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apter 02
從網際網路到物聯網

學習目標

 █ 2.1 網際網路與物聯網緣起
 █ 2.2 物聯網之架構與其關鍵技術
 █ 2.3 基於網際網路的物聯網服務
 █ 2.4 EPC網路架構與物聯網
 █ 2.5 結語

Chapter



物聯網概論

2-2

資訊的革命和網際網路的發展，使得全球的經濟走過了近 10 年的繁榮。隨著
網際網路的普及化，人們對於新事物的認知，不再僅限於書本，而是透過無遠弗

屆的網際網路。然而，在這資訊爆炸的時代，人們對於資訊的渴求，對於任何事

物的掌控，網際網路早已滿足不了，因為網際網路的資訊，仍是被侷限在人與人

之間的資訊交換，對於人與物、物與物或物與人之間的交互關係仍然缺乏，因此，

架構在網際網路之上的物聯網便應運而生，這是一個跨時代的變革。IBM 前首席
執行長葛斯納（Louis V. Gerstner, Jr.）曾提出一個重要觀點，他認為運算模式
每隔 15年發生一次。這一判斷像摩爾定律（Moore's Law）一樣的準確，人們稱
之為「十五年週期定律」。1950 年左右出現電腦，1965 年前後發生的變革以大
型機器為標誌，1980 年前後發生的變革以個人電腦的普及為標誌，而 1995 年前
後則發生了網際網路革命。每一次這樣的變革，都會引起企業間、產業間，甚至

國家間競爭的重大動盪和變化。從 1995 年前後至 2010 年前後，正好又一個 15
年，也許是巧合，物聯網與雲端運算的熱潮正好出現。本章節主要敘述從網際網

路到物聯網間的變革，其章節架構如下：章節 2.1概述網際網路與物聯網的緣起，
接著章節 2.2 敘述物聯網的架構及其關鍵技術，章節 2.3 闡述基於網際網路的物
聯網服務，而章節 2.4 說明基於 EPC 網路的物聯網服務，最後本章節的結論則放
在章節 2.5說明。

2.1 網際網路與物聯網緣起 

網際網路的出現，徹底的改變了人們過去生活的方式，它產生了人與人之間

另一種溝通的方式，並打破了過去的商業行為模式。但人與人、與資訊之間的互

動大多還是以人為主體。隨著技術越來越發達，網路所產生的應用也不斷深入及

創新，現有的資訊內容已無法滿足快速變化的環境，人們迫切地需要實現人與物、

物與物之間的溝通，用以提升資訊透明度，並能夠對外界產生的變化及時做出正

確的回應。一旦所有的物品都具備連結網路的能力，並透過網路所提供的服務，

讓物品彼此間能相互溝通與互動，物聯網的世界便產生，物聯網也可以說是網際

網路的一種創新延伸。

網際網路的出現，我們存放資料不再侷限於實體書籍文件，將資訊利用數位

的方式儲存在網路上，藉由搜尋引擎的幫助，使用者鍵入關鍵字，經過篩選後就

能把我們想要獲得的資訊抓取出來，經過有系統的整理後呈現給使用者瀏覽。如

圖（一）所示，過去我們只能透過電腦（PC）來獲得資訊，隨著科技的進步，逐
漸把手機進行改良，使得它的功能除了通話之外，同時也具備了傳遞訊息、玩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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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處理事務，上網、查資料等一般電腦才能做到的事情，猶如隨身攜帶著一部

小型電腦。而網際網路的應用除了人與資訊的傳遞之外，人與人之間（Human to 
Human, H2H）也可以跳脫出現實生活中的互動，進而在網際網路上相互交流。社
群網站的出現，我們不再受到地理位置，時間限制的影響，能夠隨時隨地的在線上

與朋友互動，藉由傳遞文字訊息、影音圖片、檔案、利用麥克風和網路攝影機之影

音作即時交流，使得網路的應用不再只是被動地被使用，反而變得更加有趣。而社

群網站如 Facebook、Plurk或微博，能夠與好友進行互動、玩遊戲、架設部落格、
創立粉絲社團等功能，提供全新的人際互動模式，成功建立起緊密的人際網路。

圖（一） 從網際網路到物聯網

當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在網際網路上發展的同時，網路的技術變得越來越發達，

我們也能夠將網際網路應用在生活周遭的物品上，一旦這些物品連上網路，我們

就能夠輕易地利用電腦、手機來操作這些物品的動作及行為（Human to Thing, 
H2T），即使人不在家中，只需要利用手機，連上網路就能操控家中電風扇的開
關、瓦斯的開關，門窗鎖等等，免除了在特定範圍內才可以操作的限制，可以說

是相當的方便。

但是人與物之間互動均免除不了需要人為去操控，因此希望互動的過程中去

除人為的介入，讓物體和物體之間能夠自行溝通、做運算、執行動作，達成我們

所要求的結果，這就是物聯網的概念（Thing to Thing, T2T）。使用者事先排定
好一套規則，讓物體和物體之間可以依照這些規則去執行對應的動作，並將結果

簡單易懂的呈現給使用者。舉例來說，當溫度計感測到 30 度後，它能夠依照事先
定義好的規則，與窗戶溝通，要求窗戶關閉；接著與冷氣溝通，要求開啟電源並

選擇適當的溫度。我們不再需要自己起身關上窗戶，拿起搖控器開冷氣調溫度，

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更便利。比起網際網路，物聯網的應用就變的更多元了，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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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在健康照護方面、物流運輸方面、醫療系統和道路交通管理等等，物聯網能

夠提供更彈性且全面的服務，然而所帶出的挑戰，也將是形成物聯網世界前必須

克服的議題。

網際網路的出現，帶給人們生活上的便利性，資訊的交流變得更加迅速，也

在人與人之間產生一種新型態的互動。而將網際網路應用至物體上，人們也可以

輕易地透過電腦、手機，連上網後來操控這些物體的動作與行為。物聯網的出現，

更是徹底顛覆了大家以往對於網際網路必定有人為操控的刻板印象，連上網際網

路後、交換訊息、分享資訊，不再只是人與人之間或人與物之間的專利，物體也

變得具有智慧、能夠思考、及對不同事情做出選擇的能力。物聯網的發展緊密的

結合了人與人、人與物及物和物之間的關聯，產生出新型態的合作關係，而這將

大大地改變人類未來的生活型態，促進人類邁向一個美好的未來。

2.2 物聯網之架構與其關鍵技術
物聯網是架構在網際網路上更為龐大的網路，相較於網際網路僅僅是人與人

之間的資訊交換，物聯網更結合了各種末端設備（Devices）和設施（Facilities），
包括嵌有各式感知元件的行動終端設備、工業系統、大樓安全系統、家庭智慧設

