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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家宜／台北

　全球製造領域物聯網市場正

快速成長，台北市電腦公會根

據ResearchAndMarkets研究

報告指出，2017年其市場規

模已高達1,652億美元，預估

2023年可達3,505億美元。而

此同時，亦帶動工業4.0生態

系供應鏈需求之快速成長。

　為搶攻智慧製造商機，今年

COMPUTEX位於南港展覽館

展區中，包括鼎翰科技、廣積

科技、聰泰科技、捷波資訊、

精聯電子、微星科技、晶達光

電、德宜科技、捷毅國際、肯

懋電腦、友通資訊等多組廠

商，都展出各種嵌入式系統、

工業用主機板、自動控制用模

組、工業用通訊模組、工業用

顯示模組、工業用影像擷取模

組與工業控制用週邊等產品。

微星備援伺服器� 
串聯客服平台

　微星除依舊在電競領域上打

頭陣之外，此次也展出旗下多

款工業用電腦、平板電腦與嵌

入式系統及周邊應用設備。以

硬體起家的微星也特別展出結

合軟體與備援伺服器搭配的客

服平台。微星表示，透過此平台

業者可即時提供世界各地客戶

所需的支援，避免資訊漏接。

　微星表示，企業客服系統若

經由雲端回傳世界各地的客戶

問題給總公司，萬一客服中心

遭遇臨時斷電，便容易促使企

業全面暫停海外客服服務。而

微星則是開發支援備援服務的

伺服器，透過此伺服器可協助

將客戶來電轉接給鄰近正常運

行的線路。

　微星還舉例，客戶也可透過

此伺服系統以跨國跨區方式連

接各地客服中心，例如在美國

客服系統滿線的狀態下轉線至

台灣客服中心，並將電信線路

藉由伺服器轉換為網路格式即

時回傳資料，不但可減少通話

費率，更可縮短客戶等待時間，

也提升客服中心人員使用率。

晶達光電智能看板應用於
交通、廣告等多樣化需求

　工業用顯示器製造商晶達光

電看準市場需求，取代傳統靜

態LED燈箱招牌與平面螢幕，

開發曲面數位智能看板系統，

結合人因工學與工業設計的元

素，可應用多種應用場景，包

括賣場、遊戲機台顯示、機場

航班出入境資訊等。

　晶達光電將主機與螢幕整

合，內建軟體程式，只要接上

電源即可播放，或利用Wi-Fi
遠端控制內容播放。晶達光電

表示，由於此種整合主機與螢

幕的智能看板不需外接主機，

此優勢在於可將看板裝置於有

限的空間，如置於捷運車廂上

方或機場大廳上方等。

　晶達光電產品除高亮度液晶

螢幕、特殊尺寸的寬屏切割液

晶螢幕顯示器外，另外也推出

多項符合市場需求產品，如船

舶專用面板及系統、無扇式工

業用電腦、數位看板、醫療雲

端看護系統、美背式燈箱廣告

機、透明箱廣告機及高亮度電

視牆。產品已於全球多國運用

於交通運輸、數位廣告、遊戲

機、醫療、軍用等處。

廣積嵌入式電腦搶攻IIoT商機

　工業電腦與嵌入式系統領導

廠商廣積，則展出各式嵌入式

電腦解決方案，可運用在工業

物聯網、物流、交通、雲端、

零售以及數位看板等應用。因

應近年物聯網熱潮，客戶對於

產品的需求逐漸從單一工業用

主機板轉往平台整合，因應此

需求，廣積的產品開發也朝向

此方向進行，並將其結合許多

物聯網元素。

　業者舉例，現今因應物聯網

需求，工業用系統設備不外乎

將強調通訊能力，以及軟體開

發為主要核心元素。而在軟體

研發方面，廣積則致力與業界

夥伴通力合作。

　特別針對智慧工廠及智能製

造的市場需求，廣積此次也推

出包含針對工廠自動化應用量

身打造的AGS系列IoT Gateway
無風扇閘道器系統、可應用在

AOI檢測機台的機器視覺解決

方案，以及各式x86和RISC架

構的嵌入式系統、主機板、HMI
和工業級觸控電腦等。

　廣積亦針對日漸盛行的智慧

型交通應用推出數款新品，包

括軌道專用電腦系統和觸控電

腦、車載專用系統、車廂專用

的長條型雙螢幕顯示乘客資訊

系統、以及由關係企業緯昌科

技首度推出的人工智慧(AI)車
用電腦等。

智慧製造需求普及　業者搶攻工業4.0供應鏈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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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詩閔／台北

