中的規則擷取 / 知識發現 /

相關性 / 聚類 / 分類 (2.9%)、知識模式中的知

識表達 (2.9%)、模糊邏輯中的在通用計算機上

之模擬 (1.5%)等。

投資案分析

由於產業變遷快速、市場競爭加劇，新技術、

新事業的開發與規劃單靠公司一己之力恐怕緩

不濟急。對此，許多國際大型企業紛紛將新創

公司 (Startup Company)的投資活動列入重要

策略之一，其目的不外乎為了提升創新動能、

縮短研發週期、加速市場反應、尋找潛在利基、

布局新興領域等，希望通過策略性投資活動帶

領公司持續轉型與成長。

經過二十年的營運版圖拓展，亞馬遜公司已

由網路書店轉型為電子商務暨雲端服務平台公

司，期間對於新興領域新創公司投資活動是促

使持續轉型重要推手之一。對此，我們深入研

析亞馬遜公司近年在新興領域投資布局動向，

尤其是將對產業界帶來深遠影響的人工智慧投

資情形進行深入剖析。

首先，針對亞馬遜公司於 2013年 ~2017年

投資的 45家新創公司進行投資項目拆解分析，

發現，重要的 40 項次投資項目中，軟體占比

最高達到 9.5%，其次依序為硬體 (7.3%)、消

費性電子 (7.3%)、智慧家庭 (6.6%)、網際網

路 (4.4%)、電子商務 (4.4%)、行動 /行動裝置

(3.6%)、機器人 (3.6%)、物聯網 (3.6%)、內

容 (3.6%)、人工智慧 / 機器學習 / 自然語言處

理 /神經網路 (2.9%)等。

值 得 一 提 的 是，亞 馬 遜 公司 於 2013 ~ 

2017年投資了4 家人工智慧新創公司，包括

OpenDNA、Embodied, Inc.、DefinedCrowd、

表二　Amazon人工智慧美國專利智慧應用歷年布局分析

資料來源：MIC，2018年 3月

KITT.AI等，並且這 4家人工智慧新創公司業務

重點與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有關。

其中，OpenDNA 專門從事機器學習、自然

語言處理、神經網路技術解決方案開發，其機

器學習系統能夠自動創建詳細的客戶人格特質

描述紀錄，可以即時洞察客戶消費行為，從而

預測客戶需求，得以通過網際網路控制客戶體

驗，這使得電子商務公司能夠在個人層面提供

更相關和更適切的個性化客戶體驗，促進公司

營收增長。

其次，Embodied, Inc. 專攻家庭陪伴照護

機器人涉及的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技術；

DefinedCrowd 專門發展智慧數據平台資料訓

練和建模涉及的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技

術；KITT.AI 專注發展多回合對話 (Multi-turn 

Dialog) 語音服務系統涉及的自然語言處理技

術，其可應用在聊天機器人、智慧語音助理、

智慧音箱等。

資料顯示，亞馬遜公司除了人工智慧的投

資之外，也積極在非人工智慧的新興領域進行

投資，原因為這些領域會涉及人工智慧的導入

與應用，像是行銷 / 廣告 (2.9%)、金融科技

(2.9%)、保險 (2.2%)、網路安全 (2.2%)、孩

童照顧 (2.2%)、製造 (2.2%)、時尚 /生活型態

(2.2%)、串流媒體 (1.5%)、商業發展 (0.7%)、

食物處理 (0.7%)、健康照護 (1.5%)、嬰兒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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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Amazon人工智慧美國專利核心技術 vs.智慧應用交叉分析

資料來源：MIC，2018年 3月

控 (0.7%)、醫療 (0.7%)、物流 (0.7%)、零售

(0.7%)、穿戴式 (0.7%)、社群媒體 (0.7%)等，

後續能否多面向協助亞馬遜公司持續轉型與成

長值得關注。

併購案分析

亞馬遜公司除了透過對新創公司的策略性投

資做為轉型成長的手段之外，近年來也積極通

過併購案 (Acquisitions) 的執行，亟欲搭上新

興領域市場成長性與未來發展潛力。

對此，我們針對亞馬遜公司於 2013年 ~2017

年併購的 31 家公司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其

中屬於人工智慧者有 5家、非人工智慧者有 26

家，並從中挑選 6家相對具策略意涵的被併購

公司涉及之業務重點進行說明：

1. 2017 年以 50 佰萬美元併購 Graphiq 人

工智慧公司，該公司專注發展資料視覺化涉及

的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也積極開發

語意搜尋引擎技術。藉由 Graphiq 提供的技

術得以讓使用者根據話題進行「產品、地點、

人」的資料搜索並獲得答覆，甚至得以將搜尋

結果以圖表方式呈現出來，其技術得以讓亞馬

遜公司推出的智慧音箱 Echo 內建的語音助理

Alexa更具智慧化回答功能。

2. 2017年以 20佰萬美元併購 harvest.ai人

工智慧公司，該公司專攻雲端資訊安全涉及的

機器學習技術，通過 harvest.ai提供的技術可

以辨識、預測和阻止有針對性的網路攻擊，防

止公司內部重要資訊洩露。

3. 2017 年以 13,700 佰萬美元併購 Whole 

Foods Market 有機食品超市公司，該公司在

美國開設有 460家分店，並且在加拿大、英國

表四　Amazon歷年新興領域投資項目分析

資料來源：Amazon、各公司，MIC整理，2018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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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開設有多家分店，以販售有機食品聞名，積

極打造健康、新鮮的在地有機食品品牌，具有

生鮮食品販售、運送、管理能力以及充沛的食

品零售業專業人才。

4. 2016 年併購 Angel.ai人工智慧公司，該

公司專注發展根據用戶需求提供購買推薦的虛

擬助理服務，項目包括餐點運送、食品運送、

旅行安排、飯店預定、電影票預定等，通過用

戶發出需求訊息，後臺工作人員藉由機器學

習、自然語言處理技術，進行用戶個人偏好和

行為習慣之了解，再通過網路搜尋、閱讀評論、

比較價格等方式，以高性價比價格協助用戶購

買最佳供應商提供的商品或服務。

5. 2015 年以 500 佰萬美元併購 Elemental 

Technologies後端行動視訊服務公司，該公司

專門開發視訊應用程式技術，將即時或隨選的

傳統電視、有線電視或衛星電視內容，轉換成

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或個人電腦可觀看的串

流影音內容，提供消費者串流媒體播放服務。

6. 2014 年以 970 佰萬美元併購 Twitch 串

流媒體直播電玩遊戲網路公司，該公司專攻電

玩遊戲直播、電玩遊戲內容社交網絡。Twitch

擁有超過 5,500 萬的月活躍用戶數 (Monthly 

Active Users，MAU)，並且每日人均收看時間

已超過 106分鐘，是全球電玩遊戲直播網站和

電玩遊戲內容社交網絡的領導公司。

結論

通過較低價格激勵手段落實客戶體驗優先，

形成「高營收、低淨利」現象，成長、投資、

轉型能否與時俱進，考驗布局眼光

亞馬遜公司成立於 1995 年，以網路書店為

發展基礎，1998 年起開始銷售書籍以外之商

品，像是 CD、DVD、服裝、鞋子、家電以及

所有適合在網上銷售的商品，甚至擴展到雲端

服務項目。公司成立之初，創辦人貝佐斯即定

下以客戶體驗優先為公司重要經營理念，並建

構出全球營收規模最大的線上銷售營運模式。

亞馬遜訴求客戶體驗優先可以解構為：「專

注於提升客戶附加價值重要環節，包括較低價

格、送貨到府、眾多賣家、選擇適合網購商品、

較低成本結構等，持續誘使客戶加碼消費進而

帶動公司成長，再投入得以實現較低成本結

構、較低價格的客戶體驗優先之計畫案」。

很明顯的，「較低價格」是吸引會員加碼消

費的一大誘因，也是亞馬遜公司落實客戶體驗

優先的一項「有感」激勵手段，雖然更多會員

消費可持續創造更高營收，卻也形成低淨利現

象，甚至為了要掌握市場先機，仍大筆投入資

源進行新興領域投資案、併購案、自有技術研

發和專利布局，尤以廣泛涉及新興領域應用的

人工智慧投資計畫近年來更是積極。

另外，值得提醒的是，一旦亞馬遜公司營收

成長呈現停滯或是開始下滑，屆時可能會因為

資金短缺而不得不大幅減少對新興領域的投資

計畫，那麼後續是否還可以有效推動「成長、

投資、轉型」與時俱進的營運版圖拓展模式，

考驗著亞馬遜公司的布局眼光，值得科技界密

切觀察。

人工智慧投資案鎖定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

理解決方案，非人工智慧投資案以出版、零售、

食物處理較值得關注

針對亞馬遜公司於 2013年 ~2017年投資的

人工智慧併購案聚焦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

理解決方案，非人工智慧併購案則以有機食品

超市最具策略意圖

針對亞馬遜公司於 2013年 ~2017年併購的

31 家科技業者進行分析，發現，有 5 家人工

智慧公司其業務重點多聚焦在機器學習、自然

語言處理解決方案。其中更具有策略意涵的 3

家人工智慧公司，像是 Graphiq專注發展資料

視覺化涉及的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解決方

案，其技術得以讓智慧音箱 Echo 更具智慧化

回答功能；而 harvest.ai專攻雲端資訊安全涉

及的機器學習解決方案，其技術可以防止公司

內部重要資訊洩露；另外，Angel.ai 則專注發

表五　 Amazon 歷年新興領域併購案分析

資料來源：Amazon、各公司，MIC整理，2018年 3月

45家新創公司重要的 40項次投資項目進行分

析，發現，其中的人工智慧項次與機器學習、

自然語言處理解決方案有關，且被投資的 4家

人工智慧新創公司解決方案可應用於預測客戶

需求、提供個性化客戶體驗、家庭陪伴照護機

器人、智慧數據平台、智慧音箱、智慧語音助

理、聊天機器人等。

另一方面，分析發現，非人工智慧投資案

涉及的項次中，以出版、零售、食物處理較值

得注意，因為這部分與亞馬遜公司近年來積

極布局的線下實體通路密切關聯，像是亞馬

遜書店 (Amazon Books)、亞馬遜無店員超商

(Amazon Go)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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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提供購買推薦的虛擬助理服務，可以協助客

戶購買最佳供應商提供的商品或服務，像是食

品運送、餐點運送等項目。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亞馬遜公司於

2017年以 13,700佰萬美元併購具有 460家分

店的有機食品超市 Whole Foods Market最具

策略意圖，因為亞馬遜可以透過 Whole Foods 

Market直接服務客戶、了解客戶，並透過較低

價格激勵手段實現客戶體驗優先，快速擴展亞

馬遜線下實體通路版圖。顯然，亞馬遜公司正

想方也設法從線上跨入線下，實現虛實整合全

通路銷售新模式，後續是否對實體通路業產生

顛覆性影響，值得科技界關注。

人工智慧核心技術布局以自然語言處理專利

占比最高、知識模式次之，機器學習專利數未

明顯增加，值得關注

針對 243件亞馬遜公司人工智慧美國專利涉

及的 6項核心技術進行比對分析，發現，主要

分布自然語言處理，其次依序為知識模式、機

器學習、模糊邏輯、神經網路、基因模式。

其中，自然語言處理中的自動分析、內文處

理、利用代碼進行操作、自然語言翻譯專利數

皆於 2014年達到高點，2015年之後美國專利

數沒有明顯增加。

另一方面，機器學習專利數於 2013 年、

2014年達到高點，並且 2015年之後美國專利

數也沒有明顯增加，而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亞

馬遜公司 2015 年之後在人工智慧的投資案及

併購案集中在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解決方

案，因為僅憑恃亞馬遜公司自有研發能力或專

利數，恐怕會跟不上新興領域技術變遷和市場

競爭速度。

另一方面，人工智慧美國專利涉及的 24 項

核心術細項進行比對分析，發現，亞馬遜公司

相對著重投入於神經網路的學習方法、知識模

式的知識表達、知識模式的推論方法，而在神

經網路的硬體實現 -採用電子式，目前尚未發

現亞瑪遜公司有拿到美國專利，值得科技界關

注。

人工智慧應用項目布局以通訊專利占比最

高、視聽科技次之，食品、物流專利占比低，

值得注意

針對亞馬遜公司人工智慧美國專利涉及的智

慧應用細項進行分析，發現，主要分布在通訊，

其次依序為視聽科技、支付、電子商務、金融

科技、行銷 /廣告等。

值得提醒的是，在電子式神經形態運算硬體

目前尚未發現亞馬遜公司有拿到美國專利，這

屬於神經形態晶片技術。顯然，亞馬遜公司在

重要的人工智慧硬體化解決方案尚未提出具體

成果。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亞馬遜公司人工

智慧美國專利涉及的智慧應用細項中之食品、

物流，分析發現，亞馬遜公司尚未拿到上述 2

項智慧應用細項美國專利，而這也可能促使亞

馬遜公司在進行新興領域投資案或是併購案評

選時，會傾向於鎖定像是食品處理、食品運送、

食品超市的公司進行投資布局，因為這部分與

亞馬遜公司近年來積極布局的線下實體通路密

切關聯，值得科技界注意。

智慧機械

智慧機械

陳小姐

40852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路26號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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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第一哩

文∣喜門史塔雷克 (7Starlake) 丁彥允 總經理

自動駕駛科技於全球各主要城市測試早已如火如荼展開，自動駕駛巴士更是補足現

有大眾運輸缺口的新興選項，無論是Firs t  /  Last  Mi le  延伸公共運輸系統的覆蓋範
圍，或是時段上補充現有系統的缺口，於軌道運輸維護、公車駕駛休息的時段提供

高效、高品質的可靠運輸服務的潛力，備受各地方政府期待。

自駕科技補足公共運輸缺口M
ar

ke
t F

oc
us

自動駕駛巴士 EZ10 登陸台灣短短半年多，

已陸續在高雄、台北、彰化等地進行實地測試，

累積超過一萬人次試乘，領先全球自動駕駛巴

士落地營運的豐富經驗，為台灣發展智慧城市

跨出關鍵一步。而引進 EZ10的喜門史塔雷克

（7Starlake）現階段更正加快腳步與各縣市政

府及遊樂園等場域合作，擴大測試不同場域與

營運天數，期盼台灣能夠盡快實現自動駕駛巴

士的各種應用情境，並將技術服務整合輸出，

提供更完整的智慧交通營運服務。

EZ10 屬自動駕駛 Level 4 等級，可乘載 12

人 (6個座位，6個站位 )，現階段自駕模式下，

速度會因行駛路況而有所調整，最高時速可達

40 公里 / 小時，但實際運行限制在 20 公里 /

小時，里程時數可達 10小時。EZ10配有 8個

光達 (LiDAR)，2個攝影機以及GPS定位系統，

擁有極為完善的安全機制，防止碰撞事故。此

外 EZ10提供無障礙渡板，透過按鈕方式自動

升降，保障乘客上下車的安全與舒適。自上市

以來已在 19個國家超過 80個點運行，包括亞

洲、北美、中東和歐洲，乘載超過 167,000位

乘客，運行超過 300,000公里，維持零事故紀

錄。

自駕巴士做為園區接駁或公共運輸「第一

哩」與「最後一哩」服務，可定義為「沒有軌

道的捷運」以及「沒有駕駛的公車」的運輸載

具，主要應用於封閉區域〈Closed Campus 

〉、短程點對點運輸〈Point to Point〉與市區

接駁路網〈City Bus〉，可提供派車模式如下：

 尖峰時刻〈Rush Hour〉提供捷運型服務：

每站停靠。

 離峰時刻〈Off Hour〉提供公車型服務：

非站站停，依乘客需求到站停靠。

 隨選叫車服務〈On Demand Service〉：利

用手機 app叫車服務，根據乘客個別需求

進行路線安排。

EZ10 在使用上不需任何基礎建設，因此在

建置上可避免漫長的建設交通黑暗期，更提供

交通規劃極高的使用彈性與續用性。如今最適

合自駕巴士運用的小運量 GRT(Group Rapid 

Transit) 系統，相較於其他運輸系統，無論在

建設費用和營運成本上都更經濟實惠。尤其搭

配在城市蛋黃區提供具自動駕駛功能的棋盤式

公車路網，在市郊提供 Door to Door的接駁服

務，與各種運具的搭配都能提供旅客無縫接駁

服務。

自駕巴士 EZ10結合光達及衛星定位系統，

並搭配演算法建構行車環境之圖資，完成同步

定位與製圖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SLAM)，建立環境幾何特徵之數位

場域地圖後，行駛於固定路線。實際上營運需

經過路線評估、地圖建置、路徑規劃、穩定度

測試以及營運測試後，才能正式上路。營運路

線以安全性為最高考量，包括車道寬度與周遭

圖說：自駕巴士提供彈性路程範圍從 0.5到 5公里。根據服
務場域需求，平均每 200至 400公尺設一個停靠站；透過智
慧化乘客大數據收集與遠端艦隊管理演算系統，達成全天候
尖峰與離峰最優化派遣服務，以彈性排程協助更有效率的運
具轉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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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進出人車種類、路線載重限制、交通號誌

判讀等等。由於台灣交通環境經常混流人、機

車、汽車、自行車，相對於歐美來的複雜，以

及現行法規限制，喜門史塔雷克（7Starlake）

目前營運路線以封閉場域為主，現場輔以路側

告示牌、交通錐或人員進行交通管制，並於設

置服務站提供協助搭乘、解說、宣導等服務。

另車上設置一名完成法國原廠訓練之隨車員，

負責系統妥善情況及行駛管理責任。

由於 EZ10 自駕巴士具有兩層式安全機

制，包含防碰撞機制 (Anti-collision system)

以及自動煞車系統 (Automatic Emergency 

Braking)，因此在台灣營運過程中，保持零事

故的紀錄。透過感測器與行駛中監控周遭物

體，若路徑兩旁有物體靠近，會先降低速度，

若該物體 ( 如行人、機踏車或各式車輛 ) 佔據

運行路線，則系統將於兩公尺前停車，並以燈

光及鈴聲警示佔據車道的用路人，且於物體離

開後自動恢復運轉。防碰撞系統設計考量乘客

舒適性及安全性，預設為和緩剎車，以確保乘

車品質。

防碰撞機制說明圖

圖說：透過光達、攝影機建立車體 360度即時監測系統，遇有物體佔據路線或
靠近車輛，立即啟動防碰撞系統或自動剎車系統，以維護行駛安全。

除防碰撞系統外，自駕巴士因應異常狀態或

臨時突發狀況，為避免碰撞發生，設有自動剎

車系統，一旦偵測到有物體侵入軌道或車身四

周，可能發生立即性危險時即自動觸發。自駕

巴士設有三重剎車機制，包含馬達剎車、機械

碟煞及失效預防之備援剎車，可達到最大限度

確保車輛安全。人類駕駛由辨識到踩剎車，約

需 0.6 ~ 0.7 秒，而自駕巴士剎車系統在毫秒

內即自動啟動，全時運作、車體 360度監控，

不受駕駛視野盲區、分神或情緒影響，可大幅

提升公共運輸服務安全性。

自駕巴士主要是利用衛星定位系統 (GPS)及

光達 (Lidar) 等進行感測，雖不受限於白天黑

夜，但因光達利用雷射光反射，空氣中懸浮介

質會對光速產生影響，降低光達精度，如遇豪

雨，自駕系統將雨滴辨識為障礙物，導致系統

無法自動行駛，此時隨車員會關閉自駕模式，

改為用手動方式開至安全地點。

另外，在都會區中，除懸浮介質，高樓大廈

外牆也會發生反射與折射 GPS 信號，造成多

路徑反射，導致定位錯誤。因此在路線設計上

需找尋透空度最佳的數個位置進行車載 N-RTK 

GPS確認啟動位置，解算精度達到公分級別，

進行確認地圖建置或開啟自動駕駛模式，完成

運輸任務。

根據 2017 年高雄亞洲新灣區試乘活動，所

進行之乘客滿意度調查及分析發現，試乘比例

女 (59%)略多於男 (41%)，且年齡主要集中於

41-65 歲以及 26-40 歲，顯示自動駕駛巴士非

僅以喜好嘗鮮的年輕族群為主，且最常使用機

車 (47%)與汽車 (28%)做為代步工具，顯見自

駕巴士的確能吸引經常使用私人運輸工具的族

群改用大眾運輸工具，進一步探究動機發現，

新奇 (63%)與環保 (20%)成為民眾前來試乘的

主要原因，而在試乘後對於自駕巴士的舒適度

跟安全性有高達 95%以上的滿意度。

自駕巴士為應用自動駕駛技術填補公共運輸

缺口，與 SAE定義無人車 (Level 5)及自動駕

駛輔助系統有本質上的差異，目前公共運輸管

理之法源來自『公路法』及『大眾捷運法』兩

大體系；大眾捷運法管轄之『捷運』與公路法

管轄之『電車』與『汽車』類別。

目前行政院科技會報、交通部、科技部、

運輸研究所、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均辦理相

關研討會進行相關規則辦法之研訂，法令上有

科技部辦理之『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

案』 與 ARTC 辦理之『自駕車申請道路測試

作業要點』，但目前皆未公告實施，且以上之

草案與要點皆未針對成功執行該專案之單位與

業者於後續核發商業許可等相關辦法進行討論

與載明，期盼政府能以扶植新創產業之目的，

積極推動自駕車實際上路之合法性。

駕駛管理 車輛管理 營運維護

捷運系統

大眾捷運法第 42 條
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對行
車人員，應予有效之訓練與管
理，使其確切瞭解並嚴格執行
法令之規定； 

大眾捷運法第 41 條
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對行
車及路線、場、站設施，應妥
善管理維護，並應有緊急逃生
設施，以確保旅客安全。其車
輛機具之檢查、養護並應嚴格
遵守法令之規定。

大眾捷運法第 53 條
大眾捷運系統旅客運送、行車
安全、修建養護、車輛機具檢
修、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規
則及附屬事業經營管理辦法，
由營運之地方主管機關擬訂，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路面電車

未規範 公路法第 63 條
汽車及電車均應符合交通部規
定之安全檢驗標準，並應經車
輛型式安全檢測及審驗合格，
取得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始
得辦理登記、檢驗、領照。

未規範

汽車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50條
汽車駕駛執照為駕駛汽車之許
可憑證，由駕駛人向公路監理
機關申請登記，考驗及格後
發給之。汽車駕駛人經考驗及
格，未領取駕駛執照前，不得
駕駛汽車。

公路法第 63條
汽車及電車均應符合交通部規
定之安全檢驗標準，並應經車
輛型式安全檢測及審驗合格，
取得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始
得辦理登記、檢驗、領照。

公路法第 62條
修護汽車，應由領有汽車修護
技工執照或乙級以上汽車修護
技術士證之人員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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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駕駛車輛發展上可區分為公共運輸車輛

與乘用車兩個面向來討論。在乘用車上，目前

已有多家國際車廠發表支援 Level 3 以上之車

款，可在一定條件下使用輔助駕駛功能，唯駕

駛人仍須專注於車輛行駛以及周遭狀況，以策

安全。

至於，各大車廠投入公共運輸相關應用研發

亦不在少數，主要著眼於以下原因 :

1.車速限制

普遍公共運輸的速限落在 40 公里 / 小時以

下，以感測器回報障礙物後，進行 AI判斷做出

煞停的動作反應時間來看，公共運輸車輛能夠在

煞車距離、減速度及舒適度中做出最佳化設定。

2.路線固定

路線固定能夠減少意外狀況的發生，有助於

自駕車實際上路運行，尤其若有公車專用道的

情況下，更能減少與其他用路人衝撞。

3.運輸人旅次高

相較於私人運具，公共運具能提供更大的運

輸效益。

4.綠色運具

目前 7Starlake 導入 EZ10 為純電車，在綠

能應用上 (使用綠電，而非髒電 ) 更能減低碳

排放，有效排除都會區中的移動式空污來源。

5.延伸效益

導入自駕車於公共運輸上之應用，可以在尖

峰以及離峰做出有效派遣，以類捷運的行車規

劃做出離峰單一車輛行駛、尖峰多輛車輛 (多

車廂 ) 行駛，提升 GRT至接近輕運量的運輸效

能，並且在未有捷運的城市提供類捷運服務。

另外，自駕巴士車廂設計與應用具有高度彈

性，可導入 AR以科技互動化購物體驗與附近

商圈進行線上線下連結，更能進一步帶動地方

經濟效益。   

未來都市交通運具發展趨勢

Clean and Shared
(共享 )

Private Autonomy 
(私人自駕 )

Seamless Mobility
(無縫接駁 )

城市特色

人口密度極高、快速都市化造
成嚴重塞車問題、空氣品質低
落、基礎建設尚未完善、民眾
較不遵守交通法規

已開發國家，有些城市以不規
則的方式成長發展與增加通勤
規模

人口密集又高收入的城市

例如

孟買 (Mumbai)、
墨西哥市 (Mexico City)

洛杉磯 (Los Angeles) 香港 (Hong Kong)、
倫敦 (London)、
新加坡 (Singapore)、
台北 (Taipei)

發展趨勢

1.推廣電氣化大眾運輸

2.提高車輛共享

3.限制私人擁有汽車的數量

4. 提升每趟交通的使用效率
與安全

1. 讓出更多道路給自駕車技
術與電動車

2. 私有車輛趨向車輛共享與
叫車服務

1. 自駕車技術、電動車與車
輛共享相結合

2. 先進的交通管理軟體大眾
運輸

3.交通變得更便宜、更方便 圖說：台灣在都會區的無縫運輸上，導入自動駕駛公共運輸服務具有相當大的潛力，
未來可將營運經驗複製輸出海外。

圖說：台灣除原有的硬體優勢之外，在自駕領域可整
合技術進行車隊遠端監控、車隊派遣、智慧城市數據
採集應用以及車聯網與物聯網等軟體開發目的。

根 據 彭 博 新 能 源 金 融 (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 與麥肯錫 (McKinsey) 共同

出版的調查報告《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 

on the future of mobility》，未來都市交通運

具發展趨勢有三 : 共享、私人自駕、無縫運輸，

如左表。

除利用自駕巴士在台灣累積在地化營運經

驗，搶攻技術服務輸出商機外，台灣於先進

駕駛輔助系統 (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 ADAS) 技術上的發展，目前已有許

多一級 (Tier 1) 供應商，發展相當成熟；在切

入自動駕駛車輛的領域上，我們可以分為硬體

以及軟體部分 ( 如右圖 )，盤點目前硬體供應

商如下，至於軟體的部分目前國內正在起步階

段，政府也積極投入，如經濟部技術處「自動

駕駛感知次系統產業合作夥伴計畫」等，但值

得一提的是 Control (X) by Wire的車輛系統整

合關鍵技術目前仍被國際大廠如 Continental、

Bosch、Delphi等所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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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車產業趨勢與發展機會
文∣工業技術研究院 IEK 石育賢經理