施或智能視訊監視系統等，而這些嵌有「智慧」元件的設備或設施再透過各種

無線或有線、長距離或短距離之通訊網路，實現並互聯互通、應用整合（Grand 
Integration），和以雲端運算為基礎的 SaaS 營運等模式，在內網（Intranet）、
專網（Extranet）、網際網路（Internet）環境下，採用適當的資訊安全保障機制，
提供安全可控乃至個人化的即時線上監測、定位追朔、警報連動、調度指揮、專

案管理、遠端控制、安全防範、遠端維護保全、線上升級、統計報表、決策支援、

領導桌面等管理和服務功能，實現對「萬物」的「高效、節能、安全、環保」的「管、

控、營」一體化。

組成一個完整的物聯網體系通常具備三種不同的工作內容：第一是「全面感

知」：透過 RFID、感測器、二維條碼等感測元件針對特定的場景進行資料收集
或者是監控的動作；第二是「可靠傳輸」：透過各種網路技術，將感知元件上

所獲得的資料，傳遞至特定的人、事或物上；最後則是「智能處理」：透過有

效的分析及處理，使得雜亂無章的資料形成有用的資訊，作為有效率的應用。

如圖（二），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 ETSI）將物聯網劃分成三個階層：「感知層」為三層中的最底層，用
以感知數據資料、「網路層」為第二層，用以接收感知層的數據資料，並傳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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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層、「應用層」為最貼近現實生活中的層次，將接收到的數據資料，作最有

效的運用。以下我們將詳細介紹感知層、網路層及應用層的架構及其發展的關鍵

技術。

圖（二） 物聯網三層架構

2.2.1  感知層（Device）

感知層是物聯網發展與應用的基礎，包括 RFID 技術、感應技術、控制技術
及短距離無線通訊技術等，這些技術都是在感知層所需要的關鍵技術。感知層在

物聯網中就像是人體的皮膚及五官，針對場景進行感知與監測，用以收集許多不

同的資訊。感知層包含了許多具有感知、辨識及通訊能力的設備，例如 RFID 標
籤及讀寫器、二維條碼標籤及讀取器、GPS、影像處理器以及如紅外線、溫度、
濕度、光度、亮度、速度、特殊氣體、音量、壓力等各式感測器，設備間利用感

測能力對資料加以收集，接著透過彼此相互通訊將不同的資訊進行聚合，最後再

將資訊傳至網路層，致使物與物亦或物與人之間產生聯結與互動。其中，在感知

層中也包含了各種關鍵技術，以下我們將分別介紹無線射頻技術、無線感測網路

及嵌入式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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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無線射頻技術（Radio-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無線射頻技術是一種無線通訊技術，通常是由讀寫器（Reader/Writer）與標

籤（Tag）組成的硬體系統，讀寫器透過無線電的訊號，識別特定的標籤並讀寫相
關數據於標籤，而在識別的過程中，無需建立機械或光學的接觸。在日常生活中，

無線射頻技術隨處可見，如圖（三），舉凡交通工具上，作為標籤的悠遊卡及作

為讀寫器的讀卡機，或是圖書館借還書用的圖書證及高速公路上的電子收費裝置

（ETC）等都是標籤的一種。無線射頻技術的優點，包括：低成本、低耗能、便
利性高、安全性高、壽命長及易於應用在不同的場合中或物品上，綜合上述優點，

無線射頻技術在物聯網的發展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腳色。

圖（三） 悠遊卡讀卡機
（圖片來源：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blog/article.php?id=1545）

2. 無線感測網路（Wireless Sensor Network, WSN）
無線感測網路是由一群佈建在空間中，擁有不同感知元件的感測器所組成（圖

（四）。感測器間透過 Zigbee無線通訊技術，彼此分享著感測的資料，並形成連
通的網路環境。無線感測網路用於感知環境的變化，應用的環境也非常廣泛，譬

如：嵌有二氧化碳元件的感測器常佈建於工廠附近，檢測污染氣體的排放、嵌有

音量偵測感測元件的感測器常佈建於建地附近，用以評估工地所製造的噪音、嵌

有視覺感測能力的感測器則佈建於暗巷或樓梯間，用以防範可疑人士、亦或是將

三軸加速度感測器作為手錶掛在老人手上，作為意外發生時的通報等等。以擬人

化的方式來說明無線感測網路在物聯網中所扮演的腳色，假設物聯網為人的身體，

則無線感測網路就好似物聯網的手與腳，用以感知、感測、感受這世界不管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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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或無形的資訊，再加上擁有低成本、易佈建、應用廣、效能高等特性，由此可知，

無線感測網路的成長也將成為關鍵，大大地影響物聯網發展的成與敗。

圖（四） 各種感測元件（圖片來源：http://www.playrobot.com/cart/shop.php?type=1000
0/10003&toptypes=&actionmode=&text=0&typeid=10003&typeidtitle2=3）

3. 嵌入式技術（Embedded Intelligence）
隨著物聯網的興起，中國物聯網產業協會副理事長柏斯維曾表示：「是嵌入

式設備的高速發展對互聯網（網際網路）產生了強烈的需求，進而催生了物聯網

的興起」。由此可知，嵌入式技術在物聯網的發展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嵌

入式技術是綜合了微型電腦、感應器、電路技術及電子應用等多項技術為一體，

將軟體結合硬體裝置的複雜系統。該技術主要是針對每樣物品的應用進而設計出

一個專用的系統－嵌入式系統，舉凡智慧手機（如圖（五））、數位家電、遊樂

器等各種類型設備，都可以透過嵌入式技術使其具備多樣化的功能，亦或是附加

強大的軟體處理技術使其成為智慧化的裝置，以下將提出幾個加入嵌入式技術後

的運用例子。

 █ 智慧手機

一般的智慧手機只能夠提供單方面的手機功能，但是，如果利用嵌入式技

術將網路、影像監控及通信技術與智慧手機結合在一起，便可達到遠程監控的

功能。手機的遠程監控其實是在想監控的地方裝上監視器以及架設一台伺服器，

並在手機上安裝相對應的軟體，伺服器便能透過有線或無線網路，將影像傳至

作為接收終端的手機，以此提供使用者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皆能進

行監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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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智慧手機
（圖片來源：http://iphone.smartone.com/jsp/mo/iPhone4S/tchinese/home.jsp#smc）

