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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熱潮創新高
邊緣運算興起
CIO價值學院第4堂課
全球連網裝置數量將在 2020 年超過 500 億個，衍生商機將超過兆億美元以上。但現今儘管有
66% 零件廠商、67% 高科技業者，正在積極探索物聯網網域，但進有少數業者推出相關服務。
文／林裕洋

本次課程主持人為CIO協進會理事長
盛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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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聯網技術成熟、基礎網路普及，加
上各類雲端運算服務紛紛出籠，全球連網裝
置數量將在2020年超過500億個，衍生商機
將超過兆億美元以上，也成為全球廠商虎視
眈眈的龐大商機。除物聯網之外，在Gartner
最新公布的10大策略科技預測中，2017年興
起的邊緣運算，也成為2018年不容忽視的新
科技，該技術與雲端運算應該是相輔相成的
應用，如近來熱門的自駕車，即是訴求在雲
端平台建立核心學習模型等，而自駕車上則
運用邊緣運算技術進行運算和分析，以便能
夠隨時協助車主處理突發的路況。
隨著網路硬體製造成本的下降，人們越
來越熱衷於打造物聯網裝置，然而僅有部分
企業從物聯網中獲得了巨大價值，還有很多

Ayla Networks大中華區總經理暨聯合創始人張南強說，Ayla物聯網
平台解決方案最大特色之一，在於採用專為物聯網設計的全新架
搆，任何企業都能夠以此開發智慧產品，同時享有卓越可靠的物聯
網服務。

商業組織處於摸索階段。根據IDC公布的研究調查報

資料運算全部都得仰賴雲端平台完成，因此能否維

告指出，儘管有66%零件廠商、67%高科技業者，

護雲端平台穩定性，便考驗著企業的技術能力。其

正在積極探索物聯網網域，但其中只有40%、55%

次，現今行動裝置作業系統更新速度非常快，蘋果

推出相關服務，仍然稱不上已掌握市場脈動。

電腦的iOS約6個月改版一次、Google Android 約3個

CIO協進會理事長盛敏成指出，物聯網已成為

月釋出新版本，一旦業者無法同步發表新版本，反

人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無論是智慧生活、

而會影響既有業務推廣。在此狀況下，若企業改用

智慧交通、智慧醫療等等，均是以物聯網技術結合

Ayla物聯網平台，即可一次解決前述的種種問題。

雲端技術而成，才能夠讓民眾享受到電影情節中的

創立於2010年的 Ayla Networks，在由於能夠在

便利生活。然而在前述兆億美元的商機中，硬體設

全球各地提供一致性的服務，早成為許多國際知名

備商機僅佔少數，如何妥善運用資料進行分析、加

企業指定的合作對象，被廣泛應用於智慧家居、智

值，再進一步推出符合消費者期待的商品或服務，

慧穿戴、智慧建築等領域，成為物聯網領域的最佳

變成為企業必須克服的新挑戰。

選擇。Ayla總部位於美國矽谷，業務服務網點覆蓋
歐洲、臺灣、日本等多個國家，因此能夠提供合作

搶攻物聯網商機
Ayla平台優勢多
成熟且廣泛出現的物聯網應用場景，是由通訊
晶片、雲端服務、用戶端端軟體等三大模組搭配而

夥伴最快速且直接的技術支援。

兼具穩定、安全特質
滿足不同產業需求

成，不少業者為搶攻此商機無限的市場，紛紛投入

Ayla物聯網平台解決方案最大特色之一，在於

龐大資源建構私有雲端服務平台、開發用戶端軟

採用專為物聯網設計的全新架搆，任何企業都能夠

體，期望坐穩消費市場的領導地位。然而多數廠商

以此開發智慧產品，同時享有卓越可靠的物聯網服

受限於資源有限，加上不熟悉雲端平台特性，長期

務。該解決方案包含三大套件，分別是Ayla內嵌式

下來勢必會成為公司營運上的負擔。

模組、Ayla雲端服務、Ayla應用程式程式庫，以及眾

Ayla Networks 大中華區總經理暨聯合創始人張

多優質工具和服務，能協助企業對裝置進行管理、

南強說，物聯網設備因採用的硬體規格較低，所以

配置以及解析，且讓任何裝置都能夠輕鬆且快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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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連雲端平台與啟用App。
為滿足未來營運需求，當企業自行建
置物聯網平台初期，勢必要投入大筆預算
打造能夠容量數萬設備，乃至於數十萬台
設備連線需求的雲端架構，然而此舉勢必
會造成整體營運成本暴增。相較之下，
Ayla物聯網平台具備穩定的容錯機制，用
戶只需依照業務規模量付費，即可享有對
用戶註冊、裝置配置、控制，以及通知進
行管理等服務，並且能夠得到日誌和解析
服務，作為日後品質改善的參考。如美國
電器經銷商 Best Buy 便與選擇Ayla合作，
以Ayla物聯網平台打造設備管理平台，以
便能夠各種家電設備的後續使用狀況，進
而在發生故障第一時間，為客戶提供快速