一、自駕車定義與範疇 

自動駕駛的行駛資訊與判斷仰賴視覺機器、

感測融合、高精度圖資、人工智慧與車控技術，

如圖 1所示。

自動駕駛技術含量高，可以應用在救災、國

表 1 自動駕駛應用在各領域之項目說明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8/02)

應用類別 項目

空間資訊 地物屬性調查、移動與障礙物辨識、量測與製圖、陸空攝影

軍事應用 戰場偵查、清掃地雷、通訊中繼、電子干擾、誘餌、設置炸彈、醫療輸送、傷兵輸送、遠距離手術

國土防衛 偏遠小島巡邏保全監控、邊界監控、陸空聯防、偷渡與緝私

環境監測 空氣汙染監控、廢棄物傾倒監控、地質勘查、地表探測

科學應用 火星地形偵測、人工智慧與深度學習平台、實驗平台

農林礦業 作物採摘、作物檢測、礦坑檢測、無地圖模型建構、濫墾觀測

營建產業 貨卡車物品輸送、施工進度勘查、物量量測

交通管理 路況勘查、事故紀錄、高速 /快速 /平面道路流量監測與管理

災害應變 土石與橋面監測、重大災後搶救、人員緊急疏散、病患輸送、物資與藥品輸送

消費娛樂 商用攝影、影視攝影、廣告、通訊中繼

物流應用 貨卡車商品快遞、離島 /偏遠送貨、駕駛行為監控、廠區監控

都市計畫 低碳城市、智慧城市、智慧交通、零事故車輛、都會共乘

防、民生、交通運輸與商業等應用，請參考表 1。

自動駕駛定義，等級依照 SAE區分為 Level0

到 Level 5，如表 2。

目前國際間對於自動駕駛相關立法、產業發

展進度如表 3。 

圖 1 自動駕駛應用情境

表 2 自動駕駛依照自動化程度分為五級

表 3 國際間在自動駕駛立法與產業推進之進展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8/02)

資料來源：車輛中心 ,工研院 IEK(2018/02)

等級 SAE NHTSA 日本富士總研

0 0 (no automation) 非自動駕駛 駕駛人必須隨時操控所有主控制系統 (加速、方向操作、煞
車 )。前方碰撞警示 (Forward Collision Warning，FCW)
等非操控主控制系統駕駛支援系統也包含在 LEVEL0之
中。

1 駕駛支援：通過駕駛環境對方向盤

和加減速中的一項操作提供駕駛支

持，其他的駕駛動作都由人類駕駛

員進行操作。

特定功能自動化：包含基本的自動

駕駛輔助功能，比如防抱死、電子

穩定控制、車道保持及其他類似功

能

在加速、方向操作、煞車等操控之中，可以自動進行一種

以上的操控的系統。主動車距控制巡航系統等即屬於此一

等級。

2 部分自動化：通過駕駛環境對方向

盤和加減速中的多項操作提供駕駛

支持，其他的駕駛動作都由人類駕

駛員進行操作

部分自動化：整合多項功能 ,通常
包括自適應巡航控制和車道保持功

能，汽車可以自動行駛但是需要人

類駕駛員的頻繁監視和及時干預

在加速、方向操作、煞車等操控之中，可以代替駕駛人進

行兩種以上的操控，並且可以協調這兩種操作的系統。主

動車距控制巡航系統 (包含轉向輔助 )等即屬於此一等級。
已於 2014年時上市銷售的系統，其規格中包含在駕駛人
雙手放開方向盤一定時間 (10 ~ 15 秒等 )後，就會自動解
除此功能的設定。

3 有條件自動化：由自動駕駛系統完

成所有的駕駛操作。根據系統要

求，人類駕駛者提供適應的應答

有條件自動化：可以完全實現自動

駕駛，但是在不同情況下，行駛過

程中可能會需要人類駕駛員作出決

定，但是人類駕駛者無需作出及時

的應答

可以自動操控加速、方向操作、煞車等所有功能的系統。

駕駛人可以完全不需要擔心駕駛的操作，但是在緊急狀況

發生時或系統有其極限時，駕駛人就必須要回應系統所提

出的切換駕駛模式要求。發生意外事故時，駕駛人必須負

責。

4 高度自動化：由自動駕駛系統完成

所有的駕駛操作。根據系統要求，

人類駕駛者不一定需要對所有的系

統請求作出應答，限定道路和環境

條件等。

完全自動化：汽車無需人為干預，

可以自行做出決定

即使當系統對駕駛人提出切換駕駛模式的要求，而駕駛人

沒有做出適當回應的時候，自動化駕駛系統還是會以特定

的駕駛模式進行駕駛操作。LEVEL4可分為有人與無人的
兩個階段。目前市面上沒有販售可以讓一般國民在公用道

路上行駛的商品。

5 完全自動化：在所有人類駕駛者可

以應付的道路和環境條件下，均可

由自動駕駛系統自主完成所有的駕

駛操作

自動化程度 SAE名稱 定義 國際立法狀況 國際產業發展進度

警示 Lv0 無自動化 有警報系統支援，但所有狀況仍由駕駛人操作車輛 已立法 2015年

駕駛輔助 Lv1 輔助駕駛 依據駕駛環境資訊，由系統執行 1項駕駛支援動作，其
餘仍由駕駛人操作

Lv2 部分自動化 依據駕駛環境資訊，由系統操控或執行多項加減速等 2
項以上的駕駛支援，其餘仍由駕駛人操作

自動駕駛 Lv3 有條件自動化 由自動駕駛系統執行所有的操控，系統要求介入時，駕

駛人必須適當的回應 (眼注視前方 /手不須握住方向盤 )
各國推動中 2020年

Lv4 高度自動化 於特定場域條件下，由自動駕駛系統執行所有的駕駛操

控 (Hand free/Mind free/不須要駕駛人 )
2025年

Lv5 完全自動化 各種行駛環境下，由自動駕駛系統全面進行駕駛操控

(Hand free/Mind free/不須要駕駛人 )
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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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主要廠商推出的自駕車以開車、避障、

自動停車等級為例，整理表 5。

隨資通訊產業在先進車輛之技術推演，引發

未來 2025 年的龍頭寶座之爭議，以資通訊為

主的服務業者是否居於領導定位並帶動相關產

業之發展？ 如圖 2所示。

二、全球自動駕駛發展進程

① 自動駕駛朝經濟共享發展

共享經濟與高度自動化的車輛將會產生新營

運模式，如圖 3象限 (A)顯示發展趨勢共同點 :

共享自主，如 Google 電動自動駕駛車，目前

在英國運行的 Lutz Pathfinder 與 CityMobil2

即屬於此類

象限 (B) 顯示汽車產業即將面臨變革，共享

經濟導引流動性服務公司的出現，例如 Uber、

Car2Go、DriveNow、Lyft 等。象限 (C) 與象

限 (D) 的汽車不會完全消失，仍然存在私人擁

有的汽車，但流動性與比例將降低。

表 4 國際廠商在自動駕駛開車、避障與停車之比較案例 圖 2 2015與 2035自動駕駛產業架構是否更迭 圖 3 共享經濟與自動駕駛創造『共享自主』新營運模式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8/02)

資料來源：Frost,工研院 IEK(2018/02)

Level 1:Toyota Camry 2:Tesla Model S 3:Audi Autopilot 4:Google 5:Waymo+Chrysler

開車 駕駛設定開車速度
自動跟車
（隨時與前車保持互動）

自動導航
（可感受周遭環境）

自動駕駛電巴/計程車
（點對點接駁）

全自動行駛車隊
（市區、高速公路）

避障 x 自動加速 / 減速 自動加速 / 減速 / 煞車 / 轉向 自動加速 / 減速 / 煞車 / 轉向 自動加速 / 減速 / 煞車 / 轉向

停車
車子提供停車位資訊

（人自己停車）

在停車格 / 路邊可自動停

車（ 人在車上，看車開）

車子從停車場開到停車格

（人下車，不管車）

車子自己找車位停車

（人下車，不管車）

車子自行安排行駛或停車規劃

（人下車，不管車）

駕駛 駕駛控制 駕駛控制
駕駛控制

（當車子無法判斷情況）

無駕駛 /

駕駛授權

無駕駛 /

駕駛授權

車子 導航與提醒車距 告知行駛路線偏移 車子會校正方向、緊急煞停
車子自動導航、繞道開車

、避免碰撞（前方）

車子開車應付各種交通

（前後側方）、天候不佳情況

感測 前後方車距離感測 車與車道偏移感測 偏移角度、方向位置轉角感測 距離、位置、角度與GPS

辨識 停車的前後方物體辨識 車輛全視角辨識
車輛全視角、全天候辨識

＋路上特徵物辨識

車輛全視角、全天候辨識

＋路上特徵物辨識

車輛全視角、全天候辨識＋

路上動靜態物體

決策 軟體控制加減速
drive-by-wire
（加/減速/煞車/轉向與軟體控制）

x-by-wire

（線傳控制與軟體控制）

x-by-wire

（線傳控制與軟體）

控制 油門控制 動力控制 動力與傳動控制 動力與傳動控制 動力與傳動控制

開車 駕駛設定開車速度

車子提供停車位資訊
（人自己停車）

在停車格
車（人在車上，看車開）

車子從停車場開到
（人下車，不管車）

車子
（人下車，不管車）

車子自行安排行駛或停車規
劃（

圖 4、自動駕駛與車聯網之關聯

資料來源：McKinsey, Topology (2017/12) 

圖 5 Bosch 自駕車在 ADAS產品規劃

資料來源：Bosch,Frost(2018/02)

② ADAS結合車聯網系統成為自動駕駛發展基
礎

ADAS構建自動駕駛車輛的感官系統，而車

聯網則是溝通系統，兩者技術的發展讓自動駕

駛逐步實現。

③ 歐洲領導廠商大力推動自動駕駛發展之進展 
1.歐洲車電廠商在自動駕駛投入項目

歐洲主要車用電子領導廠商如 Bosch, 

Continental, Valeo, Infineon, NXP 等發展重

點，將以 ADAS做為自動駕駛基礎項目，尋找

相關合作技術或業者進行併購或技術移轉等。

2. Bosch

Bosch 在自動駕駛發展，以感測器小型化，

簡化感測器數目為目標。透過不同感測器的

資訊與融合，並將資料呈現在車用人機互動裝

置，最終進入車輛控制功能。Bosch所發展車

用影像感測與雷達的規劃如圖 6。

Bosch 自動駕駛停車在技術上，展現遙控

資料來源：Frost,工研院 IEK(2018/02)

圖 6 Bosch 自駕車在 ADAS產品規劃

資料來源：法藍克福車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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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自動尋找車位並停進車格；行進路段也

可辨識道路為單向道或禁止通行的標誌。目前

除與歐洲主要車廠進行相關技術開發，美國

Tesla也是與 Bosch 合作進行自動駕駛車輛系

統功能上的開發。

3. Valeo

Valeo 主要開發以半自動駕駛（介於 level 

2~level 3），產品與技術項目著重在方向盤、

煞車到停車輔助系統之連結介面。在不同應用

情境中，可以做到停車輔助的功能，不同路況

相關車用影像、雷達與感測器的距離在 1-100

公尺左右的產品也大力開發中。

4. Volkswagen

VW 集團在全球汽車市場銷售排名居於前二

位，以影像作為前方防碰撞、車輛偏移、巡跡

控制、交通號誌辨認、自動緊急煞車、行人辨

識。雷達（長距、短距、毫米波）用於偵測物

體的存在性，舉例來說盲點偵測、倒車、停車

輔助、障礙物偵測、前方防撞、自動跟隨等項

目發展構面如圖 9所示。

VW 自動駕駛等級位於 LEVEL 3，在 2017

年。 Audi R8 e-tron Piloted Driving Concept，

在自動駕駛技術項目包括 PyroBrake:透過立體

攝影機等感測裝置確認無法避免衝撞發生時自

動啟動的緊急煞車功能。ABS需要 0.6秒反應

時間：PyroBrake 0.08秒進行緊急煞車。讓衝

撞的速度降低 5 km/h。iCar: 讓駕駛人可以在

駕駛座上隨時監視自動駕駛的狀況，並且可以

隨時決定改由自己駕駛的半自動駕駛車技術。

5. Mercedes Benz 

Mercedes Benz 自動駕駛等級介於 Level 

3~4，目標在 2020 年實用化。開發技術以雷

廠商     聯網自動駕駛車輛併購或合作項目

Bosch • Bosch Software Innovations,可查最近充電站 ,預
約充電並結算的應用程式，Smart, MB, Renault可
以用 Panpal付費

Continental • 併購 ASCAR從事 Flask Lider的技術開發可以高分
辨率 3D瞬動激光雷達，可以實時圖像識別與週邊
環境識別，運用照相機閃光拍攝要點取得距離圖像。

ASC固態 /閃光激光雷達可用於市區道路行駛

• 收購軟件 Elektrobit Automotive

Hella • 出資 50%並與 Innosen T合作汽車雷達研發
77GHZ  可以與原來 24GH結合

Valeo • 與德 Ibeo Auto合作掃描 145度，初期自動駕駛用
可裝在保險桿

• 與加拿大 Ledder TECH固態 LIDAR，低成本 LIDAR
開發

• 自動駕駛在美國 1.3萬公里前往 LA、拉斯維加斯、
西雅圖、芝加哥、底特律、波士頓、紐約、邁阿密、

聖安東尼奧

Infineon • 與 iMec研究汽車用 CMOS 79GHZ 28奈米
COMOS試做品

• Infineon收購總部位於荷蘭奈梅亨的無晶圓廠半
導體公司 Innoluce BV 的百分之百股權，借重 
Innoluce 開發高效能光達系統的晶片元件。

Hubject • 充電平台與高精密度地圖 HERE合作。HUBJECT
由 BMW、Daimler、Siemens合資成立提供充電柱
與站點資訊。HERE原為 NOKIA子公司在 2015年
被 AUDI、BMW，MB收購

NXP • 2015/12出資 120億美元收購 Freescale,成為最大
車用半導體與通用微控制器第一位

表 5 歐洲廠商在聯網自動駕駛併購或合作項目

資料來源：各廠商，工研院 IEK整理（2018/02）

圖 7 Valeo 自駕車在 ADAS產品規劃

資料來源：Valeo, Frost(2018/02)

圖 8 VW 自駕車在 ADAS產品規劃 圖 9  Audi R8 etron作為自駕車概念車

資料來源：VV, Frost(2018/02) 資料來源：Audi(2018/02)

達安全套組：盲點輔助系統，在車輛上提供輔

助車道變換警告音、輔助煞車功能會因而啟

動 ~ 30 km/h；駕駛者分心警示 DISTRONIC 

PLUS其功能用以辨識前方車輛並維持車間距

離，以及車輛上沒有方向仍可操控校正等功能。

自動緊急煞車 CPA PLUS ( 緊急煞車 )、

車道維持輔助系統 (60 ~ 200 km/h)、PRE-

SAFE煞車以利用雷射感測器迴避前方衝撞，

約以 72km/h為應用、BAS PLUS以偵測突然

衝出的行人的煞車輔助系統約於 72km/h為應

用 )等相關自動駕駛在操控技術的進展。Stop 

and Go (前車起步提醒 ) (在時速 60 km以下，

均可跟隨前車以無人駕駛的方式行駛 )。

三、自動駕駛對汽車電子產業結構的影響

① 自動駕駛未來將衍生新汽車零組件供應鏈生
態

汽車產業供應鏈正醞釀大幅度變化，除了領

導車廠與零組件廠商外，異業廠商逐漸進入汽

車產業。

② 超過 1,700家新創公司進入自動駕駛領域

全球超過 1,700 家新創公司進行特定技

術研究未來軟體定義汽車架構、人工智慧與

ADAS、聯網、 資安、電動化產品與服務。

自 動 駕 駛 主 要 參 與 廠 商， 以 Mobileye, 

NVIDIA, Toshiba, Samsung 提 供 自 動 駕 駛

關鍵技術與產品。NVIDIA 找台積電代工，

Mobileye、On Semi、Inrtel與 Delphi、BMW

合作發展車用影像感測系統，未來 Mobileye 

eyeQ5 可以與中央電腦結合進入自動駕駛系

統。

四、IEKView:台灣需要跨領域的整合

① 預測 2030年因自駕車、車聯網與分享時代

來臨，汽車 MaaS 將有 8,000億美元商機

未來汽車年運轉服務次數與頻率提升，AI 將

大量應用在自動駕駛、車隊自動派遣、線上診

斷與維修，零組件服務對象與經營方式也面臨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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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Mercedes Benz作為自駕車概念車 圖 11自動駕駛後的產業生態鏈注入新廠商

圖 12 自動駕駛缺乏演算邏輯、軟體、資安專才的投入

資料來源：Mercedes Benz, Frost(2018/02)

資料來源：Frost (2018/02)

資料來源：Frost, 工研院 IEK (2018/02)

台灣車輛電子產業集中在 ADAS 與車載導

航、車載多媒體的產品和服務，在自動駕駛發

展，台灣車輛電子產業的機會是將原有產品進

行業務的升級。工研院機械所和車輛中心在自

駕車領域已有所著墨，可以做到 level 2 的車

道偏移、前方防碰撞、自動停車的技術。然，

從觀察國際 Google, Tesla 和 Uber 成功的背

後都有車廠專業人士投入，汽車開發與汽車電

子相關技術專家在內可以加速台灣發展自動駕

駛的新興課題，擬建議從以下幾個項目進行思

考汽車電子產業的發展規劃。

1.機會

汽車電子主要分為八大類，自動駕駛單以影

像感測系統有關聯者為主動安全系統，如車道

偏移、車道維持、倒車雷達、障礙物偵測、夜

感測器硬體、
高精密度圖
資

自駕邏輯、自駕運算處理、
自駕軟體、資安防範、
線上軟體更新

人機介面、
駕駛安全
區塊

自動駕駛車、
電動車、聯
網車整合

點對點自駕、新保險
制、移動服務、車載
資通訊售後服務

目前缺口
目前火力集中之處

視系統與前方防碰撞系統等。其次，透過通訊

系統傳達資訊的技術如短距離無線通訊技術如

DSRC，各國採用標準不一，透過車與車通訊

和協同駕駛可以降低交通事故的發生，原定美

國 2018年實施車與車通訊技術，川普上任後，

原定車與車通訊技術全面化的法規尚未通過，

5G 推動將會替代原有通訊技術，可持續關注

V2V在自動駕駛有關協助駕駛安全資訊相關軟

硬體的進展。

2.與國際廠商合作切進新的供應生態系統

國際廠商如 Valeo, Delphi, Qualcomm, Infineon

積極進入自動駕駛車系統，台灣 ICT業者與國

際大廠合作，若鼓勵外資來台設置研發中心政

策奏效，可藉車電領域進入國際供應鏈。

• 系統結構

– 立體多目的攝影機 (5 具 )…以 3D 影像辨識附近 
50~500m的區間

–長距離雷達 (6具 )以 60度角掃描 200m前方範圍
–紅外線攝影機可以在無照明狀態下探測 160m前方
範圍

– 近距離雷達 ( 分別設置於前方與後方 ) 可辨識
0.2~30m

–超音波感測器 (12台 )可探測車體前後 1.2m、左右
4.5m

–多模式雷達最多可以探測車體周圍 80m以內的範圍
–實際配備於 S Class車款

• 遙控停車引導 (利用智慧型手機遙控的自動停車功能…
配備於 2016年的 E Class車款 )

圖 13 2023年汽車電子與車聯網可望達 4,511億美元

駕駛資訊

6%
車身電子

32%

安全電子

15%

車載多媒體

9%

動力電子

32%

底盤電子

6%

2023年全球汽車電子與車聯網產值預估達4,511億美元
圖 14 自動駕駛缺乏演算邏輯、軟體、資安專才的投入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 (2017/12)

圖 15 法人整合平台、建置車輛控制系統驗證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 (2017/12)

圖 16 高密度運具之場域驗證基地

資料來源： 工研院 IEK (2018/02)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 (2017/12)

3.法人整合平台、建置車輛控制，才有整合

系統、 次系統與元件的研發機會

法人單位以安全、環保與便利作為技術主

軸，透過工研院機械所、車輛中心等合作，未

來應用場域可以透過整車驗證其系統，如感

測、感知，行駛致動、控制模組、控制晶片等。

由於車輛涉及人身命安全要求為 0ppm(需要達

到百萬等級產品都必須為無疵品 )，表示車廠

保證百萬輛的車主與相關乘客都可以安全地開

車。由於產品經過嚴謹的測試驗證，在品質與

生產要求讓業者不易跨過障礙，所以有些業者

選擇 AM市場。未來自動駕駛車的電裝零部件

增加到 40%以上，台灣零組件業者若僅有售後

市場將會遇到衝擊，建議有心發展車用電子產

品的業者，先和法人合作習得相關經驗，再運

用法人平台習得進入車廠供應鏈的經驗。

台灣每 3.66 人有一部汽車，每 1.99 人有

一部機車，顯示個人擁有交通運具非常普遍，

除此之外，手機與電腦的保有量居於國際前幾

位。國際間鮮少同時擁有高密度運具、手機與

電腦的地區。ADAS為第一波最受歡迎的產品，

如超音波、光達、影像感測與雷達等成長，帶

動業者具備零組件、模組的能力，第 2波以掌

握車電控系統、通訊標準、機電控制作為業者

切進自駕車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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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年自駕車成為科技產業最夯議題，有多紅呢？有媒體形容，年初結束的 2018 CES
雖然稱之為消費性電子展，但不知情的人進去會以為是汽車電子展，包括車廠、軟體平

台、硬體設備等廠商，都推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世代智慧車輛設計，把自駕車推向這股

浪潮的新高峰，但是自駕車願景這個夢真的有這麼大嗎？要讓夢想成真有這麼容易嗎？

不只是夢想
自駕車真的來了

文∣ NVIDIA

一路追逐的自駕車夢想

從人類歷史來看，自駕車並不是近兩年才

有的構想，早在 1925 年，美國一位工程師

Francis P. Houdina就曾經研發過無人駕駛的

車輛，並且讓這輛車在紐約上路，一路從百老

匯開到第五大道，只不過嚴格來說，這輛無人

車是屬於「大型遙控車」，因為是由他坐在另

一輛車上透過電波遙控，並不具備任何 AI 概

念，後來美國陸續出現無人車試驗，但都是透

過車軌的方式引導車輛前進，無法稱得上有自

動駕駛的概念。[註 1]

NVIDIA 攜手 Uniti 打造平價全自動車「Uniti One」。

具有 AI自動駕駛概念一直到 1960年代才開

始浮現，1966年美國 SRI(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和 1977年的日本筑波工程研究室都

分別開發出具感測能力的自動駕駛系統。[註 2]

後來無人駕駛概念逐漸成形，隨著感測與運

算技術的快速推進，各研究單位、車廠、科技

公司不斷投入研發，直到 2007 年，自駕車開

啟了新局，但並不是自駕車本身的技術突破，

而是在這年被譽為神經網路之父的英國學者

Geoffrey Hinton提出了全新的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 演算法，AI 開始有了爆發性成長，

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慧運算領導廠商 NVIDIA

也在這年推出了新的運算架構 CUDA，成為深

度運算的關鍵平台。

深度學習不但加速了 AI 在自駕車的應用，

也刺激出無限創意，尤其是不同產業的跨領域

緊密合作，更打造出汽車與過去截然不同的面

貌，例如瑞典的 Uniti就與 NVIDIA攜手，設計

出平價全電動車「Uniti One」，此車款的設計

訴求為永續、安全、便利，並採用了 NVIDIA 

DRIVE PX 為核心，可透過具有頭部與手部

追蹤功能的操控抬頭顯示器 3D 介面，同時

以滑動表面和手勢控制取代按鈕與操作桿，

Uniti One已預計於 2019年開始交車，此外汽

車零件供應商 Delphi 旗下的自駕車新創業者

NuTonomy，也積極進行自駕車計畫，目標則

鎖定在計程車，預計於 2018 年在新加坡推出

自駕計程車。

除了一般車輛外，特殊車輛的自駕設計也

加速進行，這類型車輛目前以長距離的卡車為

主，在大陸型國家如美國，長距離的跨州貨運

是當地物流業的常態，這種駕駛路線不僅距離

長且景色單調，駕駛容易因疲勞造成事故，但

也由於路線和周邊環境都相對簡單，因此十分

適合自駕車。日前舊金山新創公司 Embark已

完成從加州洛杉磯到佛羅里達州傑克遜維爾

(Jacksonville) 全程 2,400 英里、總計 5 天的

跨州自駕路測，Embark 從 2017 年 11 月開始

測試，當時是 2台，此次增加到 5台，執行長

Alex Rodrigues 表示 2018 年底將會增至 40

台車。

加速落實自駕車的願景外，AI 也對行車安

全做出貢獻，NVIDIA 執行長黃仁勳在 2017

年 10 月的 GPU 技術大會 (GPU Technology 

Conference; GTC)中展示透過 GPU技術建構

的模擬道路，提供自駕車開發時的虛擬測試模

型，讓模擬道路結合自動駕駛系統，進行各種

行車偵測，讓自駕車設計者可以在開發階段，

同時測試不同項目。

AI讓夢想成真

前景逐漸清晰的自駕車，除了吸引車廠與科

技業者大舉投入，國際汽車工程師協會 (SAE)

也在 2014年制定了相關規範，將自動駕駛從 0

到 5 分為 6 個級別，包括 0 級非自動化、1 級

輔助駕駛、2 級部分自動化駕駛、3 級有條件

自動化駕駛、4 級高度自動化駕駛、5 級全自

動化駕駛，現在 IT產業已能做到 3級的有條件

自動駕駛。2017 年 12 月在 Automobility LA

大會中，德國汽車大廠 Audi展出的 A8，就是

全球第一輛達第 3 級自動化駕駛且已準備量產

的產品，其亮點在於內建全球首套 Audi zFAS

駕駛輔助系統，Audi與 NVIDIA長期以來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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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合作研發自動駕駛相關技術，且此次 A8