 █ 數位家電

目前的家電僅有一般其相應的功能，但是，如果透過嵌入式技術將網路與

各種家電結合，使得每項家電皆具備上網的功能後，便可讓不同家電相互溝通，

也可以做許多一般家電做不到的事情。例如，讓使用者不只是觀看電視中不同

頻道的節目，還能夠利用電視查看其他家電的使用情形，如此一來，使用者便

能掌握每項家電的使用狀況，讓家裡形成一個小型的物聯網。

就目前的物聯網發展來看，在經過嵌入式技術的設計後，所有物件都必須具

備接收、傳遞及處理資料的能力。現在，許多裝置在經過物聯網近幾年的發展下

多有以嵌入式技術為基礎而開發的智能產品，這些智能產品在人們的生活中也隨

處可見，小至人們隨身攜帶的手錶、手機，大至家庭中的電視、冰箱，甚至是在

宇宙中運用的衛星系統，使用範圍相當廣泛。目前許多設備也都逐漸有了相對應

的嵌入式系統可以使用，可見嵌入式技術已經漸漸地影響及改善了人們的生活品

質了。

在感知層中，包含了許多的關鍵技術，而這些關鍵技術的整合，形成了物聯

網最為重要的感知層。事實上，這些關鍵技術早已應用在我們的生活中，譬如：

戰場中，作為偵測用的飛機，其配備了溫溼度感測器，用以監控戰場環境特性；

超音波感測器，用以計量戰場地形或是壓力感測器，用以計算飛行高度；亦或是

在城市中，將二氧化碳感測器佈建至街頭巷弄，用以計算車輛行進對於環境二氧

化碳濃度的影響等等。感知層的主要工作是作為物聯網的手或是皮膚，感受、感

測、感知這世界中的任何有形或是無形的物體，最後將之轉為數據，最後透過網

路層的傳遞，形成有用的資訊，而如何有效地收集資料，為感知層的主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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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網路層（Connect）

網路層的基礎是構築於大家所熟知的網路上，網路的結構又分成了內網及外

網，內網即一般所說的區域網路，像是公司或者是學校都會擁有屬於自己的區域

網路，在區域網路中，每台主機可以相互交換資訊，但是彼此所使用的 IP 位址是
不可重複的；外網即為網際網路，是區域網路經由一台服務器或是路由器對外連

接的大型網路，在外網中，IP 地址是唯一的，也就是說在內網中的所有主機都是
連接到外網的其中一個 IP上，並透過這個 IP和其他外網的主機交換資訊。因此，
在一個環境當中，所有的感測器會彼此建立一個內網交換訊息，之後再透過外網

將收集的資訊傳送出去。

網路層相對於物聯網來說就像是人體結構中的神經，負責將感知層所收集到

的資料傳輸至應用層進行處理。由於網路層是建立在數據網路或電信網路的基礎

上，（因為感知層的特性，使得無線網路的使用較為頻繁）因此在網路層中將會

依照網路傳輸的需求使用到各種不同的無線網路服務，以下將分別介紹在無線電

信網路及無線數據網路中所使用到的網路服務。

█ 無線電信網路
無線電信網路是由「基地台」與「行動電話」等設備所組成，處於基地台服

務範圍內的手機可以用無線的方式與基地台傳輸語音。隨著技術的演進，無線電

信網路也從 1G傳輸的「類比聲音訊號」，到 2G傳送的「數位語音訊號」，進而
發展至 3G 的整合語音及網際網路等服務，並且提高了傳輸速率，將語音為主的
電信網路和資料傳輸為主的數據網路整合於手機中，提供使用者不僅可以使用手

機進行語音通訊，亦能透過手機使用如電子郵件、網頁瀏覽、電話會議、電子商

務、電影觀賞等多項多媒體服務。為了能夠即時地傳輸人們所關切的多媒體資料，

目前 4G 的行動通訊標準與系統也正在建置當中，其功能將大幅超越 3G 所能提
供的頻寬需求及服務。

█ 無線數據網路
無線數據網路的應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已經非常普及，其依照通訊範圍的

大小將會使用到不同的通訊技術，例如：使用WiMAX這種遠距離（約 48公里）、
高速率（一個基地台提供 70Mbps 的無線頻寬）的無線數據網路作為通訊標準
時，是提供給網路範圍涵蓋了一個校園或一座城市的「無線都會網路」；以 WiFi
的無線數據網路作為通訊標準，並使用「無線電波」做為資料傳送媒介時，則是

給通訊範圍為數十公尺至一百多公尺的「無線區域網路」使用，其提供了人們在



物聯網概論

2-10

佈有存取站的場所中享有網際網路的服務；以藍牙為主的通訊技術也提供了一種

小範圍的無線通訊，通訊範圍為十至數十公尺的「無線個人網路」，是除了 WiFi
外的另一種提供可攜式裝置，並與其他設備間通訊的短距離無線通訊技術。在傳

送資料的過程中，網路層會依照不同的通訊範圍使用相對應的通訊技術。其中，

Zigbee 是一種廣泛應用於感測器的無線通訊標準，Zigbee 的通訊標準主要是考
量到感測器不需要很高的傳輸頻寬，反而是需要將電量消耗至最低，以延長電池

壽命，因此，目前 Zigbee的通訊標準是以低功率、價格低廉、支援許多設備等優
點大量地運用在感測器當中。

透過上述所提到的不同無線網路服務，網路層可以依照各種場景選擇合適的

傳輸方式，因此根據不同的網路需求，在網路層中也發展了各種關鍵技術，以下

將分別介紹異質網路整合、移動通信網路技術及雲端運算技術。

█ 異質網路整合

在物聯網的應用中，不同的物聯網設備會因應其所使用的不同網路技術連

結至網路上，如 Zigbee、WiFi、LAN、WiMAX、GSM... 等。然而，不同的網
路技術彼此無法相互溝通，也因為各自使用不同的網路規範，導致彼此協調不