　COMPUTEX 2018於6月5
日~6月9日展出，其中，InnoVEX
展區展出日期為6月6日至6月8
日。主辦單位台北市電腦公會表

示，今年InnoVEX海內外新創團

隊前五大展出創新解決方案類

別依序為：物聯網(IoT)、人工智

慧(AI)、健康與生物科技(Health 
& Biotech)、AR/VR、大數據與

雲端服務(Big Data & Cloud)，
顯示這跟市場需求與潮流是相

符的。

　今年除了一般參展商之

外，各大創新主題館也是展

覽亮點之一。重點主題館包

括：創新育成主題館、阿里

巴巴台灣創業者基金主題

館、科技部青年科技創新創

業基地、XR-EXPRESS TW
主題館、林口新創園新創交

易中心(Startup Exposition @ 
Startup Terrace)、桃園市青

創館 ( T YC )、台北國際新創

館(Global Startup Talents @ 
Taipei)、工業局 I ISC主題館

(IDB IISC)等等。此外，包括

來自荷蘭、法國與歐盟等13個
國家館，也是提供新創團隊海

內外交流最佳商機。

　 B M W 總 代 理 汎 德 將 攜

手 InnoVEX，帶來「Future 
Mobility智動未來」趨勢演講。

也將於InnoVEX新創特展期間

同步展出最新車款i8 Roadster
油電敞篷跑車，呈現豪華汽車

領導品牌—BMW的核心精神

與前瞻思維。

　台北市電腦公會表示，對於

未來生活的移動方式，已成為

大眾共同的期待，為了讓與會

大眾了解未來交通移動與新世

代汽車發展趨勢，特別邀請

BMW原廠首席UI/UX設計師

Dr. Mario Urbina Cazenave，
以「Future Mobility智動未來」

為主題，在InnoVEX論壇當中

發表趨勢專題演講。

　此次演講內容包括有：

BMW如何透過Connected(智
慧互聯駕駛)、Autonomous(自
動駕駛)、Shared(智慧共享)、
Electric(電動科技)這四項未來

遠見，建構出能符合未來智慧

移動需求的使用情境；以及從

車用科技領航者角度，如何預

言5G、人工智慧(AI)、車聯網

等科技發展趨勢；也將以BMW 

iDrive 7.0最新介面搭配個人化

功能，剖析汽車駕駛使用者介

面潮流。

　此外，InnoVEX PITCH競賽

總獎金上看35萬美元，也再創

歷年來競賽新高。2018年將除

了主辦單位所提供的InnoVEX 
PITCH Contest競賽3萬美金

獎項之外，新增台達電子特別

獎1萬美元、諾傑資本(Nogle 
Limited)與明越資本(Maxceed 
Capital Group)共同贊助的特

別獎 1萬美元，以及經濟部

中小企業處贊助的「Startup 
Terrace Award」特別獎6萬美

元獎金(最多5組團隊)，讓競賽

總獎金上看35萬美元，再創新

高。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展會

將創投與企業需求同步進行

公開徵選，InnoVEX全方位打

造新創交流B2B商業媒合平

台。在InnoVEX當中，邀請不

少海內外創投、加速器、育成

中心與企業創投(Corporation 
Capital)，以Pitch、競賽與

各種媒合活動 (如 I n n o V E X 
Night)，與參展新創團隊進行

交流與認識，並透過一對一媒

合方式帶來投資機會。

　台北市電腦公會也發現，由

新創團隊所推出的智慧商業解

決方案，尤其是AI部分，有不

少買單的客戶都是企業用戶，

為了讓企業需求也能夠成為

新創團隊商業媒合對象，在

InnoVEX當中舉辦「2018 AI+ 
Solution Match 人工智慧加值

應用商業媒合」。活動以「企

業出題x人才解題」為訴求，邀

請知名企業針對企業AI服務需

求，提出提供累計超過2,800萬
元之獎勵金，歡迎具有AI解決

方案新創團隊參與競賽。

　本次活動參加之知名企業包

括亞旭電腦、艾陽、光寶、

伊雲谷科技、1111人力銀行

(1111 Job Bank)、技嘉科技、

佳世達、凌群電腦、新光保

全、新光產險、遠通電收、精

誠資訊、碩網資訊等，由於企

業擁有實際資料，對新創團隊

來說，也是驗證AI解決方案是

否有用的最佳機會。

　為鼓勵臺灣新創生態圈挹注

更多新血活力、跨界合作，

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推動之

I nnoNEXT計畫，於2018年
度由「InnoNEXT青年CEO選

拔」及「InnoNEXT Night」鳴

響新創跨界系列活動第一槍。

InnoNEXT計畫希望推動「城市

即展場」，擬讓台北城市街頭

化身為展場，並用青年的力量

實踐此計畫。

　「青年CEO選拔」自年初

即開跑，招募近250位青年共

襄盛舉。經過首輪選拔遴選出

35人領袖團隊接受培訓，希冀

InnoNEXT 2019將接棒交由青

年CEO團隊發想與策劃。本年

度先由林口新創園專辦啟動活

動，邀請臺灣具有豐沛創作能

量之地下樂團來演出，要讓樂

音串流於城市之間。

InnoVEX新創團隊競相投入   IoT、AI、健康與生物科技 中磊展出全系列
NB-IoT及LTE-M產品
李立達／台北

　中磊電子參與6月7日舉行的2018台北

5G國際高峰會(Taipei 5G Summit 2018)，
與全球電信營運商及國際設備大廠就5G
應用服務、發展現況等進行廣泛交流。第

三代合作夥伴計畫(3GPP)將於2018年6月
完成Release 15 5G通訊標準制訂，5G應

用需求亦逐漸浮現。

　中磊為台北5G國際高峰會主要贊助商，

將於會場中展出全系列NB-IoT/LTE-M小

型基地台及感測器，廣泛應用於智慧城市、

環境監測、智慧家庭等物聯網情境。

　據Research and Markets資料預估，

2025年全球5G市場將成長至2,510億美

元，2020~2025年複合成長率(CAGR)達
97%。迎接行動物聯網時代來臨，5G具高

速、低延遲、大量連網裝置連接等通訊特

性，將改變產業的營運管理模式，促使新

經濟型態誕生。

　中磊技術長林斌表示，5G行動通訊市

場將面臨快速發展期，中磊除布局5G關

鍵技術及產品，並深耕物聯網垂直市場。

中磊期望透過此次會議，加強與國際大廠

合作交流，展現中磊於電信寬頻領域之領

先地位。

　NB-IoT/LTE-M具廣覆蓋、低功耗、高

密度及低成本等特性，電信營運商視為切

入物聯網領域的重要技術之一。中磊於此

次會場中，將展出涵蓋智慧城市、定位管

理、智慧家庭等領域之NB-IoT/LTE-M全

系列物聯網創新應用，包括小型基地台、

各式感測器及模組。

　隨著物聯網蓬勃發展，頻寬需求不斷提

升，電信營運商面臨無線網路覆蓋範圍持

續擴大的需求，靈活部署小型基地台可滿

足日益增加的資料流量，擴展訊號覆蓋和

提升網路容量，以改善用戶通訊品質。

　中磊首創以智慧路燈供電的小型基地

台，協助電信商快速改善無線網路，為超

高密度之5G網路奠定基礎，並提供最佳

化之服務品質 (QoS)及創新加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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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達／台北

