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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料來源：https://www.ceatec.com/ja/

一、東日本高速道路(株)
Smart Maintenance Highway（SMH）

二、竹中工務店
EQ House

三、清水建設
以智慧創新打造未來城鎮

四、大成建設
AIoT&AI與AR應用

五、戶田建設
智慧安全帽（村田製作所）

六、Skin Electronics &
Food Tech

簡 報 大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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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社會，共創未來



4

Co-Creation Park Sociaty 5.0 Town Smart XTotal Solution

Devise & Technology

互聯社會，共創未來CEATEC 2019 會場分區圖

共八個展館同時展出



建築
4.0

建築數
據中心

建立評
估體系

建築資
訊建模

智慧
營造

智慧
建材

智慧雲
端平台

BIM + CIM

數據收集IoT產業、資料庫軟體產業、硬體製造產業

從規劃設計建造
到維管採用同一
資料庫進行資料
的收集儲存和分
享

智慧製造預鑄構
件
導入ICT建機整
體衛浴

i-construction

AI演算分析
設施管理
可調適優化
策略

AI自進化平台

Intelligent Building Materials
聰明的材料 + 邏輯的控制

具感知、辨識、處理、致動、自預警、自修復等功能之建材

評估方法
評估項目
評估基準

建築4.0評估指標

Building Data Center

建築4.0所含括的範疇

資料來源：
中國文化大學智慧建築研究室温琇玲



設計階段 施工管理 維護管理

• BIM
• DFMA
• 建築數據收集
• 整合系統設計
• 智慧建築標準

採用
• 整體衛浴
• 智慧家電(IoT)
• 導入智慧建材

• i-construction
• 智慧製造預鑄工廠
• 人機協作智慧工地
• 使用具有ICT技術
的建築機具整地

• VINNIE

規劃階段

• 標線測量導航系
統「T-Mark.Navi」

• 雷射掃描儀
• 採用航空雷射測
量監視土方工程

• UAV(Unmanned 
Aerial Vehicle)

• Narrow multi 
beam

• 智慧建築AI自進化
管理平台

• 建築數據分析
• 建築效能分析
• 智慧建築標準驗測
• 預測維護

解決社會及實務問題
• 高齡少子問題
• 工地安全問題
• 技術工高齡化問題
• 縮短工期
• 減少碳排
• 提生營建工業等級

政府可以協助的事項
• 輔導智慧製造預鑄

廠
• 補助導入ICT的建設

工程
• 提供場域
• 縮短工期鼓勵預鑄
• 法令鬆綁
• 人才培育

智慧建築帶動產業邁向建築4.0升級

CCU-IB Studio中國文化大學智慧建築研究室 溫琇玲社團法人臺灣智慧建築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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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建設業勞動力不足問題

 目前技術勞動者約340萬人，今後10年內約有110萬人因高齡化而離開
職場

 年輕人願意入職的人少(29歲以下的佔整體約1成)

技術勞動者
約有110萬
人可能離職

資料來源：（一社）日本建設業連合会「再生と進化に向けて」 CCU-IB Studio中國文化大學智慧建築研究室 溫琇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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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建設業的勞動災害是其他產業平均的2倍

 建設業與全部產業比較，死傷事故率大約2倍
 事故原因大多為建設機械的操作導致，墜落事故則佔第二名

死傷事故率的比較 建設業的勞動災害發生原因

CCU-IB Studio中國文化大學智慧建築研究室 溫琇玲



i-Construction
提升每位員工的生產性
改善企業經營環境

提高工地相關職人的薪資水平使
建設業成為有魅力的產業

朝向建設工地零死亡
事故而努力

從「辛苦、危險、骯髒」的形象轉為「有高薪、
有休假、有希望」的產業

資料來源：日本國土交通省i-Construction～建設現場の生産性革命
～

建設導入IT技術



NEXCO東日本提出
SMH計畫，希望以
AI分析技術與AR
在少子化世代協
助 高 速 公 路 維
護。

東日本高速道路(株)
Smart Maintenance Highway（SMH，智慧維護高速公路）

10資料來源：https://www.e-nexco.co.jp/

SMH的整體構想圖

圖片來源：https://www.e-
nexco.co.jp/pressroom/data_room/reg
ular_mtg/pdfs/h25/0731/01.pdf