車款的全新使用者介面、車用資訊娛樂系統、

虛擬駕駛艙和後座娛樂系統，皆由 NVIDIA 車

用解決方案所驅動，對自駕車來說，這款車具

有指標性意義，在 SAE 制定的 6 個級別可再

區分為兩大部分，0 級～ 2 級是人類駕駛者監

控駕駛環境，3 級～ 5 級就屬於自動駕駛系統

監控駕駛環境，而 Audi A8的問世與量產，就

代表了自動化駕駛時代的開始。

Audi A8不僅開啟自駕車時代，也引爆了背

後的龐大商機，在 SAE 的 6 類分級中，現在

車廠的新車多已具備 2級輔助駕駛，根據研究

機構麥肯錫公司的調查，現在全球汽車的整車

銷售總額已有 2兆 7千億美元，售後服務的產

值則大約是 7千 2百億美元，共享經濟的新興

業務銷售則只有約 300億美元，自駕車技術普

及後，將產生 30％的新增產值，2030 年的新

興業務總額將達 1兆 5千億美元，這將成為刺

全新 Audi A8 儀錶板以 NVIDIA 技術作為運算核心 全球最強大的系統單晶片 NVIDIA DRIVE Xavier

激汽車產業再成長的主要力道。[註 3]

自駕車除了驅動汽車工業成長外，也會是科

技技術未來的重要應用，自駕車對電子技術的

需求至少包括感測、決策、控制等三類，感測

器主要用來偵測外界環境，像是可對車外環境

建立精準 3D模型的 LiDAR(光學雷達 )、可擷

取環境顏色和細節的攝影機、可偵測物體距離

遠近的 3D 感測等，這些感測器所擷取的訊號

傳回系統端，由系統處理器運算判斷並做出決

策，最後再將結果傳送至控制端，讓車體做出

正確動作，而在 SAE的定義中，自駕的級別越

高，車體的控制必須更精密，這代表對車外的

環境感測將會更完整與細密，當然感測器的數

量也勢必同步增加。

GPU是自駕車的最後一哩路

伴隨大量感測器而來的大量數據，無疑將對

自駕車的處理單元帶來嚴苛的運算負荷，在 IT

架構中，CPU一直扮演主流處理器角色，其單

一處理能力強，可以快速循序運算數據，不過

在 AI及物聯網時代，必須即時處理大數據 (Big 

Data)，核心數量少的 CPU已無法負荷，尤其

在半導體技術逼近物理極限，摩爾定律逐漸趨

緩後，CPU的效能提升有限，更讓 CPU在 AI

的發展腳步變慢，以自駕車來說，自駕車內的

子系統多，傳回的訊號量極大，根據統計，3

級自駕系統的影像訊號量就有 1TB/sec，4 級

是 10 TB/sec，若是 5 級的完全自動駕駛，整

體訊號量更會達到 320TB/sec，如此龐大的數

據量，相較於CPU， GPU將會是最佳選擇。[註

4]

以 NVIDIA 執行長黃仁勳今年在 CES 演講

時介紹的 NVDIA DRIVE Xavier為例，這款預

計於今年第一季上市的處理器，內建超過 90

億個電晶體，每秒可處理 30 兆次運算作業，

比前一代架構的效能高出 15 倍，對需要即時

處理大量數據的自駕車系統來說，是相當適用

的處理器。

除了硬體外，軟體也是自駕車的發展重點，

尤其是自駕車體系成形不久，市面上仍少有

針對此領域開發的軟體平台。在 CES 2018

上，NVIDIA 執行長黃仁勳宣布的 DRIVE IX

與 DRIVE AV，就是以自駕車為主的軟體，

DRIVE IX 主要是處理車體中的感測數據，提

供駕駛和乘客 AI 輔助，而 DRIVE AV 則是擴

增實境 (AR)的軟體開發套件 (SDK)，透過 AR

與車輛的結合，顯示導航與其他行車資訊。

從 NVIDIA 的 Xavier、DRIVE IX 與 DRIVE 

AV，可以看出自駕車的三大趨勢發展，首先是

具有強大平行處理運算功能的 GPU 儼然成為

AI 時代最重要的處理器，再來是 AI 將會側重

垂直市場的發展，特定領域的專用軟體平台將

成為必須，最後則是軟硬體的整合，從第 3級

以後的自駕車，將由機器接手操作車輛，穩定

的系統可確保乘客安全，而高度相容且緊密整

合的軟硬體可進一步將信賴度提升。

屬於汽車的智慧革命

汽車是人類工業技術的具體表徵，每次演

進就代表人類工業往前邁出一大步，當年亨利

福特的流水線設計，大幅降低了汽車的成本，

在每個人都買得起車的狀況下，不但讓汽車普

及，其大量標準品生產模式更推動了現代工業

的發展。此次由 AI 帶動的自駕車浪潮，也將

同樣改變汽車甚至人類工業的面貌，人與機器

的互動以及產業之間的關係，都將與過去截然

不同，邁入嶄新的紀元。

註 1.註 2.「智能革命 迎接 AI 時代的社會、經濟與文化變革」李彥
宏等著，天下文化出版社。

註 3.「人工智慧來了」李開復、王詠剛著，天下文化出版社。

註 4.DIGITIMES「最佳化 DSP 設計加速自駕車發展」http://www.
digitimes.com.tw/iot /ar ticle.asp?cat=130&cat1=45&cat2=1
0&id=0000523876_W7T9B1QW6K7T11747OXET&social_
sha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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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駕車所採用之車聯網

V2X關鍵技術、應用與發展趨勢

一、 前言

近年來，由於自駕車浪潮的趨勢帶動下，

如何於車輛行駛過程中提供安全防護，自駕車

首應判斷要衝撞載人的巴士或是汽機車，以維

護道路安全，將是自駕車技術發展過程中的

重要議題。美國聯邦政府已針對無人駕駛車

輛制定安全標準，有些法規也納入諸如 Tesla

汽車的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ADAS (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即使自動化等

級很高也會要求駕駛座有人監督。美國政府希

望與 Uber、Alphabet 等科技巨擘在內的開發

商攜手合作，而非限制其發展，無人駕駛車所

關注的要點包括：車輛感知與反應功能、車輛

處理技術與故障情況排除的能力、數據記錄和

資訊分享能力、使用者隱私、防駭等。本文將

簡述自駕車開放平台系統架構與關鍵感測器元

件。該開放平台可連結業界的目標產品和發展

藍圖，促進國內下世代產品自主技術開發，預

計可協助國內業者開發規格差異化產品，順利

接軌全球自駕車潮流，促使產業升級至具備次

系統供應能力與拓展其它應用領域，提升業者

獲利能力。此外，本文將探討如何提升自駕車

的行車安全與緊急事故通報，所採取的關鍵技

術即為 V2X，自駕車與車聯網 V2X 技術，兩

者間的關係日益密切，自動化駕駛主要應用於

文∣工研院資通所車載資通訊與控制系統組 徐志偉 博士

降低人為錯誤所導致現行道路安全；而車聯

網 V2X 技術則是應用車間、車路與基礎建設

資料傳輸，提升行車安全自動化的解決方案。

V2X關鍵技術為串聯人、車、路與平台，強化

行車安全。回顧車聯網 V2X 技術發展演進，

第一代為獨立運作之系統，如娛樂、獨立導航

系統，缺乏或僅有少部分無線通訊功能；第

二代透過手機向駕駛傳遞應用服務，以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為基礎提供

駕駛行車安全及 vehicle centric support 應用

服務，如 GM OnStar、KDDI G-Book；第三

代其關鍵技術為 V2X 整合 V2V (Vehicle-to-

Vehicle)、V2R (Vehicle-to-Roadside)、V2I 

(Vehicle-to-Infrastructure) 與 V2P (Vehicle-

to-Pedestrian)，提供自駕車行車安全、便捷

與舒適，可運用無線寬頻多樣性應用服務，達

到自駕車聯網的功能。最後，本文將簡介全球

自駕車法規現況與台灣自駕車系統未來發展趨

勢。

二、 自駕車開放平台系統架構與關鍵元件
概述

台灣目前由法人所制訂自動駕駛感知次系統

之一階、二階、三階架構及技術介面與規格，

如圖一所示，其中 V2X 通訊技術與應用於自

駕車軟體架構中於行車安全性的提升上扮演不

可或缺的角色。自駕車系統軟體的運作流程

概述如下，首先，感測分析硬體 (Camera、

3D LiDAR、Radar 與 V2X 路側通訊設備 ) 收

集車輛周圍的資訊 ( 如，道路是否有障礙物、

路形等 )後先做前置處理與資料對齊，之後透

過深度學習影像辨識軟體針對所偵測到的物件

與資料做訓練 (Training Data)，而後將多重

感測資料做融合 (Data Fusion)，最後做即時

事件推理 (Event Sensing) 與資料儲存 (Data 

Logging)。

自駕車系統架構中最為關鍵的元件即為前端

感測器，感測器為發展自動駕駛技術領域中最

為重要的回授單元，近年來隨著先進駕駛輔助

系統普遍應用於高階車輛上，並且對於安全、

舒適、方便與節能有所改善，使得安裝多個感

測器已逐漸成為趨勢，同時成為發展自動駕駛

等級 SAE Level 5 的基礎，透過這些先進的

感測器與機器學習軟體演算法的處理，可以讓

車輛電控單元完整模擬甚至超越人類在駕駛車

輛時所使用的各種感官能力 (perception)，實

現同步即時的全方位環周感測能力，並針對感

測結果進行控制決策的判斷，因此感測器的穩

定性研究成為目前自動駕駛技術的關鍵要素之

ㄧ，其中在抗環境干擾能力與辨識精準度上為

目前發展的兩個重要指標。以下將分別介紹

LiDAR、Radar與 Camera前端感測元件。

1. LiDAR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

LiDAR 為一種主動式光學感測器，透過雷

射光束撞擊至待測點後反射回感測器之光束飛

行時間，可計算獲得與待測物之相對距離，並

依照連續多個距離資料的多寡可換算為 2D 或

3D 之物理座標，雷束光束常見的有紫外光、

可見光以及紅外光，其中以波長 600-1000nm

最為普遍應用，目前市面上較常見的有 2D 與

3D感測器產品，其中 3D又依雷射光束的數量

普遍分為 8、16、32、64 Beam，並同時進行

環周 360度高頻掃描，為目前自動駕駛常使用

的解決方案，如 LeddarTech 的固態 LiDAR、

Quanergy 與 Velodyne 的 360 度掃描 Lidar、

Bosch的部分空間掃描 3D Lidar..等，這些產

品目前在感測資訊安全上還需完整的防駭驗證

以避免遭到惡意性的偽造光學攻擊。

2. Radar (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

Radar為一種主動式電磁波感測器，透過電

磁波撞擊至待測點後反射回感測器之電磁波飛

行時間，可計算獲得與待測物之相對距離，並

視連續多個距離資料的多寡可換算為 2D或 3D

之物理座標，優勢在於穿透性與抗干擾力強，

能在全天候使用，缺點則是檢測解析度低，常

見的車用 Radar工作頻率在 24GHz、77GH、

79GHz三種頻率附近。

3. Camera

Camera原理跟構造與人眼非常相似，是一

種被動式光源感測器，主要由四種元件所組成：

透鏡、光圈、濾鏡、影像感測器，透鏡控制焦

圖一 自駕車開放平台系統架構

資料來源 : 工研院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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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與視角，濾鏡控制通過的光源種類，光圈控

制光線進入的程度，影像感測器則負責最後的

感光成像，依照不同等級之產品，四種元件會

有不同的控制能力，然而成本上也隨響應時間

而有所提升，其優點在於具有高的解析度，缺

點則是受光影與環境影響大。

的人數在 5,000 萬左右。在 1990 年，各類死

亡原因當中，車禍只排第 9位，而美國交通部

預測，到 2020 年，如果汽車交通系統的安全

措施沒有顯著的提高，車禍所導致的死亡人數

會升至死亡原因第 3位。為了提升交通系統的

安全性和智慧化，V2X智慧交通的系統理念已

逐漸成熟興起。V2X智慧交通可以利用新一代

的 V2X通訊技術和雲端資料處理能力，提高交

通系統的整體效率，降低能源損耗，增加運輸

的安全和便捷。

自駕車發展與車聯網 V2X 系統的布建尤以

美國最為積極，有鑑於交通事故傷亡造成人

員、家庭損失，因車禍死亡每年損失的 GDP

達 3%，美國已在 2016 年底宣布啟動立法程

序，預計自 2020 年起，強制要求所有新出

廠的小型車輛、包含輕型貨車必須安裝 V2V

（Vehicle-to-Vehicle) 車間通訊設備。由於美

國堪稱是全球車市指標之一，一旦立法完成，

將加速技術開發並帶動產業動能，促成智慧化

運輸環境成形，全面引爆車聯網商機。研究機

構 ABI Research的調查指出，超過 80％業者

相信，美國將在 2020 年完成所有新車強制裝

機法規上路。2024 年時，全美預計將有一億

輛新車安裝 V2V設備。未來 10年，歐美市場

車間通訊相關產值保守估計可達 170億美元，

若再加上後裝舊車市場、路側建置、應用服務

等市場，預估可帶來的產值將更可觀。為搶攻

2020年強制裝機商機，全球各大車廠已提前開

跑。2014年九月，美國通用汽車（GM）於底

特律舉行的 ITS 年會開幕典禮上，宣布 2017

年生產的 Cadillac CTS 系列將具備 V2V 通訊

技術；日本豐田汽車（Toyota）亦在官網上宣

布，2016 年銷往美國與日本新車將全面導入

車聯網，預估一年將有 400萬輛商機。

LiDAR Radar Camera

物件分類 Fair Poor Good

物件障礙偵測 Good Good Fair

物件邊緣偵測 Good Poor Good

最遠距離估測 Good Good Fair

車道線追蹤 Poor Poor Good

可見範圍 Good Fair Fair

惡劣天氣下之偵測能力 Fair Good Poor

惡劣光源下之偵測功能 Good Good Poor

以上比較三種感測元件，針對不同感測需

求，如感測器與待測物的距離遠近、相對移動

關係，以及待測物種類的分類程度、移動速度、

未來軌跡、語意分析（semantic analysis），

加上感測時的環境，如雨滴、霧霾、塵埃，需

妥善運用不同感測器之優勢來達到自動駕駛的

基本需求，若需執行全盤考量的偵測，也可進

行多種感測資訊的融合 (sensor fusion)，達到

各種感測器相輔相成之功效，三種感測器在各

種偵測需求條件下的優劣比較，如表一所示。

三、 自駕車運用 V2X技術，強化行車安
全應用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所提供的統計資料，全球

每年因車禍而喪生的人數大約有 120萬，受傷

表一、自駕車系統運用各種感測器之優缺點比較

資料來源 : 工研院自行整理

自駕車結合 V2X行車安全技術有很多應用情

境，有些是現在已經看到的，有些是預測的。

毋庸置疑，提高交通安全是最主要的應用，其

中包括：1)自駕車當偵測到有危險臨近，例如

前方有障礙物時，能夠及時提醒其他車輛；2)

自駕車能夠告知其他車輛自己所行進的方向，

以幫助其他車輛做更準確的判斷；3)靠近交叉

路口時，向其他車輛提醒；4)駛離高速公路時，

向其他車輛提示；5)臨時 /突然停車的預警；6)

自駕車變換車道時的提醒；7)緊急事故通報。

自駕車緊急狀況警示及避免，如何運用感

測、通訊、軟體技術，讓自駕車可以掌握車子

周圍的各種狀況，尤其是偵測範圍以外的危

險，並在最短時間內協助車輛反應，進而提高

行車安全？於是自駕車結合 V2X 行車安全警

示就變得相當重要，自駕車透過 V2X 行車安

全輔助，其系統可分為三部分：路側端 (RSU, 

Roadside Unit 結合雷達、光達或攝影機等偵

測設備 )、自駕車端 (OBU) 以及後台端系統 

(Backend Server)，其 V2X系統軟體架構，如

圖二所示。圖二軟體架構中，自駕車上的 OBU

可提供路徑預測 (Path Prediction) 軟體演算

法、應用警告判斷 (Threat Arbitrator) 軟體演

算法，以能即時於事件發生前提出預警，並做

車輛煞停動作。自駕車整合 V2X技術，可具備

十字路口防碰撞警示 Intersection Movement 

Assist (IMA)、 電 子 煞 車 燈 警 示 Extended 

Electronic Brake Light (EEBL)、左轉防碰撞

警示 Left Turn Assist (LTA)、前車碰撞警示

Forwarding Collision Warning (FCW)等四種

安全應用。

IMA、LTA、EEBL、FCW 四種 V2X 安全警

示應用，其應用設計原則如下：

• IMA十字路口防碰撞警示 : 提升直行車輛

與橫向車道左右來車行車安全，其警示條件設

計如下。

圖二 自駕車結合 V2X行車安全警示系統軟體架構圖

圖三 十字路口防碰撞警示畫面 (左側來車情況 )

資料來源 : 工研院自行繪製

資料來源 : 工研院自行繪製

Phase 1 – HV (Host vehicle)在路口停止時，RV (Remote 
Vehicle)於橫向車道逼近路口，HV UI (User Interface)顯
示 IMA畫面來車

Phase 2 –RV與 HV於前方交會，且兩車碰

撞時間 TTC (Time-to-Collision)<5sec 及差距

低於 3sec，HV UI 以 IMA 畫面和聲音警告，

如圖三所示。

• EEBL 電子煞車燈警示 : 降低與前方及前

方相鄰車道車輛緊急煞車造成碰撞的風險，其

警示條件設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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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 2 – 滿足上述且減速度 >0.5g，HV 

UI以 EEBL緊急煞車畫面和聲音警告駕駛，如

圖四所示。

• LTA左轉防碰撞警示 : 提升左轉車輛與對

向來車行車安全，其警示條件設計如下。

RV 在 HV 前方同向並且停止、緩慢前進或

煞車，TTC<5sec，HV UI 以 FCW 畫面和聲

音警告駕駛，如圖六所示。

圖七為 V2X系統硬體架構圖，透過 RSU路

側單元轉換雷達掃描路口之周遭車輛資訊及

具備短距無線通訊 DSRC (Dedicated 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 通訊功能之車輛將

車載資訊封裝於基本安全訊息中 (SAE J2735 

BSM, Basic Safety Message)， 透 過 DSRC

專屬短距通訊技術定期廣播，當自駕車 OBU

收到此訊息並解析後，與本身車子的資訊經由

安全防撞系統演算法判斷是否會產生碰撞來做

車輛自動煞停的動作，換言之，即當有裝機

自駕車輛通過路口時，其自駕車 OBU 端能接

收到所有車輛之動態 (包含位置、速度、方向

等 )。

 自駕車 OBU端系統包含以下功能：

• 具備 IMA、LTA、EEBL、FCW 與行人防

碰撞警示演算功能

• 具備計算與周遭車輛相對位置功能

• 具備計算與周遭車輛相對速度變化功能

• 具備偵測本身車輛燈號狀態功能

圖四 電子煞車燈警示畫面

圖五 左轉防碰撞警示畫面

圖六 前車碰撞警示畫面

資料來源 : 工研院自行繪製

資料來源 : 工研院自行繪製

資料來源 : 工研院自行繪製

Phase 1 – RV 在 HV 前方或相鄰左右車道且 HV 擷取到
RV煞車燈號，HV UI顯示前方煞車警示

Phase 1 – HV於路口處準備左轉且打左轉燈，此時對向車
道有來車， HV UI顯示 LTA畫面

Phase 2 –HV於路口左轉且與對向來車兩車

TTC<5sec 及差距低於 3sec，HV UI 以 LTA

畫面和聲音警告，如圖五所示。

• FCW前車碰撞警示 : 降低與前方車輛距離

過近造成碰撞的風險，其警示條件設計如下。

• 具備演算與周遭車輛碰撞位置功能

• 具備演算與周遭車輛碰撞剩餘時間功能

• 具備接收周遭車輛剎車訊號功能

• 具備接收與傳送封包至周遭通訊單元封包

功能

• 具備與車輛控制系統連結，提供自動煞停

功能

 RSU路側端系統包含以下功能：

• 雷達資料過濾演算法與將相對資訊轉換大

地經緯度之功能

• 路口防撞演算法與看板警示功能

• 路口多個雷達資料整合並追蹤物件

• 接收經過路口之 OBU車載資料功能

• 路口號誌資料接收與解析功能

• 路口各設施資料彙整並傳送後台功能

 後台端系統包含以下功能：

• 視覺化之即時路口狀態

• 自駕車 OBU各項警示之接收功能

• 路口 RSU管理功能

• 路口號誌資料接收功能

• 建立針對路口設備資料之關聯式資料庫

圖八為自駕車結合 V2X後端系統示意圖，其

包含幾項服務：

 路口設備控制服務 (Devices Control Service)

後台自動化的透過 SSH 的方式，可以監控

以及協助排除大部分路口設施 (網路攝影機、

RSU、IP POWER、警示看板、雷達、光達 )

的突發問題，縮短或免除監控人員於各路口的

檢修流程。

 Web網頁服務 (Web Service)

透過視覺化介面，同步呈現場域路口之道路

雷達偵測物件動態 (位置與車速 )、路口攝影機

圖七 自駕車結合 V2X行車安全警示系統硬體架構圖

資料來源 : 工研院自行繪製

圖八 自駕車結合 V2X後端系統功能示意圖

資料來源 : 工研院自行繪製

影像、路口交通號誌狀態 (燈號與倒數秒數 )，

並可將 V2X車路訊息 (包含看板警示狀態對經

行裝機自駕車輛之 OBU 警示狀態 ) 即時顯示

在整合介面上。

 自動化統計分析服務 (Statistics Service)

透過關聯式資料庫的存取，提供使用者客製

化的統計圖表；同時系統也會自動化的批次分

析路口回傳之資料進行資料比對跟驗證，提供

開發人員依可靠之驗證平台。更甚利用大量的

資料分析協助 RSU 進行一些參數上的動態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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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二），當平台端收到事故資訊後，立即進行

事故重建並產生派遣規劃（步驟三），同時通

報相關救援單位，進行緊急救援（步驟四），

透過系統自動化的方式完成通報、救援規劃、

與任務派遣，可有效縮短人工處理時間，挽救

寶貴生命。

為了能實現自駕車結合 V2X緊急通報應用情

境，即規劃設計完整相對應之整體服務系統架

構，可區分為通訊層與雲服務層。

• 通訊層：發展自駕車緊急事故通報車載機，

基於內置之 GPS、OBD-II、IMU 等感測器，

透過車輛動態感測與駕駛行為感測演算法，自

動演算推估並記錄即時車輛動態，如：加減速

程度、側向偏移程度、轉向程度、車道變換頻

率、行駛里程與行駛區域等，據此主動計算車

輛行駛風險以做為即時行車安全輔助之基礎。

此外，亦將透過 DSRC 車載短距通訊技術與

路側端進行即時路口危險資訊交換，並透過

Cellular 基地台與後台系統取得前方即時路況

資訊，藉此擴大自駕車載裝置之感測範圍，並

即時回報車輛狀況。

四、 自駕車發生事故後的後續處理，透過
V2X緊急通報技術

當自駕車事故發生求援及協助：如何整合資

通訊、緊急救援、車輛拖吊、保修維護等跨域

服務，提供自駕車發生緊急事件或車輛故障拋

錨時，能夠提供即時、迅速的通報及協助？從

自駕車事故發生求援的需求來看，歐盟支持的

eCall 技術，已於 2015 年 4 月立法通過，並

確定將於 2018 年 3 月後上市的車種，強制全

面導入標配，未來美國有望跟進。以歐盟每年

1,500萬新車市場計算，2018年預估 eCall歐

盟市場生產批量每年將達 1,500萬台以上。在

碰撞之後自動通報緊急救援服務、傳送 GPS

位置並提供語音連線，並整合警消單位與醫院

救援系統，歐盟 eCall 估計每年拯救 2,500 條

生命。

自駕車結合 V2X 緊急通報技術之情境，可

簡要表示如圖九之流程，當自駕車輛於行駛中

發生緊急事故時，自駕車緊急事故通報車載機

（eCall On Board Unit）將主動偵測到車輛

異常碰撞事件，即時標記與封裝事故關鍵資訊

（步驟一），並即時通報至雲端服務平台（步

圖九 自駕車結合 V2X緊急通報應用情境示意圖

資料來源 : 工研院自行繪製

• 雲服務層：透過雲端平台即時匯集自駕車

車載端感測資訊，並接收緊急事故通報事件，

快速重建事故資訊，並透過高速訊息交換機

制，即時通報道路救援業者、警消救護單位、

保險業者，以及交通管理中心，協調緊急處理

程序。

自駕車結合 V2X緊急通報技術可歸納為以下

要點：

• 事故感測：透過車輛感測動態資訊，可判

斷出車輛異常碰撞事件，包括對撞、追撞與側

撞。

• 事故廣播：訂定符合 SAE-J2735國際標準

之緊急事故通報通訊協定，透過 DSRC OBU

進行事故訊息廣播，廣播範圍為半徑300公尺，

收到廣播訊息之車輛或路側設備，立即進行事

故數據封存，事故訊息廣播可藉由 DSRC進行

V2V (Vehicle-to-Vehicle)或 V2R (Vehicle-to-

Roadside)來傳遞。

• 事故關鍵資訊標記：標記資訊符合 EN 

15722:2015 歐 洲 eCall 訊 息 標 準（eCall 

minimum set of data）， 其 中 Vehicle 

Identification Number（VIN）符合 ISO 3779

國際車輛識別碼標準，Vehicle location 符合

ISO 6709國際標準之地理位置表示法。

• 事故數據封存：事件觸發後，系統於 10

秒內完成影像資訊、車輛動態資訊與 MSD

（minimum set of data）封存。

• 事故數據回傳：事件觸發後，系統於 4秒

內將車輛動態資訊與 MSD（minimum set of 

data）回傳至服務中心平台，並取得確認資訊，

此外回傳封包安全性符合國際加密標準（如：

SHA-512…等）。

• 雲端事故重建：如圖十所示，自駕車自動

完成車載端事故訊息匯集與重建，包括車輛位

置、路側位置、連續移動軌跡與影像資訊。此

外建立事故還原瀏覽器，以 3D-VR 重播事故

現場資訊，包括各車輛移動軌跡、肇事車輛駕

駛狀態、以及各設備影像資訊。

五、 各國自駕車法規現況

如圖十一所示，自 2011 年起，美國已有

圖十 自駕車結合雲端事故重建技術示意圖 圖十一 美國各州自駕法規狀態

資料來源 : 工研院自行繪製 資料來源 : 美國交通部官網



焦點報導 : 自駕車應用  Focus report : Applications of self-driving

66 67Mar  2018  ∣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20 個州政府與華盛頓特區相繼通過自動駕駛