　神達集團旗下神雲的Mio
品 牌，專注 於車用電子產

品及專業平板二大領域，於

COMPUTEX 2018期間展出

多項創新思維的軟硬體解決方

案，以Fleet and Automotive以
及Professional Tablet等二大區

塊展示品牌全系列重點產品。

　包含車聯網整合性解決方

案、消費性市場端領先市佔

的MiVue 行車紀錄器系列及

MiVue Drive戶外休閒導航以

及全系列跨足醫療、物流倉儲

管理系統、車隊管理的專業平

板MioCARE and MioWORK
系列產品。

　Mio以成熟精進的影像處理

技術，展示超低光源影像辨識

技術，車輛即使行駛在如同夜

間停車場的環境下，同樣能

夠清楚辨識環境。全新MiVue 
798車內行車紀錄器，以業界

最高規格2K(1600)QUHD錄

影品質，更細緻的影像資料，

協助使用者捕捉更完整清晰的

行車相關資訊。

　會場中也首度展示首款專

為重機、機車族群設計的分離

式機車行車紀錄器 – MiVue 
M760D，採前後鏡頭分離式設

計，前後鏡頭皆採1080P高畫

質錄影品質，搭配Sony的高品

質STARVISTM感光元件，即

使行駛於深夜燈光不足的環境

中，影像依舊清晰可見。

　針對機車族的使用情境，更

特別在可安裝於機車把手上的

GPS多功能控制器上配有控制

按鍵，駕駛在行駛間面臨突發

事件時，可以立即觸發事件錄

影，Wi-Fi連線時更可快速一

鍵備份到手機。

　全天候防水設計的MiVue 
M 7 6 0 D 採用超級電容器

(Supercapacitor - SuperCap)
設計，不僅有超過百萬次的保

證充電次數以及更高效的電池

效能二大特性，在引擎突然熄

火的瞬間，可確保行車紀錄器

安全的關機，延長行車紀錄器

的使用壽命，機車族使用上可

以更安心。

　因應更多元化的使用情境

及需求，Mio首款無螢幕的車

內行車紀錄器－MiVue J系列

也首度在COMPUTEX會場曝

光。特殊無螢幕設計，機身更

為輕薄，可輕易藏於汽車後照

鏡前方，讓車前擋風玻璃的視

野更佳乾淨寬廣；使用者可透

過WiFi連結Mio專屬的MiVue 
Pro app，簡單透過手機直接

操作設定。

　MioCARE & MioWORK系

列平板電腦，通過美國軍用規

格MIL-STD 810G強固測試，

防摔高度最高可達1.8M。機

身延續此系列產品一貫的IP67
防水防塵設計，耐高低溫、耐

濕氣與粉塵等，搭載10點觸

控顯示螢幕，並支援潑水、手

套、手指等多種觸控模式，適

合在戶外或工廠等較惡劣的環

境中使用。

　強固型的設計兼顧機身輕巧

與攜帶的方便性，是醫療、物

流倉儲管理、零售盤點及車隊

管理等解決方案的首選。搭配

4G LTE或WLAN、Bluetooth 
4.0、NFC、條碼掃描等精準

記錄傳輸重要的資訊，此外採

用熱插拔備用電池設計，能提

供更長的電池續航力表現。

　 針 對 車 隊 管 理 需 求 ，

MioWORK F700系列搭載7吋
螢幕與Android 6.0系統，對於

車隊管理需求者來說具備高度

彈性以及擴充性，客戶更可以

視需要而靈活選配額外配件，

例如手腕帶、車用充電線與

FMI傳輸線。

　後勤管理中心可透過專屬的

MiDM(MiTAC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中控管理平

台，透過無線網路可隨時隨地

同時為數百台行動裝置進行軟

體更新及維護，大幅縮減軟體

安裝、地圖更新及裝置管理的

時間。

　M i o C A R E / M i o W O R K 
A500配備5吋螢幕及IP67防水

等級規格，具備單手可掌握

及操作的二大特性，使用者

可單手操作並利用4G LTE或 
WLAN以及搭配藍牙傳輸功

能，無論是在醫護領域的病房

使用環境、或者是一般物流宅

配即時管理簽收的使用情境，

皆可隨時存取雲端資料庫。

　進階的條碼掃描器，不論在

昏暗環境或曲面不平整的物件

上，甚至是破損的條碼皆可精

確辦讀，大大提升健康照護的

服務品質與降低人為錯誤。另

外，在物流倉儲管理的應用上，

可搭配平板使用的掃描槍靶配

件，不僅符合人體工學與操作者

在長期使用中不增加負擔，更能

提升工作效率與經濟效益。

神達旗下Mio展出車用軟硬體解決方案

為物聯網應用添上眼睛　晶睿通訊展現三大解決方案
杜念魯／台北

　物聯網(IoT)在市場上已經

成為各行各業的發展趨勢，不

過，在應用上怎樣能讓應用效

益達到最佳化，就成了業者

們競逐的方向。COMPUTEX 
2018期間，晶睿通訊更結合

人工智慧(AI)、深度學習及資

安防護等技術的安全監控解決

方案，期望藉此引領智慧影像

新革命。

　全球安全監控解決方案品牌

業者晶睿通訊，近年也積極布

局以物聯網為基礎的監控解決

方案市場，期望讓網路攝影機

透過物聯網創造出更多附加價

值。

　由於2017年時台達電子宣

布以每股新台幣98元的價格

收購晶睿通訊的55%股權，因

此，2018年晶睿通訊也特別

結合了台達樓宇自動化數位看

板與3D人流計數的智慧型立

體攝影機。透過看板可模擬顯

示店內濕度、空調等狀態，顯

示網路攝影機除了進行安全防

護外，還能透過智慧分析提供

詳盡資訊，藉此打造完整的商

業智能解決方案。

　有鑑於網路攝影機遭入侵所

導致的資安問題層出不窮，晶

睿通訊則結合了趨勢科技獨特

的物聯網安控攝影機(TMIS-
CAM)解決方案，推出全球首

創內建防入侵軟體攝影機。為

資訊安全的把關增添了多一層

的保障。

　晶睿通訊亦展出了設有360
度智慧魚眼攝影機產品，具備

深度學習技術的人群偵測功

能，可精準分辨人物並有效降

低警報誤判率，只要超過5個
人聚集於此，警示燈會立即

亮起通知工作人員前來進行

疏散。晶睿通訊強調，此監

控解決方案可應用於零售、交

通、商辦樓宇等多元領域，滿

足市場上的各種監控需求。詳

細報導請見www.digitimes.com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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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效降低警報誤判率。 晶睿



USB Ty p e - C 介面普

及性越來越高，

USB Type-C介面標準與常見

Type-A或Type-B最大差異僅在

於USB Type-C支援正、反插均

可正常使用外，其實導入USB 
Type-C的優勢還有資料、影像、

高效電源傳輸等優點

　USB Type-C介面標準已逐

漸普及，與常見在筆記型電腦

的USB Type-A、或常見於智慧

手機平板電腦的USB Type-B介

面，USB Type-C最大的差異在

於24根腳位排列為左上與右下對

稱排列方式設計，也因為腳位的

對稱排列，進而達到正插、反插

均可正常使用的介面一大賣點。

USB Type-C介面使用率 
持續提高

　即使U S B  Ty p e - A跟U S B 
Type-B介面的使用普及，USB 
Type-C介面的導入比例也正快速

追上，因為USB Type-C介面在

設計彈性上有遠勝於原有USB 
Type-A/B的多項優勢。

　首先，USB Type-C介面可以

因線材與使用目的不同，彈性

支援USB 2.0/3.1，若僅支援

USB 2.0使用內部線材變更便可

達到，而線路加入高速訊號對就

能支援到USB 3.1 Gen1或Gen2
支援的高速傳輸應用，傳輸效能

達到5Gbit/sec或10Gbit/sec速
度。

　此外，USB Type-C介面另

可在支援Power Delivery(PD)
的環境下，將原有USB的最高

5V/3A進行傳輸規格提升，或

是透過Power Delivery 2.0版追

加的Alternative Mode，讓USB 
Type-C介面亦可達到傳輸影像資

訊的效用。

USB 3.2傳輸速率倍增 
至20Gbit/sec

　2017年9月公布的USB 3.2(版
本1.0)指出，USB 3.2新版本

可同時使用USB Type-C定義的

兩對高速訊號傳輸線，讓數據

傳輸速度達到20Gpbs(為USB 
3.1 Gen2 10Gbit/sec的1倍)，
在過去USB 3.1 Gen1或USB 
3.1 Gen2規格設計，僅使用到

Type-C的一對高速訊號傳輸線，

而在對應Type-C新介面方面，適

用新介面的線路優勢，USB 3.2
則可使用到2對高速傳輸線路，

應用新線材優勢，達到USB 3.2
傳輸效能倍翻目的。

　除速度倍翻效益，傳輸線材距

離也是USB 3.2新介面標準另一

優勢。USB 3.2在傳輸效能提升

至20Gbit/sec，USB 3.1 Gen2
的線長規範也可達到2m長度。

USB Type-C介面 
挑戰更高的充電效能

　新一代智慧手機設計，充電效

能已經成為設計重點，其中導入

USB Type-C介面產品設計可善用

Power Delivery方案透過設計整

合、大幅縮短設備的充電速度。

　在部分實現高速充電的手機設

計，會選擇將充電器的輸出電壓

提升、藉此達到提高充電瓦數的

設計目的，但實際上會因為手機

內部的線路限制，讓手機進行高

功率充電時而會產生設備高熱問

題，影響設備使用安全性。

　為了改善充電效能、提高設備

安全性，新設計也有選擇將手機

內的降壓線路移除，讓充電線

路的輸入端與手機內部電池端

進行連結，因此產出可程式化

電源供應(Programmable Power 
Supply；PPS)方案，透過定義多

種電壓搭配不同電壓區間的步進

電流調整，達到滿足實踐PD快

速充電的設計目的。

　目前這類快速充電設計，會定

義5V/9V/15V/20V等四種主要電

壓區間，例如5V則為3～5.9V可

調區域電壓；9V為3～11V；15V為
3～16V；20V為3～21V區間調整，

受電方則能根據實際供電狀態對

電源供應器進行50mA或是20mV
的電流 電壓步進調整。

　若產品設計搭配的電源晶片可

對應不同電壓／電流配置，在傳

輸線材條件許可情境下，亦可

達到對電池進行6/9/12A等不同

程度的大電流充電應用。也就是

說，在設備設計、充電的電源供

應器均同時支援PD 3.0、QC3.0
電源協議，即可採行較高效能進

行電池電力的充蓄。詳細報導請見

www.digitimes.com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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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斐文／台北