東日本高速道路(株) Smart Maintenance Highway（SMH）

11資料來源：https://www.e-nexco.co.jp/

主要的ICT應用意象圖

基礎設施管理中心 資產管理

Big 
Data 
處理

奌檢監控
情報資料庫

運用行動裝置進行奌檢紀錄 應用無人飛行器的奌檢

運用計測車輛進行劣化、損傷之監
控

遠端自動計測進行劣化、損傷之監
控



12資料來源：https://www.e-nexco.co.jp/

東日本高速道路(株) Smart Maintenance Highway（SMH）

高速公路維護流程 SMH基本計畫

主題ㄧ
活用ICT技術的設施監
控提高現場作業的效率

主題二
下世代RIMS的構築提高
分析、評價的信賴性

主題三
整合業務流程，提高資

產管理效率

主題四
了解現場負荷狀況確立
SHM業務的作業流程

主題五
開發更新、修繕工程的
施工技術以及採購流程



13資料來源：https://www.e-nexco.co.jp/

希望透過SMH提高道路維護的效率

東日本高速道路(株) Smart Maintenance Highway（SMH）



14資料來源：https://www.e-nexco.co.jp/

動画『全周囲道路映像の維持管理業務基盤としての活用』(3分鐘)

透過全方位影像進
行道路維護的設施
管理系統。

未來將即時記錄道
路情況並透過AIoT
的技術進行設施管
理、虛擬檢查、人
力派遣規劃…等，
增加道路預測維護
有效性。

東日本高速道路(株) Smart Maintenance Highway（SMH）

https://www.e-nexco.co.jp/effort/aging/smh/05.html


15資料來源：https://www.e-nexco.co.jp/ 圖片來源：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S-SJ技術
透過敲擊橋樑與道路結構體，進行聲音
蒐集，利用音訊分離技術，使收音設備
準確分析敲擊後壁體所產生的聲音再透
過AI方式進行分析傳遞至安全帽的警示
燈，提醒異狀存在。

(1)敲擊壁體(音訊分離技術) (2)警示燈提醒(紅圈處)

東日本高速道路(株) Smart Maintenance Highway（SMH）



16資料來源：https://www.e-nexco.co.jp/ 圖片來源：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 迴轉式打音診斷機器人技術
模仿昆蟲造型爬在橋墩上進行敲打，一但有異狀產生就會停止並於該處
顯示紅燈進行警示及標記。

◼ 結合概念性MR設備PRETES-e，於未來能夠透過影像對照與AI技術預估橋
梁健康程度並制定修復作業等對策。

動画『future image 202X』(6分鐘)

東日本高速道路(株) Smart Maintenance Highway（SMH）

https://www.e-nexco.co.jp/effort/aging/smh/06.html


竹中工務店希望在Society 5.0提出以『人』為本的新價值

竹中工務店 EQ House

17資料來源：https://www.takenaka.co.jp/eq_house/

在不久的將來，物聯網的發展將一切聯繫在一起。
我們生活中的架構將如何變化？
在竹中公司，我們擁有一種未來的架構，可以輕而易舉地監視我們的生活。在“EQ House”實現。
會呼吸的屋頂和牆壁，靠近人的空間，先進的ICT技術是連接人與建築的信息，自然與流動性，它
將豐富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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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中工務店 EQ House
◼ 連接人與家的界面
安裝在建築物中心的玻璃，可顯示室溫和亮
度等的信息，並將人與房屋連接起來。 此
外，通過利用物聯網技術，將房屋和事物連
接起來，並在觀察室內和能源狀況的同時，
為人們提供最佳服務。
這一系列是透過充分利用先進的ICT技術的
建築物通信系統（建築物通信）來實現的。

搭載人工智慧的近未來建築

18



希望能將人、流動性、環境、資訊、生活風格等聯繫起來，豐富生活！

19資料來源：https://www.takenaka.co.jp/eq_house/

竹中工務店 EQ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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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中工務店 EQ House
外觀有1200個面板，外部面板是由程序表格計算設計。根據一年365天所有日照模式的模擬結果確定最
佳形狀和佈置。美麗的光線和微風從面板上的孔洞進入房間，可以創建一個舒適的空間。



光控膜能依感測到的太陽輻射數據及太陽的位置自動改變光控膜
的透明度，執行最佳化節能控制，並結合AIoT的技術進行情境式
調控模式。

21資料來源：https://www.takenaka.co.jp/eq_house/

竹中工務店 EQ House



EQ House的每個面板皆有其獨立的ID進行管理，於現地組裝時可
結合AR、VR、MR等技術，方便施工人員進行面板裝設工作。

22資料來源：https://www.takenaka.co.jp/eq_house/

AR、VR、MR等技術結合於智能眼鏡中

竹中工務店 EQ Houses イメージ及び建物概要ムービー(7分鐘)

