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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通訊發展迄今逾二十年，其成功帶動了

本次季報在聯盟主席吳瑞北教授的開幕致

各項應用的遐想，並引起了通訊發展的風潮，在此

詞中揭開序幕，進行五場專題演講和一場座談，

多元發展的洪流中，車用通訊無疑是最受矚目的明

吳瑞北教授首先說明車用通訊對於未來的影響，

星，尤其美國將會立法要求每一個新出廠的汽車必

並且由大數據的觀點討論到未來車用通訊對於新

須安裝通訊系統作為各項應用的基礎，包括汽車防

一代社會生活的影響與新的生活型態，尤其在無

撞、無人汽車駕駛等殺手級應用均受到各界矚目，

人駕駛的技術逐漸成熟，下一代智慧生活將會有

即將成為汽車的革命性變革。鑒於此股不可逆的浪

截然不同的型態，這些技術的成形均拜通訊、電

潮，台灣電磁產學聯盟 2015 年第二季技術發展季

子技術的成熟發展，而台灣之通訊、電子相關產

報特別選擇「車用電子

通訊技術發展及應用趨

業在此波工業革命中務必即時布局、佔據有利的

勢」為主題，期透過產、學、研專家的技術探討，

地位。因此，在今天的季報中有幸邀請到國內車

擘劃出未來的產業趨勢與引起產業的共鳴。

用電子

通訊的三大法人單位，包括中科院、工

本 次 季 報 於 2015 年 6 月 4 日 假 台 灣 大 學

研院及車測中心，以其歷年在相關技術的發展經

博 理 館 舉 行， 由 本 聯 盟 所 屬 之 特 別 技 術 團 隊

驗，發表對未來的技術發展及應用趨勢之看法；

（Special Interest Group, SIG）
、同時也是科技部
產學小聯盟計畫所資助的「高增益、智慧型天線
產業技術聯盟」所負責辦理，其他單位尚包括了
台大高速射頻與毫米波技術中心、工研院資通所
等單位，與會人數近百位人，反應踴躍。有別於
過去歷屆的季報參與以學生為多數主體，本次季
報產業參加的人數占二分之一強，可見本次季報
之主題契合產業發展的趨勢與願景，引起相當大
的共鳴。在本次季報中，本聯盟的會員聯發科、
台積電及奇景科技均於會場擺設徵才攤位，希望
能為公司注入優良新血。

安立知廠商展示

廠商徵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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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

吳瑞北執行長開幕式致詞

Panel Discussion

主持人吳宗霖所長

此外，在產業的應用發展中，國內的高速公路電

得以快速發展，迄今已成為我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子收費應用屬於標竿，這個曾經被各界不斷質疑

一部分。吳副總的主題為「台灣智慧交通技術及應

的應用，現在已經成為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用的新典範」
，吳副總在電子收費產業服務超過二