　美商安邁(AMI)以PC世代的

BIOS韌體產品聞名，透過在PC
與伺服器系統所長期累積的核

心技術能力，除了持續既有的

BIOS的業務之外，積極走入以

伺服器所組成的資料中心與雲

端機房的管理系統與應用，尤

其在大量的雲端服務、大數據

分析與人工智慧高速發展的趨

勢下，企業中大量產生的數位

化資訊如雨後春筍般成指數型

的成長，企業儲存應用與管理

的重要性有目共睹。

　AMI對於儲存相關的技術起

步甚早，以MegaRAID等RAID
控制器技術取得市場的認同之

後，藉由StorTrends的品牌提供

高可靠與高效能的儲存伺服器

與系統，並涵蓋SAN與NAS系

列產品線，並在北美與印度市

場，深耕教育、能源、金融、

政府機關、醫療保健等關鍵領

域的應用。

　AMI台灣分公司資深協理劉肇

文(Frank Liu)先生接受這次的專

訪時，強調AMI產品除了BIOS

之外，StorTrends產品線已經在

北美市場行銷多年，站穩了腳

步，這次正式進軍台灣市場，

並針對超過300人以上的中、小

型企業的儲存應用的市場，提

供一個非常具有競爭性的產品

組合與價格，希望在台灣開展

一個以品牌產品銷售為主的全

新起步。

StorTrends進軍中、 
小型企業與教育領域的應用

　台灣在PC與伺服器OEM/
ODM等電子製造領域享譽盛

名，劉肇文表示，AMI長久以

來與台灣的電子供應鏈與生

態系統的關係密切，整合台灣

在OEM/ODM上出類拔萃的

設計與製造能力，輔以AMI在
軟體與韌體上的技術組合，是

StorTrends產品線的關鍵競爭

優勢，也是支持AMI擴大走向

自有品牌之路的最重要的推動

力，而且不僅只是儲存設備而

已，AMI現今也提供完整的虛擬

桌面基礎架構(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解決方案，提供

完整的桌面虛擬化解決方案。

　劉肇文看到VDI在企業與教育

市場上的應用是AMI系統的一大

亮點，對於大量的PC的使用，

產生使用效能上的虛擲與浪

費，每一台PC上都配置大量儲

存空間，尤其是在學校的資訊

中心與電腦教育上的應用，VDI
可以大量精簡管理所耗費的時

間與經費，取代這些PC，尤有

甚者，AMI的VDI解決方案可以

用彈性的硬碟機的配置方式，

大幅度降低企業或學校初起的

硬體投資的成本，降低使用者

的進入門檻。

　另一方面，對於系統整合廠

商或解決方案銷售通路而言，

可以採用長期服務合約的方

式，使用者可以維持最新的軟

體功能，以助於簽訂更能互惠

的系統銷售與維護專案，這種

取代傳統上短暫性的硬體銷售

的舊有模式，可以因此建立更

長久的客戶關係，對使用者、

銷售廠商與身為技術提供者的

AMI，建立一個三贏的策略。

　AMI持續深耕台灣市場，積

極參加產業聯盟的組織，並成

為Open Infrastructure Taiwan 
A-Team(OITA)聯盟的主要成

員。AMI的StorTrends產品線滿

足今日企業面對不同數位化轉

型而亟需的需求。

　除了提供統一儲存、簡化管

理、永續營運、災難恢復、高

效率和虛擬化支援等關鍵網絡

儲存功能之外，也提供資料壓

縮、重複資料刪除以及WAN
傳輸資料優化等功能，2018年
還進一步推出多款混合式快閃

儲存、全快閃記憶體儲存陣列

以及雙控制器儲存產品與解決

方案，尤其對於企業在人工智

慧上所需要的儲存系統，配合

NVMe的支援之後，將產生更大

的整合式的效益。

　AMI 2018年即將整合自己在

台灣的銷售通路，目前已經緊

鑼密鼓做最後的合作細節的敲

定，並投注資源以打造不同的

使用範例，協助AMI的銷售通路

與合作夥伴走出一條不同於以

往的道路。

AMI的StorTrends儲存應用解決方案   深化台灣VDI整合與應用市場

英特爾於COMPUTEX展示最新處理器   分享未來願景邁向下一個50年

智慧管理需求大增
宜鼎iCAP雲端管理平台應用看漲

鄭斐文／台北

　2018年英特爾邁入全球50
週年，英特爾於COMPUTEX 
2018主題演講中，針對個人電

腦發布重要的技術，並分享對

未來PC的願景。邁入以數據為

中心的時代，PC依然是英特爾

事業的關鍵領域，英特爾深信

在PC領域仍存有許多機會。現

今生活中，超過80%的人使用

PC完成各種事務。因此，徹底

改善PC使用經驗將能因應現今

面臨的各種需求，並協助人們

專注在最重要的事務上為首要

之務。

　英特爾發表最新行動平台專

用第8代Intel Core(酷睿)處理器

系列，包括內部代號為Whiskey 
Lake U系列以及Amber Lake Y
系列，除了具有雙位數的效能

提升，還內建gigabit Wi-Fi功
能。

　除了運算效能，英特爾還

觀察到更多為PC挹注加速動

能的機會，為此英特爾推出

Intel Optane 固態硬碟(Solid-
State Drive；SSD) 905P。Intel 
Optane固態硬碟具高耐受度

(endurance)與輕薄設計，讓處

理器減少等待資料的時間，把

省下來的時間用在運算上，因

此能享受出色的運算體驗。

　2018年除為英特爾全球50週
年，同時為英特爾x86架構的40

週年。為了向x86架構致敬，英

特爾發表限量版第8代Intel Core 
i7-8086K處理器，這是英特爾

首款加速時脈達到5.0GHz的處

理器。

　 英 特 爾 在 2 0 1 8 年 稍 早

的 M W C ( M o b i l e  W o r l d 
Congress；世界行動通訊大會)
上談到在5G的領先優勢及5G的

重要性。2018已有合作夥伴在

全球店面銷售內含英特爾處理

器的5G連網電腦。2019年起，

多家英特爾合作夥伴預計推出

業界首批具備5G連網功能的筆

記型電腦與二合一裝置。

　行動裝置上的螢幕相當耗

電，英特爾進行全新Intel低功

耗顯示技術(Intel Low Power 
Display Technology)研發，達成

提供全天電池續航力的途徑，

透過與業界持續不斷的創新，

英特爾希望能提供額外4到8小
時的影片播放續航力— 代表在

某些裝置上的電池續航力可達

28小時。

　人們希望PC能依我們的生活

形態及所在位置而調整，這也

促成像是雙螢幕等各種新型規

格，以及針對特定使用情境所

設計的平台。因此於Intel主題演

講中亦展示了多款產品樣本。

　此外，英特爾在會中還介紹

合作夥伴開發的筆記型電腦、

桌上型電腦、整合式全功能電

腦(All-in-One)以及各種週邊配

備。

　英特爾與OEM夥伴廠商共

同打造專為創作人士開發的產

品類別。創作者專用個人電腦

(PC)提供特色的美學設計與週

邊配備，可升級的規格、以及

端至端全方位技術，針對創作

者的工作流程進行最佳化，包

括Intel Core i7 與Intel Core i9
處理器效能、Thunderbolt 3 技
術、以及Intel Optane固態硬

碟。

　智慧性將是現代PC經驗中一

個不可或缺的環結。英特爾計

畫將人工智慧導入個人電腦，

為開發者社群提供各種工具與

資源，並與OEM廠商合作，將

各種人工智慧功能融入到新型

裝置。英特爾推動AI on PC開發

者計畫，為開發者提供各種工

具與培訓資源，包括OpenVINO 
toolkit以及Windows ML，充分

發揮硬體功能，釋放在人工智

慧創新的潛力。

李佳玲／台北

　 宜 鼎 國 際 於 6 月 5 ～ 9 日

COMPUTEX期間，在南港展覽館

1F,J0618，展出iCAP雲端儲存管理

平台，以軟、硬、韌體跨界整合的優

勢，強勢承接全球升溫的智慧工控管

理需求。

　宜鼎國際軟體技術服務部經理吳志

清表示，「許多工業IoT應用，都已

經開始導入智能化管理，而宜鼎的

iCAP是目前業界唯一能夠全面整合

硬體、韌體、軟體技術的專業雲端管

理軟體，特別是快速崛起的綠能設

備、如太陽能、電池設備等，或是數

量龐大且遍佈各地的安全監控設備，

未來智能化管理需求將更強烈。」

整合軟硬韌體研發基礎   
智能管理全面啟動

　宜鼎國際創新研發的iCAP雲端管

理平台，可進行遠端設備監控與維

護，使用者僅需開啟網路瀏覽器即可

輕鬆掌握各地儲存載體的即時狀態，

包括壽命預測、系統工作量分析、設

備溫度、遠端開關機、內容置換等功

能，並可支援Widows與Linux作業系

統。

　與其他管理平台不同的是，宜鼎獨

家的iCAP管理軟體憑藉硬體的專業

基礎，與強大韌體研發能量，從硬體

前端、使用者介面、到後台的數據分

析、報告內容形式等都可進行全面客

製，而各種工業週邊擴充應用也能透

過iCAP進行遠端管理，功能強大。

解放IT人力  智能化管理勝出

　宜鼎研究團隊發現，全球能源設備

管理正面臨許多挑戰，如太陽能板、

電池交換站、風力發電機所使用的工

控模組，這些設備往往暴露在戶外、

距離遙遠，且故障率甚至可以高達

30%，時常造成維修與管理困難。

　因此，為了降低設備管理的人力負

擔，透過iCAP即時連線，查看設備

狀態並分析故障原因，並自動排程維

修進度，甚至進一步產生智慧化指

令。

　例如：未來在電池交換站中，透過

iCAP遠端管理，一旦分析出電池設

備已老化，就會發出自動上鎖的指

令；或者如分散各地的電子看板，除

了能透過iCAP執行單一設備重開機

之外，也能透過遠端操控，即時置

換廣告看板的內容。關於宜鼎國際

iCAP雲端管理平台詳細，請至宜鼎

國際官網進一步查詢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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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I台灣分公司資深協理劉肇文

