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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通訊的世代演進_Evolution to 5G

資料來源: 5G無網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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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通信技術演進－萬物聯網的網路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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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社會

5G IoE

進階行動寬頻

B4G（LTE-A）/ CBRS LPWAN/ LPSRN

基礎行動寬頻

4G（LTE） ZigBee/ RFID/ WiFi



B4G/5G、IoT發展形塑次世代網路社會願景

資料來源：電信技術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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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通訊無線效益之提升，帶來產業與社會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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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聯網(Internet of Ever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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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IoT關鍵應用

免執照頻段 執照頻段

Ex: 902-928MHz( 美 ) 、 863-870MHz( 歐 ) 、
ISM(2.4GHz)頻段、5GHz、60GHz(WiGig)

Ex: VHF頻段(英)、行動通信2G/3G/4G頻段及
規劃中的5G頻段

資料來源: ITU GSR-16

IoT/M2M

關鍵應用

智慧城市

智慧資源管理(水、

能源、廢棄物)

公共事務與公

共安全管理

智慧製造

製造業相關IoT與

數據分析

智慧交通

自駕車、聯網汽車

與智慧交通管理

智慧醫療

穿戴式裝置與

醫療應用

智慧地理空

間應用

整合衛星定位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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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的結構與基本特點

智慧系統（應用層）：
對物體利用雲端計算、大數據分析實現智慧化的控制和管理，
真正達到人與物的溝通。以發現新的應用領域和應用模式

可靠的傳送（網路層）：
利用藍芽、無線網路、LPWAN、

2.5G、3G、4G或未來5G的物聯資
訊網路將感知的資訊在網際網路上進
行即時傳輸。

全面感知（感知層）：
利用RFID、感測器、二維條碼、QR
碼、衛星、微波及其它各種感知設備
隨時隨地採收各種資訊，全面且即時
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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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FID物流倉儲管理

2. GPRS車機實現車輛派遣

3. 台灣電力公司利用GPRS通訊盒實行電桿
監控以及高壓智慧讀表(AMI)

4. 警政單位利用3G網路執行M-Police專案

5. 防走失定位裝置

6. QR code生產履歷提供食品安全

11資料來源: TTC整理

早期物聯網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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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uawei 12

當前物聯網市場與應用技術分析預估



B4G物聯網技術發展與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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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因其應用領域廣其技術碎片化，沒有統一的標準

