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自駕車、智慧聯網打造未來生活

CES 2018 精銳盡出
引領全球科技趨勢

年初在拉斯維加斯舉辦的消費性電子展（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CES），是全球消費性電子第一大展，與台北以產業技術為
主的 COMPUTEX ，及漢諾威以資通訊技術為主的CeBIT合稱全球
三大科技展會。每年CES中，各大廠商競相展出自家最新產品與技
術，引領下一世代科技創新。
撰文╱鄭欽雄

服務機器人的參展家數今年再度成長，
圖為日本 mji公司研發的手心大小會話機
器人「Tapia」，具有豐富的對話表情。

CES 2018於1月9日正式在美國拉斯維加斯開幕，超過4,500家廠商參展，展期間共湧進超過17萬名參觀者。（圖╱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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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CES 中各式家電幾乎都配備
語音助理，圖左為索尼（SONY）
搭載Google Assistant的智慧音箱；
圖右為 LG 推出的智慧家電，以樂金
（ LG ）的機器人 Cloi 作為中樞操控。
（圖╱路透社）

延

續2017 年全年熱議的智慧穿戴、智慧家居
與車聯網等議題，CES 2018 成為各品牌結

合人工智慧（ AI ）大鳴大放的主舞台。以 AI 為主
軸向外擴展，在物聯網（ IoT ）、車聯網（ IoV ）
上都可以看見AI的應用，連帶包括5G通訊技術、

買家的注意。此外，還有隨手型智慧蔬果農藥檢

晶片、能源等等，都隨著 AI 身價水漲船高有了不

測器、可線上重組電池陣列技術RAIBA及高安全

同面向擴展。

STOBA鋰電池、DeepLook雲端智慧影像分析系

結合數據分析與各種感測器的物聯網，已

統、人工智慧音樂合成技術、GenkiBot：智慧伴

經和過去以遙控、監看作為主要功能應用大有不

眠機、 OCC 光碼互動服務系統、積層 3D 天線製

同，將會逐漸朝「服務化」與「平台化」轉型，

造技術等技術，展現工研院跨領域合作成果。

利用演算法與數據分析，擴展傳統物聯網產品使
用情境，為消費者量身打造專屬應用。

現場也看到許多生活化的應用，家電廠商
紛紛推出結合感測器、數據分析與AI的產品，跳

在車用電子部分，近年來在展場中可以發現

脫過去單純預載選項的應用，透過感測器收集資

車廠與車用周邊的占比愈來愈高，應用項目也愈

料、分析情境，例如結合氣象、路況等數據，預

來愈多元。過去車用消費性產品中，多半以娛

測使用者到家的時間，在使用者進家門前就先做

樂、導航、行車紀錄器等產品為主，蘋果電腦

好準備。

（ Apple ）推出 CarPlay 平台之後，各大廠逐漸開

值得一提的是，亞馬遜（Amazon）於2015

始往軟體應用發展，車用周邊與物聯網、 AI 、通

年推出「 Echo 」智慧音箱後，語音助理進入爆

訊技術有逐漸結合的趨勢，並在無人車、自駕車

發性成長期，「語音」成為CES 2018的AI應用主

及車用系統上有更進一步的應用。

流，電視、冰箱、咖啡機、微波爐、 AR 眼鏡等
各式家電、娛樂用品幾乎都裝上了語音助理。誠

更精準、更聰明的AI應用

如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 IEK ）產業

AlphaGo 打敗人類棋士， AI 浪潮撲天蓋地而

分析師侯鈞元所說，在自然直覺界面的發展趨勢

來，蘋果、臉書（ Facebook ）、 Google 與微軟

下，語音成為主流人機介面，未來可望改變商業

（Microsoft）等科技龍頭公司皆跨足 AI領域，技

經濟模式，買東西不再需要以貨幣、刷卡、行動

術呈現爆發性的成長，相關應用與各產業密切結

支付等媒介，「用說的」將會是最直覺也最便利

合，預期將會是接下來3到5年的重點發展領域。

的消費模式。

今年CES中，工研院也首次進駐CES AI專區，
展出8項AI創新研發成果，包括榮獲2018 CES創新

車聯網、自駕車和愈來愈多的車用電子

獎的智慧視覺系統機器人，可精確辨識深度與物

在今年CES的官網中，最有趣的就是汽車成

體距離，達到精確抓物功能，吸引國內外媒體、

為主角，也讓不少人戲稱今年的CES更像是「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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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子展」。汽車與相關應用廠商參展家數也成長
19%，不僅福特（Ford）、豐田（Toyota）、日產

（Nissan）、奧迪（Audi）等各大車廠皆展示自駕
車相關布局，就連科技大廠輝達（NVIDIA）也加入
自駕車解決方案的行列。
在車用電子部分，影像感測技術是今年的重
點之一。自駕車必須結合輔助駕駛系統、數據分
析以及人工智慧使用，因此影像感測技術的革新
為自駕車安全中最重要的環節。其中以光達技術
（LiDAR，又稱雷射雷達）的應用最受矚目，包括
Quanergy、威力登（Velodyne）、Innoviz等廠商