滿足資料、影像、電源傳輸   行動裝置導入USB Type-C介面應用更全面

 英特爾資深副總裁暨客戶運算事業群總經理Gregory Bryant。 鄭斐文攝

 在USB Type-C介面上實現USB 3.1 Gen2，可將傳輸速度提升至10Gbit/sec。
 Parade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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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斐文／台北

　COMPUTEX 2018期間，威聯

通科技(QNAP Systems, Inc.)於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TICC)201E會
議室規劃專屬展區，提供訪客更

深度的參展體驗。現場除了眾多

NAS新品和解決方案，亦首度展

示QNAP人工智慧(AI)與機器學習

方案在醫療領域的實務成果。最

新QTS 4.3.5 NAS作業系統多項

卓越的新功能和新技術，在正式

發表前也於展場中首度曝光。

QNAP AI 解決方案 
實現智慧醫療與遠距醫療

　QNAP提供全面的AI運算與儲

存方案，並在眼科醫學上展現卓

越的實務案例。選擇性能強大的

高階QNAP NAS安裝「QuAI」人

工智慧軟體開發平台後，即可成

為具備機器學習能力的AI運算中

心，並用以訓練辨別特定的眼球

病徵影像。

　如此，不僅輔助醫生提高眼疾

判斷的精準度，對於缺乏醫療

資源的偏鄉地區和組織，也產

生莫大的幫助。所有的DICOM
醫療影像可再備份儲存至另一

台運行Orthanc軟體的QNAP 
NAS，化身為輕量級醫療影像擷

取與傳輸系統(Pictur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PACS)，益於大幅提升醫學影像

管理、疾病管理，並促進遠距醫

療的效益。

融合智能事件管理的 
QVR Pro影像監控系統

　QVR Pro安全監控解決方案可

在NAS上運作，並擁有獨立的作

業環境，讓NAS成為專業級的

NVR監控系統。管理者可分配

專屬的QVR Pro影像儲存空間，

讓錄影品質和系統效能不會受到

NAS其他應用干擾。

　QVR Pro讓監控管理最佳化，提

供更完善的可用性，並整合NAS的
特性提供更多應用彈性。更多進階

功能包含廣泛的攝影機支援與管

理、智慧的事件管理系統，以及臉

部辨識的智能影像分析。

GPU運算與 iSER 加速   
一舉推升 NAS 系統效能

　新款TS-x77XU NAS系列為

QNAP旗下AMD Ryzen NAS家

族首款機架式機種，可支援擴

充圖形顯示卡，提供益於AI機器

學習、分析大量資料的高運算效

能。圖形顯示卡；亦支援GPU 

Passthrough應用，提升虛擬機運

算效能與運作順暢度，讓更多應

用潛力得以充分發揮。

　在虛擬化應用上，TS-x77XU
用於VMware虛擬化的iSCSI支援

iSER(iSCSI Over RDMA)協議，

不僅大幅提升VMware ESXi利用

NAS作為儲存的傳輸效能，更進

一步降低了ESXi服務器自身的

CPU負載，為透過虛擬化建立

的大型商務應用程式或虛擬化桌

面，提供更出色的存取性能。

威聯通網路與儲存的躍進 
與革新QTS 4.3.5

　隨著QNAP大幅普及10GbE
就緒NAS系統，以及多元推出

10GbE交換器與無線網卡等網通

產品，推出的新一代NAS作業系

統QTS 4.3.5將著眼於網路功能與

管理進行諸多強化，提升用戶網

路體驗。

　其中，網路與虛擬交換器可提

供可視化的網路拓樸，清楚呈現

實體／虛擬網路連線的狀態，有

效解決以往總被視為錯綜複雜的

網路管理難題。QNAP亦推出專

屬的「QBelt」VPN協定，提供

QNAP用戶更安全的加密通訊管

道來傳輸和存取重要資料。

　因應日漸普及的10GbE網路

時代，QNAP儲存管理的精進與

高速網路應用需求同步發展。

從SSD快取自訂超額配置(SSD 
over-provisioning)用以加強寫入

效能來推升10GbE高速應用，乃

至更彈性、即時的快照管理與還

原機制，QNAP NAS全面優化，

提供高效能的儲存與運算最佳化

解決方案。

QNAP人工智慧醫療應用   顛覆NAS應用可能

5G加速物聯網發展   完善整合測試能掌握商機 技嘉攜手Intel共同見證40年
處理器千倍效能演進

鄭斐文／台北

　近年來5G成為市場熱門議題，政

府機關與業者也積極投入，不過實

際上全球業者大約從2012年才開始

啟動4G(台灣為2014年)，至今不過

6年時間，多數電信廠商當初為取

得執照投入了大筆資金，投資尚未

完全回收。

　為何急於制定下一世代的通訊標

準？閎康科技董事長謝詠芬表示，

5G的高速傳輸特色可延伸出太多現

在技術無法達成的應用，透過5G網

路將可串連城市、交通、醫療、環

境污染防治等基礎建設，乃至於各

類型消費性裝置，都可經由高速與

後端的雲端資料中心結合，幫助物

聯網架構成形，進而加速物聯網發

展，為了掌握此一商機，許多國家

與廠商開始積極發展下一代的通訊

技術。

　放眼科技產業的行動通訊發展

史，以台灣為例，台灣在1 9 9 8
年開啟2G(GSM)、2005年推出

3G(WCDMA)、2014年4G開台，

短短20年間，已經經過3次的通訊

標準替換。

　謝詠芬指出，5G的到來，將會讓

這些智慧化基礎延伸出寬廣且更高

品質的應用，高頻、高速的網路3D圖

像、臉部辨識、指紋鍵入、語音控制、

影音即時傳輸，再加上運算速度越

來越快的雲端伺服器與終端設備，

未來5G的發展空間將極為廣闊。

　不過也由於5G在物聯網的龐大商

機，讓各國政府紛紛投入指定標準，

藉以取得市場主導權。台灣由中華電

信與經濟部技術處5G辦公室、工研

院、資策會共同成立「台灣5G產業發

展聯盟」，目標在2018年底、2019年
初測試5G實驗網，並在2020年實現

台灣5G預商用。

　不過謝詠芬指出，台灣在科技產

業以產品設計研發與製造見長，標

準制定必須視市場規模大小來決

定，而且也與技術開發速度及普及

化息息相關，而台廠最主要的強項

為代工製造，因此面對標準仍然紛

亂的市場，台灣廠商無法押寶單一

標準，必須緊密關注市場的動態才

能掌握訂單。

　不過謝詠芬也指出，在5G物聯

網市場中，台灣科技業的供應鏈正

好可以將大陸市場作為出海口，大

陸的強項是在系統面，不但市場龐

大，而且系統整合商的技術與經驗

都相當成熟；台廠優勢則是在單一

零組件的設計與生產，這方面台灣

產品是質優價廉而且反應快速，其

他國家很難與之匹敵，目前大陸這

方面的人才養成仍需時間培育，因

此兩個地區的優缺點可以互補，形

成完整生態鏈。

　至於5G應用於物聯網架構的技術

部分，謝詠芬則認為，目前市場仍

有不易克服之處，尤其是在通訊干

擾方面，她指出過去的通訊標準，

均為單一技術的制定，像是GSM、

CDMA、無線區域網路、藍牙等，

過去的電子設備多只使用單一通訊

技術運作，少有多種標準同時傳輸

的狀況，因此干擾問題並不嚴重。

　不過在物聯網設備中，需要同時

使用多種通訊方式傳輸的應用場景

相當多，因此多種通訊晶片整合在

同一設備是常態性設計，而目前物

聯網設備所使用的通訊標準多為低

頻、低耗電，這已經會對系統造成

干擾，若未來再使用5G，問題將會

更嚴重。

　要解決此一問題，必須從測試面

著手，不過單項通訊標準的測試，

現在已無法滿足物聯網業者的需

求，因此實驗單位需要具有整合性

的測試服務，而且所謂的整合性服

務，不單指不同通訊標準的晶片整

合，還須包含單一種通訊晶片從前

段到後段的整體製程測試，方能確

保設備可以順利運作。

　要能提供整合測試服務，謝詠芬

指出，經驗和設備投資缺一不可，

她以閎康科技為例，閎康科技是台

灣少數能夠提供材料結構、製程分

析等標準商業化服務的廠商，其

昂貴儀器的導入，包括TEM(穿透

式電子顯微鏡)、SEM(掃描式電子

顯微鏡)、FIB(聚焦式離子束顯微

鏡)、SIMS -7f (二次離子質譜儀)
等高階設備，後來更添購3D X-Ray
顯微鏡、奈米探針(Nano Probe)、
新一代超音波掃描顯微鏡 (H igh 
Resolution SAT)的投資，再加上長