良使得網路頻道中的某個頻道同時被多個網路技術所使用，產生共用問題，進

而無法使用設備，因此，在不同的環境中常會要求各種類型的網路能夠相互通

訊。此外，在場景應用上還會要求網路設備及智能終端根據自己的應用需求、

通訊能力、網路環境選擇適合的互通及連線方式，不同的網路技術必須能夠支

援多種終端或網路間相互協同的功能，以達成資料完整傳輸的任務，並且還能

夠臨時組成一個動態網路以提高物與物互聯的效率。

在物聯網的環境中，由於嵌入在物件上面的無線感測平台僅有提供 ZigBee
的通訊協定，礙於無線感測平台和使用者的終端裝置之通訊協定不同，如藍

牙、紅外線、WiFi 等，因此需要一台儀器可以將無線感測平台與使用者終端
裝置之間的通訊協定作轉換。由淡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的無線與行動網路實驗

室（Wireless and Mobile Network Lab）研發的多網合一無線閘道器（如圖
（六）），能將多種類的通訊協定互相傳換藉此控制家電，例如使用者可以透

過手機的 WiFi 對閘道器發出控制封包，當閘道器收到來自手機的 WiFi 控制封
包時，便會將此訊息轉換成 Zigbee封包再代傳至智慧電燈，用以控制明滅。自
動化的封包轉換，提供使用者舒適又便利的操控性，還可以進一步透過智慧化

環境監控的方式來進行能源控管，以減少不必要的浪費和資源的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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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多種無線通訊透過閘道器控制 Zigbee家電

█ 移動通信網路技術

在透過上述無線電信網路中所提到各種技術的發展下，將會形成移動通信

網路技術，移動通信網路技術為覆蓋範圍最廣且應用最為普及的無線通信網路。

由於其為物聯網發展初期中最主要的終端接入連結技術，因此在物聯網上最具

有不可替代的價值。但是，由於目前的移動通信網路技術尚未考慮到人與物、

物與物的通信需求，因此隨著物聯網的發展將從物與物通信的模型出發，設計

出低頻寬、低碼率的傳輸方式，以支援更小資源的分配及大量低數據率的終端

連結，並達成隨機切換以及移動性管理。

█ 雲端運算技術（Cloud Computing）

雲端運算是一種基於網際網路的運算方式，是將許多「端」點串聯起來，

這些端點也就是所謂的物聯網的設備，諸如電腦、手機等，每一「端」集合起

來將形成如同「雲」般豐富的運算資源，依照使用者的需求，方便且快速地提

供各式各樣的應用服務。透過這項技術，遠端的服務供應商可以在數秒之內，

處理數以千萬計甚至億計的資訊，提供如同「超級電腦」般同樣強大效能的網

路服務。雲端運算對於使用者而言，不需了解其所享受的該項服務，是由「雲」

中哪台電腦進行運算、由哪個儲存設備進行資料查詢，只要透過一條網路線連

上網路，即可使用龐大的電腦及網路資源。此外，使用者也不用花大錢升級電

腦或手機等就可連上「雲」中的硬體設備，大幅地減少硬體成本。如圖（七），

雲端運算共分為三層架構，分別為：下層的雲端設備（IaaS）、中層的雲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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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PaaS）以及上層的雲端軟體（SaaS），以下將各自介紹這三層以及其在
物聯網上的應用。

圖（七） 雲端運算三層架構

(1) 架構服務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IaaS）

 提供使用者使用「基礎運算資源」，如：處理能力、儲存空間、網路元件

或中介軟體，讓使用者能夠掌握作業系統、儲存空間、已部署的應用程式

以及網路元件。IaaS 技術對於處理物聯網應用的大量資料與數據處理提
供了有效的用途，此外，IaaS 對各類內部不同的資源環境提供了一致的
服務介面。

(2) 平台服務 Platform as a Service（PaaS）

 使用者建立應用程式，其掌握應用程式的環境。其又分為 APaaS 及
IPaaS，APaaS 主要是為應用程式提供執行環境及數據儲存；IPaaS 是
用於集合和建立多種應用程式。在物聯網中，由於建構者的應用目的不

同，PaaS的應用常具有不同的應用模式及應用方向。

(3) 軟體服務 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

 消費者使用應用程式，是一種服務觀念的基礎。在物聯網中，SaaS 依照
感知層的各種資料的收集大量的數據，並對這些數據進行分析和處理，最

後依用戶的需求提供相對應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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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層包含了相關網路資訊的交換標準與雲端服務之提供，主要是將資訊虛

擬化，讓訊息可以自由地透過雲端存取，並判斷感知層傳來的資訊是要送往雲端，

或者直接採取其它適當的動作，對於感知層所傳來的資訊做有效地處理與傳遞。

譬如：政府為了得知某個都市的空氣品質狀況，因此會在每條街道上架設感測器，

在經過環境偵測之後，感測器便可透過網路層將資料傳至雲端，讓在應用層的政

府對其資訊做出有效地處理；如果資訊傳遞不完全，那麼政府可能會因為訊息的

不足而做出錯誤的判斷。此外，在雲端或者是其他網路計算平台上作大量的數據

儲存、分析，亦是網路層的重要工作，也是作為應用層上運用的基礎。

2.2.3  應用層（Application）

應用層是物聯網與行業間進行的專業技術融合，是依照行業或是用戶的需求

對網路層中的感知數據進行分析處理，以提供特定的服務，並實現廣泛的智能化，

就像是人類的社會分工，最後構成一個完整的社會。如圖（八），使用者在使用

洗衣機時，通常會希望在電量耗費最低時使用，因此，廠商間會相互合作研發出

智慧電表，讓用戶得知耗電的資訊，並了解省電的時間，讓用戶在省電時期使用

洗衣機，以達到用戶的需求。

圖（八） 洗衣機依照用戶需求增加的功能
（圖片來源：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205649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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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聯網中，因為人、事、時、地、物的不同會有各種不一樣的應用領域，