區域型網路
Local Area 
Network

低功率廣域網路
Low Power Wide 

Area Network

電信級物聯網
Cellular IoT

代表性技術
GPRS/3G/LTE

LTE-M
NB-IoT

優點
• 技術標準發展成熟
• 適合室內、短距離

• 低功耗
• 網路建置成本低
• 可提供室內外涵蓋

• 統一的標準
• 已有綿密的網路涵蓋
• 可全球漫遊

缺點
• 無法確保QoS
• 缺乏整合的技術標準

• 無法確保QoS
• 缺乏整合的技術標準

• 網路建置成本高



配合中華民國無線電頻率分配表
LPWAN進行修正規管審驗措施修法中

交通部 106 年 2 月 22 日修正發布

資料來源: 交通部郵電司 14



IoT發展預估

發展主軸：

車聯網

公用事業

工業製造

智慧城市

農業、環境

消費者

智慧大樓

物流

15資料來源: 2017 HIS (Information Handling Service) 15



車聯網

車聯網的產業鏈較獨特也有頗多的討輪暫無全球一
致性標準產生，惟現今可依其應用來探討可能的頻
譜使用。

車聯網應用主要分類：

 車輛聯網（Connected Cars）

 車輛通訊（Talking Cars）

 自動駕駛（Self-driving Cars）

16



車輛連網（Connected Cars）

這一部分的發展主要是：既有的需頻譜執照的行動
網路2G/3G/4G甚至發展中的5G，以及免執照Blue 
Tooth與WiFi。

實現車輛與網際網路平台互連及人車介面互連為主。

17

需執照行動網路 免執照無線接取

代表性技術

• GPRS
• 3G/HSPA
• LTE/LTE-A
• 5G

• Blue Tooth
• WiFi

頻譜資源 • IMT Band
• BT: 900MHz
• WiFi: 2.4GHz/ 5GHz

特點
• 電信級QoS
• 統一規範的技術標準

• 成本低
• 近端接取高頻寬傳輸



車輛通訊（Talking Cars）

關於車輛通訊（Talking Cars）是以DSRC＊為主，
國際間在頻譜與技術協定開始收斂。

主要應用有車間（V2V）或者車對設施（V2I）及車
對行人（V2P），統稱為V2X

*DSRC: Dedicated short-range communications

可能為專用網路頻譜

代表技術標準
• IEEE 802.11p (物理層協定)
• IEEE 1609 (網路層協定) 
• SAE J2735 (無線訊息格式)－美規國際標準

頻譜資源 • 700MHz& 5.9GHz

特點 • 訊息傳遞低延遲

18



全球DSRC頻譜使用調查

19資料來源: Qualcomm/ 3GPP 19



3GPP standard roadmap

20



自動駕駛（Self-driving Cars）

自動駕駛是非常複雜的應用實現，除了前面兩項的
通訊裝置以及大平台，對車廠來說更重要的是偵測
雷達，雷達又分成兩種國際主流：電波雷達與光波
雷達。

電波雷達使用到毫米波的頻譜資源。

電波雷達（Radar） 光波雷達（Lidar）

應用
• 車輛前後雷達
• 車側雷達

• 3D全像造影

頻譜資源 • 24GHz& 78GHz

特點 • 極低延遲，避免碰撞
• 光波3D成像協助精確判斷
• Google無人車採用

21



國內近期發展

工研院、車測中心及運研所主要發展V2X相關硬體建

置及場域測試（經濟部、交通部）

資策會開發車輛介面平台為主

台南沙崙綠能科學城中，已規劃建置無人車測試封閉

場域（交通部）

台灣大學、臺北市政府與高雄市政府近日導入無人車

測試（縣市政府）

 5850-5925MHz頻段已規劃為實驗頻譜供DSRC進行

場域實驗，視國際發展將來再作指定用途

22



關於那部無人小巴士

23



公用事業

•可用頻寬:

•交通部擬將 839-851 MHz 劃作公用事業專用頻段

（原為 840-847 MHz），其總頻寬為12 MHz。

•若採 FDD 模式，Center Gap 至少 10 MHz，

則上/下行各僅餘 1 MHz 頻寬可供使用。

•候選技術: 無任何技術標準可直接適用於此頻率範圍

PPDR

• 使用單位: 以警、消、醫療與救援為優先

• 可用頻寬: 國際普遍規劃 2x10 MHz 頻寬

• 韓國: 718-728 / 773-783 MHz

• 10 MHz 頻寬之傳輸率約為: 

下載 150.8 Mbit/s，上傳 36.7 Mbit/s

• 候選技術: LTE 將成為主要通訊技術 (Public 

Safety-LTE)

800 810 820 830 840 850 860 870 880 890 900 (MHz)790



825-

835

CDMA

870-

880

CDMA





885-

895

IMT



806-824

PPDR Trial

851-869

PPDR Trial



839-851

公用事業
788-803

IMT





895-

905

IMT

FDD

G.B.