期在各種高科技產業與多元應用領

域的經驗，閎康科技的顧問與諮詢

服務完整性，目前在業界相當少

見。

　對於5G在物聯網帶來龐大商機，

謝詠芬表示兩者結合後所延伸出來

的商機將十分驚人，不過對多數設

備業者與系統廠商來說，這也是全

新的領域，此一領域中目前仍無相

關模式可依循跟隨，幾乎所有設計

都要自己嘗試模擬運算與測試，對

此困境，她建議廠商的設備及系統

在出貨前，必須先透過經驗豐富的

廠商進行完整測試，讓產品的運作

更穩定且順暢。

魏于寧／台北

　技嘉科技—全球頂尖主

機板、顯示卡和硬體解決

方案製造商，宣布技嘉及

AORUS Z370主機板全線支

援Intel Core i7 8086K處理

器40週年紀念版，共同見

證40年來處理器效能演進

及技術領先。

　40年前(1978年6月8日)
Intel發表第一款16位元處

理器8086，成為x86架構

處理器先驅，該處理器採

用3微米製程，工作頻率為

5MHz，記憶體定位功能達

到1MB，成為市場技術領

先的指標。

　為紀念8086處理器上市

40週年，Intel特別發表最

新Intel Core i7 8086K處理

器40週年紀念版，以Intel
第8代Core處理器為基本

架構，搭載6核心、12執行

緒，支援單核Turbo Boost 
5GHz的高效能，透過千倍

效能提升向40年前的經典

致敬。

　技嘉躬逢其盛，全系列技

嘉及AORUS Z370主機板在

超耐久用料及技術加持下，

可完美支援Intel最新Core i7 
8086K處理器，提供玩家高

效能平台最佳選擇。

　技嘉科技通路方案事業

群產品二處副處長徐繼道

表示：「技嘉自成立以來

便與 Intel建立良好的合作

關係，並共同推動電腦技

術的發展。」徐副處長進

一步指出：「雖然 4 0年

前技嘉來不及參與上一代

8086處理器的發表，但40
年後的今天，技嘉絕對是

讓消費者率先體驗並見證

Intel Core i7 8086K處理器

超高效能的廠商。技嘉及

AORUS高品質Z370主機板

搭配Intel Core i7 8086K處
理器，可發揮電腦平台的

極致效能，絕對是玩家的

最佳選擇。」

　技嘉科技將於 6月 6日

起，於COMPUTEX展期在

台北10136樓貴賓聽及世

貿一館技嘉攤位，以技嘉

AORUS Z370主機板搭配

Intel Core i7 8086K處理器

40週年紀念版進行展示，

歡迎大家蒞臨參訪，親身

體驗最新電腦平台的極致

效能。

　技嘉及AORUS Z370主機

板支援超耐久設計及眾多

專利技術，可完美發揮Intel 
Core i7 8086K處理器的各

項優勢及領先效能。更多

相關資訊，請參閱技嘉主

機板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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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台灣金融產業能夠與國際

接軌，金管會在2015年底大

幅鬆綁行動支付法規，期盼讓民

眾能夠享受到創新金融科技帶來

的便利性。儘管時至今日台灣出現

不少行動支付品牌，如街口、歐付

寶、Pi 行動錢包、Line Pay等等，

加上Apple Pay、Samsung Pay、台

灣Pay等以NFC技術為核心的行動

支付，但似乎仍然難以大幅改變民

眾的支付習慣。

　根據國發會統計資料顯示，

台灣在2015年行動支付普及率

19%、2016年24.4%、2017年約

達到39.7%。若仔細分析行動支

付難以大幅提升的箇中關鍵，在

於行動支付起步太晚、信用卡普

及、現金提領方便等等，而缺少

足夠誘因吸引商家加入、吸引民

眾使用，乃至於支付通路限制等

等，均是不容忽視的重要主要因

素等等。

　從表面上來看，行動支付使用

率低似乎不會影響到整體金融活

動的運作，沒有強迫民眾改變生

活習慣的必要。只是隨著創新金

融科技在全球快速發展，加上原

生金融新世代人口逐漸增加，所

以提升行動支付使用率絕對有其

必要性，因此行政院也在2017年
推動「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

方案(簡稱DIGI+方案)」中，大

幅修訂與鬆綁法令，期盼透過建

置友善的行動支付生態環境，在

2025年達成在將行動支付普及率

提升至90%的目標。

　如台中市政府為迎接2018年臺

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即在2017
年初底聯合台中市內16大商圈、

300家以上商店，透過與遠誠科

技、悠遊卡公司、愛評網、遠傳

電信FriDay錢包等4家智慧服務單

位合作，打造多元支付環境，讓

民眾免帶錢包出門就可購物的便

利性。

多元支付管道   
東大門夜市華麗變身

　其實在搶攻零售商機的前提

下，多數業者都願意為消費者提

供多元付款管道，如台北知名觀

光夜市—寧夏夜市，早在多年前

準北台灣民眾慣用悠遊卡付款的

趨勢，首創在夜市提供以悠遊卡

購買商品的服務。

　只是此以NFC為核心的支付

工具，儘管具備交易速度快的特

性，但是若沒有完善的網路基礎

架構支撐，反而會徒增商家、消

費者的困擾。而寧夏夜市因屬臨

時攤販性質，很難改善原有基礎

網路不佳的問題，因此悠遊卡支

付已消失在寧夏夜市中，取而代

之的則是支付寶、街口支付等行

動支付工具。

　鑑於台北寧夏夜市的失敗經

驗，致力透過新科技打造智慧商

圈的花蓮縣政府，為迎合來自世

界國際觀光客的購物習慣，讓消

費者享有無須攜帶現金，也可輕

鬆購物的消費體驗。

　2017年底協助花蓮東大門商

圈引進可支援多種支付機制的平

台，目前有超過200家業者選擇

安裝一台支援信用卡、電子票

證、支付寶、微信支付、LINE 
Pay、街口支付與Pi行動錢包等支

付工具的設備，堪為台灣商圈邁

向智慧服務的典範。

　花蓮縣政府觀光處處長彭偉族

表示，花蓮一直是許多國際遊客

到台灣旅遊時的必訪之處，且習

慣使用電子支付、行動支付等工

具，若業者無法提供現金外的支

付方式，勢必會影響遊客的購物

意願。

　為此，我們選擇與雷門數據服

務合作，並結合資策會、威肯金

融、遠鑫電子票證與台新銀行等

業者，在東大門夜市導入多元支

付服務，期盼藉此迎合遊客的購

物習慣，並以慣用支付工具採購

商品，完全無需擔心現金不足等

問題。

　有別於過去只能夠定點裝機的

作法，花蓮東大門夜市採用的智慧

刷卡機，本身內建4G連網功能，且

有高容量的電池模組，可在任何地

方提供多元付費服務。店家每個

月只需支付100元行動上網費用，

即可解決寧夏夜市等商圈，曾經面

臨的網路不穩問題，可輕鬆提升

行動支付的效果。詳細報導請見www.

digitimes.com網站

融合行動支付、Beacon 傳統商圈轉型智慧化

 威聯通科技於COMPUTEX 2018展現AI成果。

閎康董事長 謝詠芬

 花蓮東大門夜市是許多國際觀光客必訪之地，該商圈引進支援多種支付工具

的支付平台，堪為台灣商圈邁向智慧服務的典範。 東大門夜市國際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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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斐文／台北