車輛上路之法規，州政府包括阿拉巴馬州、阿

肯色州、加州、科羅拉多州、康乃狄克州、佛

羅里達州、喬治亞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根

州、內華達州、紐約州、北卡羅萊納州、北達

科他州、賓夕法尼亞州、南卡羅萊納州、田納

西州、德州、猶他州、維吉尼亞州，以及佛蒙

特州。亞利桑那州、麻薩諸塞州、華盛頓州，

以及威斯康辛州已頒布自動駕駛車輛相關行政

命令。針對自動駕駛電動巴士法規部分，加

州已於 2016 年 9 月率先授權 Contra Costa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進行自駕車試運行計

畫，規範限定場域與時速 35 英哩內，自駕車

毋需有方向盤、煞車踏板、油門，以及操作員。

德國作為全球知名汽車廠商的故鄉，也是世

界上較早投入自動駕駛汽車研發，並在高速公

路、城際與鄉間道路進行自動駕駛汽車實地測

試。德國於 2017 年 5 月，議會通過一項運輸

部所提出之法案，允許高度或全自動駕駛系統

代替人類自主駕駛，並要求汽車製造商為旗下

配備自動駕駛模式的汽車安裝黑盒子，記錄自

動駕駛模式何時啟動、駕駛員何時參與駕駛，

以及自動駕駛系統何時要求駕駛員接管駕駛，

以有助於事故責任之釐清，並在法規中規範若

事故發生是在駕駛員駕駛車輛時，駕駛員必須

承擔事故責任，若事故發生是在自動駕駛模式

時，責任則歸屬於車廠。

法國於 2014 年公布無人駕駛汽車發展藍

圖，計劃投資 1億歐元進行無人駕駛汽車實地

測試，並推動道路交通法規修訂，以滿足無人

駕駛汽車上路的要求，並且向全球汽車生產商

開放道路進行無人車試驗。經過 2年的努力，

2016 年 8 月，法國政府正式批准外國汽車製

造商在公路上測試自動駕駛汽車。

英國自 2015 年 2 月即宣布允許無人駕駛汽

車在實際道路進行測試，2016 年，英國財政

大臣宣布，英國政府計劃於 2017 年開始在高

速公路上測試無人駕駛汽車，英國商務部和運

輸部大臣亦公開表示，英國將修訂自動駕駛相

關法規，其中包括交通規則，以及駕駛員必須

遵守的法規。同時，英國政府亦指出高速公路

交通法規將適度進行修訂，以確保在高速公路

上變換車道、遠程遙控停泊車輛的先進駕駛輔

助系統能安全進行。目前英國正在就保險條例

和汽車法規等方面進行各方商討修訂，以期在

2020 年前實現自動駕駛汽車的上路行駛。自

動駕駛商業運作方面，英國 Adrian Flux 已經

率先推出針對自動駕駛汽車的保險政策，裡面

包含多項自動駕駛汽車專屬的保險條款。

此外，歐洲議會 (European Parliament) 在

2017年 2月 16日決議文中，要求歐盟執委會

(EU Commission) 研擬機器人和人工智慧技

術應用領域之法律規範，主要針對具備學習、

獨立執行或決策能力的智慧機器人，例如無人

自動駕駛車輛、醫療護理機器人和無人飛行載

具等，其立法動機在於機器人及人工智慧技術

發展迅速、正逐漸成為人類日常及經濟活動之

一部分，故希望透過立法規範來確保其安全無

虞。歐洲議會提出多項具體建議，包括法律責

任歸屬之釐清，例如無人駕駛車輛出現交通事

故，所產生之損害賠償問題，其建議可建立一

強制性保險計畫及賠償基金，並由製造商、程

式開發商及使用者資助該基金，以平均分攤前

述賠償責任，同時亦建議建立適用於自動駕駛

技術的交通法律、技術規範及基礎設施，針對

該類型載具或其他自主運輸系統，適當調整既

有交通安全法律、統一環境道路測試及技術標

準，以確保跨境互通性，以及投資建立自動化

駕駛所需之電腦及通訊基礎設施。

六、 台灣自駕車系統未來發展趨勢

自駕車的技術發展不管是整合車聯網 V2X

技術、感測器技術與深度學習影像辨識技術等

已掀起另一波自駕浪潮，全球不少城市已經有

自動接駁小巴進行自動接駁服務，台灣地狹人

稠，對於 Last-mile 的特定場域自動接駁之運

量需求極高，市場需求明確，然 Easy Mile等

國際廠商已積極強攻台灣市場，我國應基於資

通訊產業既有優勢，結合自主軟體與整合技

術，加速切入自動駕駛感知次系統所需技術，

才能在此波熱潮中迎頭趕上，並串聯國內車輛

產業打造自有無人接駁系統用於特定場域，提

供民眾有感服務，並帶動原車電與零組件產

業，並提升至次系統提供者，聯結國際大廠，

加以台灣汽車零組件廠已建立之國際汽車產業

鏈管道，以價格優勢和品質優勢，擴大台灣在

產業鏈之地位及市場佔有率。

放眼未來，無人駕駛取代傳統駕駛模式，將

不可逆轉，相關自駕法規必須因應技術進步革

新，以穩健不躁進方式進行階段性調整修訂，

以維持其時效與前瞻性，日前交通部郵電司

已提出無人載具創新實驗法令建議，將 5850-

5925MHz 在特定區域開放提供無人載具測試

之用，並預計於「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

例」中新增條文，以排除適用目前無線通訊相

關實驗網路規定，此作法除符合國際發展趨勢

外，亦可縮短國內業者產品技術研發時程，加

速切入國際市場，後續如何讓無人駕駛從研

發、測試到應用各個環節規範在法律框架內，

積極穩妥地推動無人駕駛汽車的健全發展，將

是我國立法機構的一大課題，並且在無線通訊

技術（如：DSRC、4G/LTE）的發展下，帶動

自駕車結合通訊相關的應用與發展（V2V、V2I

相關應用）。因應新服務的發展，既有自駕車

輛與路側設施將產生相關通訊模組或設備之需

求，因此相關通訊晶片、模組與產品的設計、

製造即成為我國業者發展的機會點所在。且針

對 V2V Safety等之應用，需整合包含車載機，

路邊裝置等，以提供一定品質之車載服務，將

帶動一連串含系統整合業者等廠商參與。此

外，有鑑於交通事故造成的損害不斷擴大，因

此行車安全逐漸被重視。為讓車輛在第一時間

可獲得救援，歐盟規劃 eCall 系統規範，並強

制 2015 年所有新車皆須搭載 eCall 系統，讓

車輛與其他車輛發生交通事故時，即使在行動

電話訊號覆蓋範圍外，也能透過精確的 GPS

定位，讓醫療單位確認事故位置，縮短救援時

間。近年來，自駕車開發商不僅強攻車載資通

訊平台，亦開始加碼投資安全應用和移動定位

的新技術發展，例如歐洲的 eCall、北美和中

國大陸積極推展的 ITS，以及涵蓋自動巡航、

前方碰撞警示、車道偏移、盲點偵測及停車輔

助系統的 ADAS 方案，未來自駕車整合 V2X

通訊技術與應用，將會成為主流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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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學習在影像辨識的應用上目前已能做出極佳的準確率，在深度學習現今百花齊放的

應用中，影像辨識是其一發展相對成熟的領域。因而不管在商業或是製造業領域當中，

已經有許多廠商積極投入發展。

深度學習影像辨識
助力優化交通與零售應用

文∣ Digitimes物聯網 記者－廖家宜

在所有應用場景中，交通與零售領域跟一般

民眾或消費者的關係更為密切，若要讓人類深

刻感受到「最有感」的智慧體驗，這兩類應用

場景可說是最佳示範場域。而目前深度學習在

交通與零售領域的應用也都已實際落地，未來

一般民眾在日常生活中都可深刻體驗。

科技執法讓交通違規無所遁形 

據台灣交通局 2017 年交通事故統計報告結

果顯示，台灣的交通事故死亡率竟高居東亞第

一。由於台灣面積狹小，都市化發展讓城市更

加擁擠，因而衍生出許多交通問題。

然過去在交通執法上，絕大部分都是透過交

警的「鷹眼」取締違規，或是在行控中心監視

上百支監視器畫面，但不可否認，用肉眼取締

一來效率無法提升，二來會有疏漏之疑，無法

保證百分之百的精確。

影像辨識可用於輔助交通執法，未來遍布四

周的道路監視器將代替交警的肉眼，在導入多

元化的影像辨識智慧化功能後，使系統可利用

深度學習模組，正確地辨識及判斷各路段的交

通流量、違法事件以及意外事故，藉此協助警

政單位提升作業效率。

另一方面，透過科技執法不僅可讓民眾時刻

保持警覺性，更徹底杜絕民眾的僥倖心理，提

醒民眾並非只有警察站崗巡邏的地方才需要遵

守交通規則。

2017 年 7 月，陽明山仰德大道一輛水泥車

釀成連環車禍，最終造成 4 死 9 傷的悲劇。

而在釐清肇因時卻發現該水泥車竟在尖峰時段

無視車輛管制強制通行。為了杜絕此類交通事

故，台北市警政單位便計畫與中華電信、研華

合作，透過科技執法來取締違規。

中華電信協理梁冠雄表示，像在上述情境

中，警政單位便可透過監視器達到即時辨識車

輛的類型，如公車、汽車、貨車、機車等，當

監視器判別出經過該路段的車輛類型並非經過

授權允許，後端管理系統便會自動發出通報至

圖片說明：過去影像辨識精準度不高的原因在於透過特定演算法辨識，但如今可透過反覆的
機器學習與更新來強化辨識精準度。

相對應的管理單位，而此時鄰近的交警便可迅

速出勤攔截並採取懲處措施。

梁冠雄也補充，車型的辨識除了可用來偵測

是否有違規車輛進入管制路段之外，另一方面

也可用來偵測駕駛是否遵守交通規則。例如透

過車型辨識定義機汽車，再依此判斷駕駛是否

應配戴安全帽、或是否遵守兩段式左轉等。

除了車型辨識，車牌辨識也為影像辨識技術

所延伸的應用之一。當有民眾報案車輛失竊，

警政單位便可透過後端管理平台調閱監視器畫

面並透過車牌號碼追蹤車輛，若輔以車型加以

辨識，便可快速篩選出失竊車輛的具體位置。

警政單位透過影像辨識技術提升辦案效率已

行之有年，隨著辨識技術精準度的提升以及應

用越趨多元化，未來不僅可用於協助警政維持

社會秩序，也可協助公部門單位執行決策與城

市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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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透過影像辨識分析車流可進一步做為

交通號誌規劃、道路建設或道路規劃等相關應

用。舉例來說，施工單位便可依循某路段的車

流量分析，決定施工的最佳時段，或是部分壅

塞路段的交通號誌可依循車流變化進行彈性的

調整等。未來內湖每逢上下班尖峰時刻的塞車

盛況或許也有望得到紓解。

人潮就是錢潮　門店管理新哲學

影像辨識除了用以計算車流外，也可應用於

計算人流，而這兩項應用也都被公認是目前市

場上已相當成熟的應用。人流辨識最大的受惠

者便非零售業莫屬，其實過去零售業者對人流

的統計一直都有其需求，但礙於技術門檻，除

了精準度需要加強外，應用的變化也很貧乏，

大多僅以攝影機架設於店門口統計進店人數為

主。

但對於業者來說，僅擁有來客數的統計資訊

是不夠的。研華 IoT智能事業群協理蘇鴻昇觀

察，未來零售市場的競爭加劇，業者需要更多

資訊提供門店管理參考，因此，不僅進店人數

需要統計，店外的顧客徘徊、人潮多寡，甚至

大型場域如百貨公司內的廣場或中庭等大面積

流量資訊，也相當具有參考價值。

過去造成辨識精準度不高的主要原因在於，

機器係透過特定演算法進行辨識，但有幸於現

今深度學習技術越趨成熟，如今機器可透過反

覆的學習與更新來強化辨識精準度，甚至攝影

機不需要捕捉完整的人型，僅憑一隻手也能順

利辨識出是否為顧客經過。採用深度學習的影

像辨識，特別是針對像購物中心的大廳、廣場，

這種容易有遮蔽物干擾的場域來說，更可為其

提升辨識的精準度。

善用客流分析，零售業者可藉此提升營運管

理效益。像台灣家樂福便透過研華 UShop+門

店管理系統來統計不同時段的人流趨勢，進而

預測下週或下個月的客流量離尖峰時段，讓店

面人力可以妥善分配與規劃。

進一步看客流分析，除了統計數量之外，也

可用來統計店內的熱點區域。從數量統計進一

步到駐足時間的統計，這些資料可協助業者分

析顧客在店內的行徑軌跡，並追蹤顧客行為。

如此一來，零售業者便可以將這些資訊當作行

銷策略的參考，例如在店內熱點擺放近期正在

主打推廣的產品。

蘇鴻昇表示，客流辨識應用未來還有一個可

看點值得後續追蹤與觀察。現今深度學習技術

仍多以辨識為主，但接下來行為追蹤將會是零

售業者導入 AI應用的一項挑戰。

追蹤分析的辨識程度可進一步精確到，判斷

顧客目前的行為是否為進店、單純駐足停留，

抑或是進店再出店等行為動作，而這些行為追

蹤分析可為零售業者不管在行銷或營運的管理

提升其精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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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 360 Pilot: 
Learning a Deep Agent for
Piloting through 360˚ Sports Videos

文∣ Hou-Ning 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Yen-Chen Li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Ming-Yu Liu, NVIDIA research

        Introduction

360˚  v ideo gives a v iewer immersive 
experiences through displaying full surroundings 
of a camera in a spherical canvas, which 
differentiates i tself  from tradit ional mul- 
timedia. As consumer and productiongrade 
360˚  cameras become readily available, 360˚  
videos are captured every minute. Moreover, 
the promotion of 360˚  videos by social media 
giants including YouTube and Facebook 
further boosts their fast adoption. It is expected 
that 360˚  videos 360˚  video gives a viewer 
immersive experiences through displaying full 
surroundings of a camera in a spherical canvas, 
which differentiates itself from traditional mul- 
timedia. As consumer and productiongrade 
360˚  cameras become readily available, 360˚  

videos are captured every minute. Moreover, 
the promotion of 360˚  videos by social media 
giants including YouTube and Facebook further 
boosts their fast adoption. It is expected that 
360˚  videos and VR can cause a viewer to 
feel discomfort. Just imagine how hard it is to 
follow an X-game skateboarder in a 360˚  video. 
Hence, a mechanism to automatically navigate 
a 360˚  video in a way that captures most of the 
interest events for a viewer would be beneficial.

Conceptually, a 360˚  video viewer is a human 
agent: at each frame, the agent observes a 
panoramic image (i.e., the observed state) and 
steers the viewing angle (i.e. the action) to cover 
the next preferred viewing angle (i.e., the goal). 
We refer to this process as 360 piloting. Based 
on this analogy and, more importantly, to relieve 
the viewer from constantly steering the viewing 
angle while watching 360˚  videos, we argue 
for an intelligent agent that can automatically 
piloting through 360˚  sports videos.

Using an automatic mechanism for displaying 
video contents is not a new idea. For example, 
video summarization condensing a long video 
into a short summary video [58]– has been 
used in reviewing hourly long surveillance 
videos. However, while a video summarization 
algorithm makes binary decisions on whether to 
select a frame or not, an agent for 360 piloting 
needs to operate on a spatial space to steer 
the viewing angle to consider events of interest 
in a 360˚  video. On the other hand, in virtual 
cinematography, most camera manipulation 
tasks are performed within relatively simpler 
virtual environments [8,22,12,40] and there is no 
need to deal with viewers' perception difficulty 
because 3D positions and poses of all entities 

Watching a 360˚ sports video requires a viewer to continuously select 
a viewing angle, either through a sequence of mouse clicks or head 
movements. To relieve the viewer from this "360 piloting" task, we propose 
"deep 360 pilot" – a deep learning-based agent for piloting through 
360˚ sports videos automatically. At each frame, the agent observes a 
panoramic image and has the knowledge of previously selected viewing 
angles.  The task of the agent is  to shift the current viewing angle (i.e. 
action) to the next preferred one (i.e., goal). We propose to directly 
learn an online policy of the agent from data. Specifically, we leverage 
a state-of-the-art object detector to propose a few candidate objects of 
interest (yellow boxes in Fig.1). Then, a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is used 
to select the main object (green dash boxes in Fig.1). Given the main 
object and previously selected viewing angles, our method regresses a 
shift in viewing angle to move to the next one. We use the policy gradient 
technique to jointly train our pipeline, by minimizing: (1) a regression 
loss measur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selected and ground truth 
viewing angles, (2) a smoothness loss encouraging smooth transition in 
viewing angle, and (3) maximizing an expected reward of focusing on a 
foreground object. To evaluate our method, we built a new 360-Sports video 
dataset consisting of five sports domains. We trained domain-specific 
agents and achieved the best performance on viewing angle selection 
accuracy and users' preference compared to [53] and other baselines.

“

        Hsien-Tzu Cheng,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Yung-Ju Chang,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Min Su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Figure 1. Panel (a) overlaps three panoramic frames 
sampled from a 360   skateboarding video with two 
skateboarders. One skate- boarder is more active than the 
other in this example. For each frame, the proposed "deep 
360 pilot"  selects a view – a viewing angle, where a Natural 
Field of View (NFoV) (cyan box) is cen- tered at. It first 
extracts candidate objects (yellow boxes), and then selects 
a main object (green dash boxes) in order to determine a 
view (just like a human agent). Panel (b) shows the NFoV 
from a viewer's perspecti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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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known. However, a practical agent for 360 
piloting needs to directly work with raw 360˚  
videos. For displaying 360˚  videos, Su et al. [53] 
proposed firstly detecting candidate events of 
interest in the entire video, and then applying 
dynamic programming to link detected events. 
However, as this method requires observing an 
entire video, it is non-suited for video streaming 
applications such as foveated rendering [45]. 
We argue that being able to make a selection 
based on the current and previous frames (like 
a human agent does) is critical for 360 piloting. 
Finally, both [53] and recent virtual cinematogra 
phy works [7,6] aim for smooth viewing angle 
transition. Such transition should also be 
enforced for 360 piloting.

We propose "deep 360 pilot" a deep learning-
based agent that navigates a 360˚ sports video in 
a way that smoothly captures interesting moments 
in the video. Our "deep 360 pilot" agent not only 
follows foreground objects of interest but also steers 
the viewing angle smoothly to increase viewers' 
comfort. We propose the following online pipeline to 
learn an online policy from human agents to model 
how a human agent takes actions in watching sports 
videos. First, because in sports videos foreground 
objects are those of viewers, interest, we leverage 
a state-of-the-art object detector [50] to identify 
candidate objects of interest. Then, a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RNN) is used to select the main 
object among candidate objects. Given the main 
object and previously selected viewing angles, our 
method predicts how to steer the viewing angle 
to the preferred one by learning a regressor. In 
addition, our pipeline is jointly trained with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1) a regression loss measur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selected and ground truth 
viewing angles, (2) a smoothness loss to encourage 

smooth transition in viewing angle, and (3) an 
expected reward of focusing on a foreground 
object. We used the policy gradient technique 
[62] to train the pipeline since it involves making 
an intermediate discrete decision corresponding 
to selecting the main object. To evaluate our 
method, we collected a new 360˚ sports video 
dataset consisting of five domains and trained an 
agent for each domain (referred to as 360-Sports). 
These domain-specific agents achieve the best 
performance in regression accuracy and transition 
smoothness in viewing angle.

Our main contributions are as follows: (1) 
We develop the first human-like online agent 
for automatically navigating 360˚   videos for 
viewers. The online processing nature suits the 
agent for streaming videos and predicting views 
for foveated VR rendering. (2) We propose a 
jointly trainable pipeline for learning the agent. 
Since the main object selection objective is 
non-differentiable, we employ a policy gradient 
technique to optimize the pipeline. (3) Our agent 
considers both viewing angle selection accuracy 
and transition smoothness. (4) We build the first 
360˚  sports videos dataset to train and evaluate 
our "deep 360 pilot" agent.

    Related Work

W e  r e v i e w  r e l a t e d  w o r k s  i n  v i d e o 
summarization, saliency detection, and virtual 
cinematography.

2.1. Video Summarization

We selectively review several most relevant 
video summarization works from a large body of 
literature [58].

Important frame sampling. [33,19,43,27] 
proposed to sample a few important frames as 
the summary of a video. [47,54,63] focused on 
sampling domain-specific highlights. [67,54,18] 
proposed weakly supervised methods to 
select important frames. Recently, a few deep 
learningbased methods [66,66,65] have shown 
impressive performance. [48,49,55] focused on 
extracting highlights and generating synopses 
which showed several spatially nonoverlapping 
actions from different times of a video. Several 
methods [17,25] involving user interaction have 
also been proposed in the graphics and the HCI 
communities.

Ego-cent r ic  v ideo summar iza t ion .  In 
ego-centric videos, cues from hands and 
objects become easier to extract compare 
to third-person videos. [30] proposed video 
summarization based on the interestingness and 
diverseness of objects and faces. [36] further 
proposed tracking objects and measuring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frames. [28] proposed a 
novel approach to speed-up ego-centric videos 
while removing unpleasant camera movements.

In contrary to most video summarization 
methods which concern whether to select 
a frame or not, a method for 360 piloting 
concerns which viewing angle to select for each 
panoramic frame in a 360˚  video.

2.2. Saliency Detection

Many methods have been proposed to 
detect salient regions typically measured by 
human gaze. [35,21,1,46, 59,64,46] focused on 
detecting salient regions on images. Recently, 
[34,24,9,44,5,61,60,57] leveraged deep learning 
and achieved significant performance gain. 

For videos, [10,20,37,52,41,29] relied on low-
level appearance and motion cues as inputs. In 
addition, [26,16,51,39,13] included information 
about face, people, objects, or other contexts. 
Note that saliency detection methods do not 
select views directly, but output a saliency score 
map. Our method is also different to visual 
attention methods for object detection [38,3,42] 
in that it considers view transition smoothness 
as selecting views, which is crucial for video 
watching experience.

Ranking foreground objects of interest. Since 
regions of interest in sports videos are typically 
foreground objects,

[55] proposed to use an object detector [4] to 
extract candidate objects of interest, then rank 
the saliency of these candidate objects. For 360 
piloting, we propose a similar baseline which 
first detects objects using RCNN [50], then 
select the viewing angle focusing on the most 
salient object according to a saliency detector 
[64].

2.3. Virtual Cinematography

Finally, existing virtual cinematography works 
fo- cused on camera manipulation in simple 
virtual environments / video games [8,22,12,40] 
and did  not  deal  with the perception difficulty 
problem. [14,56,7,6] relaxed the assumption and 
controlled virtual cameras within restricted static 
wide field-of-view video of a classroom, video 
conference, or basketball court, where objects 
of interest could be easily extracted. In contrast, 
our method handles raw 360˚  sports videos 
downloaded from YouTube in five domains 
(e.g., basketball, parkour, etc.). Recently, Su 
et al. [53] also proposed handling raw 360˚  

2



產學研究 &技術趨勢  Technology Research & Insight

76 77Mar  2018  ∣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videos download from YouTube. They referred 
to this problem as Pano2Vid - automatic 
cinematography in 360˚  videos - and proposed 
an offline method. In contrast, we propose an 
online human-like agent acting based on both 
present and previous observations. We argue 
that for handling streaming videos and other 
human-in-the-loop applications (e.g., foveated 
rendering[45]) a human-like online agent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effective 
video-watching support.

        Our Approach

We first define the 360 piloting problem in 
details (Sec.3.1). Then, we introduce our deep 
360 pilot approach (Sec.3.2–Sec.3.6). Finally, 
we describe the training procedure of our model 
(Sec.3.7).

3.1. Definitions

We formulate the 360˚  piloting task as the 
following online viewing angle selection task.

Observation. At time t, the agent observes a 
new frame vt, which is the tth frame of the 360˚  
video. The sequence of frames that the agent 
has observed up to this time is referred to as Vt 
= {v1, ..., vt .}

Goal. The goal of the agent is to select a 
viewing angle lt at time t so that the sequence 
of viewing angles Lt = l1, ..., lt smoothly capture 
events of interest in the 360˚  video. Note that 
lt = (θt, φt) is a point on the 360˚  viewing 
sphere, parameterized by the azimuth angle θt 
[0˚ , 360˚ ] and elevation angle φt [ 90˚ , 90˚ ]

Ac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the agent 
takes the action of steering the viewing angle 
by t at time t. Given the previous viewing angle 
lt-1 and current action t, the current viewing 
angle lt is computed as follows,

Online policy. We assume that the agent 
takes an action t at frame t according to an 
online policy π as follows,

where the online policy depends on both 
the current and previous observation Vt and 
previous viewing angles Lt-1. This implies that 
the previous viewing angles affect the cur- rent 
action similar to what a human viewer acts 
when viewing a 360˚  sports video. Hence, the 
main task of 360 piloting is about learning the 
online policy from data.

In the following, we discuss various design 
choices of our proposed deep 360 pilot where 
the online policy in Eq.2 is modeled as a deep 
neural network.

3.2. Observing in Object Level

Instead of extracting information from the 
whole 360˚  panoramic frame at each time 
instance, we propose to focus on foreground 
objects (Fig.2(b)) for two reasons. Firstly, in 
sports videos, foreground objects are typically 
the targets to be followed. Moreover, the relative 
size of foreground objects is small compared 
to the whole panoramic image. If processing is 
done at the frame level, information of object 
fine details would be diluted. Working with 
object-based observations help our method 

extract subtle appearance and motion cues to 
take an action. We define objectlevel obser- 

vation  as, 

3
 

consists of object appearance, motion, and 
location.

3.3. Focusing on the Main Object

We know that as watching a sports video 
a human agent gazes at the main object of 
interest. Assuming the location of the main 

object of interest, , is known, a naive policy 
for 360 piloting would be a policy that closely 
follows the main object and the action taken at 
each time instance is

Since a machine agent does not know which 
object is the main one, we propose the following 
method to estimate the index i of the main 
object. We treat this task as a classification task 
and predict the probability St(i) that the object  i 
is the main object as follows,

Note that conH () and conV () denote horizontal and 
ver- tical  concatenation of vectors,  respectively.  