愛立信於智慧城市的展區，展示5G通訊技術與感測器、後
台系統連結後在城市的應用。

都在展覽中發表光達感測元件應用於自駕車的解決
方案。當愈來愈多業者投入光達感測元件開發，就
愈有機會降低自駕車的製造成本，讓自駕車售價調
整到消費者能接受的程度。

智慧城市與智慧家庭引領未來生活
過去只占 CES 一角的智慧城市展區，今年獨

至於車聯網部分，莫仕（Molex）和 Excelfore

立為一區。各家廠商以解決交通與能源問題為核

在CES期間公布傳輸速率可達10 Gbps的乙太車用

心，包括電動車、電動機車及電動自行車等，都

聯網平台，擴展智慧車輛之間彼此溝通、傳輸資料

是智慧城市展區中最受注目的項目。智慧城市

的頻寬。而過去因行動通訊裝置需求而成長的行

必須仰賴大量的監測數據，各種感測器、天線、

動通訊聯網技術，現正成為自駕車與AI相連最重要

傳輸相關零組件都是這次的重點。例如愛立信

的關鍵。CES 2018也舉辦5G應用與革新論壇，描

（Ericsson）結合感測器、無線傳輸與後台系統技

繪出5G 正式進入商轉後，對自駕車領域帶來的影

術，打造出植物生長控制系統，未來可應用在行

響，透過更安全、穩定、高傳輸量與速度的5G 聯

道樹與植物照護上。

網技術，讓AI與自駕車相關應用發展更迅速。

另一個和智慧城市息息相關的是能源問題，
電動車、電動機車及電動自行車的充電站、電池
等，是今年智慧城市展區中相當受注目的內容，
台灣代表睿能創意（GOGORO）則在CES 會場因
雨停電下，意外成為「台灣之光」；福特汽車則
與合作夥伴打造交通移動雲端平台，以電動車輛
為基礎提供低污染、少壅塞，更安全高效的交通
環境。
智慧家庭部分也有更多應用在今年展會中
發表。例如三星電子（ Samsung ）推出自家打
造的 SmartThings Cloud 應用物聯網平台，並透
過 SmartThings 應用程式彼此串聯，將旗下的家
電產品整合成單一系統，讓這些智慧家電們不再

威力登發表自駕車用的LiDAR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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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司其政，真正達到智慧家庭（ Smart Ho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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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物科技相關領域在今年的新創展區中有不少亮
點，例如巨量移動的心血管感測裝置、益生菌銀行
結合生物電可成為新型態綠色能源、富伯生醫的穿
戴式復健機器手，以及安盛生科的智慧排卵檢測系
統等，都是未來在國際間炙手可熱的明星產品。透
過 CES的展出，新創團隊蓬勃的創意即將在未來發
光發熱。

2018

Eureka Park 新創展區展示來自各國團隊具有創新創意的產品。

CES
大直擊

場地最大
概念。此外，三星自主開發的智慧語音助理

275萬平方呎展覽

Bixby ，也成為接下來三星在物聯網產品上的主

場地，為 CES 歷年

軸，目標在 2020 年透過 Bixby 和 SmartThings 應

來最大。

新創踴躍

CES上除了大廠展現最新技術與產品實力外，

新高，約900家新
創廠商參與。

另一個亮點就是新創團隊令人眼睛一亮的創意，
從2012年起開始設立、一年比一年盛大的 Eureka
Park 新創展區，展出內容包羅萬象，不分軟硬

體、領域，只要產品夠創新，就有資格站上世界

台灣今年透過科技部選拔後，再經由 CES 審
核，帶領32個新創團隊，以「Taiwan Tech Star」
品牌形象進駐Eureka Park新創展區，今年團隊總
共分成五大領域，包含生醫醫材、擴增

穿戴裝置、 AI

館變壓器異常，突
然停電2小時。

參展家數

參展，約 4 成參展
業者來自亞洲。

虛擬實

智慧家庭、物聯網

機器人，成為僅次於法國與荷蘭

的第三大參展國家。
今年Eureka Park展區主題為「未來的智慧城

參展人數
超過17萬名參與

金氏紀錄

者，來自全球150
個國家。

英特爾（Intel）展示
室內100架無人機編

舞台，向全球發聲。

VR）、網路服務

雨，造成 CES 主會

新創園區參展數創

新創展區更多驚喜

境（AR

拉斯維加斯連續豪

超過4,500家廠商

用，為使用者打造包括電視、飲食在內等量身訂
做的生活內容。

大停電

隊飛行，創下金氏世
界紀錄。

傾盆大雨
展期間接連數天落
下傾盆大雨，打破
拉斯維加斯（Las

參展產品
整體展出產品排
名，智慧家庭最
多，其次為無線
裝置、零組件。

討論聲量

Vegas ）1937年以

超過300場次論壇、

來1月降雨量紀錄。

座談會，共計有86
萬732則關於CES 的

市」（The Future of Smart Cities），總計超過800

推特；45萬554則

個新創團隊參加，團隊來自包含以色列、法國、

使用#CES標籤。

烏克蘭、魁北克、荷蘭等20個國家與城市。醫療

資料來源：Gartner，工研院 I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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