群暉科技(Synology)於2018年
台北國際電腦展期間，於台北

信義誠品6樓舉辦獨立展覽，展

示Synology首款Mesh Wi-Fi路
由器MR2200ac 與全新升級的

Synology Router Manager(SRM) 
1.2、企業級資料保護解決方案

Active Backup for Business、
進階功能的Vi r t ua l  Mach i ne 
M a n a g e r專業版，以及最新

的Surveillance Station 8.2與
DiskStation Manager(DSM) 6.2
更新等多項軟體功能。此外，多

款桌上型DiskStation及高效能機

架式RackStation新機種亦於展場

中首次亮相。

群暉科技執行長呂青鴻表示，

Synology的產品開發始於用戶，

群暉科技大量與用戶溝通找尋未

被滿足的需求，再結合創新科

技，利用豐沛的軟體開發能力迅

速推出解決方案。經由Synology 
Solution Exhibition這樣的展會，

群暉科技非常期待與用戶更進一

步交流，持續推出最符合用戶需

求的產品。

Mesh Router產品線

S y n o l o g y  M e s h  R o u t e r 
MR2200ac搭載高通IPQ4019 4核
心處理器，並配備同步三頻Wi-
Fi，讓用戶依照需求彈性佈署擴

大Wi-Fi覆蓋範圍，由單一平台管

理所有Wi-Fi存取點與裝置，更可

以透過網頁或行動裝置應用DS 
router進行設定和遠端管理。

SRM 1.2升級提供更細膩的管

理項目，此外，本次升級亦整合

第三方安全資料庫如Google Safe 

Browsing與DNS/IP安全情報，

讓家庭或公司網管擁有強大的網

路管理方案。

Active Backup for Business與
VMM新應用

Active Backup for Business套
件提供企業包含員工電腦整機備

份、Windows與Linux伺服器備份、

以及虛擬機器等所有工作流程

的保護。異動資料區塊追蹤技術

(CBT)針對更改部分進行增量備

份、全域重複資料刪除技術可自

動偵測並移除重複檔案，大幅改善

備份效率及不必要的空間損耗。

VMM套件讓用戶在最多包含

7台Synology NAS的叢集架構上

運行虛擬機器，提高擴充彈性，

支援虛擬機器即時移轉以達最適

負載平衡及靈活資源分配。升級

至VMM專業版更能為虛擬機排

程備份計畫，將VM備份到另一

台Synology NAS，保全數位資

產，更可搭配Active Backup for 
Business將離線的服務直接透過

VMM用虛擬機的方式開啟，達成

實體到虛擬的(P2V)災備效果，有

效降低RTO。

Surveillance Station 8.2套件新

增的LiveCam套件讓用戶閒置中

的手機也能搖身一變成為網路攝

影機；升級版的套件中心提供多

達26種應用程式和輔助工具，讓

使用者清楚掌握擴充套件。

DSM 6.2系統

Synology推出DSM 6.2作業系

統，DSM 6.2 提供更為穩定、高

效和安全的NAS使用體驗。支援

新的進階LUN，將循序寫入效能

提升高達 46%，並提供秒級快照

和復原技術。

全新改版的Syno logy  H igh 
Availability (SHA) 2.0大幅減少

了初始叢集設定所需時間。新增

的系統總覽與資源監控頁面，讓

管理人員更深入地掌握SHA的狀

態。故障排除處理介面提供使用

者簡單明瞭的指示，大幅降低服

務中斷的時間比例。

在NAS機種方面，Synology
也發布搭載全新 5  b a y 機種

D S 1 0 1 9 + 以 及 輕 巧 機 種

DS619slim、高性價比2U機種

RS1219+、1U的XS系列旗艦級

機種RS1619xs+等其他新機種。

Synology於COMPUTEX期間展出全新產品、軟體與系統升級

華碩於COMPUTEX發表全新NB系列並展現最新保健穿戴裝置

鄭斐文／台北

　 華 碩 董 事 長 施 崇 棠 於

C O M P U T E X  2 0 1 8率領團隊

舉辦記者會，發表全新ASU S 
ZenBook與ASUS VivoBook系
列筆記型電腦，以及「ASU S 
VivoWatch BP」穿戴式血壓監

測器，同時也正式宣布邀請好

萊塢知名女演員蓋兒加朵 (Ga l 
Gadot)，擔任旗下筆記型電腦、

All-in-One系列產品品牌大使。

　此外，記者會中也特別展示

「ASUS Project Precog」概念裝

置，為搭載人工智慧(AI)的雙螢

幕筆記型電腦，不僅能透過創新

雙螢幕設計享有更具彈性的多元

應用與強大生產力，還可體驗完

整AI功能，實現生活數位化。

　華碩董事長施崇棠表示，過去

30多年來，華碩持續不斷地精采

創新，每個細節都力求完美，以提

供消費者最無與倫比的產品體驗

與服務，而隨著科技日新月異，華

碩除憑藉既有的卓越設計思維與

堅強研發實力，更結合先進的AI技
術，就是希望能夠協助每位使用

者充分發揮無限創意，釋放其內

在潛能，實現精彩成就。

　本次COMPUTEX華碩新推出

的ASUS VivoBook系列均搭載

第八代Intel Core處理器，包括

兼具鮮豔配色與多種表面處理

方式的輕量型筆記型電腦ASUS 
VivoBook S15 (S530)/S14 
(S430)，以及首款採用四面窄邊

框設計的ASUS VivoBook S13 
(S330)，因此得以在11吋俐落機

身中內建13吋顯示螢幕，實現高

達89%的屏佔比。

　 此 外 ， 還 有 包 含 A S U S 
ZenBook Pro 15 (UX580)、
ASUS ZenBook Pro 14 (UX480)
與ASUS ZenBook S (UX391)在
內等三款ASUS ZenBook系列筆

記型電腦，其中搭載Windows 10
作業系統的ASUS ZenBook Pro 
15及ASUS ZenBook Pro 14，
除擁有比前一代產品更優異的效

能，亦搭載獨家ScreenPad全彩

螢幕觸控板，可依據個人喜好設

定調整、快速操作，感受有別以

往的全新互動模式。

　至於13.3吋的ASUS ZenBook 
S，則具備輕薄工藝機身、極致運

算與絕佳連線力，同時還通過軍

規等級MIL-STD 810G耐用標準

測試，並在2018年COMPUTEX大
展上榮獲年度最佳產品獎 (Best 
Choice of the Year)、最佳產品獎

金獎 (Best Choice Golden Award)
與創新設計獎 (COMPUTEX d&i 
Award)三項大獎。

　除了ASUS ZenBook/VivoBook
系列全新結晶，ASUS VivoWatch 

BP穿戴式血壓監測器亦為全場另

一矚目亮點，其搭載獨家ASUS 
HealthAI技術，可分析使用者血

壓測量結果與日常生活習慣，進

而提供建議，將成為個人控制血

壓的智慧小幫手。

　此外，華碩也同步發表多款特色

產品；ASUS Zen AiO 27 All-in-One
電腦、ASUS VivoBook Flip 14翻
轉筆記型電腦、ASUS Lyra Voice
智慧音響無線路由器、ASUS RT-
AX88U無線路由器、ASUS AiMesh 
AX6100 Wi-Fi系統(RT-AX92U兩件

組)、全新ASUS ProArt PA90迷你

電腦，以及ASUS ProArt PA34V與
ASUS VG49V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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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暉科技(Synology)於COMPUTEX 2018期間，於台北信義誠品6樓舉辦獨立展覽。