The vector  denotes the i- th object 
appearance feature, the vector R2 denotes the 
i-th object location (the same parameterization as 
lt) on the view sphere at frame t and the vector 
mi Rk denotes the i-th object motion feature. If 
there are N objects, the dimension of Ot, Pt, and 
Mt are dxN , 2xN , and kxN , respectively. Then 
the dimension of concatenated object feature vO 
is (d + 2 + k) N . Note that our agent is invariant 
to the order of objects. More explanation is 
shown in technical report [23]. In the online 

policy (Eq.2), we replace V t with  which 

Figure 2. Visualization of our deep 360 pilot model. Panel (a) shows two consecutive frames. Panel (b) shows the top-N 
confident object bounding boxes (yellow boxes) given by the detector. Panel (c) shows the selected main object (green dash 
box) given by the RNN-based Selector. Panel (d) shows the final NFoV centered at the viewing angle (cyan box) predicted by 
the RNN-based regr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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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case, the agent's task becomes discretely 
selecting one main object (Fig.2(c)). We will 
need to handle thisdiscrete selecting while 
introducing policy gradient [62].

We note that the size of grows with the 
number of observed frames, which increase 
the computation cost. We propose to aggregate 
object previous information via a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RNN).

3.4. Aggregating Object Information

Our online policy is implemented as a selector 
network as shown in Fig.2(b)).  It consists of 
a RNN followed by a softmax layer. The RNN 
aggregates information from the current frame 
and past state to update its current state, while 
the softmax layer maps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RNN into a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via Ws.

3.5. Learning Smooth Transition

So far our model dose not take care of the 
smooth transition in viewing angle. Hence, we 
propose to refine the action from the selector 

network, , with the motion feature, 
mi   (Fig.2(d)), as follows,

state from µt-1 to µt. While RNNS focuses on 
main object selection, RNNR focuses on action 
refinement. The state of RNNR is then mapped 
to the final steering action vector ∆ t via WR. 
The resulting viewing angle is then given by 

.

3.6. Our Final Model

As shown in Fig.2, our model has three main 
blocks. The detector block extracts object-

based observation  as described in Eq.4. The 
selector block selects the main object index i * 
following Eq.10 and Eq.9.  The regressor block 
regresses the viewing angle lt given main object 

location   and motion  following Eq.7, 
Eq.11, and Eq.1.

3.7. Training

We will first discuss the training of the 
regressor network and then discuss the training 
of the selector network.

Finally, we show how to train these two 
networks jointly. Note that we use the viewing 

angle  at each time instance provided by 
human annotators as the ground truth.

Regressor network. We train the regressor 
network by minimizing the Euclidean distance 
between the predicted viewing angle and 
the ground truth viewing angle at each time 
instance. For enforcing a smooth steering, we 
also regularize the training with a smoothness 
term, which penalizes a large rate of change 
in viewing angles between two consecutive 
frames. Let  be the viewing angle 
velocities at time t. The loss function is then 
given by

where λ is a hyper-parameter balancing the 
two terms and T is the number of frames in a 
video.

Selector network. As the ground truth 
annotation for each frame is provided as the 
human viewing angle, the main object  
to be focused on at each frame is unknown. 
Therefore, we resort to the approximated policy 
gradient technique proposed in [62] to train the 
selector network.

Let l(i) be a viewing angle associated with 
object i that is computed by the regressor 
network. We define the reward of selecting 
object i (steering the viewing angle to l(i)) to 
be r(l(i)) where the reward function r is defined 
based on the overlapping ratio between the 

NFOV centering at  and the NFOV centering 
at l(i). The details of the reward function design 
is shown in technical report [23]. We then 
train the selector network by maximizing the 
expected reward

using the policy gradient

where θ is the model parameter of the selector 
network. We further approximate  using 
sampling as,

where q is the index of sampled main object, Q 
is the number of samples, and the approximated 
gradient is referred to as the policy gradient.

Joint training. Since the location of the 
object selected  by the selector network is fed 
into the regressor network for computing the 
final viewing angle and the reward function for 
training the selector network is based on the 
regressor network's output, the two networks 
are trained jointly.  Specifically, we joint update 
the trainable parameters in both networks 
similar to [42], which hybrids the gradients from 
the reinforcement signal and supervised signal.

        Sports-360 Dataset

We have collected a new dataset called 
Sports-360, which consists of 342 360˚   
videos downloaded from YouTube in five 
sports domains: basketball, parkour, BMX, 
skateboarding, and dance (Fig.3). Domains 
we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criteria: 
(i) high availability of such videos on YouTube, 

Table 1. Statistics of our Sports-360 dataset. SB, Park., 
BMX, and BB stand for skateboarding, parkour, bicycle 
motocross, and basketball, respectively. K stands for 
thousand.

SB Park. BMX Dance BB Total

#Video 56 92 53 56 85 342

#Frame 59K 27K 16K 56K 22K 180K

Here, we concatenate the motion feature and 
the proposed action from the selection network 
to form the input at time t to the regressor 
network RNNR. The RNNR then updates it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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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the retrieved videos contain dynamic 
activities rather than static scenes, and (iii) 
containing a clear human-identifiable object of 
interest in most of the video frames. The third 
criterion is required to obtain unambiguous 
ground truth viewing angle in our videos.

In each domain, we downloaded the top 200 
videos sorted by relevance. Then, we removed 
videos that were either in poor resolution 
or stitching quality. Next, we sampled and 
extracted a continuous video clip from each 
video where a scene transition is absent (many 
360˚  videos are edited and contain scene 
transitions). Finally, we recruited 5 human 
annotators, and 3 were asked to "label the most 
salient object for VR viewers" in each frame 
in a set of video segments containing human-
identifiable objects. Each video segment was 
annotated by 1 annotator in the panorama 
view (see Fig.4a). The annotation results were 
verified and corrected by the other 2 annotators.

We show example panoramic frames and 
NFoV images centered at ground truth viewing 
angles in Fig.3. Our dataset includes both video 
segments and their annotated ground truth 
viewing angles. The statistics of our dataset 
(i.e., number of videos and frames per domain) 
is shown in Table.1. We split them by assigning 
80% of the videos for training, and 20% for 
testing.

        Experiments

We evaluate deep 360 pilot on the Sports-360 
dataset. We show that our model outperforms 
baselines by a large margin both quantitatively 

and qualitatively. In addition, we also conduct a 
user preference study. In the following, we first 
define the evaluation metric. Then, we describe 
the implementation detai ls and baseline 
methods. Finally, we report the quantitative, 
qualitative, and human study results.

5.1. Evaluation Metrics.

To quantify our results, we report both Mean 
Overlap (MO) and Mean Velocity Difference 
(MVD). MO measures how much the NFoV 
centered at the predicted viewing angle 
overlaps (i.e., Intersection over Union (IoU)) 
with that of the ground truth one at each frame. 
A prediction is precise if the IoU is 1. MVD 
evaluates the curvature of the predicted viewing 
angle trajectories. It is given by the norm of the 
difference of viewing angle velocities in two 
consec- utive frames given by " ". Note 
that, in average, the trajectory is smoother if its 
MVD at each frame is low.

5.2. Implementation Details

Detector. We use the Faster R-CNN [50] 
model pre-trained on 2014 COCO detection 
dataset [31] to generate about 400 bounding 
boxes for each frame. Then, we apply the 
tracking-by-detection algorithm [2] to increase 
the recall of the object detection. Finally, we 
apply detection-by- tracking [2] to select reliable 
detection linked into long tracklets. Given these 
tracklets, we select top N = 16 reliable boxes 
per frame as our object-based observation. 
Detailed sensitivity experiment results can be 
found in the technical report [23]. We found it is 
beneficial to use general object detectors. In the 
sport video domains studied, non-human objects 
such as skateboard, basketball, or bmx bike 

5

Figure 3. Our Sports-360 dataset. We show example pairs of panoramic and NFoV images in five domains: BMX, parkour, 
skateboarding, basketball, and dance. In each example, a panoramic frame with ground truth viewing angle (green circle) is 
shown on the left. The zoomed in NFoV (yellow box) centered at the ground truth viewing angle is shown on the right. The NFoV 
illustrates the viewers perspective.

(Fig.4b) provides strong cues for main objects. 
For each object, we extract mean pooling of the 
Conv5 feature  R512 in the network of R-CNN 

as the appearance feature ,  and Histogram 
of Optical Flow [11] of boxes with 12 orientation 

bins as the motion representation .

Selector. The hidden representation of RN NS 

is set to  256 and it processes input  R(d+2+k)×N 
in sequences of 50 frames.

Regressor. The hidden representation of RN 
NR is set to 8. We set λ to 10.

Learning. We optimize our model using 
stochastic gradients with batch size = 10 and 
maximum epochs = 400. The learning rate 
is decayed by a factor of 0.9 from the initial 
learning rate of 1e-5 every 50 epochs.

5.3. Methods to be Compared

We compared the proposed deep 360 pilot 
with a number of methods, including the state-
of-the-art method AUTOCAM [53], two baseline 
methods combining saliency detection with the 
object detector [50], and a variant of deep 360 
pilot without a regressor.

AUTOCAM [53]: Since their model is not 
publicly available, we use the ground truth 
viewing angles to generate NFoV videos from 
our dataset. These NFoV videos are used to 
discriminatively assign interestingness on a set 
of pre-defined viewing angles at each frame in 
a testing video. Then, AUTOCAM uses dynamic 
programming to select optimal sequence 
of viewing angles. Finally,  the sequence  
of viewing angles is smoothed in a post-
processing step. Note that since AUTOCAM 
proposes multiple paths for each video, we use 
ground truth in testing data to select top ranked 
sequence of viewing angles as the system's 
final output. This creates a strong "offline" 
baseline.

Figure 4. (a) Annotators mark main objects in 360   videos 
with a mouse. The blue cross helps annotators locate cursor 
position, and the cyan box indicates NFoV. Main reason to 
label in panorama is shown in the technical report [23]. (b) 
Example of bmx bike.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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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NN+Motion: We first extract detected 
boxes' optical flow.  Then,  we use a simple 
motion saliency proposed by [15], median flow, 
and HoF [11] as features to train a gradient 
boosting classifier to select the box that is 
most likely to contain the main object. Finally, 
we use center of the box selected sequentially 
by the classifier as predictions. RCNN+BMS: 
We leverage the saliency detector proposed 
by Zhang et al. [64] to detect the most salient 
region in a frame. With the knowledge of 
saliency map, we can extract the max saliency 
scores in each box as a score. Then we emit 
the most salient box center sequentially as our 
optimal viewing angle trajectories.

Ours w/o Regressor: We test the performance 
of our deep 360 pilot without regressor. It emits 
box center of the selected main object as 
prediction at each frame.

5.4. Benchmark Experiments

We compare our method with our variant and 

baseline methods in Table.2. In the following, we 
summarize our findings. AUTOCAM achieves 
the best MO among three baseline methods in 
4 out of 5 domains. Our method sig- nificantly 
outperforms AUTOCAM in MO (at most 22% 
gain in BMX and at least 3% gain in Dance). 
Although AUTOCAM achieves significantly 
lower MVD compared to our method, we argue 
that its lower MO will critically affect its viewing 
quality, since the majority of our videos typically 
contain fast moving main objects. Since we do 
not know how to trade MVD over MO and vice 
versa, we resort to a user study to compare 
AUTOCAM  with  our method. Our comparison 
with ours w/o regressor is  the other way 
around. Both methods achieve similar MO while 
our method achieves lower MVD. Thes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regressor, the agent steers the 
viewing angle more smoothly. Fig.5shows the 
trajectories of viewing angles predicted by both 
methods for a testing video. From this visual 
inspection, we verify that the smoothness term 
results in a less jittering trajectory.

5.5. User Study

We conduct a user study mainly to compare 
our method with AUTOCAM and ours w/o 
regressor. The following  is the experimental 
setting. For each domain, we sample two videos 
where all three methods achieve MO larger than 
0.6 and MVD smaller than 10. This is to prevent 
users from comparing bad quality results, which 
makes identifying a better method difficult.  For 
each video,  we ask 18 users to compare two 
methods. In each comparison,  we show videos 
piloted by two methods with random order via 
a 360˚ video player.  The number of times that  
our method wins or loses is shown in Table4.  
Based on a two-tailed binomial test, our method is 
statistically superior to AUTOCAM with p-value< 
0.001. This implies that users consider MO more 
important in this comparison. Base on the same 
test, our method is statistically superior to our w/
o regressor with p-value< 0.05. This implies that 
when MOs are similarly good, a small advantage 
of MVD results in a strong preference for our 
method. We also conduct a comparison between 
our method with the human labeled ground 
truth viewing angles.  Base on the same  test, 
our method is indistinguishable to human on 
skateboarding with p-value< 0.405 and on dance 
with p-value< 0.242.

Table 2. Benchmark experiment results. Except “AUTOCAM＂ achieving a very low MVD through an offline process, “Ours 
w/o Regressor＂ achieves the best MO (the higher the better) and “Ours＂ achieves the best MVD (the lower the better). Most 
importantly, “Ours＂ strikes a good balance between MO and MVD.

Table 3. User study results. For all of the five sports domains, our method is significantly preferred over AUTOCAM and Our w/o 
Regressor. Also, it is comparable to expert human in skateboarding and dance.

Method
Skateboarding Parkour BMX Dance Basketball

MO MVD MO MVD MO MVD MO MVD MO MVD

Ours w/o Regressor. 0.71 6.03 0.74 4.72 0.71 10.73 0.79 4.32 0.67 8.62

Ours 0.68 3.06 0.74 4.41 0.69 8.36 0.76 2.45 0.66 6.50

AUTOCAM [53] 0.56 0.25 0.56 0.71 0.47 0.55 0.73 0.15 0.51 0.66

RCNN+BMS. 0.25 37.5 0.2 30.8 0.22 32.4 0.24 40.5 0.2 25.27

RCNN+Motion. 0.56 34.8 0.47 26.2 0.42 25.2 0.72 31.4 0.54 25.2

Skateboarding Parkour BMX Dance Basketball

Comparison win / loss win / loss win / loss win / loss win / loss

vs AUTOCAM 34 / 2 35 / 1 31 / 5 34 / 2 36 / 0

vs Ours w/o 
Regressor 28 / 8 29 / 7 26 / 10 31 / 5 34 / 2

vs human 15 / 21 10 / 26 7 / 29 14 / 22 7 / 29

5.6. Typical Examples

We compare our "deep 360 pilot" with 
AUTOCAM in Fig.6. In the first example, both 
our method and AUTOCAM work well since the 
main object in dancing does not move globally. 
Hence, the ground truth viewing angle is not 
constantly moving. In the next three examples, 
our method produces smooth trajectories 
while maintaining adequate view selection 

Figure 5. Comparison of Ours and Ours w/o Regressor. 
These two methods yields similar MO, while Ours predicts 
smoother viewing angles in both principal a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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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out any post-processing step. In contrast, 
AUTOCAM struggles on capturing fast-moving 
objects since Su et al. [53] constrains every 
glimpses' length up to 5 seconds. Moreover, the 
pre-defined 198 views force many actions to 
be cut in half by the rendered NFoV. We further 
compare our method on a subset of publicly 
available videos from dataset of [53]. We get a 
140% performance boost in quantitative metrics 
of [53]. Similar comparisons to other baseline 
methods and more results on dataset of [53] are 
shown in the technical report [23].

   

       Conclusion

We developed the first online agent for 

automatic 360˚  video piloting. The agent was 

trained and evaluated using a newly composed 

Sport-360 dataset. We aimed at developing a 

Figure 6. Typical examples from four 
domains:  (a)  dance,  (b)  BMX, (c) 
parkour, and (d) skateboarding. For 
each example, the middle panel shows 
a panoramic image wi th  motaged 
fo reground  ob jec ts .  The  top  and 
bottom panels show zoomed in NFoV 
centered at viewing angles generated by 
AUTOCAM and our method, respectively. 
We further overlaid the NFov from 
AUTOCAM and our method in red and 
green boxes, respectively, in the middle 
panoramic image.

domain-specific agent for the domain where 

the definition of a most salient object is clear 

(e.g., skateboarder). The experi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our agent achieved much better 

performance as compared to the baseline 

methods  inc lud ing  [53 ] .  However,  ou r 

algorithm would suffer in the domains where 

our assumption is violated (containing equally 

salient objects or no objects at all). In the future, 

we would like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ground 

truth annotation needed for training our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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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列印製程參數
研究與分析

文∣郭啟全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教授

李建賦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專題生

根據富比士雜誌(Forbes magazine) 之統計資料，於1997 年僅有一萬六千個新
產品上市，但是到了2010 年則遽增為二十五萬個新產品上市。因此，如何有效
的縮短產品開發時間，並以最新最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保持市場的領先，是各廠

商不斷努力的方向，因此誰能在最短的時間及最少的經費下推出新產品誰就是贏

家。本研究藉由改變熔融堆積成形之列印速度與擺放角度，研究對於熔融堆積成

形件之表面品質影響。研究結果發現，運用列印速度 60 mm/s 所製作出在不同
形式特徵所組合熔融堆積成形件，具有較適之表面品質。3D 列印件在擺放角度
0°，所製作出平面、斜面與曲面之表面粗糙度變異量最小。3D 列印件在擺放角
度60°，所製作出平面、斜面與曲面之表面粗糙度總合最小。本研究成果具備產
業利用性與工業實用價值，因為本研究提出可以製作較適表面品質之列印速度以

及熔融堆積成形之最適成形參數，此成形參數對於3D 列印研究人員有所助益。

“

被 英 國 經 濟 學 人 雜 誌 形 容 第 三 次 工 業

革 命 之 直 接 數 位 製 造 技 術 (direct digit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1]，可以快速製

造客製化產品 (customized products)，此技術

其實就是積層製造 ( Additive Manufacturing, 

AM) [2,3] 技術，圖 1 為積層製造技術之層加工

概念示意圖 [4]，一個三維 (three dimension, 

3D) 的物體，若沿著某一軸將其切成一片一片

薄片，可將此薄片視為二維 (two dimension, 

2D) 的物體；反過來說，若能製造出此二維

之物體，將其堆疊起來就可產生一個三維的

實體，所以層加工概念乃是積層製造技術之

基本原理。圖 2 為積層製造技術之加工流程

圖，當一個概念運用三維繪圖軟體設計完成

後，經由一界面程式將此電腦輔助設計模型

(computer-aided design, CAD) 轉換成立體微

影 (stereolithography, STL) 檔 案， 再 經 由 切

層軟體 (slicing software) 將立體微影檔案，轉

換成一層一層之二維剖面加工程式，傳送至積

層製造系統後，積層製造件即可以一層一層的

堆疊起來，最後製作出三維的實體模型。

積層製造技術已經廣泛應用於醫療產業、

航太與工業設計等領域，由於積層製造技術可

以擺脫傳統生產流程耗時 (time consuming)

與高成本之缺點。因此，積層製造技術能替

產業帶來極高的生產效益。於積層製造技術

當中，熔融堆積成形系統 (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 FDM) 常被廣泛運用於產品設計，

提供了視覺以及觸覺的直接感受，主要的原因

為熔融堆積成形系統不採用雷射、操作簡單、

機台體積小以及製作積層製造件時不產生危害

人體氣體。圖 3 為熔融堆積成形之成形原理示

意圖，熔融堆積成形是利用三維電腦輔助設計

(computer-aided design, CAD) 檔案資料，運

用丙烯腈 - 苯乙烯 - 丁二烯共聚物 (acrylonitrile 

butadiene styrene, ABS) 塑 膠、 聚 碳 酸 酯

(polycarbonate) 以及聚碳酸酯 / 丙烯腈 - 苯乙

烯 - 丁二烯共聚物 (polycarbonate-ABS, PC-

ABS) 等材質，在新產品研發的過程中，快速

地製作出實體模型以利進行裝配或進行功能性

測試，甚至少量製造 [5]。熔融堆積成形系統是

運用加熱頭熔化建構材料 (modeling material)

與支撐材料 (support material)，當建構材料

與支撐材料熔化被擠出後，凝固並黏結在所要

之處，如此一層一層堆疊至工件完成。加工頭

由 X-Y 軸移動之機器手臂所控制，材料之供

給以兩滾輪來輸送，積層製造件是建立在成形

板 (build platform) 上，所以取下工件非常容

易。熔融堆積成形系統常使用的材料為聚乳酸

(polylactic acid, PLA) 或丙烯腈 - 苯乙烯 - 丁

二烯共聚物 (acrylonitrile butadiene styrene, 

ABS) 塑膠，於研究與開發的過程中，快速製

作少量多樣實體模型 (physical models) [6,7]。

然而，運用熔融堆積成形所列印三維實體

模型之表面品質不佳，此一缺點不但影響表面

圖 1、積層製造技術之層加工概念示意圖 [4]

圖 2、 積層製造技術之加工流程圖 [4]

圖 3 、熔融堆積成形之成形原理示意圖 [4]

之外觀、組裝精度以及產品之疲勞壽命 [7]。

因此，諸多研究致力於改善積層製造件表面品

質不佳之缺失，例如：Kulkarni 與 Dutta [8]

以及 Pandey 等人 [9] 提出適應性切層演算法

(adaptive slicing algorithm)、Pandey 等人 [10] 提

出熱切割機切削方法 (hot cutter mach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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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karni 與 Dutta [11] 提 出 電 腦 數 值 控 值

(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 CNC) 切 削

方法、Williams 與 Melton 提出磨粒流動加工

(Abrasive Flow Machining, AFM) 方法 [12]、

Ahn 等人 [13] 所提出運用理論模式 (theoretical 

model) 以及 Galantucci 等人 [14] 提出運用化

學處理 (chemical treatment) 方法。綜觀上述

研究，可以發現熔融堆積成形之表面粗糙度研

究是一個重要研究議題。因此本研究藉由改變

熔融堆積成形之列印速度 (print speed) 與擺放

角度 (angle)，研究對於熔融堆積成形件之表面

品質影響，最後提出可以製作較適表面品質之

列印速度、擺放角度以及熔融堆積成形之最適

成形參數。

實驗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所使用設備包括 SAFEWAY 3D 列印

機、 真 空 注 型 機 (F-600, Feiling Inc.)、 金 相

顯微鏡 (M835, Microtech Inc.)、噴砂機以及

精密電子秤 (AWH3, Excell)。本研究所使用軟

體 為 SolidWorks、Pro/E 以 及 CURA 切 層 軟

體 (Ultimaker Inc.)。聚乳酸由於環保以及價

格便宜，因此近年來聚乳酸已經廣泛應用於三

維列印技術製作實體模型，本研究使用之聚乳

酸 (polylactic acid, PLA) 線材 (filament) 實體

圖， 線 徑 為 1.75 mm， 如 圖 4 所 示， 圖 5 為

SAFEWAY 3D 列印機實體圖。SAFEWAY 3D

的 3D 列印機之規格表，如表 1 所示。

表 1、SAFEWAY 3D 列印機之規格表

名稱 規格

成品尺寸 直徑 265 mm× 300 mm

機身尺寸 43 mm×37 mm×85 cm

層厚 0.05 mm -0.5 mm

定位精準 0.05 mm -0.4 mm

線材直徑 1.75 mm

噴嘴直徑 0.35 mm

列印速度 20 mm/sec -100 mm/sec

圖４、PLA 線材實體圖

圖５、SAFEWAY 3D 列印
           機實體圖

圖４ 圖5

本研究之流程涵蓋：(a) 研究載具設計：本

研究首先設計一個研究載具以利研究聚乳酸熔

融堆積成形之表面粗糙度，圖 6 為研究載具之

尺寸；(b) 研究載具製作：本研究以列印速度

(print speed)10 mm/s 至列印速度 100 mm/s

每隔速度 10 mm/s 為區間，製作 10 件研究載

具；(c) 表面粗糙度量測：每一件研究載具之量

測位置有三點，圖 7 為熔融堆積成形件之表面

粗糙度量測位置示意圖，主要量測平面、斜面

與曲面之熔融堆積成形件在不同列印速度之表

面粗糙度變化；(d) 驗證件研究載具製作：驗證

件之長度、寬度與厚度分別為 30 mm、30 mm

與 15 mm，驗證件具備平面、斜面與曲面；(e)

驗證件表面粗糙度量測：每一件驗證件之量測

位置有三點；(f) 提出可以製作較適表面品質之

列印速度；(g) 改變熔融堆積成形之擺放角度，

以較適列印速度製作研究載具：熔融堆積成形

件以水平 0°置放，擺放角度以順時針方向每

15°來增加，因此本研究將以熔融堆積成形

之擺放角度 0°、15°、30°、45°、60°、

75°與 90°，製作 7 件研究載具，圖 8 為不同

擺放角度之熔融堆積成形式意圖；(h) 表面粗糙

度量測：每一件研究載具之量測位置有三點以

及 (i) 提出可以製作較適表面品質之擺放角度。

圖６、研究載具之尺寸

圖７、熔融堆積成形件之表面粗糙度量測位置示意圖

圖８、不同擺放角度之熔融堆積成形式意圖

0°

60°

15°

75°

30°

90°

45°

結果與討論

圖 9 為不同列印速度之熔融堆積成形件實體

圖，表 2 為不同列印速度熔融堆積成形件之表

面粗糙度，根據表格之數據繪圖形，如圖 10

所示，列印件之層厚為 175 µm，根據結果明

顯發現，列印速度 60 mm/s 至 80 mm/s 區間，

所製作出在不同形式特徵所組合熔融堆積成形

件，有可能具有較適之表面品質。

為了進一步研究 3D 列印之較適列印速度，

本研究設計一個驗證件，驗證件之長度、寬度

與 厚 度 分 別 為 30 mm、30 mm 與 15 mm，

驗證件具備平面、斜面與曲面，並以列印速度

10 mm/s、60 mm/s、70 mm/s、80 mm/s 以

及 100 mm/s 等五種不同列印速度來驗證較適

列印速度，列印速度 10 mm/s 為較慢之列印速

度，列印速度 100 mm/s 為較快之列印速度。

圖 11 為驗證件在不同列印速度之熔融堆積成

形件實體圖，表 3 為驗證件在不同列印速度熔

融堆積成形件之表面粗糙度。結果明顯發現，

列印速度 10 mm/s 所製作之熔融堆積成形件，

具有不錯之表面品質，但是列印時間比列印速

度 60 mm/s 長，列印速度 100 mm/s 之列印

時間雖然比列印速度 60 mm/s 之列印時間短，

但是所製作之熔融堆積成形件表面品質不佳。

圖 12 為驗證件不同列印速度熔融堆積成形件

之 3 個量測位置與 3 個量測位置之總合表面粗

糙度。根據結果明顯發現，運用列印速度 60 

mm/s 所製作出在不同形式特徵所組合熔融堆

積成形件，具有較適之表面品質。

圖 9、不同列印速度之熔融堆積成形件實體圖

測量位置Ｃ

測量位置Ｂ

測量位置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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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不同列印速度熔融堆積成形件之表面粗糙度