因此，如何開發出具有高效能以及快速的軟體整合應用是物聯網發展中不可或缺

的必要條件。應用開發環境是在硬體和操作系統之上，用來支援應用軟體開發和

運作的一種軟體，是操作系統和應用程序之間的通用軟體。應用開發環境能夠使

應用軟體相對獨立於電腦硬體和操作系統平台，是操作系統為了適應各種不同的

計算而發展出來的功能擴充。

在應用層上，針對數據作出有效地評估並開發出相應的軟體整合應用對於不

同的行業及廠商間都會帶來相當龐大的利益，譬如：電力公司針對每天所消耗的

電量做出一個能夠即時查看用電量的「智慧電表」，讓人們可以了解家中各種電

器的用電耗能情形，並進一步調節用電量，不僅讓用戶獲得服務，也為電力公司

帶來許多利益。此外，在健康照護方面，也有供應商在鞋子內嵌入壓力感測器，

以了解居家老人每日的步行次數，並且可對老人進行室內定位的服務，或者是在

藥罐中嵌入感測器，以確認病人是否有定期服藥；在交通方面，目前世界各大車

廠不斷地嘗試把各式感測器、具影像處理能力的微電腦晶片嵌入於車身，目的是

在於改善車輛的性能及安全性。在未來，透過這些不同的服務，能讓使用者及供

應商都獲得各自的利益，因此在應用層方面，開發出有用的應用軟體對於不同行

業及廠商來說是極為重要的。 

透過以上所提到的各層介紹以及發展的關鍵技術，我們可以知道各層的關鍵

技術在未來都將深深地影響物聯網的發展以及人們的生活。雖然近年來已有許多

有關物聯網的研究及發展，但是各企業間對於每層所包含的內容與解讀仍有差異，

為了使大家能夠解讀所有物聯網的相關資訊，不同的系統之關鍵技術整合將會是

一大重點。由於要將各種不同的系統作整合以及統一各個企業與業者對於物聯網

上每層內容的理解，所以需要將各行業的合作標準化，為此而發展出一個合作的

規範並制定了一套標準的網站，稱為物聯網站（Web of Things）。物聯網站最
重要的意義就是要移除大家在智慧物件間對於通訊協定的差異性，例如無線射

頻技術（RFID）、無線感測器（Sensor）、執行器（Actuator）等。透過 Web 
Server 標準化的流程，可以幫助整合不同的系統，統一各個企業間，對於物聯網
各層內容的規範、並幫助人們對物聯網有更深一步地認識，進而使物聯網技術能

夠更快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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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於網際網路的物聯網服務
在我們生活周遭，不乏基於網際網路的物聯網服務，舉凡醫療、交通、能源、

生活、物流、購物等服務都有其蹤跡；本章節將從中列舉幾項具有代表性且成熟

的應用：汽車警報系統中的服務（e-Call）、智慧停車網服務（SFpark）、老人
看護系統（TOMCS），希望讀者能從中了解物聯網之層與層之間的交互關係。

2.3.1  汽車警報系統「e-Call」

在交通方面，歐盟各國為了有效降低交通事故的發生率，以及事故發生後緊

急醫療系統的即時啟動，共同發起了汽車警報系統「e-Call」計畫。這個計畫主
要的構想為將一些感測器加裝到汽車之中，藉由這些感測器的協同合作進行感知

及偵測，希望能在發生交通事故時，在第一時間，能將相關的訊息透過網際網路

傳達出去，用以提高後勤救護時機，進而降低事故發生時人員損失的機率。

其做法是利用感知層中的感測元件，像是安全氣囊感測器或是車輛撞擊翻覆

感測器等進行車輛狀態的監測，當這些感測元件偵測到氣囊爆開或車輛受到撞擊

時，系統即會透過 GPS 導航模組，將事故發生時間、車輛所在位置、車牌號碼
等相關資訊，經由網路層中的 GSM/GPRS 網路，將這些資料傳輸至緊急呼叫中
心，通知醫療急救人員與警察等相關單位，立即前往救援與事故處理，達到應用

層中將蒐集到的資訊有效利用的目的。下圖（九）為歐盟所提出的 e-Call 系統示
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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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e-Call系統架構圖
（圖片來源：http://ec.europa.eu/information_society/activities/esafety/ecall/index_en.htm）

有了這樣的系統，即使是一個人開車遇到事故，或是有駕駛肇事逃逸都可以

馬上得知，並立即處理，因此歐盟預估，e-Call系統的採用每年能挽救 25,000條
因來不及搶救而喪生的性命。歐盟計畫在 2015 年之前將此系統成為歐洲汽車均
必須安裝的基本配備，目前已有 BMW、PSA、Volvo 等車廠提供安裝 e-Call 系
統的服務。

2.3.2  智慧停車網「SFpark」

而在交通管理上，人們關切的除了交通事故的即時發現，另一個受人矚目的

問題就是停車位的找尋。每次開車出門，總是擔心會找不到停車位，尤其是休假

日的時候，一家人難得一起出遊，好不容易到達目的地後，卻發生車位難尋的窘

境，只好在路邊慢速尋找車位，但這麼一來就必須耗費大量的時間，也很容易造

成交通的阻塞，當好不容易看到車位想靠近時，周圍又有可能有其他車輛也加速

靠近想要停靠，因此往往容易導致交通事故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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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舊金山人口密度極高，交通相對的也較為壅塞，舊金山市政府為解決此

問題，與 Streetline 公司合作推出「SFpark」智慧停車系統，希望能夠結合無線
網路、感測器、收費柱、流量計算與行動裝置應用程式等技術，設計出能夠智能