公用事業規劃839-851MHz頻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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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5/19_台電低壓AMI通訊系統評鑑公告

通訊介面單元可包含無線通訊RF或電力線通訊PLC或
其他通訊方式，惟無線通訊RF頻段建議以
839~851MHz為主，920~925 MHz及
2400~2483.5MHz次之。

25資料來源: 台電AMI 25



AMI通訊模組之頻譜使用與發射功率規定

26資料來源: 台電AMI 26



工業物聯網
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 IIoT

工業物聯網 ( IIoT ) 目標在開創一個由高度智慧化且極度互
連的設備和基礎設施所構成的世界，其中的製造機台、運
送系統和電力管理配備了各種嵌入式感測、處理、控制、
分析功能。全部連接在一起，形成智慧型系統體系
( System of Systems )

工業製造的應用與標準因其產業不同，其資通訊連接各設
備以及感測裝置也不同，大部分將會採用免執照類的通訊
技術或者有QoS的電信級服務甚至一些專屬（Proprietary）
的通信技術。因此其頻譜資源利用上較無特殊需求，反而
在其廠區內各種不同裝置與系統間的共同平台管理是其發
展重點。

資料來源：國家半導體, NI 27



智慧城市

 ITU在可持續的智慧城市（Smart sustainable city, SSC）給了一
些主要關注領域以及指引。
 Smart energy 
 Smart buildings 
 Smart transportation 
 Smart water
 Smart waste
 Smart physical safety and security
 Smart health care
 Smart education

 針對需頻率資源的資通訊設施與服務部分主要以敘述過的電信級
服務還有IoT網路為主。其頻譜資源於目前發展下尚未有其他特殊
要求。

28資料來源: ITU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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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 IMT2020

ITU定義5G系統願景與規範名稱

 ITU在2015年6月確定需求與願景，自此開始由各方規
範制定開展並透過3GPP會議討論決定規格

而IMT-2020共有八大需求分別滿足三大應用情境
需求： （uRLLC與mMTC兩項偏物聯網應用）

 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 eMBB：增強行動寬頻

 Ultra-Reliable and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s, 
uRLLC：超可靠與低延遲通訊

 Massive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s, mMTC：
巨量物聯網通訊

30



31資料來源： ITU 5G Vision and Requirement

5G願景與指標要求

31



3GPP Timeline for 5G

32資料來源：Huawei 32



5G Key Technologies

33



5G milestones

34資料來源：NOKIA



5G的三種情境與範例應用

5G技術特性讓服務與應用可區分為以下三種類別

進階型行動寬頻
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

巨量物聯網通訊
Massive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s

極低延遲的可靠通信
Ultra-reliable and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s

改善用戶體驗
更多聯網設備
更高連網速度

虛擬實境(VR)與擴增實境(AR)

IoT服務，如智慧醫療、智慧運輸
與物流、智慧環境監控、智慧能
源網路、智慧建築、智慧零售

車聯網通訊、無人機送貨、自主
式監控、智慧製造

資料來源：Ofcom，TTC編修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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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國家之5G應用需求情境

資料來源：MIC

技術特性 歐盟(METIS) 日本 韓國 中國

大容量
都會資訊社會
購物中心
熱點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服務
智慧公民服務(知識創造

)

行動生活教練
高密度使用者服務

熱點區域

超高速

 AR辦公室
運動賽事
開放式慶典活動

經驗分享(如旅遊)
遠距教育
多樣化行動服務內容

行動內容串流服務
遠端教育

社區邊緣、高速移
動等惡劣環境的無
縫高速服務

大連結

智慧電網
大量感測元件

消費性電子(遠端監控)  5G延伸性服務(海洋、
太空..)