竹中工務店 EQ Hous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25&v=-KL8V6juOOs&feature=emb_title


施工過程中因尚未建置防災設備，因此往往災害的發生已無法挽回，竹中
工務店在工地防災方面也與KDDI，Yamato Protech合作，利用雲端結合火
警警報器集中管理，開發出『建設現場向けIoT火災報知システム』，於災
害發生時，第一時間警示施工現場，並進行人員疏散。

23資料來源：https://iotnews.jp/original-articles

竹中工務店 EQ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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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中工務店 EQ House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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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mizu Smart Site概念圖
兩台搭載六軸機器手臂的臺車
，於無人操作下進行柱的焊接
工作，並可做到非接觸性的焊
接品質檢測，愛知產業委託製
造，已運用於3個現場工地

與傳統塔式起重
機中的彎曲和拉
伸型臂架最大的
不同，是可以在
水平方向上伸展
和收縮臂架的功
能

透過雷射感測器與BIM
的參照，可自動移動到
指定的工作場所（SLAM
功能），安裝天花板，
緊固螺釘，基座以及OA
地板等。透過更換機器
人手臂的末端執行器，
可進行多種功能的工作

Robo-Carrier透過雷射感測器與BIM的
參照來識別其位置，並自動將材料運送
到指定的工作場所。 如果有障礙物，
它會自動重新搜索並修正輸送路線

目標：70％以上の省人化
2018年關西高層建築首用

CCU-IB Studio中國文化大學智慧建築研究室 溫琇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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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建設 Smart Site

CCU-IB Studio中國文化大學智慧建築研究室 溫琇玲

影片來源：
https://search.yahoo.co.jp/video/search;_ylt=A2RCL6LHjcNdcWEAh0GJrPN7?p=%E6%B8

%85%E6%B0%B4%E5%BB%BA%E8%A8%AD&aq=-1&oq=&ei=UTF-8



清水建設
以智慧創新打造未來城鎮

27資料來源：https://www.shimz.co.jp/ 圖片來源：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室內外語音導航系統 氫氣能源系統 自動駕駛系統

期望透過開放式創新實例，展現AI及IoT技術成熟共創 Society 5.0 美好世代



清水建設 以智慧創新打造未來城鎮

28資料來源：https://www.shimz.co.jp/

清水建設與IBM Japan共同合作聯合開發室內外語音導航系統，
主要希望提供身心障礙者能夠透過智慧型手機的語音導航系統，
生活在便利的無障礙城市！

藉由 IBM Japan
的高準度室內定
位功能及語音辨
識技術，提供身
心障礙者最佳路
徑及路徑資訊等。

研究開發中



29資料來源：https://www.shimz.co.jp/

清水建設目前正在開發氫氣能源系統，希望能儲存可再生能源中多餘
的電能來製造氫氣進行蓄電，再以燃料電池提供建築物的電力需求以
及熱需求，並透過BEMS建立控制氫氣生產、儲存和釋放等能源管理

研究開發中

清水建設 以智慧創新打造未來城鎮



30資料來源：https://www.shimz.co.jp/

透過BIM模型的建立配合3D地圖的動態資訊，進行車輛管制、聯結、
支援建立可靠的自動駕駛系統，達到車輛使用及行駛情況的有效性並
結合監控系統及AI人臉辨識功能掌握車輛及人員狀態。

預計於2020.3開始試驗

清水建設 以智慧創新打造未來城鎮



31資料來源：https://www.taisei.co.jp/

大成建設正積極推動智慧建築雲端平台，希望透過AI與IoT能藉此改
變建築的營運模式及維護效率。

大成建設 AIoT & AI與AR應用



大成建設委託千葉工業大學設計
製作的綁筋機器人
綁筋工程是簡單不斷重複的工作約佔鋼筋混凝土工
程的20%工作量，透過「T-iROBO Rebar」可以減輕
人力，一天24小時中年無休的工作

CCU-IB Studio中國文化大學智慧建築研究室 溫琇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sQhvVCZ_9M

DAIWA HOUSE工業的Robot suit

CCU-IB Studio中國文化大學智慧建築研究室 溫琇玲



大成建設 AIoT & AI與AR應用

34資料來源：https://internet.watch.impress.co.jp/docs/event/1213252.html圖片來源：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為人們創造一個活潑的環境！
利用AR以西新宿作為BIM試驗場域，
提供建築物理環境資訊呈現、並提供
建議改善策略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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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建設 AIoT & AI與AR應用 「Digital西新宿」