管理的停車系統。

他們在每個車位設置一個感測器，當車位空閒時，感測器會透過 ZigBee 發
出訊號給附近的行車，附近的車輛收到感測器發出的訊號後，就能得知附近哪邊

有空閒的車位，順利的將車輛停靠。系統除了發送空車位訊息給附近的行車之外，

也會透過 WiFi 等無線網路技術傳送至網頁上，民眾出門前或到達目的地附近時，
即可先上網站查詢目的地附近的停車情形。要離開時，透過車位旁的收費柱可使

用信用卡或預付卡進行繳費。

此外，系統再統計車位使用情況後，還會根據「車位供需市場」動態調整車

位收費，若車位很多使用人數很少，系統會調降停車費；若車位一位難求，系統

則會提高停車費用，藉由收費機制來調整車位使用情形，達到智能管理的目的。

2.3.3  老人看護系統「The Old Man Care System（TOMCS）」

在醫療方面，隨著老齡化時代的到來，各國的老齡化人口逐漸的攀升，而年

輕人都忙於工作和事業，沒有過多的時間在家照顧老人，尤其在中國傳統觀念的

影響下，大部分老年人不願意住養老院，所以老人的看護問題已成為一個社會問

題。

老人看護系統，是指利用訊息採集的技術，蒐集老人的活動訊息，將這些蒐

集到的資料，透過無線網路傳輸到電腦上，將這些數據分析處理後，再傳輸到子

女的手機之中，以達到看護老人的目的。如圖（十）所表示，老人身上戴上嵌有

三軸加速器、溫度計、血壓計等感測元件的手錶，或是在老人的鞋上嵌入壓力感

測器，用以記錄老人一天的活動狀態。感測器會將蒐集到的資料透過 ZigBee 經
由家中佈建的 Access Point傳輸到電腦中，電腦將這些搜集到的資料進行分析，
進而判斷老人的身體狀況，若出現異常狀態，可能是經由三軸加速器的變化判斷

老人可能跌倒，或是體溫計、血壓計數值的異常，透過 WiFi 等無線網路的技術立
即將訊息傳輸到子女的手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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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TOMCS老人看護系統

老人看護系統無論是對個人，家庭還是社會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讓父母享

受子女的關心和照顧的同時也享受著健康的身體，讓子女在發展事業的同時也可

以兼顧照顧父母，緩解生活的壓力。

從這些實際應用的例子，除了可以瞭解物聯網中，層和層之間的分工合作，

也可以從中理解網際網路和物聯網結合的重要性以及其必要性，若是沒有網際網

路，物聯網就無法將物件所蒐集到的資料傳輸到能夠有效分析並利用的地方。反

之，若是沒有物聯網的存在，網際網路的應用彈性也將大大受到限制。15 年前的
網際網路到 15年後的今天，世界各國無不積極發展物聯網技術，使得物聯網概念
是一種流行，更是一種趨勢，地球村的實現已經不能滿足我們，而凌駕於之上的

智慧地球概念已勢不可擋，物聯網世代已經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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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PC 的網路架構與物聯網

因為物聯網的技術漸漸成熟，使得 RFID 產業亦蓬勃發展，應用的範圍遍及
製造、物流、醫療、運輸、零售、國防等各種領域。而相較其他的無線識別技術

而言，RFID 技術被普遍運用的主要原因為價格便宜以及資料傳輸安全。但是，
RFID 技術通常用於資料辨識，並不能將資訊透過網路的方式共享。近年來，美
國沃而瑪公司提出以 RFID 技術為感知層硬體基礎的物聯網應用服務，讓物品的
資訊可被標準化，並透過網際網路與其它系統融合而成的一個以物品資訊為主的

網路，也就是所謂的 Electronic Product Code global Network（EPC global 
Network）。

EPC global Network是由許多 RFID tag、RFID Reader 結合後端系統以及
網際網路所組成，並透過電子方式共享資料，讓企業間可以合作，主要應用在物

流資料處理的自動化，自動取得所有相關的資訊。不同於以往資料以人工手動的

方式輸入電腦，物品透過 RFID 技術，自動的將資料傳送給後端系統，並且由後
端系統處理、儲存資訊以後，再透過網際網路的傳送，讓需要的使用者接收資訊。

如圖（十一）所示，當 RFID Reader讀取 RFID tag的資料（如 ID和產品資訊）
之後，將資料傳送至伺服器作整理，伺服器會把資料傳到網路上，提供給企業或

個人共享資料，這些資料都是有經過特殊的加密方式。

圖（十一） EPCglobal Network的資料傳輸流程

在 EPC 網路未被提出以前，不同的物流系統之間資料無法流通，因此造成更
多的物力以及人力的耗費，造成很大的成本。EPC 網路結合 RFID 技術、現有網
際網路建設及 EPC 編碼規範，讓資料在製造商、經銷商與消費者之間彼此自動
的交換，不但使交易夥伴間加速完成訂單的處理，亦可快速反映顧客需求，同時

也在物品的收取、計算、分類以及運送過程增進效率。如圖（十二）所示，元件

提供者在製造完各類的元件之後，送至製造廠商進行元件組裝，透過 EPC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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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製造廠商可以回報各類元件的使用情況（如元件良率與使用數量），
當元件數量不夠時透過 RFID Reader 自動的進行讀取以及後端系統的處理，自動
通知相對應的元件提供者。如此一來，元件提供者可即時的進行元件製造，可節

省訂單處理的時間耗費。而當貨運公司將製造廠商的貨品送至零售分配中心時，

亦可透過 EPC global network，將運送過程中的商品損壞情況傳至製造廠商，使
製造廠商可以監控貨物的品質（如：生鮮食品須在低溫下保存與運送）。當零售

分配中心由貨運公司接收商品之後，透過 EPC 網路得知各地的倉儲銷售情況，將
貨物數量進行適當的分配，並送至各地的零售廠商。

圖（十二） EPC網路的概念圖

2.4.1  EPC網路的架構

如圖（十三）所示，EPC 網路主要包含了五個部分：RFID Tag and 
Reader、EPC 碼、中介軟體、物件名稱解析服務、EPC 資訊服務系統。RFID 
Reader 讀取 RFID Tag 裡的產品 EPC 電子代碼之後，中介軟體會把產品電子代
碼傳送至後端電腦，而 EPC 資訊服務系統裡的物件名稱解析服務，會將產品電子
代碼指向網路上的相關商品，最後在透過電子產品碼資訊服務（EPC IS）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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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詳細資訊，商品運送流程、來源以及商品最後送達位置等，以下將分別詳細說