表 3、驗證件在不同列印速度熔融堆積成形件之表面
          粗糙度

列印速度 
(mm/s)

表面粗糙度 (µm)

量測位置 1 量測位置２ 量測位置３

10 49.00 72.60 92.99

20 68.75 75.68 86.69

30 75.49 82.38 65.26

40 80.00 71.11 70.68

50 74.76 63.66 74.04

60 70.95 55.00 59.71

70 43.77 55.70 74.63

80 51.29 76.69 63.95

90 46.87 65.64 66.83

100 54.37 68.96 77.68

列印速度 
(mm/s)

表面粗糙度 (µm)

量測位置 1 量測位置２ 量測位置３

10 62.11 65.42 51.36

60 63.97 38.89 58.00

70 50.00 73.83 66.94

80 57.50 70.83 60.47

100 60.35 62.69 8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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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不同列印速度熔融堆積成形件之 (a)3 個量測位置與 (b) 
           3 個量測位置之總合表面粗糙度

圖 12、驗證件不同列印速度熔融堆積成形件之 (a)3 個量測
            位置與 (b) 3 個量測位置之總合表面粗糙度

為了進一步研究 3D 列印之較適列印速度，

本研究設計一個驗證件，驗證件之長度、寬度

與 厚 度 分 別 為 30 mm、30 mm 與 15 mm，

驗證件具備平面、斜面與曲面，並以列印速度

10 mm/s、60 mm/s、70 mm/s、80 mm/s 以

及 100 mm/s 等五種不同列印速度來驗證較適

列印速度，列印速度 10 mm/s 為較慢之列印速

度，列印速度 100 mm/s 為較快之列印速度。

圖 11 為驗證件在不同列印速度之熔融堆積成

形件實體圖，表 3 為驗證件在不同列印速度熔

融堆積成形件之表面粗糙度。結果明顯發現，

列印速度 10 mm/s 所製作之熔融堆積成形件，

具有不錯之表面品質，但是列印時間比列印速

度 60 mm/s 長，列印速度 100 mm/s 之列印

時間雖然比列印速度 60 mm/s 之列印時間短，

但是所製作之熔融堆積成形件表面品質不佳。

圖 12 為驗證件不同列印速度熔融堆積成形件

之 3 個量測位置與 3 個量測位置之總合表面粗

糙度。根據結果明顯發現，運用列印速度 60 

mm/s 所製作出在不同形式特徵所組合熔融堆

積成形件，具有較適之表面品質。

圖 11、 驗證件在不同列印速度之熔融堆積成形件實體圖

為了研究可以製作較適表面品質之擺放角

度，本研究以列印速度 60 mm/s 來列印不同

擺放角度之熔融堆積成形，圖 13 為不同擺放

角度之熔融堆積成形結果。本研究發現，當熔

融堆積成形之擺放角度超過 45°時，運用線條

(lines) 支撐材料無法成功製作 3D 列印，因此

本研究將線條支撐材料更改成網格狀 (grid)。

圖 14 為不同擺放角度之去除支撐材料後熔融

堆積成形件。表 4 為不同擺放角度熔融堆積成

形件之表面粗糙度，圖 15 為不同擺放角度熔

融堆積成形件之 3 個量測位置之表面粗糙度。

擺 放 角 度 0 °、15 °、30 °、45 °、60 °、

75°與 90°之列印時間分別為 29、35、39、

41、38、41 與 41 分鐘，其中擺放角度 0°之

列印時間最短，主要的原因為支撐材料最少。

擺 放 角 度 0 °、15 °、30 °、45 °、60 °、

75°與 90°之表面粗糙度標準差 (standard 圖 14、不同擺放角度之去除支撐材料後熔融堆積成形件

圖 13 、不同擺放角度之熔融堆積成形結果

0°

60°

15°

75°

30°

90°

45°

deviation) 分別為 8.7 µm、48 µm、53 µm、

17.5 µm、30.7 µm、20.1 µm、37.9 µm。其

中，擺放角度 0°之表面粗糙度標準差最小，

此結果表示 3D 列印件在擺放角度 0°，所製

作出平面、斜面與曲面之表面粗糙度變異量

最 小。 擺 放 角 度 0 °、15 °、30 °、45 °、

60 °、75 °與 90 °之量測位置 1、2 與 3 之

表面粗糙度總合分別為 205.77 µm、242.46 

µm、232.47 µm、149.61 µm、130.29 µm、

148.82 µm、143.78 µm 其中，擺放角度 60°

之量測位置 1、2 與 3 之表面粗糙度總合最小，

此結果表示 3D 列印件在擺放角度 60°，所

製作出平面、斜面與曲面之表面粗糙度總合最

小。本研究亦發現，當 3D 列印有一平面需要

高表面品質時，可以將熔融堆積成形之擺放角

度設定為以逆時針方向擺放角度 Θ1，可以製

作出高表面品質平面，圖 16 為需求表面 A 之

擺放角度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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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不同擺放角度熔融堆積成形件之表面粗糙度

表 5、運用創新式 3D 列印成形板製作 3D 列印件之最
          適基本製程參數

表 6、運用創新式 3D 列印成形板製作 3D 列印件之最
          適高級製程參數

擺放角度
 ( ° )

表面粗糙度 (µm)

量測位置 1 量測位置２ 量測位置３

0 60.17 77.57 68.03

15 133.88 68.33 40.25

30 137.68 58.34 36.45

45 70.02 41.03 38.56

60 65.64 12 64.65

75 34.41 42.04 72.37

90 12 56.25 87.53

名稱 製程參數

層厚 (mm) 0.175 

壁厚 (mm) 0.7 

底層 / 頂層厚度 (mm) 0.6 

填充密度 (%) 10 

列印速度 (mm/s) 60

列印溫度 (℃ ) 210 

熱床溫度 (℃ ) 50 

平台黏附方式 None

線材直徑 1.75 

擠出量 (%) 100 

名稱 製程參數

噴嘴孔徑 (mm) 0.35

回抽速度 (mm/s) 45 

回抽長度 (mm) 3

初始層厚 (mm) 0.26 

初始層線寬 (%) 100 

底層切除 (mm) 0 

兩次擠出重疊 (mm) 0 

空跑速度 (mm/s) 100 

底層速度 (mm/s) 20

內部填充速度 (mm/s) 0

每層最小列印時間 (sec) 5

開啟風扇冷卻 on圖 15、不同擺放角度熔融堆積成形件之 3 個量測位置之表面
            粗糙度

圖 16、需求表面 A 之擺放角度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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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為製作較適表面品質之融堆積成形之

最適基本 (basic) 製程參數涵蓋：層厚 (layer 

height) 為 0.175 mm、壁厚 (shell thickness) 為 

0.7 mm、底層 / 頂層厚度 (bottom/top thickness) 

為 0.6 mm、 填 充 密 度 (fill density) 為 10%、 列

印 速 度 (print speed) 為 80 mm/s、 列 印 溫 度 

(printing temperature) 為 210 ℃、 熱 床 溫 度 

(bed temperature) 為 50 ℃、線材直徑 (filament 

diameter) 為 1.75 mm 以 及 擠 出 量 (flow) 為

100%。

speed) 為 0 mm/s、每層最小列印時間 (minimal 

layer thickness) 為 5 sec 以及一律打開開啟風扇

冷卻 (enable cooling fan)，以避免列印材料再黏

結於噴嘴。

表 6 為製作較適表面品質之融堆積成形之最適

高級 (advanced) 製程參數涵蓋：噴嘴孔徑 (nozzle 

size) 為 0.35 mm、回抽速度 (retraction speed) 為

45mm/s、回抽長度 (retraction distance) 為 3mm、

初始層厚 (initial layer thickness) 為 0.26 mm、初

始層線寬 (initial layer line width) 為 100 %、底層

切除 (cut off object bottom) 為 0 mm、兩次擠出

重疊 (dual extrusion overlap) 為 0 mm、空跑速度

(travel speed) 為 100 mm/s、底層速度 ( bottom 

layer speed) 為 20 mm/s、 內 部 填 充 速 度 (infill 

傳統方式是以手工研磨方法來改善聚乳酸

熔融堆積成形件之表面粗糙度，然而運用手工

研磨缺點涵蓋：(a) 聚乳酸熔融堆積成形件之

表面精度改善品質不一致：手工研磨受人為因

素影響，因此研磨品質無法確保一致；(b) 對

於幾何形狀複雜聚乳酸熔融堆積成形件無法勝

任：手工研磨有死角，因此對於聚乳酸熔融堆

積成形件具有微小特徵結構之表面精度改善無

法勝任；(c) 原型件會損壞：手工研磨容易損

壞聚乳酸熔融堆積成形件之微小特徵結構；

(d) 表面精度改善效率低：手工研磨無法進行

長時間作業，因此改善幾何形狀複雜聚乳酸熔

融堆積成形件曠日費時。此外，如與運用熱切

割機切削、電腦數值控值切削以及磨粒流動

加工來改善三維列印原型件表面粗糙度，本

方法比較簡單。綜觀上述成果，本研究成果

具備工業實用價值，此方法未來可應用於機

械相關產業、通訊相關產業、電子相關產業

以及運輸相關產業，研發階段所需聚乳酸熔

融堆積成形件之成形作業 [15-20]。本研究目

前是針對聚乳酸材料進行研究。因此，未來

研究可以朝向丙烯腈 - 苯乙烯 - 丁二烯共聚物

(acrylonitrile butadiene styrene, ABS) 塑膠、

到聚碳酸酯 (polycarbonate, PC) 塑膠 [21]、聚碳

酸酯和丙烯腈 - 丁二烯 - 苯乙烯共聚物和混合物

(polycarbonate /acrylonitrile butadiene, PC-ABS) 

[22]、聚苯硫醚 (polyphenylsulfone,  PPSF) [23]、

尼龍 (nylon) [24]、聚乙烯醇 (Polyvinyl Alcohol, 

PVA) [25] 以 及 高 衝 擊 聚 苯 乙 烯 (High impact 

polystyrene, HIPS) [26]。圖 17 為支稱參數表格，

當 3D 列印件有懸空部分時，需要蓋支撐結構來

撐起懸空部分以防止掉落，支稱選項有三個，分

別為無 (none)、 僅支撐底面 (touching buildplate)

與每一個地方 (everywhere)，僅支撐底面的支撐

僅能在懸空到底板長支撐結構，如果懸空物件下

面是物件的話，那就不會長支撐結構；然而，每

一個地方的支撐，不僅能夠連結能與列印平台相

接的懸空部分，還可以在物件外表上面或是內部

長支撐結構，支稱參數涵蓋：需要長支撐結構之

懸空角度 (overhang angle for support)、支撐架

密度 (fill amount)、模型與支撐架在 X/Y 方向

得間隙 (distance X/Y)、模型與支撐架在 Z 方

向得間隙 (distance Z )。懸空角度設定 0 度，

代表懸空角度大於 0 度，所有懸空處均會長支

撐結構，懸空角度設定 50 度，代表懸空角度

大於 50 度，所有懸空處均會長支撐結構，如

圖 18 所示 [27]，懸空角度設定 90 度代表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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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支撐結構；支撐架形式 (support type) 有

兩種，分別為線條 (lines) 與網格狀 (grid)，如

圖 19 所示 [27]；圖 20 為回抽參數表格，回抽

表示當噴頭移動到不需要列印的空間時，3D

列印線材會自動抽回一小段距離，透過回抽，

可以確保噴頭僅進行移動，不會擠出任何塑膠

材料，因此運用回抽功能，可以避免牽絲。回

抽最小路徑 (minimum travel)，較高的回抽最

小路徑，可以減少材料回抽的次數和材料的磨

損，較低的回抽最小路徑，可能會造成牽絲或

者成品表面有泡泡的情況發生沒有封頂；圖 21

為填充 (infill) 參數表格，填充參數涵蓋：頂

面要完全填滿 (solid infill top)、底面要完全填

滿 (solid infill bottom) 以及內部填充的線條，

與外圈的重疊比率 (infill overlap) [27]。填充

密度 (infill density) 越高表示所製作之 3D 列

印件強度越高，因為 3D 列印件內部會填充較

多材料，如圖 22 所示 [27]。此外，重疊比率

越高表示所製作之 3D 列印件強度越高；為了

縮短 3D 列印件之列印時間，建議使用較厚的

層厚來進行列印填充，但是填充的厚度必須

為層度的倍數。圖 23 為平台黏附方式表格，

平台黏附形式有兩種，分別為底層側裙 (brim)

與棧板 (raft)，底層側裙可以增加 3D 列印件

與列印台的附著力，避免 3D 列印件產生翹邊

缺失，圈數越多 (brim line amount)，側裙越

大，如圖 24 所示 [27]。棧板是在 3D 列印件

底部與平台之間再額外建構一層網格架，使用

場合為列印底面不平整或是接觸面積小的 3D

列印件，運用此功能來確保 3D 列印件與平台

之間的附著力。棧板包含三個部分：頂層 (raft 

top layers)、中間層 (raft middle layer)、底層

(raft base layer)，棧板參數涵蓋：棧板面積要

以模型底面向外延伸的距離 (extra margin)、

棧 板 的 線 距 (line spacing)、 底 層 層 厚 (base 

thickness)、 底 層 線 寬 (base line width)、 第

二層層厚 (interface thickness) 以及第二層線

寬 (interface line width) [27]，棧板示意圖如

圖 25 所示 [27]。

因此未來研究可以運用田口實驗設計方法

(Taguchi experimental design)[28]， 針 對 不

同參數，例如：切層之層厚，如圖 26 所示 [27]、

線寬 (line width)，如圖 26 所示 [27]、列印速

度、回抽速度、擺放角度、平台黏附方式、噴

嘴溫度、支稱結構參數、擠出量、熱床溫度…

等，進行製程參數優化。

圖 17、支稱參數表格 [27] 圖 18、 懸空角度設定 50 度
之長支撐結構示意圖 [27]

圖 19、 支撐架形式為網格狀 ( 左圖 ) 與線條 ( 右圖 ) 
[27]

圖 20、回抽參數表格 [27] 圖 21、填充參數表格 [27] 圖 22、內部填充密度高 ( 左圖 ) 與填充密
度低 ( 右圖 ) 之示意圖

圖 23、平台黏附方式表格 [27]

圖 24、側裙圈數與寬度示意圖 [27] 圖 25、棧板示意圖 [27]

圖 26、不同層厚之示意圖，左圖之層厚大於右圖 [27] 圖 27、不同線寬之示意圖，左圖之線寬小於右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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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近年來，由於產品生命週期越來越短，因

此如何以低成本的方式快速且小批量生產原型

件，即變成一個重要研究方向。本研究藉由改

變熔融堆積成形之成形速度，研究對於熔融堆

積成形件之表面品質影響，最後提出可以製作

較適表面品質之列印速度以及熔融堆積成形之

最適成形參數，研究結論如下所示：

1.本研究成果具備產業利用性與工業實用價值。

2. 運用列印速度 60 mm/s 所製作出在不同形

式特徵所組合熔融堆積成形件，具有較適之

表面品質。

3.3D 列印件在擺放角度 0°，所製作出平面、

斜面與曲面之表面粗糙度變異量最小。

4.3D 列印件在擺放角度 60°，所製作出平面、

斜面與曲面之表面粗糙度總合最小。

5. 本研究提出可以製作較適表面品質之列印速

度以及熔融堆積成形之最適成形參數，此成

形參數對於 3D 列印研究人員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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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掃地機器人
發展現況與趨勢分析

文∣陳佳安

眾多服務型機器人類別中，就數掃地機器人

發展最成熟也最具規模。iRobot 執行長表示，

全球家用機器人市場每年成長超過 25%，部分

地區成長率更高達 70% 至 100%，以中國大

陸而言，在雙十一假期的生活電器品銷售排名

中，掃地機器人已三度掄元，成為家庭必需品，

指日可待。

一、掃地機器人產品發展歷程 

1996 年， 由 瑞 典 家 電 巨 頭 伊 萊 克 斯

（Electrolux）所推出“三葉蟲＂（Trilobite）

是第一台掃地機器人的原型機。2001 年正式上

市，成為史上第一款量產的掃地機器人，就此

定義了掃地機器人的機構外型，圓形機身成為

日後掃地機器人的既定印象，可謂掃地機器人

之鼻祖。同年，英國吸塵器龍頭大廠 Dyson 亦

推出 DC06 掃地機器人，但因配載高達 85 個感

測器與 54 顆電池，導致生產成本與售價高昂，

因此並未如期推出市場，兩款皆因售價昂貴以

及功能尚未成熟，初期市場反應並不熱絡。

而 2002 年 9 月，iRobot 公司推出 Roomba

掃地機器人，因其優異的清掃能力與相對可負

擔的價格，一推出即獲得巨大迴響，原預計生

產一萬台，短短一個月就賣到五萬台，成為掃

地機器人發展史上關鍵的里程碑。「邊刷 + 滾

刷 + 吸塵口」的三段式清掃結構也讓 iRobot

公司就此坐穩掃地機器人龍頭寶座，透過 V 型

滾刷高速旋轉後掃起灰塵，比起只用真空吸塵

的清潔效果更好，此項技術創新也鼓舞許多後

進者。iRobot 自此打開家用掃地機器人市場，

其他業者亦紛紛嗅到商機開始加入。

2003 至 2009 年 期 間，iRobot 推 出 的

Roomba 系列產品成為全球市場常勝軍，而

2003 年台灣松騰也推出第一台掃地機器人，

2006 年中國大陸科沃斯公司的地寶問世，至

今已發展出至少 18 種不同型號，是中國大陸

目前銷售冠軍，其他廠商陸續推出產品問市，

市場上各式各樣掃地機器人遍地開花。

2010 年 美 國 Neato 公 司 推 出 了 Neato 

XV-11 掃地機器人，利用雷射測距來建構屋內

地圖，並規劃出最短直線距離來進行清掃與返

回充電，相較於當時市面上已充斥著隨機碰撞

式的清掃模式，規劃導航式技術代表著掃地機

器人正式進入智慧化時代，外型上也一改以往

圓形機身，取英文字母「D」作為設計出發點，

因其直角造型，更易貼近角落清掃。

隨後，一線品牌開始各自研發規劃式掃地機

器 人，2012 年 Neato 推 出 Neato XV-21， 是

目前最先進的高階掃地機器人之一，最大的特

點是擁有 RPS 的繪圖定位系統，能繪製出 360

度 的 全 方 位 地 圖；2014 年 Dyson 重 返 掃 地

機器人市場，推出 Dyson 360 Eye；2015 年

iRobot 公司推出第九代 Roomba 980，此三款

皆是目前市場上高度受到注目的高階掃地機器

人代表。

2016 年小米推出米家掃地機器人，直指目

前市場上高階機種，但以不到三分之一的價格

進入市場，掃地機器人市場競爭逐漸白熱化。

掃地機器人產品不斷進化演變到現在，從一

開始只是取代家用手持吸塵器的打掃工具，針

對清潔硬體系統上進行研發，後來為了增加其

附加價值，開始添加感測器、語音等智慧功能，

到現在會自行定位、規畫最佳清掃路徑等技

術，掃地機器人無疑已擠入智慧機械門檻，並

成為智慧機器人進入家用市場的先鋒，這樣的

轉變歷經三個過程，掃地機器人從無線清掃工

具到智慧家電，再到智慧機器人，未來甚至可

能整併智慧家庭服務，如搬運東西、接收快遞、

圖表 1 、掃地機器人發展歷程

資料來源：各業者，MIC 整理，2017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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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量產掃地機器人

初期競爭者加入

吸 塵 器 大 廠 Dyson 因
價格高昂，並未如期推
出市場

各品牌遍地開花

iRobot 陸 續 推 出 新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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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助理、家電控制、保全等家庭管家機器人

功能，這些都是業者提出的技術與產品未來可

能發展的方向。

二、 掃地機器人主要廠商概況 

目前市場上除了 iRobot 是機器人製造公司，

也有像科沃斯、Dyson 這些原是吸塵器廠商轉

型，以及海爾、美的、Samsung、LG、松下、

東元等傳統家電廠商，和小米這類資通訊業者

加入，品牌已多達 40 餘種，皆是為了搶進這

塊年成長率高達兩位數的藍海市場。iRobot 因

開發掃地機器人品項而一戰成名，成為掃地機

器人代表廠商，從硬體清掃系統到軟體演算法

陸續佈局多項專利，就此坐穩龍頭寶座，目

前全球市占率高達 64%，北美市占率更高達

88%，位居世界第一。

中國大陸科沃斯的掃地機器人地寶，至今已

發展出 18 種以上不同型號，是中國大陸目前銷

售冠軍，也因為中國大陸市場夠大足以支撐在

地品牌，因而擠身全球第二，但因身陷專利侵

權、山寨、仿冒等風評影響，目前主要銷售市

場以兩岸為主，其他銷售市場較難見到蹤跡。

韓國知名品牌 Samsung、LG 因多年深耕傳

統家電市場，因而佔有一席之地，在北美以外

的地區，銷售量尤其明顯，位居第三與第四。

LG 近年更企圖轉型機器人製造，陸續推出各

式家用機器人，試圖打造全方位居家體驗。

為了避開主要廠商專利限制，美國 Neato 在

2010 年推出規劃導航式掃地機器人，獨樹一

格的 D 字外觀造型，利用雷射測距來建構屋內

地圖，引領一線品牌陸續轉型，在掃地機器人

發展史上，一直是技術領先與開創新局的指標

廠商，在美國銷售市場銷售額僅次於 iRobot，

研發與創新實力不容小覷。

除此之外，陸續仍有許多新進業者投入，

搶食掃地機器人的藍海市場，除了傳統家電品

牌、機器人公司，亦吸引許多資通訊業者加入，

近期最值得關注的新進業者就數中國大陸本土

廠商米家的崛起。

三、 掃地機器人關鍵技術分析 

評價一個掃地機器人不外乎兩個指標，一

個是清潔率，另一個是覆蓋率。清掃效果取決

於機身硬體結構設計，覆蓋程度則是取決於軟

體演算法與導航技術，換句話說清潔率則表示

清掃效果，而覆蓋率代表掃地機器人的清掃效

率，兩者缺一不可。

回歸掃地機器人產品的本質就是要取代雙

手將地面清掃乾淨，如果此項需求不能被滿

足，基本上就失去這項產品的定位與價值，因

此掃地機器人一開始是圍繞在清掃效果技術上

發展，目前市售掃地機器人基本上是吸塵 + 掃

地兩項功能所整合，市面上雖有販售添加擦地

或拖地功能的產品，不過礙於此類型產品尚未

發展成熟，三合一或四合一掃地機器人目前還

不是發展主流。而單以吸塵和掃地兩項功能來

看，iRobot 能成為目前市場霸主，關鍵就在

於「三段式清掃結構」的專利設計，透過掃、

卷、吸三個步驟來清潔地面，成為後進者爭競

相模仿的對象，其中馬達吸力會直接影響吸塵

效果，而吸口設計、刷子材質與貼地距離等都

是清潔效果優劣的關鍵因素。

（一）硬體機構技術

1. 清掃零組件

一般來說，清掃零組件有邊刷（單或雙邊）、

吸口（吸塵）、主刷（掃地）、掃吸變頻（可

依據環境自行切換掃 / 吸模式），主流的主刷

是 V 型主刷與對夾式主刷，對夾式雙膠刷系統

可以針對地毯或是窗簾流蘇等纏繞問題進行有

效解決，而 V 型主刷單次清掃面積最大，對普

通地板的灰塵髒污清理效果較好，所以習慣使

用長毛地毯的歐美國家，多選用對夾式雙膠刷

機型，而亞洲國家則建議選用 V 型主刷較適合。

吸口設計必須符合風道原理，小吸口吸力集

中，但吸的範圍面積小，一般來說又寬又平、

傾斜度較低的吸口更易於吸塵，且固定式單吸

口不如浮動式吸口可以更貼近地面清潔，另一

種自動變頻吸口（掃 / 吸變頻）可以依據地面

環境自行切換，毛髮較多時使用吸的方式，地

面灰塵較多、或有短毛地毯的，就變成使用滾

刷進行深度清潔，因此可以針對不同地板材質

轉換不同力道，且吸口與滾刷可以根據地面凹

凸情況進行上下浮動，雖然浮動的設計清潔效

果更好，但卻易受到毛髮纏繞，清理不易。

各家品牌業者在主刷上也各自發展出不同形

圖表 2 、 歷經三個階段成為智慧機器人一員 圖表 3 、 全球掃地機器人品牌廠排名

手動充電、隨機碰撞 自動回充、智慧功能 規劃導航、手機連網

取代傳統手動式清掃工具

透 過 隨 機 碰 撞 方 式 清
掃，時間越長，清掃面
積覆蓋越大

需手動充電

增加防碰撞、避障、防跌
落與自動回充、預約打掃
等功能

利用虛擬牆或虛擬燈塔分
區清掃

遙控器指揮

語音提醒

全屋規劃式清掃

自動分區有序打掃

WiFi 連網

手機 App 遠端遙控

居家保全監控

語音助理

資料來源： MIC，2017 年 9 月

資料來源：iRobot 財報，MIC 整理，2018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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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iRobot 仍是這一方面的佼佼者，底部由兩