IBM硬體系統事業部首席顧問陳俊傑指出，電子產業對元件品質要
求極高，當人工智慧技術通過深度神經網絡後，即可從圖片中自動
識別可能的缺陷並標識出位置，達到提升產品質量和工作效率的目
標。

且直接的售後服務。

張南強指出，Ayla推出物聯網解決方案的目
的，主要是希望讓企業打造物聯網產品時，完全無

活用 IBM PowerAI
有助提高產品良率

需投資到網路堆疊開發、端到端安全、雲端服務，
以及其他基礎技術工作，而是將資源投入到自身擅

自從德國政府提出工業4.0的政策後，隨即在全

長的專業領域中。而為迎合不同產業的需求，Ayla

球引爆製造業朝向智慧製造技術發展的浪潮，而智

物聯網平台具備簡單易用的特性，能讓企業用戶可

慧工廠是指運用M2M（Machine to Machine）、M2B

快速建構專屬商業模式，且完全不需要額外的技術

（Machine to Business）等技術而成，有助於達成維

支援。在安全機制方面，Ayla雲端服務採用標準通

修預測、降低成本支出的最佳方案。根據IBM觀察，

訊協定，且搭配公、私金鑰加密機制，以及加密安

現今邁向智慧工廠以電子製造業為大宗，如IPC、網

全封包機制，所以能夠降低發生資料外洩的機率，

通廠、EMS組裝廠，其次為台灣極力扶植的工具機產

保護企業辛苦建立的商譽。

業，再來則是重要性日增的半導體產業。
一般而言，電子製造業著重機器與機器間的資

子產品對元件品質要求極高，任何製造過程中的缺

料交換，通常是從生產設備連線、資料傳輸通道與

陷，都可能會直接導致產品報廢，最終將導致原

自動化的能力做起。至於EMS廠則因具備整廠輸出

料、人力的浪費。傳統影像分析方法應用在製造流

的能力，企圖建立一個工業4.0的智慧工廠典範，將

程檢測時，往往需要事先進行人工建模，在適應性

生產環境的高度自動化及高度連結性當作示範工廠

較差的狀況下，很容易造成大量誤檢、漏檢的問

的訴求。而半導體廠生產過程中的高度自動化以，

題，當人工智慧技術通過深度神經網路後，即可以

及 Big data 分析的靈活運用，已經具備工業3.5的

從歷史樣本中自動提取各種缺陷特徵，從圖片中自

等級，因此未來是朝進行更高階的分析及最佳化目

動識別可能的缺陷並標識出位置，協助工作人員及

標。而 IBM Power PowerAI，是為了幫助企業更輕鬆

時發現和糾正，達到提升產品質量和工作效率的目

地使用先進的AI技術，並結合GPU硬體與開源深度學

標。

習框架，透過神經網路架構的學習與訓練，協助企
業開發AI產品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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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AI Vision 等方案，可提供企業絕佳的整合開

降低使用門檻
IBM PowerAI 成熟度高
誠如前述，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等AI技術，正

發環境，其中，PowerAI Vision是為深度學習知識有
限的開發人員設計的一種工具，用於訓練和部署電
腦視覺的深度學習模型。」

在改變全球商業發展流程，各產業正利用影像偵
測、聲音識別、雲端運算以及 Big data 分析等能
力，強化在商業環境中的競爭力。無論是金融、醫

運用科技提高效率
新北市建構3D科技維安網

療、製造、運輸與零售等產業，都大舉採用學習資

過去幾年在種族衝突持續升溫的狀況下，各國

料方式來強化應用層面，並從訓練資料中擷取出特

政府都不斷面對新型態城市安全威脅帶來的挑戰，

徵提升價值，以便能夠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勝出。

如土耳其第一大城伊斯坦堡爆發示威和嚴重的暴力

例如在醫療業，運用 IBM PowerAI 所實際打造

衝突，又或者美國波士頓的馬拉松爆炸事件。在IT

的認知系統，可透過AI進行影像診斷分析，檢測肺

持續進步下，運用智慧科技防止犯罪事件發生，已

部腫瘤與乳癌，快速判度X光片的鈣化與病變特徵，

成為全世界一級城市公共安全維護最重要的工作之

準確率可達75%。至於銀行金融業，則能運用AI輔

一。

助理財顧問及証卷交易員，預測股票、期貨漲幅度

如身為全台灣人口最多的新北市，長期面臨警

與外匯交易價格變化，精準度可達85%。在製造業

力不足的問題，平均每位員警要服務548位市民之

領域中，業者能透過AI最佳化生產線參數，自動檢

多。尤其在大型活動舉辦期間，，新北市警察局都

測缺陷或瑕疵，提高產品的良率與獲利率，實現傳

會在現場成立各項大型活動指揮所，以便隨時掌握

統製造轉型智慧生產，打造符合工業4.0的智慧工

現場的狀況。只是受限於活動現場情資均仰賴外勤

廠。

單位利用電話及無線電回報，一但遭遇突發情事，
「IBM在PowerAI中引入了分散式深度學習函

式庫，可將深度學習訓練時間從幾週縮短到幾個

指揮官在無法即時掌控活動現場狀況的狀況下，很
難在第一時間做出正確決策。

小時，分秒必爭的打造您的AI。」陳俊傑解釋：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資訊室主任張俊揚說，為解