環，在本次季報中，遠通電收亦被邀請針對車用

十年，為台灣導入電子收費系統的重要推手之一，

通訊未來的願景進行專題報告，而學術界中針對

他首先由台灣 ETC 之發展演進，由紅外線至 RFID

車用通訊、雷達相關技術著力最深的莫過於是交

系統發展的進程，提到台灣使用 RFID 系統作為

大電信所之鍾世忠教授，他研究防撞雷達、車輛

ETC 之基礎通訊技術是一個創舉，此系統完全由

偵測等技術超過十年，並且實際發展出商用系

台灣自我發展出來的驕傲，他的成功使得我們的

統，尤其報告防撞雷達等技術的發展現況最為貼

ETC 應用成為世界的典範，尤其在東南亞的國家

切，這五個專題分別由產學研的發展角度發表看

競相學習，遠通目前亦希望能跨國輸出相同的經營

法，其內容剴切、深入，頗能反映產業現況，是

模式。他更進一步提出台灣 ETC 系統的準確度已

歷年對於車用通訊的看法最為完整者。

達 99.9999%，曾在 2014 年的三個月觀察期中創

台灣智慧交通技術及應用的新典範
遠通電收 吳忠潔技術長

下僅七件錯誤率的傲人成績。可以確認的是 ETC
已經成為國人生活的一部分，不論目前在高速公路
電子收費，他將會逐步融入到行的生活型態中，包

本次季報的進行分為上、下兩個半場，上半

括停車付費、小額消費、車上的商務等都可以使用

場由台大電信研究所吳宗霖所長主持，吳所長同

這項技術，將整個以車為核心的生活型態整合在

時為台大高速射頻與毫米波技術中心主持人，長

ETC 的系統中。在本次的報告中，吳副總亦舉出

期發展電子之 EMC 之相關技術，更於 2015 年

數件東南亞國家至台灣觀摩的實例，說明 ETC 未

5 月間領導國內團隊主辦亞太電磁相容國際研討

來的前景將會呈現出不同得風貌，而這些發展將會

會（APEMC）
， 參 加 人 數 超 過 500 位， 為 歷 年

相當快速。

舉辦最為成功者，因此吳教授無疑是本領域的領
導者。會議專題報告的第一個主題由遠通電收技
術副總吳忠潔進行報告，如前所述，高速公路電
子收費系統為國內第一種民生應用的車用通訊技
術，其演進經過近十年的演進、在爭論中發展，
由起始的紅外線系統，當時每一汽車上必須要安
裝車機方能進行，源於車機之成本因素導致相關
應用無法普遍。迄今電子收費已發展出以 RFID
技術為基礎之收費系統，此收費系統大幅降低了
車機（以標籤取代）的成本，因此電子收費系統

22

講者吳忠潔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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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 EMC 驗證標準與技術

資料鏈無線傳輸與應用

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溫正成 工程師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資訊通訊研究所 陳君豪 研究員

當各項通訊、感知技術正蓬勃發展，我們試

中科院無疑是國家在車載通訊經營最久、

著將各技術整合入車體中，使汽車更具人性化的功

著力最深的研究機構，其在各項國防的科技發展

能，電磁相容的問題顯為核心，尤其汽車之行進速

上，包括飛彈、飛機及指揮管理系統的發展，其

度相當快，反映時間相當短，
「任何電子系統之功

技術深度與挑戰性遠超過地面的車用通訊，陳研

能失效均可能產生重大傷害，因此每一個電子系統

究員說「國軍在武器、指揮等系統，其實就是現

甚至元件在使用於汽車中時均必須通過檢驗、認

行車用通訊網路的進階版」
，其挑戰性猶甚於現

證」溫工程師如此強調，國家乃至是國際組織均會

在所談的車用通訊網路，尤其在資料鏈結上，中

訂立嚴格的規範來確保行車的安全，車測中心的角

科院有著數十年的經驗與技術，在中科院法人化

色即為國家在車輛應用的守門員、確認各項電子

後，相關技術的發展將會更貼切於民間應用，他

系統的開發均能符合法規的規範。溫工程師在車

指出通訊性能的提升有四大關鍵要素，包括微小

輛整車及零組件 EMC 驗證技術發展已有近十年的

化、功耗、連線品質及安全性，而無線通訊系統

經驗，對於車輛的 EMC 相關問題有獨特的見解。

的連線品質由三個關鍵因素決定，包括發射機的

他由車輛 EMC 驗證的標準與法規切入，說明車輛

輸出功率、接收機的靈敏度及傳播環境，在這些

EMC 驗證的嚴謹性，也說明國家對於車輛 EMC

條件下方能建立一個好的資料連結。他進一步的

之要求，他提到在國際對於車輛 EMC 相關的法

介紹了中科院目前在資料鏈結的發展現況及各個

規 有 CISPR12 及 25、ISO11451-1~4、ISO7637-

計畫模組，這些技術在未來的軍民通用技術機制

1~3 以及 ISO10605 均是規範車輛 EMC 驗證標準

下有機會可以逐步轉移至民間應用，相信對於國

的範例，相對於國際規範的嚴謹度，地區

國家的

內發展車輛通訊技術會有相當大的助益，他強調

法規強調的是強制性的規範驗證，而車廠更需將

中科院的軟體無線電架構具備高速傳輸及展頻抗

標準訂更得加嚴格。尤其 EMC 驗證的範疇大至整

干擾技術，配合多頻段的工作需求，可應用於各

車、小至零組件均需要經過嚴格的驗證才能使用。

式載具及場景，因此在民間應用中，他可以提供

車測中心對於各項的驗證均有完整的設施來進行符

抗干擾無線影音傳輸、移動載具資料鏈通訊、災

合規範的驗證，確保國外車輛進入國內市場的安全

防偵蒐與指管應援等通訊、無人車

性以及各項應用於車輛之電子系統安全性。車測中

引控制，尤其資料保密安全、抗干擾、影像即時

心於 APEMC 期間曾經提供一個參訪行程給與會的

無線傳輸與高速移動之通訊特性，可運用於智慧

國際貴賓，受到熱烈的歡迎，吳所長也一併感謝其

車與車聯網系統之技術發展，中科院非常樂意與

對國內電磁相容領域的貢獻。

產業合作發展相關技術。

講者溫正成工程師

智慧車之導

講者陳君豪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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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X 核心 (DSRC) 的發展