智慧農業
智慧城市

低延遲/高
可靠度

緊急事件通訊
交通運輸系統效率及

安全性
塞車

安全救援系統
救災系統
智慧駕駛
健康照護

智慧汽車
智慧機器人
公共安全服務
遠端健康照護

車聯網
工業控制

低耗能
行動裝置遠端監控 居家安全 行動管理服務

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
森林防火
環境監測

36



5G不同頻段頻譜特性研究

資料來源：5G America 37



ITU有關B4G/5G主要候選頻段之討論

24~86GHz

24.25~27.5GHz

31.8~33.4GHz

37~43.5GHz

45.5~50.2GHz

50.4~52.6GHz

66~76GHz

81~86GHz

 6GHz以下目前定義完成的頻段作為IMT Band，將可同時作為規劃初期5G網路。

 6GHz（24GHz以上）以上尚未定義IMT Band，僅討論候選頻段並請會員研究討論並實驗
後將於WRC-19正式討論並將做出決議。

6GHz 以上6GHz 以下

資料來源：WRC-15，2016年2月

探討頻段 Region1 Region2 Region3

470-694/698MHz 維持原廣播用途 依各國自行規劃 依各國自行規劃

1427-1452MHz 作為IMT用途 作為IMT用途 作為IMT用途

1452-1492MHz 需討論舊蘇聯地區使用 作為IMT用途 作為IMT用途

1492-1518MHz 作為IMT用途 作為IMT用途 作為IMT用途

3300-3400MHz 部份國家作為IMT用途 不作為IMT用途 部份國家作為IMT用途

3400-3600MHz 作為IMT用途 作為IMT用途 作為IMT用途

3600-3700MHz 維持原用途 部份國家作為IMT用途 部份國家作為IMT用途

3700-3800MHz 不作為IMT用途 不作為IMT用途 不作為IMT用途

4800-4990MHz 舊蘇聯地區作為IMT用途 作為IMT用途 作為IMT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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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國際頻譜規劃整理

• Released new rule and order for 5G (July 2016)

• 3.85 GHz BW of licensed spectrum: 
− 28 GHz (27.5-28.35 GHz), 37 GHz (37-38.6 

GHz), 39 GHz (38.6-40 GHz)

• 7 GHz BW of unlicensed spectrum in the band: 
− 64-71 GHz

• 600 MHz band for IoT use 

• Released national report “Radio Policies 
Towards 2020s” (June 2016)

• National suitable candidates for 5G
− 3600-4200 / 4400-4900 MHz, 27.5-29.5 

GHz
− All bands of WRC-19 AI 1.13

• 5G trial: 
− 3600-4100 / 4405-4895 MHz, 27.5-28.28 

GHz

美國 日本

• EC released ‘5G Action Plan’ (Sept. 2016)

• Key frequency range for initial 5G rollouts: 
− 3400-3800 MHz

• 5G deployments, potentially for IoT use: 700 
MHz

• Under discussions for the higher frequencies 
on the possibility to prioritize one of the lower 
pioneer bands between 24.25 to 43.5 GHz

歐盟
• Low and medium band (below 6GHz) 
− 3.4-3.6GHz
− 3.3-3.4, 4.4-4.5, 4.8-5.0GHz
− 5.905-5.925GHz (V2X)
− 800MHz band (IoT)

• High band (above 6GHz) 
− High priority for 20-40GHz for outdoor

中國

39資料來源：Ericsson Korea



韓國5G頻譜規劃

韓國在5G因承辦2018平昌冬季奧運發展上較
為積極，根據4月份參訪韓國未來部與行動業
者得到較明確的內部頻率規劃資料如下圖：

40

K-ICT Spectrum Plan (1Q 2017): Secure total 40 GHz until 2027

Auction (2018)

• 28 GHz (5G)

• 3.5 GHz (5G)

• 700 MHz (if any)

• 2.5 GHz (4th operator)

Auction (2021)

• < 40 GHz (5G)

• 1.4 GHz (SDL)

• 2.3 GHz (WiBro re-farming)

資料來源：Ericsson Korea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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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講義

主要LPWAN與NB-IoT介紹

災防告警細胞廣播系統



LPWAN與NB-IoT資
料補充



低功率廣域網路通訊技術整理

44Source: M2Mone 44



LoRa技術

LoRa這與其他通訊技術差異在物理層調變技術，傳
統低功率通訊系統採用數位FSK(Frequency-shift 
Keying)，而LoRa採用CSS(Chirp Spread 
Spectrum)的展頻技術，利用展頻增益(Spreading 
Gain)可以延伸涵蓋範圍且只消耗原先的功率。