明這五個部分。

圖（十三） EPC global Network的架構

1. RFID 標籤與讀取器（RFID Tag and Reader）：RFID 電子標籤中封裝了
RFID 的晶片與收發訊號的天線，而 RFID 晶片裡儲存的產品電子代碼（亦即
EPC碼）和商品資料，可透過 RF 無線載波傳送至 RFID Reader 中。

2. EPC 碼：RFID 讀取器所讀取的 EPC 碼（產品電子代碼）是用來記錄市面上
所流通的商品的代碼。EPC Global 制訂了編碼標準，並提供了現行傳統實體
條碼與 EPC碼轉換的標準。相較於傳統實體條碼，EPC 碼能賦予每個實體一
個獨一無二的編號，藉此物件相關資訊得以在散佈全球的 EPC Network 中存
取，進而建立資訊交換標準，使得資訊系統能藉由更為豐富、詳細，並更具

時效優勢的物件資訊描述，提供更有價值的資訊服務。

3. EPC中介軟體（EPC Middleware）：EPC Middleware 的功能是負責 RFID 
Reader 和後端電腦系統之間的資訊交換，可將來自 RFID Reader 所讀取的
資訊和事件上傳給後端系統。中介軟體為連接 RFID 讀寫器和後端系統資訊的
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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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物件名稱解析服務（Object Name Service, ONS）：物件名稱解析服務是
EPC 網路的重要元件，其運用在網際網路的網域名稱系統（Domain Name 
System, DNS）架構，為 Auto-ID中心設計，可用來查詢與 EPC 碼所對應的
URL 地址，再根據此 URL 找出產品的相關訊息資訊。當 RFID 讀寫器讀取到
RFID 標籤，EPC 碼將會被送至中介軟體處理。中介軟體將 EPC 碼送到當地
的 ONS 伺服器尋找與此 EPC 碼所對應連結，因此，中介軟體便可透過此對
應連結，到達資訊儲存的地點讀取資料。

5. 電子產品碼資訊服務（Electronic Product Code Information Services, EPC 
IS）：EPC IS位於 EPC網路架構的最頂層，是一組軟體標準。EPC IS 可以
讓企業間以更簡易的方式來交換、尋找及記錄 EPC資料，藉此推廣至供應鏈。
EPC IS 平台是以網路伺服器所建置，在網際網路上執行，並提供資訊交換服
務。

此外，如圖（十三）的 EPC 網路架構圖所示，產品資訊在 EPC 網路中各部
分之間的傳輸流程可分為以下五個步驟：

 █ RFID Reader從 RFID Tag讀取 EPC 碼。

 █ RFID Reader 將讀取到的 EPC 碼傳送到中介軟體進一步的處理。首先，中介
軟體將 EPC 碼送到當地的 ONS 伺服器，找出 EPC 碼所對應連結，接著透過
EPC資訊服務系統，從資料庫讀取商品資料。 

 █ 讀取出的商品資料將傳送至 EPC資訊服務系統中。

 █ 製造商就可以在 EPC資訊服務系統中記錄、更新資料。

 █ 更新的商品資料可以透過物件名稱解析服務傳送於企業所信賴的資料庫。

圖（十四）為 EPCglobal Network 的應用在物流管理系統的實際範例，透過
以下的流程，對於企業而言，可以知道產品的消費情況以及倉儲資訊，透過這些

資訊可以進行市場分析並適當的進行貨品數量的調配。

 █ 所有的商品，出貨前都會透過 RFID Tag 儲存電子商品代碼（EPC 碼）。

 █ 商品準備出貨的時候，透過 RFID Reader 即可知道數量以及出貨日期。

 █ 當產品出貨到倉庫時，透過電腦以及 RFID Reader，商品的數量資訊可以傳送
到 EPC網路中，以供企業清點產品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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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品在上架販售時，透過 EPC 網路可以立即更新現有的商品數量，有助於企業
提高補貨效率。

圖（十四） EPCglobal Network的物流管理系統流程圖

2.4.2  EPC與 Internet的差異

由於 Internet 是由許多電腦所組成的網路，人們可以透過網際網路，查詢
網路上的資訊以及進行各式各樣的服務（如：網路收看即時影音和下載資料等服

務），而這些服務將需要在網際網路中，傳輸大量的資料。與網際網路相比，

EPC 網路主要是由許多 RFID Reader 和 RFID tag 所組成。RFID Reader 讀取
RFID tag 裡的產品電子代碼與商品資訊，透過 EPC 網路，將資料傳送至後端系
統的資料庫進行資料更新。EPC 網路可讓相關產業、消費者，以及把關商品安全
的政府，可以隨時的得到各自所需要商品的相關資訊。EPC 與 Internet 皆可讓許
多人在網路中共享資料，但是因為傳輸資料類型以及組成元件的差異，使得兩種

網路的架構也不盡相同，表一為 EPC 與 Internet 的主要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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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EPC與 Internet的差異

Internet EPC Network

HUB/無線基地台（Base Station）：

電腦可以透過 HUB/ 無線基地台連結至
Internet網路

RFID 讀寫器（RFID Reader）：

EPC網路可以透過 RFID Reader，讀取電子
產品代碼（EPC碼），透過 EPC碼可以將
商品資料傳送至網路

網卡 /無線網卡：

用網卡 /無線網卡與和無線基地台聯絡，
藉此連上 Internet和其它的電腦進行資料
分享

RFID電子標籤（RFID Tag）：

透過所貼附（或嵌入）的電子標籤，被讀寫

器驅動以後能將資訊寫入或者被讀入 EPC
網路（EPC Network）

硬體位址（Media Access Control Address,  
MAC Address）：

無線網卡則是使用 802.15.4 標準協定，
每張無線網卡都有一個硬體位址（MAC 
Address）是全球唯一編號，無法異動，無
法變造。

（RFID Tag's識別號碼）RFID Tag's TID：

RFID 電子標籤（RFID Tag）所使用的是
13.65MHz的頻寬，而每一個 RFID 電子標
籤 RFID Tag都有 TID，TID是電子標籤全球
唯一識別碼，具階層編碼與可異動性。