車用雷達發展

工業技術研究院 蔣村杰 組長

交通大學 鍾世忠教授

在民用通訊技術發展中，工研院資通所是台

代表學界發表相關技術的鍾世忠教授無疑是車

灣最早進入技術發展者，蔣組長更是隨著工研院十

用防撞雷達技術的領導人，他從事毫米波車用防撞

餘年發展中的主要領導者，這位畢業於美國伊利諾

雷達的技術發展已經超過十年，是國內研究最為扎

理工學院的電腦科學博士，可謂是長期關注於車間

實者，鍾教授指出，在十餘年的發展中，我們從系

通訊及資訊娛樂系統的開發的先驅者，他長期領導

統的建置到元件的開發，幾乎全是自己完成的，真

工研院發展相關計畫包括下世代車載資通訊技術專

正屬於 MIT 的技術，我們不但完成系統整合，亦

案和目前正在執行的車載資通訊服務和系統技術專

進行了多項試驗，證明了技術的可行性。鍾教授指

案均是工研院重要的世代計畫。他在本次季報中由

出，隨著汽車數量的日益增長，發生道路事故的機

技術規格的角度切入，談到未來車載通訊之應用願

會也逐年增加，歐洲研究指出駕駛員只要在發生碰

景和趨勢，由此導入 DSRC 的技術發展規劃，由

撞的 0.5 秒前得到預警，就可以避免至少 60% 的

2008 年起工研院投入了 DSRC 的技術發展，迄今

追尾撞車事故、30% 的迎面撞車事故和 50% 的路

已有相當成功的成果，在國際相關的技術標準與規

面相關事故；如有一秒鐘的預警時間，則可以避免

範相繼成熟之際，工研院之技術將來在國內產業界

90% 的事故，此凸顯出車用安全系統的重要性，車

勢必佔據相當大角色，尤其美國近年來大力推動相

用防撞雷達就是要為駕駛人爭取這些預警的時間。

關技術的發展，也有可能立法將車載通訊技術列為

鍾教授比較了各種偵測雷達技術，認為毫米波對環

新出廠車輛的標準技術之一。他提到車載通訊技術

境的適應性最佳，在黑暗中或惡劣天氣亦能正確

之應用相當多元，除了大家熟知的資料傳輸，搭配

的判斷物體資訊。他說若由市場面來看，在 2020

適當的電子元件（如 GPS 和感測元件）等，可以

年前將會達 8.88 億美元，根據工研院 IEK 預估防

大幅提升其應用範疇，如汽車防撞、智慧車導引、

撞系統之成長，將由 2015 年的 30,702 套成長至

車間盲點防護等均可以利用車間通訊技術來達成相

2021 年的 66,540 萬套，其市場規模可期。鍾教授

關的功能。蔣組長強調車載通訊的成功機會應朝三

在本次季報中特別展示其發展出來的系統雛形，並

個方向發展與整合，在應用上應強調安全、智慧移

以影片的方式展示其系統的特性與偵測能力。

動及環境感測；在技術整合上必須有嚴謹的標準制

本次季報最後一場為專家座談，由專題報告的

定、國際標準整合及驗證程序訂立；在國內發展政

專家與在場的參與來賓對談，溝通相關的意見。此

策上必須建立政策與法規建言機制及擬定部署進程

外，在中間休息時，三個聯盟會員提供人員招募服

等。蔣組長提到，工研院在相關技術的發展上相當

務等活動，參與的學生可以至其攤位晤談、詢問相

積極，也重視國際技術之接軌，因此參與了各項國

關的細節，並可以獲蓋戳章一枚，集滿戳章者可以

際組織，包括 ETSI ITS 之各組織的功能測試，均

參加抽獎活動，獎品豐盛，深獲學生喜愛，亦為本

獲得相當佳的評價，工研院在此領域已經發展多個

次季報增添趣味，圓滿了完成此季報之活動。

世代，也有多個應用範例，如動態地磅系統及公車
號誌優先系統等均有實務測試的經驗。

講者鍾世忠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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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蔣村杰組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