滾輪雙膠刷組成，透過高速反向旋轉，防止毛

髮纏繞且有效分解垃圾；Dyson 360eye 則捨

棄邊刷，利用柔軟的碳纖維毛刷與堅硬的尼龍

毛刷兩種不同刷毛進行清潔，前者可以清掃細

微灰塵，後者可以對付頑固汙垢；小米則是典

型的 V 字型膠毛；Neato 則是螺旋混合滾刷（毛

刷 + 膠刷）與全膠刷兩種主刷，供用戶依喜好

替換使用。

2. 馬達

好的馬達為轉速高、吸力大、壽命長、噪音

小，目前有無刷馬達（直流馬達）和有刷馬達

（碳刷馬達）兩種，前者具有轉速高、壽命長、

省電等優點，是目前一線品牌所配備的主要零

件之一，以日本 NIDEC 無刷馬達品質最好，

且轉速可達 16,000 轉，是一般有刷馬達五倍。

有刷馬達噪音大且耗電，轉速最高也只有 8,000

轉，但因為成本相對於無刷馬達只要 1/5 左右，

所以仍有部分廠商為了快速搶進市場，提高市

佔份額，而採用低價策略。

3. 電池

電池的部分則會影響掃地面積與工作時間，

還有充電的安全性與穩定性。目前市售掃地機

器人大多採用鋰聚合物電池，優點在於體積

小、輕薄、自放電低，但相較於安全性與穩定

性卻不如歐美品牌所使用的鎳氫電池好，但後

者體積過大且笨重、自放電高，為此類電池的

缺點。鋰聚合物電池雖然普遍應用於筆記型電

腦等 3C 類產品，但應用在掃地機器人其實並

不合適，容易發生電池膨脹的問題，目前掃地

機器人大多有預約打掃或是遠程遙控功能，所

以多半是無人在家的情況下使用，如果發生過

充現象而導致火災等意外，將會得不償失，這

也是為何目前歐美日掃地機器人品牌廠大多仍

採用鎳氫電池的原因，但隨著技術成熟，大品

牌廠也陸續轉而採用鋰聚合物電池以維持輕薄

短小優勢。

4. 機身

至於機身高度與直徑距離則是越輕薄越窄小

越好，可以輕易鑽進傢俱底部或是在障礙物之

間遊走，但同樣的在吸塵的體積容量上就會相

對減少，跟馬達吸力越大，清潔效果越好，但

同樣會帶來高噪音之困擾，目前仍處於矛盾關

係，端看使用者接受度而定。

（二）軟體應用技術

掃地機器人之所以成為「智慧機器人」最關

鍵的因素在於清掃路徑的軟體演算法，目前市

面上可分成隨機碰撞式和規劃導航式兩種，以

隨機碰撞式產品為目前市場的主流，但從近年

一線品牌陸續推出的高端產品可以發現，隨機

碰撞式轉型到規劃導航式發展已是必然趨勢，

各品牌也各自開發出不同的解決之道，各有優

劣，如何在價格、效率與效能上取得平衡，是

目前廠商所面臨共通性的問題。

1. 隨機碰撞式

隨機碰撞式掃地機器人基本上沒有規律可

言，透過系統內部建置多種清掃模式，如螺旋、

折返、圍繞、沿邊、轉向、定點等，可根據背

後演算法來切換適宜的清掃模式，但清掃效果

是依時間堆積而成，清掃時間越長，覆蓋面積

越大，自然清掃越乾淨。市場代表 iRobot 的

Roomba 3-8 系列採用 iAdapt 專利演算法，內

建 40 多種清掃模式，透過機身感測器的數據

分析，採取最佳的動作，這背後需要龐大的數

據推演與測試，關鍵在於軟體演算法與精密的

感測器，如何處理感測器回傳數據並利用演算

法以採取最佳行動是這類型產品的成功關鍵，

不同於一般低階掃地機器人，只是在固定幾種

清掃模式間進行切換，iRobot 成功地在隨機碰

撞式掃地機器人中脫穎而出，成為這一類型產

品的代表。

隨機碰撞式又可分成「紅外線感測」與「超

聲波感測」兩種，紅外線的優點是成本低與回

饋速度快，iRobot 利用紅外線感測以 60 次 /

秒的速度計算周遭環境，並依照不同的戶型、

傢俱擺設、地板材質等計算結果作出最適當的

清掃模式，同一區塊還保證清掃 3 次以上，

但缺點是紅外線對透明或是淺色 / 深色物品無

法反射回來易造成誤撞，如玻璃門會直接撞上

去，此外，灰塵常遮住紅外線孔導致判斷失誤；

圖表 4、 掃地機器人之軟體應用決定覆蓋效率

資料來源：各業者，MIC 整理，2017 年 9 月

隨機碰撞式 規劃導航式

iRobot掃地機器人以隨
機碰撞演算法稱霸全球
（目前全球市佔 64%）

智能規劃清掃路徑：
避免漏掃或重複清掃，
大幅提高掃地效率

超聲波感測：伊萊克斯 iRobot 980 . Dyson紅外線感測：iRobot Neato.科沃斯 .小米

圖表 5、 超聲波感測與紅外線感測比較

資料來源：浦桑尼克，MIC 整理，2017 年 9 月

超聲波感測 紅外線感測

對透明 / 深色物體的識別率高、全黑也
能正常運作、較精準

成本低、回饋速度快

對穿透類物體的識別率低、價格昂貴 對透明或淺色 / 深色物品誤判率高、灰
塵易遮住紅外線孔

優點 優點

缺點 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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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超聲波感測類似鯨魚、蝙蝠採用聲

波來判斷周遭物品與空間，優點在於對透明物

體的識別率高，對任何顏色的障礙物都能進行

正確判斷，即使是全黑的環境下也能正常運

作，因此就算掃地機器人進入床底下或是大型

傢俱內部也能清掃乾淨，但對窗簾或是床單等

穿透類物品的識別度較弱，常會當成是障礙物

而避開打掃，史上第一台伊萊克斯掃地機器人

就是使用此項技術，也因此價格居高不下（請

見上頁圖 5）。

2. 規劃導航式

早期掃地機器人發展以精進清掃功能為主，

對一線品牌來說，高清潔率已是基本要求，目

前高階掃地機器人戰場已轉移至智慧進階功

能，其中以規劃導航最為重要。規劃式掃地機

器人可以自主導航移動，透過先進的定位技術

來規劃清潔路徑，避免漏掃或重複清掃，可大

幅提高掃地效率，節省掃地機器人運作時間。

這需要包含四項技術，分別是定位準確、構圖

全面、規劃合理、清掃不偏航，其中定位最為

關鍵，定位的精準度決定構圖的完整性並影響

清掃效率和覆蓋率。市場代表 Neato 利用雷射

定位導航，解決過去掃地機器人隨機碰撞式的

亂走亂撞與清掃效率低的問題，透過獨家記憶

演算法將數據座標儲存在晶片裡，還可以做到

斷點續掃，不重複工作，是掃地機器人發展里

程碑上極具突破的創新發明。

規劃導航式掃地機器人目前尚在發展中，

以 Neato「RPS 雷 射 定 位 系 統 」，iRobot 的

Roomba980 和 Dyson 360eye 的「VSLAM

圖像位移定位系統 」為代表。「RPS 雷射定

位系統」是透過機身上方旋轉雷射模組以 5 次

/ 秒進行 360°全屋掃描，測出與周遭物品的間

距變化來定位機身位置，進而繪製出 3D 全景

地圖，還能依據障礙物位置變化而及時調整，

相較其他定位而言更精準，這也是 Google 無人

車所使用的導航技術，但缺點是雷射模組價格

昂貴，反光物品常辨識錯誤，遠距測量精度有

待提高，且因雷射頭需不斷旋轉而導致壽命有

限，適合面積較小的環境，代表廠商如 Neato、

科沃斯還有小米；「VSLAM 圖像位移定位系統 

」則是透過攝影機拍攝天花板三個圖像位移的

偏差變化來進行定位，此系統對硬體規格配備

要求很高，越複雜的環境，回饋的數據量越多，

導致演算法複雜度提高，且如果天花板上的參

照物不明確，如吊燈的位置或是樑柱等，對定

位就會產生影響，此外，光影的變化也會導致

機器判斷失靈，目前此類型代表廠商有 iRobot 

980、Dyson 360eye 等；另外市場上還有一種

「無線電波室內定位系統」，是透過充電座（發

射器）和機器本身無線電波頭（接收器）雙重

測量距離變化來定位，因紅外線發送距離可達

30 米，因此可以達到全屋定位，誤差可以控制

在 1 公分內，不過一樣價格不菲。

簡言之，掃地機器人在技術上推陳出新，

雖然隨機碰撞仍是目前市場主流產品，但重複

率與漏掃率並存，依靠時間成本來決定清潔效

果，規劃導航式掃地機器人的全屋覆蓋率可以

高達 99%，不會有漏掃的情況，有效提升清潔

效率。此外，搭配規劃導航式掃地機器人，近

年部分業者搭配手機 APP 讓消費者可以清楚地

看見家中地圖形成情況以及掃地機器人清掃路

徑，算是一項讓消費者有感的設計。

四、掃地機器人未來發展趨勢 

前面提到米家以黑馬之姿進入掃地機器人市

場，影響各品牌業者甚劇。過去掃地機器人產

品價格從幾千到幾萬都有，除了品牌力，背後

的關鍵之一在於路徑演算法是否可以有效涵蓋

全屋面積，可避免漏掃或是重複清掃的狀況，

大幅提高掃地效率與全屋覆蓋率。由圖 7 可

知，近三年規劃導航式機種如雨後春筍般進入

圖表 6、 主要三種定位系統比較

資料來源：各業者、MIC 整理，2017 年 9 月

RPS 雷射定位系統 vSLAM 圖像位移定位系統 無線電波定位系統

Neato、科沃斯還有小米 iRobot 980、Dyson 360eye Proscenic

透過機身上方旋轉雷射模組以
5次 /秒進行 360°全屋掃描，
測出與周遭物品的間距變化來
定位機身位置

透過攝影機拍攝天花板三個圖
像位移的偏差變化來進行定位

透過充電座 (發射器 )和機器本身無
線電波頭 (接收器 )雙重測量距離變
化來定位

雷射模組價格昂貴、反光物品
會影響判斷，遠距測量精度不
好，雷射頭旋轉導致壽命有限

天花板需要有明確參照物、硬
體規格配備要求高、演算法複
雜度高、光影會影響判斷

價格昂貴

充
電
站 

充
電
站

圖表 7、 各品牌業者規劃導航機種堆出時間與價格分布圖

資料來源：MIC，201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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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但價格主要落在三萬上下，米家掃地機

器人卻以不到九仟元價格販售，甚至比市面上

許多中低階隨機碰撞型機種，價格還更具競爭

力，因此一推出即受到許多消費者青睞，加上

優異的實測表現與社群媒體的推波助瀾，造就

兩岸銷售佳績。

米家掃地機器人壓倒性的價格優勢，迫使部

分中低階產品為主的業者開始增加行銷活動與

進行價格上調整，掃地機器人產品價格帶似乎

出現明顯集中的趨勢，可見米家掃地機器人引

起的價格戰已浮上檯面，不論是大品牌或是中

小型業者的後續動態也將備受關注。

分析米家掃地機器人產品可低價銷售的原

因，包括以下三點，其一，米家掃地機器人是

由小米生態鏈的石頭科技團隊研發，此團隊成

員背景囊括微軟、華為、iRobot 三家公司的研

發人才，奠基在過去研發基礎上，整體產品開

發時程僅耗費 26 個月，相比 iRobot 公司則是

耗時 30 年，投入成本已有明顯差距。

其二，米家掃地機器人的規劃導航式關鍵

零組件之一雷射模組完全自行研發，相比之

下，Neato 之雷射導航模組為外購，成本就幾

乎等同一台米家掃地機器人整機售價；此外，

清掃系統之關鍵馬達與風扇模組亦是由供應

商 NIDEC 協助整合開發，意味著掃地機器人

兩大模組關鍵皆掌握在小米或專屬供應鏈上。

第三，不同於傳統吸塵器或是機器人廠商之行

銷策略，在產品報價上，資通訊業者起家的小

米，對研發與材料成本控制精準，並充滿以量

制價、搶占市場優先的思維，一次就站在市場

的制高點，挑戰歐、美各國知名品牌大廠。

觀察米家掃地機器人進入市場後，除了現有

產品直接進行降價，幾家主要標竿品牌業者不

約而同推出較降階機種。市場龍頭 iRobot 繼推

出高階旗艦機種 Roomba 980 後，短時間內又

推出較低階版本 Roomba 960，前後產品相比

之下，差異之處只在於電池續航力減少，但對

於自動回充功能已經是掃地機器人產品標配，

續航力這項功能就顯得相對不重要，這類降規

產品上市無疑是間接進行價格調整；Neato 亦

從 D80~85 系列後，推出 D75 版本，另一系列

D5 降規到 D3，D3 售價甚至低於一萬這個門

檻，已接近米家的售價（請見圖 8）。

我國掃地機器人業者同樣受到這波價格大戰

影響，EMEME 是國內首家推出規劃導航機種的

廠商，但受制於米家售價不到一萬，儘管新一

代機種研發成本大幅提升，推出的訂價卻不敢

高於上一代隨機碰撞式機種，其他幾家國內業

者雖然陸續跟進高階規劃導航式機種布局，價

格卻同樣也受到米家所牽制，可見米家的加入

對掃地機器人產業影響之廣，迫使廠商不得不採

取相應措施，但業者除了價格上的廝殺，是否

還有其他突圍機會，或許可從近期國際標竿品

牌業者動向看出些許端睨。以下是三大品牌透

過異業結合與跨產品線積極應對（請見圖 9）。

圖表 8、 主要品牌掃地機器人價格帶變化

資料來源：MIC，2017 年 10 月

圖表 9、 三大品牌廠透過擴大市場 / 技術提升鞏固優勢

資料來源：MIC，2017 年 10 月

未來五年中國會成為最大市場，因此成立上海分公
司，將旗下全系列產品帶進中國，目前市占僅 16%

在美擁有 1,000 多項專利，涵蓋基礎技術 ( 清掃系統、遠端遙控、自動
清掃、SLAM 等 )，對 9 家代工業者提起專利訴訟

廣州生產基地派駐研發團隊，不排除針對華人市場開發客製化商品

用戶透過 Echo/Apple watch 給掃地機器人命令 ( 開始清潔與返航充電 )

地圖繪製與記憶數據也同步反饋給 Alexa，提升清潔效率

終極目標在建立智慧家庭系統移動平台

延伸產品線，從家用清潔擴展到商用場域 ( 機場 ) 甚至戶外，提升技術
能量並擴大市場規模

家用 商用 戶外

Hom-Bot系列 機場吸塵機器人 機場導覽機器人 戶外草皮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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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eato 不斷精進清掃核心技術並跨業導入黑

科技

Neato 作為掃地機器人技術領先者，率先

推出多樣人機互動方式，讓用戶可以隨時隨地

透 過 Facebook Messenger、Amazon Alexa

語 音 助 理、Google Home 與 apple watch 等

各式管道控制家中掃地機器人，用戶只需說

「Alexa，讓 Neato 開始打掃」，掃地機器人

便會立刻開始清掃。

除此之外，Neato 同時開放雲端平台，提供

Android、IOS 和 JavaScript 軟體開發包及支

援文件，讓第三方開發者對 Neato 掃地機器人

的功能進行擴充，借力使力，集眾人力量維持

產品創新的優勢。

2.iRobot 展開專利戰並大舉進軍中國大陸市

場，鞏固品牌全球領導地位 

繼 Neato 去 年 11 月 與 Amazon Alexa 語

音助理合作後，iRobot 今年第一季亦將高階

機 種 搭 配 Amazon Alexa 來 進 行 簡 單 語 音 控

制，目前雖然如同其他搭載語音助理的掃地機

器人一般，只能做到單向語音控制功能，例如

開始清潔與返航充電等，且只配備在高階機種

Roomba 980 與 Roomba 960 兩款，但未來勢

必會擴展到品牌旗下全系列產品，且語音控制

的面向將會更多元。

除了功能持續擴充，在美國擁有 1,000 多項

專利，涵蓋掃地機器人基礎技術 ( 清掃系統、

遠端遙控、自動清掃、SLAM 等 )，iRobot 展

開對 9 家中國大陸與台灣代工業者專利訴訟，

宣示品牌領導地位。除了示警意味濃厚，一旦

iRobot 勝訴，這 9 家代工業者將要退出美國市

場，不得再進行代工或販售行為。

此外，更重要的策略是進軍中國大陸市場，

iRobot 在近期年度發表中，不斷強調中國大陸

未來五年內會成為掃地機器人最大市場，成長

力道驚人，因此今年五月在上海成立分公司，

將旗下全系列產品引進中國大陸，且將會在天

貓、京東和其他知名線上平台全面開賣。根據

官方數據顯示，iRobot 在中國大陸銷售排名第

二，但市占率卻只佔 16%，意味者還有相當大

的成長空間。且在廣州的製造工廠已派駐工程

師與研發團隊進駐，暗示著未來將會開發以華

人市場為定位的商品。

3.LG 從家用清潔擴展到商用場域甚至戶外，提

升技術能量並擴大市場規模

LG 憑藉多年清掃系統研發經驗，將掃地機

器人從室內轉到商用領域，未來將會開發戶外

型商品。近期推出的機場清潔機器人已在首爾

仁川機場上線使用，姊妹機種更兼具導覽與語

音互動功能，內建中、英、日、韓四種語言，

供來往遊客使用。

戶外場合一直是移動機器人技術上開發的痛

點，因為戶外多變的因素難以掌控，所以除了

無人機 / 無人車，其他服務型機器人開發皆以

室內為主，但 LG 已開始著手研發戶外草皮整

理機器人，並已對外展示 demo 機種。

上述 LG 推出的服務型機器人皆基於掃地機

器人移動原理，強化清掃、避障、定位與地圖

建置技術、自動回充等功能，將過去公司累積

的研發技術資本，持續整合擴散並應用到其他

領域，除了技術上提升，亦同步擴大服務型機

器人市場規模。

 

五、我國掃地機器人發展之建議 

根據經濟部生產統計調查與中華民國海關進

出口資料彙整得知，2016 年我國家用吸塵器

總需求量為 128 萬台，總金額為新台幣 33 億

元。由於掃地機器人屬於吸塵器的替代產品之

一， 2016 年同期我國掃地機器人總銷售數量，

根據國內業者推估約為 6~10 萬台，兩者相比，

掃地機器人在台灣家用吸塵市場滲透率約為

5~8%，以掃地機器人在台灣市場滲透率與目

前銷售數字來說，未來台灣掃地機器人市場規

模仍有極大成長空間。米家的加入也刺激台灣

掃地機器人在家用吸塵市場占比明顯提升，預

計國內掃地機器人市場滲透率有望從個位數朝

向雙位數的 15% 前進，這意味著掃地機器人將

脫離萌芽期，進入市場成長起飛期。

從製造端來看，全球掃地機器人銷售量約

500 萬台，我國出貨量占 120 萬台，為全球出

貨量第二大，僅次於美國 iRobot，可見我國業

者製造實力堅強。但綜觀全球走勢，清潔系統

與路徑演算仍是目前掃地機器人兩大主要核心

技術，在清潔系統上各家廠商已努力多年，且

已發展至一定成果，想要在硬體規格上有所創

新突破，且要避開現行主要廠商專利，在掃地

機器人價格逐漸親民化的趨勢下，對新進業者

來說實屬困難，倒是關鍵零組件業主或許還有

獲利空間，如馬達、感測器、雷射模組、電池等。

軟體路徑演算法來說，隨機碰撞式背後的精

密演算法是最主要的成功關鍵因素，但這部分

技術專利大多由 iRobot 公司所掌握，廠商要在

技術上突圍，勢必只能往規劃導航式方向走，

加上規劃導航式比起隨機碰撞式的好處與效益

十分明顯，全球大廠正積極開發各自的規劃導

航系統。

由此可知，掌握各項的關鍵零組件，以及在

導航軟體上發展專利將是相關業者從技術端掌

握競爭優勢的關鍵，反過來說，不論是成為大

廠關鍵零組件供應的一員，亦或是開發掃地機

器人的規劃導航軟體，對我國業者而言都是不

錯的發展機會。但對於企圖在掃地機器人市場

上分一杯羹的品牌設備業者來說，在更多業者

投入、掌握各自技術專利與生態體系下，勢必

要從制高點規劃出整體的清掃解決方案，否則

將陷入價格苦戰。

產品發展面來看，似乎更親民與簡易的人機

互動方式與操作，不論是透過手機 APP 或是直

覺性的語音控制將逐漸成為產品標配；此外，

可以自行定位、導航與建構地圖的規劃導航式

掃地機器人，將取代隨機碰撞式掃地機器人成

為市場銷售主力。目前尚未開發或是轉型升級

成規劃導航式的廠商將會逐漸退出市場，能夠

開發出具成本效益與不斷創新突破的廠商，才

能在這適者生存中的市場分一杯羹。

目前唯一已經大量製造與進入個人家庭的

服務型機器人就非掃地機器人莫屬，而且不同

於其他家用智慧平台，掃地機器人最關鍵的能

力就是移動能力，沿路繪製地圖收集數據，對

於未來要進行智慧家庭佈建的業者來說，無疑

是一塊瑰寶。整合 Alexa 後，掃地機器人在打

掃的同時也會將各房間與屋內家具擺設一同記

錄於地圖座標上，未來消費者只要下達命令，

掃地機器人就可以透過數據回饋的資訊判斷消

費者當下的意圖，在指定時間移動到指定位置

後，自動打開冷氣機或是電視機等家電，因此

目 前 iRobot、Neato、 科 沃 斯、Samsung 排

名前幾名的標竿大廠，均與 Alexa 合作，終極

目標在建立智慧家庭系統移動平台。作為未來

智慧家庭的核心廠商，建立智慧家庭控制中樞

是第一步，而掃地機器人這項產品目前看來無

疑是最有機會的品項，前景一片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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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機器人檢測驗證概述 下

文∣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中國國際機器人檢測認證高峰論壇於 2016

年正式成立，並於當年 11 月由國家發展改革

委、質檢總局、工信部、認監委等部門主辦，

國評中心等單位承辦第一屆論壇活動。論壇正

式對外發佈了中國權威機器人認證標識“CR

認證＂和首批機器人產品認證證書，同時廣邀

中外智囊，搭建起了機器人標準檢測認證領域

專家學者的學術研討舞台和機器人企業合作共

贏的產業發展橋樑，在業界引起了廣大迴響。

為契合機器人產品和技術日新月異的快速發

展，努力做到與時俱進，不斷滿足行業發展需

求，於 2017 年 12 月 13 日在重慶舉辦第二屆

國際機器人檢測認證高峰論壇。本屆論壇廣邀

國內外同仁，涵蓋“機器人檢測認證的新理念、

新技術、新方法＂，論壇將聚焦在工業機器人

標準檢測認證技術、服務機器人技術標準與檢

測認證新趨勢、機器人零組件及檢測技術等重

點議題展開專題研討。

本次大會由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執行理事長

宋曉剛先生，機器人檢測認證聯盟理事長吳業

華先生上臺為 2017 年獲得工業機器人、服務

機器人和無人機的 22 家企業代表進行 CR 證

書頒證儀式。

工業機器人標準檢測認證技術分論壇

本論壇由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有限公司副總

裁、國家機器人檢測與評定中心副秘書長、機

器人檢測認證聯盟秘書長王愛國先生主持，與

會有上海添唯認證技術有限公司、埃夫特、埃

斯頓、瀋陽自動化所、艾派科技、新時達機器

人等知名企業及科研院所的國內外專家，以工

業機器人 CR 認證、國際市場准入、可靠性設

計與驗證技術等方面進行主題報告與分享及交

流。

在分論壇裡特別受到關注的是，上海添唯認

證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國家機器人標準化總

體組檢測認證工作組組長、國際無線電干擾特

別委員會國際副主席，鄭軍奇總經理在《工業

機器人評價標準屬性分類及 CR 認證規劃》的

主題報告中，主要和大家分享了兩個面向，一

是工業機器人評價標準屬性分類，二是 CR 認

證規劃。鄭總表示，中國的機器人產品認證是

由檢測認證聯盟建立國家機器人認證制度，

自 2016 年 5 月成立以來，機器人檢測認證聯

盟 已 開 展 CR 認 證 工 作， 其 中 包 含 Scara、

Delta、四軸、六軸等工業機器人，共有 49 廠

商企業取得 CR 認證；未來規劃 CR 認證將包

括工業機器人性能等級認證、機器人產線安全

評估、AGV 安全與 EMC 認證。

埃夫特智慧裝備股份公司的行銷總監孫高，

分享中國工業機器人可靠性的現況，以及工業

機器人可靠性設計與驗證技術等內容。孫高

表示，中國工業機器人的可靠度與進口機器人

相比尚存一定的差距，核心技術水準仍有待改

善。孫總認為，要提高工業機器人的品質和可

靠性，必須聚焦在產品全壽命週期品質可靠性

設計管理工作，埃夫特已引入可靠性模擬實

驗、可靠性強化實驗等，將透過實驗設計與實

驗驗證手法，提高工業機器人之可靠度。

中國科學院瀋陽自動化研究所副研究員李志

海，分享的報告主題是《協作機器人的安全要

求及測試方法研究》，主要涵蓋協作機器人行

業概況、協作機器人安全要求、及測試方法等

內容。他認為，工業 4.0 時代的到來，為協作

機器人的發展提供了無限的機遇，而協作機器

人的技術特點，也對檢測技術提出了新的要求

和挑戰。

另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也在大會

上，由秘書長陳文貞女士報告，台灣機器人產

業現狀及兩岸合作契機，陳秘書長表示，國外

很多企業希望通過台灣與大陸合作，並盼望台

灣企業把握大陸市場發展的機會。智動協會將

透過四大平台及三大發展願景，來協助國內外

廠商，未來在機器人產品開發、系統整合、及

零組件應用等 3 方面，兩岸極具合作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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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工業機器人及服務型機器人之分類

表 2、已公告實施之機器人國家標準及行業標準中國為落實國務院 《中國製造 2025》的戰

略部署，加快推動智慧製造發展，依機器人產

業發展規劃之計畫下，在中國國家發改委、工

信部、認監委、國標委的領導下，於 2015 年

成立國家機器人檢測與評定中心（國評中心），

由六家國評中心組成檢測認證聯盟，共同推動

機器人整機認證工作。已逐步建置符合國家標

準之機器人檢測認證能量，涵蓋整機及核心部

件，包含安全認證、電磁相容認證、功能性能

認證、環境適應性、振動、噪音…等測試項目。

這兩期已彙整中國已實施之機器人國家標準

及行業標準，與蒐集大陸機器人檢測驗證實驗

室能量，內容包括各國評中心現況及機器人機

械安全、電氣安全、電磁相容、性能…等，與

大陸現行實施機器人產品驗證的做法，希望能

提供機器人廠商，未來再研發新產品及申請中

國機器人 CR 認證時，能做為設計評估之參考

依據。

中國機器人的分類及標準

「中國製造 2025」以兩化 ( 工業化和資訊化 )