IP 定址（IP Address）：

電腦在 Internet全球唯一識別碼，每個 IP 
位址確定網路上主機系統位置的方式與地

址確定城市街道上房屋的方式相同。

產品電子代碼（EPC碼）：

物件在 EPC Network全球唯一識別碼。EPC 
ONS利用此資訊尋找產品資訊的儲存位置。

網域名稱系統（Domain Name System, 
DNS）：

網際網路上的電腦主機名稱與 IP定址之間
的關係，進而能正確的在網際網路上找到

該主機並傳送正確的訊息。

產品物件解析服務（EPC ONS）：

產品物件解析服務是提供 EPC碼轉換成產
品資訊儲存資料來源與產品資料儲存來源的

網路連結，可讓使用者連結到相關的資料儲

存位置。

網際網路伺服器（WWW Server）：

網際網路伺服器為提供網頁瀏覽服務的機

器，可儲存網頁資料，並處理使用者網頁

瀏覽服務的要求。

電子產品碼資訊服務（EPC IS）：

電子產品碼資訊服務是企業間所使用的軟體

標準，可讓企業間以快速的方式來交換、尋

找及記錄產品電子代碼。

搜尋引擎（Search Engine）：

使用者可以透過搜尋引擎，提供關鍵字對

搜尋網路上面的資訊，常見的搜尋引擎

有 :Yahoo，Google等。

產品資料儲存來源記錄（EPC DS）：

使用者可以透過 EPC網路（EPC Network），
提供電子產品代碼對可以搜尋商品內之運送

過程資料的產品資訊儲存資料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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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 global Network具有許多優勢，除了可讓產品流程透明化與商品資訊自
動化之外，亦可提供產品的安全驗證機制，因此可以有效解決現在商業產業和政

府機關所面對的各種問題，如竊盜、灰色市場的競爭、品牌完整性、責任、庫存

控制和供應鏈效率低落等問題。

2.5 結語
物聯網與網際網路有著許多不同之處，網際網路提供許多重要的資訊，透過

瀏覽器及搜尋引擎，便可輕易地獲得購物、交通、行車路線等資訊。此外，透過

社群應用軟體（如 Plurk、Facebook、Twitter 等社群平台），使用者便可在遠端
彼此分享訊息。然而，現今網際網路大多的資訊內容，仍是由人們輸入，並非自

動取得。當物聯網與網際網路整合後，便不同於現今的網際網路，大量的訊息並

非由人們輸入，而是由智慧物件自動產生。物聯網中的智慧物件，能對實體空間

中的環境變化進行感測，並可供辨識，再透過聯網能力，自動將資訊傳遞到網際

網路，以便分享於使用者，而使用者透過網際網路接收到即時的訊息後，亦可透

過網際網路的遠端操作，控制智慧物件的行為，或是事先針對智慧物件設定行為

模式，使其因應不同的事件而能自動運行，並在物聯網中自動與其它智慧物件進

行對話、分工或合作，便能應用於改善生活品質，其應用範圍遍及交通、環境保

護、政府工作、公共安全、家居安全、消防、工業監測、老人護理、個人健康、

綠能產業等多個領域。

由於人們是生活在實體空間，如家庭、學校、辦公室，而這些實體空間中所

擺置的設備，小至遙控器、手機、照明設備、監控設備及家電產品，大至鐵路、

橋樑、建築物等，如何使這些實體空間的物體更易與人們互動，以達到優質生活

的目標，便是物聯網存在的價值。



物聯網概論

2-26

名詞解釋

1. EPCglobal Network：由許多 RFID tag、RFID Reader 結合後端系統以及網
際網路所組成，並透過電子方式共享資料，讓企業間可以合作，主要應用在

物流資料處理的自動化，自動取得所有相關的資訊。 

2. EPC碼：為產品電子代碼，作為 EPC Network 的全球唯一辨識碼。 

3. EPC ONS：為產品物件解析服務，提供 EPC 碼轉換成產品資訊儲存資料來
源與產品資料儲存來源的網路連結，可讓使用者連結到相關的資料儲存位置。

4. EPC IS：為電子產品碼資訊服務，電子產品碼資訊服務是企業間所使用的軟
體標準，可讓企業間以快速的方式來交換、尋找及記錄產品電子代碼。

5. EPC DS：為產品資料儲存來源記錄，使用者可以透過 EPC Network，提供
電子產品代碼對可以搜尋商品內之運送過程資料的產品資訊儲存資料記錄。

6. 摩爾定律（Moore's Law）：IC上可容納的電晶體數目，約每隔 18 個月便會
增加一倍，性能也將提升一倍。

7. 二維條碼標籤：在一維條碼的基礎上擴展出另一維具有可讀性的條碼，使用
黑白矩形圖案表示二進制數據，被設備掃描後可獲取其中所包含的信息。

8. 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又稱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是一個中距
離圓型軌道衛星導航系統。它可以為地球表面絕大部分地區（98%）提供準
確的定位、測速和高精度的時間標準

9. 伺服器：一個管理資源並為使用者提供服務的電腦軟體，通常分為檔案伺服
器（能使使用者在其它電腦存取檔案），資料庫伺服器和應用程式伺服器。

10. 數據：或稱資料，指描述事物的符號記錄，是可定義為意義的實體，它涉及
到事物的存在形式。

11. 基地台：用以接收和傳送無線電波的工具，最初是指廣播電台用來傳送節目
訊號的天線和一般家庭在屋頂上自行架設的衛星電視訊號接收天線。

12. 碼率：數據傳輸時單位時間傳送的數據位數 , 一般我們用的單位是 kbps，即
千位每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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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1. EPC網路包含了哪五個部分？

2. 請說明何謂 EPC碼。

3. EPC global Network 具有許多優勢，除了可讓產品流程透明化與商品資訊自
動化之外，亦可提供產品的什麼機制？

4. 電子標籤（RFID Tag）所使用的頻寬為多少？

5. 請列舉 EPC與 Internet的主要差異。

6. 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TSI）將物聯網劃分為三階層，請問分別是哪三層？

7. 呈上題，請以最簡明的方式說明此三層之間的交互關係。

8. 請列舉三種在感知層的關鍵技術。

9. 請列舉三種在網路層的關鍵技術。

10. 請列舉三種在應用層的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