 華碩於COMPUTEX舉辦記者會。 符世旻攝

結合AI人工智慧分析與各種

智能居家應用場景的智慧

音箱，在2017-18年交出不錯的

成績單，Canalys即於2017年10
月發布智慧音箱市場分析預測指

出，2018年底智慧音箱全球出

貨量將達到5,630萬部，相關產

品的競爭將更趨劇烈⋯⋯

　自Amazon推出的Echo智能語

音服務與系列智慧音箱(Smart 
Speaker)結合，提供用戶使用語

音擴展其電商服務的加值應用

場景後，Apple也推出自家智慧

音箱、藉由結合原有智慧手機生

態系的獨家Siri智能語音助理服

務，透過智慧音箱的介接，讓蘋

果智能服務生態系可以更輕易進

入家庭應用場景。

2017智慧音箱產品發展快速

　而從電商、智能產品世界大廠

的積極投入，2017年的大小品

牌也紛紛推出標榜整合AI人工智

慧的智慧音箱產品，不僅智慧音

箱實現與設計方式多元，導入的

AI人工智慧對應不同應用機制、

輔助服務所提供的加值應用也多

有不同，甚至在CES 2018也將

形成繼智能手機後百家爭鳴的智

慧音箱大戰景象，除參與競爭的

IT廠商、網路服務廠商眾多，不

同的核心技術、應用場景生態系

整合條件與實用價值也將出現極

大差距。

　從智慧音箱的規模觀察，

2017年的全球智慧音箱出貨量

即達達到3,000萬台，2018年在

大廠相繼投入更多行銷資源、更

多中/大型業者參與新品競爭，

2018年將會是智慧音箱最重要

的發展契機，不僅是比拚各廠的

「智能」整合優勢，也比智慧音

箱結合各種應用場景、海量加值

內容的資源競爭，至於硬體端、

智能系統、生態系等各種面向的

技術、資源角力，也讓這場智慧

音箱大戰更值得持續關注。

智慧音箱產業鏈日趨成熟

　先從產業鏈的角度檢視智慧音

箱市場，若用智慧音箱大爆發前

哨戰的2017年做重點檢視，會發

現2017年之前的產品仍處於AI智
能服務模組仍需驗證與提升、關

鍵系統晶片解決方案仍未完善、

市場仍需深入教育耕耘等，而觀

察2017年之後的產業狀態會發

現，智慧音箱的關鍵晶片、語音

辨識 人臉辨識等AI模組，已陸續

達到產品應用的實質水準，從機

構、用戶體驗、關鍵晶片、整合技

術成熟度等，各產業環節已日趨

成熟，產品成敗關鍵反而會在不

同智慧音箱設定的應用場景、與

待解決改善的用戶痛點。

　實際上，在2017年推展智慧

音箱應用仍會遭遇幾個較大的非

技術門檻待突破，首先是智慧音

箱的系統整合未盡完善，在晶片

良率、服務整合等仍需時間打

磨。

　另在基於大量語音、辨識、決

策的人機互動體驗尚未完善，用

戶仍需一段時間熟悉新一代的產

品，導致智慧音箱在市場的認知

度有限、市場開發成本偏高。然

而在2017—18年開始有大型網

路 雲端服務商、智能硬體開發

者等大舉搶進智慧音箱市場，相

繼已有超過10款結合智能應用的

音箱產品推出，在CES等展會儼

然已經成為未來智能產品的新潮

流。

功能有限的獨立產品存活不
易  應用場景為決勝場域

　先檢視2017年智慧音箱的發

展動態，多數仍以獨立型產品為

主，由廠家自行整合多元網路智

能應用為主，如串流音樂、串流

視頻、網路資訊服務等。

　隨著大型網路商、硬體商加入

智慧音箱戰局，智慧音箱在「智

能化」應用也大幅跨大了競爭門

檻，例如整合陣列抗噪麥克風，

追加如AI語音辨識、AI應用場景

分析與自動化應用等，甚至如

Apple、Google、Amazon大型硬

體、網路服務商，也推出銜接自

身企業資源與優勢的智慧音箱產

品，產業觀察紛紛提出2018年
極可能因為競爭白熱化，在大型

業者祭出補貼、促銷或是更先進

的智能應用，創造智慧音箱更大

幅的市場成長。

　有了大型業者的加入參與競

爭，很明顯地2017-18年相繼問

世的智慧音箱在產品性能、應用

也逐漸趨於成熟，例如，網際

網路服務大型業者如Baidu、京

東、Alibaba等，與家電或3C硬

體製造商如Haier、Lenovo、小

米等陸續加入戰局。

　國際家電大廠如Sony、音響設

備商sonos等硬體廠商，也推出自

家智慧音箱；而從智能硬體端切

入的Rokid、出門問問也推出新一

代智慧音箱搶市，甚至線上內容

網路服務商喜馬拉雅也推出了自

有品牌的智慧音箱。詳細報導請見

www.digitimes.com網站

台北訊

　AI與物聯網結合而成的AIoT系
統，在COMPUTEX 2018聚焦

了與會者的目光，台灣作為全

球IT產業重鎮，各廠商也積極布

局AIoT。台灣向來擅長於終端產

品，尤以行動裝置更具優勢，

而其未來將是AIoT系統中的重要

環節。DIGITIMES在6月6日舉

辦的「COMPUTEX 2018 AIoT 
Ecosystem Forum智慧物聯．翻

轉生活研討會」中，國內外專家

針對AIoT與行動化的趨勢，提出

一系列觀點。

　物聯網技術發展多年，在2017
年AI啟動後，迅速與物聯網整合

為AIoT系統，市場人士均認為此

一系統將快速應用到各領域。高

通資深副總Rahul Patel在研討會

中就指出，AIoT普及後，智慧感

測與通訊網路會無所不在地隱藏

在各種環境中，讓生活更方便；

而在技術面，未來相關裝置在效

能、功耗、體積等方面，都需要

進一步改善，這也是高通這幾年

在智慧與聯網兩方面投入巨大資

源進行研發的主因。

　從整體架構來看，物聯網系統

分為雲端與終端兩大主要平台，

這兩端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智慧

化，整體系統的運作才會順暢。在

雲端領域，由於雲端平台的建置

需要龐大資金與品牌信賴度，目

前市場為Amazon、微軟、Google
等三大廠商所據，其中Amazon的
AWS(Amazon Web Service)在全

球雲端運算市場占有33%，是目前

最大的雲端平台。

　Amazon指出，完善的雲端平

台絕對是支撐AIoT順暢運作的關

鍵，物聯網現在的應用已多，而

隨著技術成熟與成功案例的持續

浮現，這幾年導入的產業將會

激增，因此企業主必須選擇可

支援多種產業的雲端平台。以

Amazon為例，目前使用AWS的
產業包括製造、健康照護、建

築、交通、能源、零售...等，而

除了支援各產業外，在資安防護

的資料分析工具等，AWS所提供

的服務也都是產業之冠。

　在終端產品部分，在雲端平台

以大IT廠商為主、台灣廠商難以

與之抗衡之下，再加上台廠向來

擅長於終端設備的設計與製造，

因此投入廠商大多以終端產品為

主，近年來市場掀起的邊緣運算

概念，更成為多數台廠在AIoT市
場的著力點。

　在2008年創立時，就以終端

智慧化應用為核心的物聯智慧董

事長郭啟銘指出，過去集中式運

算，是將終端設備的所有數據回

傳到後端，然而過多數據會造成

後端平台的運算負擔，且影響整

體系統的即時性，面對此一難

題，邊緣運算將是最佳解答，物

聯智慧在創立時，就聚焦在影像

分析軟體研發，經過10年的經

營，證明這是一條正確之路。

　AIoT的進化，不只是雲端與終

端技術與應用的改變，兩端之間

的通訊傳輸也是重點，尤其即

將在2019年開始商轉的5G，更

將為AIoT帶來全新的商業模式。

DIGITIMES分析師吳伯軒表示，

物聯網的應用多元，5G的到來將

會創新且深化這些領域的物聯網

系統應用，不過吳伯軒也指出，

無論是電信商或企業，5G所帶來

的應用都是全新思維，在沒有前

例可循的狀況下，電信商必須持

續試探商業模式，讓服務能夠取

得合理的報酬。

　近年來PC市場逐漸下滑，物

聯網成為台灣產業的新希望，在

這次的研討會中也可發現，物聯

網的技術已臻成熟，應用案例也

開始增加，台灣廠商在技術面具

有優勢，未來必須從應用創意著

手，再結合台灣近期積極發展的

AI軟體，透過軟硬整合，才能站

穩市場。

智慧音箱伸應用場景   透過AI與硬體擴展優化產品使用體驗 聯網啟動新創意   AIoT揭開智慧生活序幕

 DIGITIMES在6月6日舉辦的「COMPUTEX 2018 AIoT Ecosystem Forum智慧

物聯．翻轉生活研討會」中，邀請到高通(Qualcomm)、Amazon、Xperi 、
Dialog、Macronix、ThroughTek、Ayla Networks、TransferJet等重量級廠商發表

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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