深度融合為主軸，智能製造為主攻方向，以工

業機器人為突破點，大力發展智能製造裝備產

業。目前的機器人大致可分為：工業機器人和

服務型機器人兩大類。每一大類下面又有相應

的不同子類，可參考如下表 1。另彙整現行已

公告實施之機器人標準如表 2，目前已公告 28

項國家標準 (GB) 及 7 項行業標準。

機器人

工業機器人

焊接機器人

搬運機器人

裝配機器人

處理機器人

噴塗機器人

個人 / 家用機器人

專業服務機器人

●  點焊機器人
●  弧焊機器人  

●  包裝機器人
●  拆卸機器人

●  切割機器人
●  研磨、拋光機器人

●  噴塗機器人

●  智能搬運車 (AGV)
●  碼垛機器人
●  沖壓、鍛造機器人

●  家庭作業機器人
●  娛樂休閒機器人
●  殘障輔助機器人
●  住宅安全和監視機器人

●  場地機器人 
●  專業清潔機器人
●  醫用機器人
●  物流用途機器人

●  檢查和維護保養機器人
●  建築機器人
●  水下機器人
●  國防、營救和安全應用機器人

服務機器人

標準編號 標準項目

GB/T 14283-2008 點焊機器人 通用技術條件

GB 11291-1997 工業機器人 安全規範

GB/T 12642-2001 工業機器人 性能規範及其試驗方法

GB/T 12643-1997 工業機器人 詞彙

GB/T 12644-2001 工業機器人 特性表示

GB/T 14468.1-2006 工業機器人 機械介面 第 1 部分：板類

GB/T 14468.2-2006 工業機器人 機械介面 第 2 部分：軸類

GB/T 16720.3-1996 工業自動化系統 製造報文規範 第 3 部分 : 機器人伴同標

GB/T 16977-2005 工業機器人 坐標系和運動命名原則

GB/T 17887-1999 工業機器人 末端執行器自動更換系統 詞彙和特性表示

GB/Z 19397-2003 工業機器人 電磁相容性試驗方法和性能評估準則 指南

GB/T 19399-2003 工業機器人 程式設計和操作圖形使用者介面

GB/T 19400-2003 工業機器人 抓握型夾持器物體搬運 詞彙和特性表示

GB/T20722-2006  鐳射加工機器人 通用技術條件

GB/T 20723-2006 弧焊機器人 通用技術條件

GB/T 20867-2007 工業機器人 安全實施規範

GB/T 20868-2007 工業機器人 性能試驗實施規範

GB/Z 20869-2007 工業機器人 用於機器人的中間代碼

GB/T 20721-2006 自動導引車 通用技術條件

GB/T 12643-2013 機器人與機器人裝備 詞彙

GB/T 29825-2013 機器人通信匯流排協定

GB 11291.2-2013 機器人與機器人裝備 工業機器人的安全要求 第 1 部分：機器人

GB 11291.2-2013 機器人與機器人裝備 工業機器人的安全要求 第 2 部分：機器人系統與集成

GB/T 12642-2013 工業機器人 性能規範及其試驗方法

GB/T 29824-2013 工業機器人 使用者程式設計指令

GB/T 26153.1-2010 離線程式設計式機器人柔性加工系統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26153.2-2010 離線程式設計式機器人柔性加工系統 第 2 部分：砂帶磨削加工系統

GB/T 30819-2014 機器人用諧波齒輪減速器

JB/T 5063-2014 搬運機器人 通用技術條件

JB/T 8430-2014 工業機器人 型號編制方法

JB/T 9182-2014 噴漆機器人 通用技術條件

JB/T 8896-1999 工業機器人 驗收規則

JB/T 10825-2008 工業機器人 產品驗收實施規範 

JB/T 11551-2013 工業機器人重力澆注系統  技術條件

JB/T 6636-2007 滾動軸承  機器人用薄壁密封軸承



114 115 Mar  2018  ∣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活動焦點  Special Events

序號 企業名稱 產品類別 規格型號 認證類型

1 南京熊貓電子裝備有限公司 工業機器人 PR1400、PR1400P S&E

2 南京熊貓電子裝備有限公司 工業機器人 PR20D S&E

3 上海達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工業機器人 MJ08 S&E

4 南京埃斯頓機器人工程有限公司 工業機器人 ER6-730 S

5 南京埃斯頓機器人工程有限公司 工業機器人 ER80/ER170 S

6 南京埃斯頓機器人工程有限公司 工業機器人 ER120 S

7 中科新松有限公司 工業機器人 SCR-05 S&E

8 埃福特智能裝備股份有限公司 工業機器人 ER7 S&E

9 巨輪智能裝備股份有限公司 工業機器人 JLRB20 S&E

10 珠海格力智能裝備有限公司 工業機器人 GRS401-400A S&E

11 浙江萬豐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工業機器人 WF10 S

12 廣東美的智能機器人有限公司 工業機器人 IGA01、IG03A E

13 中達電子零組件 ( 吳江 ) 有限公司 工業機器人 SR40L S

14 中達電子零組件 ( 吳江 ) 有限公司 工業機器人 SR60L S

15 武漢奮進智能機器有限公司 工業機器人 FRS S

16 上海木爺機器人技術有限公司 服務機器人 諾雅 1 號 S

17 北京進化者機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服務機器人 E01 S&E

18 上海物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服務機器人 CW8GB S&E

19 北京自安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服務機器人 ZAAF-01 S&E

20 上海方立數碼科技有限公司 服務機器人 FL-R800 S&E

21 無錫辰星機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服務機器人 RobotStar-1 S&E

22 南京鍾山苑航空技術有限公司 無人機 SKYSENTRY-6XY S&E

表 4、中國機器人驗證通過之廠商中國六個國評中心皆具有完整相關安規及

EMC 等檢測能量，依國評中心之資訊彙整相關

服務型機器人之測試標準，如下表 3。( 已於上

期介紹工業機器人 )

中國六家國家機器人檢測與評定中心，組成

檢測認證聯盟，共同推動工業機器人、服務型

機器人整機認證工作，以上海國評中心檢測能

量最完整，除現有測試能量外，因應未來可能

之測試需求，目前正在興建機器人檢測驗證大

樓。北京國評中心及廣州國評中心都已建置完

整檢測能量，而瀋陽國評中心正在擴充電磁相

容 (EMC) 檢測能量，正在興建十米法電波暗

室，預計今年新建完畢。重慶國評中心與蕪湖

表 3、服務型機器人之測試標準

測試種類

安全：

通用安全及

風險評估

電磁相容：

電磁干擾及

耐受性

B/T 15706-2012 (ISO 12100) 
機械安全設計通則 - 風險評估與風險減小

GB 5226.1-2008 (IEC 60204-1) 
機械電氣安全機械電氣設備 第 1 部分：

通用技術條件

GB 28526-2012 (IEC 62061) 
機械電氣安全 - 安全相關電氣、電子和可

程式設計電子控制系統的功能安全

GB/T 16855.1-2008 (ISO 13849-1) 
機械安全 - 控制系統有關安全部件 第 1
部分：設計通則

GB 4943.1-2011 (IEC 60950-1) 
資訊技術設備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17799.1-1999 (IEC 61000-6-1) 
電磁兼容通用標準居住、商業和輕工業

環境中的抗擾度試驗

GB 17799.3-2012 (IEC 61000-6-3) 
電磁兼容通用標準居住、  商業和輕工

業環境中的發射

測試標準

國評中心，亦有規劃機器人控制系統的功能安

全檢測能量。

2016 年中國機器人驗證通過之廠商共有 27

家，而 2017 年在第二屆高峰論壇上，驗證通

過之廠商新增 22 家，如下表 4。其中工業機

器人佔 15 家，服務型機器人佔 6 家，無人機

已有第一家廠商 – 南京鍾山苑航空技術有限公

司，取得 CR 認證。以這兩屆取得認證的廠商

來看，工業機器人都超過 50%，服務型機器人

廠商穩定成長中。

智動協會持續推動台灣機器人標章 (TARS)

認證，仍積極與大陸認證機構洽談轉證與互

認，未來希望可透過本會的檢測驗證平台，協

助台灣之廠商，取得中國 CR 認證以及多國認

證。



116 117  Mar  2018  ∣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好書推薦  Bookrecom

人工智慧（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詞，

在電視新聞或報章雜誌中越來越常見。所謂的

AI，誠如其字面意思，乃是指以人工方式來實

現人類所具有之智慧、智能的技術。近年來，

由於其使用方式及運用技術日新月異，導致大

眾對 AI 的認識和理解落差甚大。

為 此， 本 書 將 經 由 俯 瞰 自 過 去 的 AI 熱 潮

起， 直 至 最 近 深 受 矚 目 的 深 度 學 習（deep 

learning）的 AI 研究歷程，來探究 AI 之所以

會再度成為焦點的原因。同時，也會列舉如亞

馬遜智慧音響（Amazon Echo）或自動駕駛汽

車等，善用語音辨識（speech recognition）

及圖形辨識（pattern recognition）等最新技

術的實例，說明 AI 究竟可以做到什麼？

AI 人工智慧的
現在 ‧ 未來進行式

AI（人工智慧）如何讓商務及生活為之一變的全貌，以深入淺出的方式進行說明的入門書。

本書作者均為在野村總合研究所從事同領域之調查、研究的專家。他們在 AI 做為商務應用的

世界最前線也甚為活躍。

從「什麼是 AI ？」開始，依序介紹如 Siri 或 google 無人車等最先進科技及服務；此外，也

談及 AI 對金融、服務、物流及醫療等領域所帶來的衝擊，以及日本透過 AI 應當前進的道路等，

內容十分廣泛。

除引進 AI 進行改革的企業家和 IT 業界相關人士外，對於有興趣瞭解 AI 技術或 AI 對社會所

帶來之影響的一般民眾而言，本書也是相當簡明易懂的入門書。

///內容特色

再者，AI 對於商務活動也帶來莫大的影響。

有關 AI 對製造業、醫療及金融等各領域所造成

的衝擊，本書會以最新動向為中心來做介紹。

最後，也會針對二○三○年、二○四五年的展

望，如 AI 運用、其對雇傭或經濟所造成的影

響，以及日本的勝算所在等進行說明。

AI 肯定能夠成為豐富我們生活的原動力，這

是毋庸置疑的。只不過，若用錯了方法，也可能

會對人類或社會帶來莫大的損失。未來，可預見

AI凌駕人類的「奇點（singularity）」勢必會到來；

但在這之前，還得花上數十年的漫長時間。

筆者認為，我們目前所該做的，乃是善用人

介面（human interface）技術等非 AI 技術，

讓「AI 與人類」的能力得以互補，建造出共生

的機制。而人類若要將 AI 發揮得淋漓盡致，

重要的是，必須確實解決技術面及制度面的課

題。尤其在制度面的議論上，不僅有許多攸關

AI 好壞處之衡量的問題，也得讓專家外的大眾

參與討論。因此，首要之務便是讓更多人對 AI

的現在與未來有正確的認識。

本書會盡可能以簡明易懂的方式來敘述，讓

不具有專業知識的人也可以理解。同時，也利

用歐美及日本的企業參訪或學會出席，增添在

當地所獲得的第一手資訊。藉由本書可加深對

AI 的理解，對於商務人士及身負未來的人們，

將成為思考今後工作及社會應有之姿的第一

步。

///關於作者 ////////////////////////////////////////////

///關於譯者 ////////////////////////////////////////////

古明地正俊 ■ komeichi Masatoshi

野村總合研究所數位商務開發部門首席研究

員。東京工業大學研究所碩士，曾在大企業的

研究部門從事圖形辨識等研究。二○○一年進

入野村總合研究所。現在，以 IT 系統分析師的

身分負責高科技動向調查、技術策略籌畫等職

務。

長谷佳明 ■ Nagaya Yoshiaki

野村總合研究所數位商務部門高級研究員。

同志社大學研究所工學研究科碩士，曾擔任過

外商軟體供應商的顧問，並於二○一四年進入

野村總合研究所。現在，以 IT 系統分析師的身

分負責先進 IT 技術及萌芽實例調查，並在諮詢

服務上甚為活躍。

林仁惠

專職日文筆譯。淡江大學日文系畢，東吳大

學日研所碩士。

譯有《童話心理學》（遠流出版）、《一眼

看穿怎麼溝通》（方智）、《戰火摧毀不了的

童真》（木馬文化）等書。

AI所帶來的人類世界大變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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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動化與機器人產業人才培訓

因應各領域別產業對智動化及機器人技術人力需求，加速台灣推動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

產業的發展，規劃出系統性、實務性、趨勢性的培訓課程內容，同時可搭配自動化工程

師認證確認學員學習成效。透過課程學習，培訓出優秀的機器人設計開發及智動化系統

整合應用人才，提供業者進行產線單機智動化、系統單元及整線、整廠智動化與智慧機

械、機器人技術開發及應用等專業人力。

培訓內容

培訓類別

預期效益

●  自動化工程師學科、術科人才培訓。

●  智動化 / 機器人 / 智慧機械等領域之關鍵與跨領域技術、產品開發、系統整合、專案管理等課程。

●  短期班技術課程—12 小時 ( 含 ) 以上培訓時數。

●  系列班人才養成—36 小時 ( 含 ) 以上培訓時數。

●  專業技術養成，提昇產業人才競爭力。

●  跨領域人才培訓，縮短學用落差，培養人才即戰力。

●  客製化企業包班，符合企業所需，降低企業人事訓練成本。

●  海外人才培訓服務，促進國際人才與技術交流。

●  客製化企業包班。

●  海外人才培訓服務。

＊ 貴公司有培訓計畫及需求嗎？智動協會可提供您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領域的「客製化」培訓課程規劃及辦理！歡迎您來電詢問企業包班詳情。

＊ 智動協會提供海外人才培訓服務，歡迎企業及團體與我們連繫。

＊ 智動協會保有課程更動權利 , 並設有最低開班人數 15 人 ; 如未達開班標準，學員自付金額將全數退還。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 107 年度課程資訊

開課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1/25~1/26 物聯網關鍵技術與應用培訓班 12 台中

3/29~3/30 大數據分析應用實務 12 台中

3/8~3/23 多軸機械手臂應用開發實務 36 台中

4/19~4/20 機器伺服控制設計實務 12 台中

4/26~4/27 AI 關鍵技術與實務應用 12 台中

4/28~5/6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1 人才培訓班  16 北 / 中 / 南

4/28~5/6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2 人才培訓班 24 台中

4/28~5/6 機器人工程師 ( 初階 ) 培訓班 24 台中

5/19~5/20 自動化工程師術科實作班   16 北 / 中 / 南

5/24~5/25 自動化機電整合應用實務培訓 12 台中

6/14~6/15 機器人自動化之物流與倉儲 12 台北

6/21~6/22 終端效應器設計與應用實務培訓 12 台中

7/12~7/13 視覺感測技術與 AI 影像處理應用實務 18 台中

7/19~7/20 六軸機械手臂程式及 CAD/CAM 實務應用 12 台中

8/16~8/17 機器人檢測安規系列課程 24 台中 / 台北

8/23~8/24 智動化與機器人虛實整合應用系統 12 台中

9/13~9/14 數位工廠 Shop Floor 精實管理 12 台中

10/18~10/19 多軸機械手臂設計人才培育班 18 台中

10/27~11/4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1 人才培訓班  16 北 / 中 / 南

10/27~11/4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2 人才培訓班 24 台中

10/27~11/4 機器人工程師 ( 初階 ) 培訓班 24 北 / 中 / 南

11/17~11/18 自動化工程師術科實作班   16 北 / 中 / 南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www.tairoa.org.tw/ 洽詢專線：04-23581866 Eunice 鄭 /Fion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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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國際展覽行事曆

2019 國際展覽行事曆

展覽日期 展覽名稱 / 地點 備註

1/17- 1/19 2018 年日本國際智慧工廠展 Smart Factory Expo 2018
－ Tokyo Big Sight | Japan

1/17-1/19 2018 年日本國際機器人研發暨技術大展 RoboDEX 2018
－ Tokyo Big Sight | Japan

2/13-2/15 2018 歐洲國際機器人週 International Robot Week
－歐洲 ‧ 荷蘭鹿特丹

3/4-3/6 SIAF-2018 廣州國際工業自動化技術及裝備展覽會
－中國廣州 ‧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展館

3/20-3/23 2018 年波蘭華沙自動化技術展 AUTOMATICON 2018
－歐洲波蘭 ‧ 華沙展覽中心

3/27-3/30 2018 年法國巴黎國際工業展覽會 MIDEST
－巴黎北維勒班特展覽中心 ( 1、2、3、4 館）

3/29-4/1 2018 深圳國際機器人及工廠智慧化展 RSE
－深圳會展中心

4/2-4/4 2018 上海國際工業自動化及機器人展覽會
－上海新國際展覽中心

4/9-4/11 2018 第六屆中國電子資訊博覽會 (CITE2018)
－深圳會展中心

台灣總代理

4/12-4/15 21 屆廈門工業博覽會暨海峽兩岸機械電子商品交易會 ( 廈門工博會 / 台交會 )
－中國廈門國際會議展覽中心

4/13-4/16 2018 香港春季電子展覽會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4/23-4/27 2018 年德國漢諾威國際工業博覽會 HANNOVER MESSE
－漢諾威展覽中心

5/16-5/19 泰國曼谷國際工業展覽會 INTERMACH
－泰国 ‧ 曼谷 BITEC 會展中心

5/23-5/25 2018 年第 9 屆中國（廣州）國際物流裝備與技術展覽會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展館（廣交會展館）

5/23-5/26 2018 年馬來西亞國際工業自動化展覽會
－馬來西亞吉隆坡 ‧Putra World Trade Centre

5/30-6/1 2018 日本智能工廠展 2018 smart factory Japan
－ Tokyo Big Sight, Tokyo, Japan

6/13-6/15 2018 北京國際工業智慧及自動化展覽會
－北京國際展覽中心

6/19-6/21 2018 年德國慕尼黑國際機器人及自動化技術貿易博覽會 AUTOMATICA
－德國慕尼黑國際展覽中心

雙年展
籌組參訪團

6/20-6/23
2018 年泰國國際組裝暨自動化機械零組件展
Assembly ＆ Automation Technology 2018
－泰國曼谷 ‧BITEC 國際貿易展覽中心

展覽日期 展覽名稱 / 地點 備註

1/16-1/18 2019 年日本國際機器人研發暨技術大展 RoboDEX 2019
－ Tokyo Big Sight , Japan 擬籌組參展團

展覽日期 展覽名稱 / 地點 備註

6/27-6/29 2018 年華南國際工業自動化展
－深圳會展中心 

6/28-6/30 中國國際機床工具展覽會（CIMES）
－北京新中國國際展覽中心

雙年展

7/4-7/7 CIROS2018 中國國際機器人展覽會
－上海國家會展中心 (NECC Shanghai)

台灣總代理 
國貿局補助 
擬籌組參展團

8/29-9/1
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 (TAIROS)
Taiwan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 Show 
－台灣 ‧ 台北世貿中心南港展覽館

協會主辦，唯一結合
工業與服務型機器人
之專業展

8/29-9/1 印度國際自動化展會 AUTOMATION EXPO
－印度 ‧ 孟買會議展覽中心

9/5-9/7 2018 年名古屋國際智慧工廠展 1st SMART FACTORY Expo Nagoya
－ Port messe Nagoya, Japan

9/10-9/15 北美芝加哥工業自動化展 Industrial Automation North America
－美國芝加哥 McCormick Place 雙年展

9/27-9/29 中國（廣州）國際機器人、智慧裝備及製造技術展覽會 RoboIMEX
－中國廣州 ‧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展館

參展優惠爭取
擬籌組參展團

10/10-10/13 韓國機器人世界產業展 Robot World
－韓國首爾 ‧Kintex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台灣總代理
國貿局補助
擬籌組參展或參觀

10/13-10/16 2018 香港秋季電子產品展覽會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10/17-10/19 日本服務機器人週 Japan Robot Week 2018 
－ Tokyo Big Sight, Tokyo, Japan

11/5-11/10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2018 
－上海國家會展中心 (NECC Shanghai)

11/22-11/25 2018 年泰國國際機床和金屬加工展 Metalex
－泰國曼谷 BITEC, Bangkok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廣告訂購服務 

社團法人

台灣智慧自動化

與機器人協會

為使產業交流更多元與不設限，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自 105 年 3 月改由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發行，

這是一本專屬服務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領域的出版品，內容涵蓋產品技術發展、市場趨勢、展覽推廣、國際

商情、創新拓銷、學術研究計畫推廣…等內容。我們同時提供廣告版面給廠商，本期刊將透過電子書、紙本

印刷與協會公開性活動（媒合會、展覽等）傳遞到各領域對智動化與機器人有興趣的企業手上，智動產業期

刊為您創造最寬廣的廣告效果。

廣告專輯價目表

封面裡

內頁廣告

跨頁廣告

50,000

30,000

45,000

90,000

54,000

81,000

170,000

102,000

144,000

249,000

149,000

224,100

320,000

192,000

288,000

55,000

35,000

50,000

99,000

63,000

90,000

198,000

119,000

160,000

273,000

174,000

249,000

352,000

224,000

320,000

一期 項目 

會員 會員 會員 會員 會員非會員 非會員 非會員 非會員 非會員 

二期 全年度（四期） 一年半（六期） 兩年（八期）

備註 1: 期刊內頁廣告 21cmx28cm（出血 21.6cmx28.6cm）  期刊內跨頁廣告 42cmx28cm（出血 42.6cmx28.6cm）

備註 2: 上述表格之刊登時程選擇，將按訂購表收件日後期數推算。備註：上述金額為含稅價。

付款資訊

廣告稿提交日期

付款方式

廣告諮詢聯繫
銀行：玉山銀行大墩分行  
帳號：0288-940-027-199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備註：匯款後，敬請提供憑證供會計查核。

備註 : 廣告供稿日期或因為搭配公開發送之活動會有所調整 , 將另行事先通知。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張小姐

Taiwan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Association (TAIROA) 
EMAIL: iris@tairoa.org.tw
住址 :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路 26 號４樓 
電話 : +886-4-2358-1866 #25  
傳真 : +886-4-2358-1566   
協會網址 : www.tairoa.org.tw

1.支票訂購：請開立即期支票，支票抬頭社

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並註

明禁止背書轉讓，以掛號方式郵寄至本會。  
2.匯款：付款資訊請參考上面說明。

廣告預定基本資料表 （支票、電匯訂購填寫）
填寫後請放大傳真 04-23581566 或 email 至 iris@tairoa.org.tw

   廣告訂購方案
   

封面裡廣告／
封底裡廣告

□

□ 內頁廣告

□ 跨頁廣告

□ 單期（□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 半年 2 期（□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 全年度 4 期

□ 一年半 6 期

□ 兩年 8 期

□ 單期（□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 半年 2 期（□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 全年度 4 期

□ 一年半 6 期

□ 兩年 8 期

□ 單期（□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 半年 2 期（□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 全年度 4 期

□ 一年半 6 期

□ 兩年 8 期

NT$ 50,000
NT$ 90,000
NT$ 170,000
NT$ 249,000
NT$ 320,000

NT$ 30,000
NT$ 54,000
NT$ 102,000
NT$ 149,400
NT$ 192,000

NT$ 45,000
NT$ 81,000
NT$ 144,000
NT$ 224,000
NT$ 288,000

NT$ 55,000
NT$ 99,000
NT$ 198,000
NT$ 273,000
NT$ 352,000

NT$ 35,000
NT$ 63,000
NT$ 119,000
NT$ 174,300
NT$ 224,000

NT$ 50,000
NT$ 90,000
NT$ 160,000
NT$ 249,000
NT$ 320,000

項 目 廣 告 期 限 會 員 價 非 會 員 價

追加優惠方案： ① 凡已訂購TAIROA 版位者，購買期刊廣告，可再享95折優惠。  ② 本期刊將於協會官網，以電子書形式同步刊登。  

公司名稱                                                                                    部門名稱                                                                               

收件人：                                                                     □ 先生 □ 小姐 

連絡電話（日）：                                                         分機：                                  傳真：                                                

信箱 (Email) ：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收據地址：                                                                                                                                                                         

您希望廣告傳遞的服務產業別是： 

□ 13. 運輸物流    

□ 14. 學校    

□ 15. 公協會    

□ 16 研發單位    

□ 17. 其他（請說明）   □ 01. 半導體   

□ 02. 零組件    

□ 03. 產業機械    

□ 04. 模具類

□ 05. 工具機類    

□ 06. 自行車

□ 07. 食品加工

□ 08 五金

□ 09. 電子產業    

□ 10. 手工具    

□ 11. 機械加工    

□ 12. 醫療產業

（一則）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訂閱服務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為使產業交流更多元與不設限，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自 105 年 3 月改由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發行，

這是一本專屬服務智慧自動化及機舉人領域的出版品，

內容涵蓋產品技術發展、市場趨勢、展覽推廣、國際商情、創新拓銷、學術研究計畫推廣…等內容。 

廣告訂購提醒 : 期刊發行單位保有廣告刊登日期協調與

是否受理刊登購買之權利。

訂閱聯繫

付款資訊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 張小姐

電話：04-2358-1866   傳真：04-2358-1566 

Email：iris@tairoa.org.tw

銀行：玉山銀行大墩分行  

帳號：0288-940-027-199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備註：匯款後，敬請提供憑證供會計查核。

刊  期

發行時段

發行區域 
印 刷 量

發行對象

報導內容

全年 4 期  
3、6、9、12 月  
臺灣、大陸   
1,000-3,000（視活動與展會量而有

所調整）

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各產業機械

加工 與製造業等跨產業之經營者、

高階主管、採購及行銷人員。 

包含智動化及機器人產業最新訊息

與技術發展、產學合作、市場策略

與應用、焦點展會觀察與最新相關

統計資料等。

訂閱戶基本資料表  ( 支票、電閱訂閱填寫 )

填寫後放大傳真 04-23581566 或 email 至 iris@tairoa.org.tw

訂閱【智慧自動化產業】電子期刊 □ 一年價格 NT$ 500 元 

收件人：                                            □ 先生 □ 小姐 

收書信箱 (Email) ：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收據地址：                                                                                                                                                  

連絡電話（日）：                                         手機：                                     傳真：                                        

您服務產業別是： 

□ 13. 運輸物流    
□ 14. 學校    
□ 15. 公協會    
□ 16 研發單位    

□ 17. 其他（請說明）   □ 01. 半導體   
□ 02. 零組件    
□ 03. 產業機械    
□ 04. 模具類

□ 05. 工具機類    
□ 06. 自行車

□ 07. 食品加工

□ 08 五金

□ 09. 電子產業    
□ 10. 手工具    
□ 11. 機械加工    
□ 12. 醫療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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