45

Chirp Spread Spectrum

Frequency-shift Keying

Source: Avnet Silica 45



LoRa網路傳輸協定（LoRaWAN）

Source: LoRa Alliance 46



47Source: LoRa Alliance

LoRa系統架構

47



LoRa用戶終端

48

所有終端裝置基本配置，最省電設計、只
有終端裝置發送資料給基地台時才會有對
應接收開啟。否則一律休眠 (不叫不醒)

終端裝置可開啟定時接收
資料功能，針對需要定期
同步或者收取指令類別的
裝置，耗電高於Class A (可

定時醒)

終端裝置除了傳送資料時
外持續保持接收開啟狀態，
最耗電。(永遠醒著)

Source: LoRa Alliance 48



SigFox技術參數

49Source: SigFox 49



SigFox監理規範

50Source: SigFox 50



電信級物聯網技術標準發展
 原先行動寬頻世代（4G-LTE）因發展迅速，市場快速飽和，然營運績效成長有限。全球行動業者

營收均呈現下滑走勢。又加上以IT業者主導的LPWAN技術（LoRa/SigFox等）規格快速整合底定，
直接由原先IT產業踏入CT經營的場域。

 物聯網相關議題，最早是在第10版(R10)以機器型態通訊(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 MTC)
議題出現在3GPP會議中，而上述的LoRa/SigFox發展快速，使得全球電信商必須放棄原先緩慢
發展中的LTE Cat1&0以及還沒看到的5G。

 針對LPWAN物聯網訂出的功能特性加緊腳步於九個月內搭上電信標準組織3GPP的R13版本。以
標準規格制定才能整合生態系統。而該電信級物聯網技術就是所謂的Narrow Band IoT (NB-IoT)，
目前較明確看到2017年大陸三大行動業者推動NB-IoT服務商用規模化且於2016年底前完成實驗
網外場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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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WA Candidate Solutions: 
Wireless IoT v.s. Cellular IoT

52Source: ETSI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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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物聯網終端-規格比較



3GPP標準NB-IoT佈建情境

54

For In-band deployment scenario, NB-IoT carriers 

are seamlessly close to LTE Resource Blocks, so 

therefore in order to avoid

interference, 3GPP defined that PSD(Power 

Spectral Density) difference between NB-IoT

carrier and LTE RB shouldn’t be more

than 6 dB and due to this PSD limitation, the 

coverage of In-band scenario is restricted.

Source: NOKIA 54



電信級IoT網路全球佈建與生態系統統計

55Source: GSA Aug 2017

• 8 operators have commercially 

launched NB-IoT networks

• 3 operators have commercially 

launched LTE Cat-M1 networks

• 14 planned new networks using 

Cat-M1 or NB-IoT

• 11 trials of NB-IoT technology 

since February 2017

• 3 trials of Cat-M1 technology since 

February 2017

• 14 modules released supporting 

only NB-IoT

• 20 modules released supporting 

only Cat-M1

• 16 modules released supporting 

both Cat-M1 and NB-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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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防告警細胞廣播系統



今年5/18北區萬安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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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防告警細胞廣播系統

58資料來源:電信技術中心整理

緣起：在2004印度洋海嘯與2005年美國卡崔娜颶風造成嚴重傷亡後，為了能夠

建立一個能夠整合不同單位災害示緊系統以提供民眾緊急訊息通知，因此國際

標準機構針對這個使命，開發標準的介面並利用高度普及的商業行動網路將災

害告警系統(Public Warning System)的訊息透過基地台的細胞廣播服務(Cell

Broadcasting Service)或者簡訊系統(Short Message Service)進行示警通知。

我國災防告警系統(PWS)是政府「防救災雲端計畫」下的一套子系統，由行政

院相關部會與4G業者通力合作建置。其特點為災防告警訊息係以廣播方式進行

傳送，只要幾秒，特定區域內所有4G用戶手機即可收到災防業務主管機關發布

的告警訊息

細胞廣播服務(CBS)係採用行動通訊的細胞廣播技術，以獨立通道傳遞訊息，不

受網路訊務流量影響，數秒內即可將訊息傳送至基地臺涵蓋範圍內之所有用戶

手機。我國災防告警系統採用該服務進行災害廣播，供災害業務主管機關於災

難發生時，即時以告警訊息通知民眾疏散，減少傷亡。

PWS-災防告警系統

CBS-細胞廣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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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國家災防告警系統建置實例(1/2)
日本ETWS(Earthquake and Tsunami Warning 