「依照不同需求，IBM推出 IBM PowerAI 企業版、

決人力不足、預算有限、幅員廣大的狀況下，新北
市政府一直致力運用IT，強化公部門的服
務效率。而隨著相關資訊技術日益成熟，
我們在秉持善用科技、整合資訊、創新運
用的精神下，於2013年推出全方位3D科
技維安網的新策略，讓指揮官在大型活動
中可迅速掌握現場實況，確保活動過程安
全與交通動線順暢，實踐讓民眾能夠安居
樂業的新北智慧安全城市。在保護新北市
民眾的安全之外，我們也期盼藉由推動該
科技專案，整合合產、官、學的能量，強
化台灣資訊產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資訊室主任張俊揚說，為新北市政府一直致力運
用IT，強化公部門的服務效率，2013年推出全方位3D科技維安網的
新策略，讓指揮官在大型活動中可迅速掌握現場實況。

運用AI技術
加速犯罪辨識
新北市警察局提出的全方位3D科技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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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網概念，是由前端裝置、雲端平台、監
控系統等三大元件組成，首先是在各種大
型聚眾活動現場安裝各式前端警用裝備，
如P-CAM、M-Police警用行動電腦、警用無
人機、警用穿戴式微型網路攝影機、路口
監視器等現場影像，運用4G通訊技術上傳
到雲端平台。此舉，可讓指揮官透過管理
軟體即時掌握現場狀況，且有助於輔助現
場維安蒐證，建構全方位的滴水不漏防護
系統。
其次，在運用現場即時影像傳輸系統
影像畫面、智慧影像分析人臉辨識系統整
合，建置通緝犯、治安顧慮人口、失蹤人
口等名單資料庫，在大型場合中運用人臉
辨識系統，自動擷取畫面中之人臉影像，

聯齊科技技術長梁文耀說，NextDrive 研發設計的「Cube」產品，在
智慧家庭及能源領域上的傑出應用，被日本電力業者完美應用在使
用者的生活場景中，如動作偵測自動錄影功能與智慧控制電器與省
電提醒等。

針對進場民眾臉部影像逐一辨識。當影像與人臉資

此舉，NextDrive從2017年開始，自主研發的

料庫比對相符時，系統會在警用手持行動裝置發出

Cube為家庭能源管理、居家安全和健康照護，也為

警示，再由第一線員警立即進行攔查確認身分，達

公司營運帶來嶄新的面貌。NextDrive透過和京都大

到強化勤務活動場地安全的目的，同時減輕警務人

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原田博司共同合作，開發出了

員的工作負擔。

全球最小的IoT閘道器（物聯網主機）—「Cube」，

張俊揚指出，為確保專案完成之後，能夠真正

除了一樣能連接、控制智慧家電外，重要的是，

符合警務人員的工作需求，我們在專案執行期間透

加入了日本智慧電表相容的無線通訊規格（Wi-

過實際參與各項勤務執行的方式，主動發掘潛藏的

SUN），這使NextDrive開啟B2B的市場大門，更吸引

問題，並思考現行勤務流程是否合理、能否結合IT

日本三間大型電力公司包含中部電力的洽談合作。

加以精進改善。此舉，最終順利達成引進創新科

聯齊科技技術長梁文耀說，NextDrive研發設計

技，避免增加員警額外勤務負擔的目標，讓全方位

的Cube產品，在2017年榮獲日本的「Good Design

3D科技維安網成為防範反罪的利器。

Award」的肯定，』除在外觀上大獲評審好評，其在
智慧家庭及能源領域上的傑出應用，也被認為可完

搶攻能源市場
NextDrive推能源管理產品
在配合國家能源政策的發展，呼應全球節能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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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應用在使用者的生活場景中，如像是動作偵測自
動錄影功能與智慧控制電器與省電提醒等，最終並
拿下象徵最高榮譽的G-mark標章。

碳的政策，2016年日本政府正式施行電力自由化

不光如此，NextDrive在2017年11月20日，與

政策。此一龐大能源市場為產業帶來龐大商機外，

日本關東學院大學－中野幸夫教授共同簽署合作協

許多民眾也開始建立能源管理的概念，期盼在能源

議，以中野教授於電力觀測領域的研究成果作為導

短缺的新時代，降低電力費用支出與兼顧環保。同

向，並透過Cube與中野教授的研究，實現在老人照

年，專注網際網路科技與能源技術的整合的聯齊科

護領域的機器學習功能。看好全球市場對能源管理

技(NextDrive)，遠赴日本參加物聯網大展時，其自行

議題日益重視，NextDrive將在這樣的基礎下，秉持

研發的家用物聯網主機，即獲得當地業者的關注，

著初衷朝向家用能源的智能管理前進，將產品拓展

認為恰好能夠搭上日本能源商機。

到更多的先進的能源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