將iPad對準標記 在只有灰色的螢幕上用CG繪製了數位西新宿 温熱環境模擬 都市熱島處所

表示風的流動 減緩風和熱的新提案 現在的西新宿都是混凝土大樓 未來可以模擬

隨季節的變動可以導入ㄧ些楊光 步道遮陽採堅固板 紅色及青色點表示人流 無人飛行器分析人流及避難引導

https://internet.watch.impress.co.jp/img/iw/docs/1213/252/html/003_o.jpg.html
https://internet.watch.impress.co.jp/img/iw/docs/1213/252/html/004_o.jpg.html
https://internet.watch.impress.co.jp/img/iw/docs/1213/252/html/005_o.jpg.html
https://internet.watch.impress.co.jp/img/iw/docs/1213/252/html/006_o.jpg.html
https://internet.watch.impress.co.jp/img/iw/docs/1213/252/html/007_o.jpg.html
https://internet.watch.impress.co.jp/img/iw/docs/1213/252/html/008_o.jpg.html
https://internet.watch.impress.co.jp/img/iw/docs/1213/252/html/009_o.jpg.html
https://internet.watch.impress.co.jp/img/iw/docs/1213/252/html/010_o.jpg.html
https://internet.watch.impress.co.jp/img/iw/docs/1213/252/html/011_o.jpg.html
https://internet.watch.impress.co.jp/img/iw/docs/1213/252/html/012_o.jpg.html
https://internet.watch.impress.co.jp/img/iw/docs/1213/252/html/013_o.jpg.html
https://internet.watch.impress.co.jp/img/iw/docs/1213/252/html/014_o.jpg.html


36資料來源：https://internet.watch.impress.co.jp/docs/event/1213252.html

透過BIM及AIoT的結合，給予建築物最適切的建築物理環境建議，
並提供設計策略及手法供建築師、城市規劃師…等作為建築設
計參考依據。

大成建設 AIoT & AI與AR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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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田建設+村田製作所
智慧安全帽

加裝體溫心跳與環境監測等各

種傳感器，安全帽有了智慧，

讓施工人員於施工中獲得安全

保障。

時刻收集施工者生理Data以及

作業環境資訊，隨時掌握施工

者的身體狀況，有效降低施工

人員身體損耗，避免人為災害

發生，透過AIoT的導入，後續

提供業者建立預防措施SOP。

https://www.toda.co.jp/news/2019/20190603.html



戶田建設
智慧安全帽（村田製作所）

38資料來源： https://read01.com/7RK7Ay3.html圖片來源：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①感測器裝置

安裝在現有安全
帽帶上的生物信
息感測裝置(採用
以色列Elfi-Tech
製造的軟件技術
和村田製作所的
傳感器設計和應
用技術，可以高
精度地測量生物
信息而無需接觸)

安裝在頭盔後部
的外部環境感測
裝置(內藏電池)

人體熱感應裝置：
可測量脈衝，活
動，溫度，濕度
等，並進行全面
判斷。

使用特定不需許可證的
920MHz頻段低功率無線電將
測得的數據發送到Gateway

通過Gateway發送的數據，使用
獨自開發的運算軟體進行分析，
如果確定工人處於危險狀態的
前一階段，則會發送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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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大学染谷研究室・大日本印刷以「 Skin Electronics 」獲得
「ACC TOKYO CREATIVITY AWARDS」的「総務大臣賞／ACC Grand 

Prix」受賞

39https://www.dnp.co.jp/news/detail/1190418_15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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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服務 需求定義 建置 試驗 使用維護

• 現狀分析
• 選定適用的

技術
• 開發流程
• 期待效果的

預測
• 預算擬定

• 需求調查
• 需求彙整
• 需求是項可

視化
• 決定實現方

法

• 程式構造設
計

• 程式設計
• 單體試驗

• 總合試驗
• 系統試驗
• 運用試驗
• 非機能試驗
• 安全評價

• AI模組的評價，
追加學習(僅有
必要時)

• 申請運用維護
• 運用結果報告
• 宣傳支援(POP、
DM等的製作)

Xware的
Food Tech

https://www.xware.co.jp/works/nagi-tamachi.html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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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電子菜單
的奌餐系統

電子菜單
多國語 入席感應器

用入席感應
器管理空席

問卷調查掌握
顧客滿意度

應用語音騰空
雙手製作點餐

影像辨識
確認下單

實現效率化
的配膳軌道

應用語音系統
做詢問與答詢

以人臉辨識
做顧客管理

機器人協
助接客

用出入口感測器
掌握顧客混雜度



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與您共創美好的智慧生活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