System)-與我國相似都在地震帶上也屬於海島國家

 2007年11月啟用

美國CMAS(Commercial Mobile Alerting 
System)

 2012年7月啟用

歐盟EU-Alert

 NL-Alert首先試行，之後於2011年陸續擴大到英國、
西班牙、法國、瑞典與愛沙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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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國家災防告警系統建置實例(2/2)

以色列Personal Message(Meser Ishi) 

飛彈告警

 2011年啟用

智利LATAM-Alert(LATin-AMerica)

 2012年7月啟用，目前巴西加入

斯里蘭卡DEWN(Disaster and Emergency 
Warning Network)

 2009年1月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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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我國災防告警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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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為災害防救法規範的災害主管機關
將訊息彙整至災害訊息廣播平台CBE

PWS資料訊息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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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級以上地震、核災、特殊重大
災害等

PWS訊息又分成幾種類別

國家級警報

緊急警報

警訊通知

海嘯警報、土石流警戒等

疫情通知、封橋封路通知、水庫
放流警戒等

依中央災害防救業務單位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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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點 CBS細胞廣播服務 SMS簡訊服務

傳送特性 一對多（區域） 一對一（需接收用戶號碼）

發送方法
相似於電台廣播，無需佔用

個別用戶通信頻寬

需佔用基地台系統與用戶頻寬發送

，可能導致網路擁塞

重複發送 訊息於時間間隔內重複發送 僅一次

訊息安全性
高，系統僅接受來自國家災害防救

中心發出的告警訊息

低，無法識別訊息來源，可能被"

整"

訊息的樣態 手機自動接收並且有特殊聲響 一般簡訊接收方式

語言 可依據用戶手機語言設定接收 發送端單一格式

PWS傳遞訊息的方式

64



我國PWS採用CBS傳送訊息

65

我國災防告警系統(PWS)採用的是細胞廣播服務
(CBS)，具有不受網路壅塞影響，可在幾秒內同時傳
遞訊息至區域內數十萬至上百萬用戶手機，較簡訊服
務SMS更快速傳遞訊息，且具有前頁的多項優點。

當廣播訊息發送時，大量用戶同時收到並有特殊聲
響，可以提昇整體警戒與避難共識，絕對比各自不同
時間收到相同簡訊來的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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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Gig 60GHz資料參考



國際針對60GHz免執照頻譜的劃分

在各國和地區開放的頻譜中，大約有5GHz的重疊，這非
常有利于開發世界範圍內適用的技術和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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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Gig標準

WiGig是Wireless Gigabit Alliance制定的一種短距離
無線技術，2013年1月4日併入到Wi-Fi Alliance，以共
同推動60GHz高速網路與現有2.4GHz&5GHzWiFi標準
相容，且具有如下6個重要特性：

 支持最高7Gbps的數據傳送速率，是WiFi標準的10倍。

 設計初衷不僅是爲支援無線行動上網裝置（比如手機），而
且也支持高性能設備（例如將來會有的Docking以及桌上型
電腦等），所以它天生具有高級的電源管理技術。

 設計基于IEEE 802.11標準（WiFi技術使用的標準），幷且
支援2.4GHZ，5GHZ和60GHZ三個頻段

 支持波形成束，提高信號强度，有效傳送距離達10公尺。

 支持AES加密。

 爲HDMI， DisplayPort，USB和PCIe提供高性能的無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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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Gig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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