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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思考大趨勢，穩當
掌握未來 
工程界的大趨勢，讓各產業、產品測試與嘗試藉此獲利的公司面臨重大轉型。 物聯網的普及、5G 技術從原型
階段進入商業佈署的進步，以及適用於大眾的自動化駕駛進展，在在皆帶來大規模的複雜挑戰；不過，這也讓
我們有機會以過去無法想像的方式進行創新。 

為能真正體現這些大趨勢的優點，我們的自動化測試與自動化量測方式，需要從根本做出改變。 我們必須以
不同方式思考、針對目標採取行動，並做出採用軟體定義系統的重大改變，才能獲致成功。 而這正是我們推出

「趨勢觀察」的用意。 

趨勢觀察對最關鍵的工程趨勢與瞬息萬變的技術環境，提供深入分析。 相信能在您全力加速步入嶄新
未來之際，帶來助益。

Shelley Gretlein 
全球行銷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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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帶領我們進入嶄新的無線
測試紀元
■■ 更高的複雜度，是 5G 帶來美好前景的代價
■■ 要進行 5G 測試，必須開發新技術
■■ 因此必須使用成本較低的全新 Over-The-Air (OTA) 測試

從行動通訊開始發展之際，測試工程師即反覆進行受到廣泛認可的量測作業與應用相關技術，
以執行大量無線通訊技術測試，諸如 RF 半導體、基地台與行動電話等，皆包含在內。 但是有了 
5G 技術後，這類無線裝置中使用的技術將益發複雜，因此需要重新考量過去針對測試前幾代裝
置而進行高度最佳化的技術。 為了驗證 5G 技術的效能，需要使用OTA 方法來測試 5G 元件與
裝置，而非透過目前所使用的接線式方法。 身為工程界領導者，我們需要使用全新的測試方式，
以確保 5G 產品與解決方案在眾多產業與應用中能夠確實商業化。

http://ni.com/trend-watch


拓展頻寬 
由於使用者對資料的需求持續攀升，因此 5G 標準的關鍵目標
之一是要大幅提升資料容量；但若要達到每位使用者峰值頻寬
為 10 Gb 的目標，就需要導入新技術。 首先，5G 規格包含多使
用者 MIMO (MU-MIMO) 技術，這可讓使用者透過波束賦形技術
同時分享相同頻帶；波束賦形技術可為每位使用者建立專屬且
集中的無線連線。 接下來，5G 標準增加了無線頻譜，將範圍拓
展至厘米波與毫米波 (mmWave) 頻率。實際實作 MU-MIMO 與 
mmWave 技術時所需使用的天線元件數量，大幅高於前幾代行
動通訊標準中所使用的數量。

物理學指出，相較於目前行動通訊頻率下的訊號，mmWave 頻
率的訊號在經過真空時會更快速地衰減。 因此在相似的傳輸功
率層級下，mmWave 行動通訊傳輸的範圍會遠小於目前的行動

通訊頻帶。為了解決前述的路徑損耗情況，5G 傳輸器與接收器
會使用同時運作的天線陣列，並利用波束賦形技術提高訊號功
率，而不是像現有裝置僅在每個頻帶中使用單一天線。

這些天線陣列與波束賦形技術不但對提高訊號功率十分重要，
在實作 MU-MIMO 技術方面更是關鍵所在。 

如何將這些所有天線納入未來的行動電話中？ 幸好，相較於
在目前標準下所使用的行動通訊天線，mmWave 頻率的天線
小巧許多。 像是封裝天線 (AiP) 等全新封裝技術，讓我們能更
輕鬆地將這些天線整合至現代智慧型手機的有限狹小空間
內；但如此一來，天線陣列就可能會完全封入裝置內，沒有可
直接接觸的測試接點。

5G 帶領我們進入嶄新的無線測試紀元

3G 4G 5G

2020 年 10 Gb/s2009 年 100 Mb/s2001 年 384 kb/s

1 Mb/s 1 Mb/s

10 Mb/s 10 Mb/s
100 Mb/s 100 Mb/s

1 Gb/s 1 Gb/s

10 Gb/s 10 Gb/s1 Mb/s

10 Mb/s
100 Mb/s

1 Gb/s

10 G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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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OTA 解決新挑戰

對測試工程師而言，增加的頻率、新的封裝技術與數量更多的
天線，意味著難以在保有高品質之際，同時避免資本設備成
本 (測試設備成本) 與作業成本 (測試每個裝置的時間) 攀升。 
新的 OTA 技術有助解決這些問題，但也同樣帶來挑戰。第一
項難題是量測準確度。

不同於接線式測試， 由於天線校準與準確度、治具設備容錯範
圍與訊號反射等因素，讓測試工程師在進行 OTA 量測時，需因
應額外的量測不確定性。 第二項難題，則是必須將新量測作業
整合至裝置測試計畫中，以進行電波暗室整合、波束特性驗證、
最佳編碼簿計算與天線參數特性參數描述作業。 第三項難題
是，隨著 RF 頻寬持續增加，在這些大頻寬中進行校準與量測的
處理需求亦隨之漸增，因此測試時間延長的問題也益發令人擔
憂。 最後一項難題是，測試管理人員必須做更多商業考量，以在
確保產品品質之際，盡量不對上市時間、資本成本、作業成本與
樓面空間 (為了容納 OTA 室) 造成影響。 在接下來數年間，測試
與量測業界將會使用眾多創新方式迅速回應前述挑戰。 測試團

隊應考量高靈活度的軟體定義測試策略與平台，藉此確保目前的
資本支出能跟上如此快速的創新週期步調。雖然 OTA 帶來了挑
戰，但同時也帶來優點。

首先，OTA 是唯一適合 AiP 技術的選擇，因為天線陣列會整合
至封裝內，不會直接以連接線連接至陣列元件。 即使測試工程
師能使用傳統測試方式接觸個別天線元件，仍會面臨困難抉擇，
必須決定要採用平行測試 (需使用較多儀器，因此會產生資本
支出) 或序列測試 (會產生測試時間與產能方面的作業支出)。 
雖然現在尚有許多技術問題需要解決，但是 OTA 測試提供了以
系統而非以一組獨立元件來測試陣列的方式，可望更為提升系
統層級測試的效率。 

過去，測試設備供應商與測試工程師曾起身迎接挑戰，在對更高
效能與複雜度進行測試之際，力求將上市時間與測試成本壓至最
低；現在，他們也會以相同態度因應 5G 技術的挑戰。雖然目前 5G 
技術測試的挑戰看來複雜，但是全球工程師皆已著手開發新的測
試儀器與 OTA 等新測試方式；5G 技術要在商業上獲致成功，這
些工具與技術都不可或缺。 

5G 通過主動式天線陣列實現 MU-MIMO 功能

4G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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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現安全自動駕駛的迫切權衡
■■ 為了確保整體安全性而增加的多重冗餘感測器造成的

成本上升，是自動駕駛帶來的難題
■■ 為了趕上處理器架構的演變速度，軟體定義測試平台是

關鍵所在
■■ 由於自動駕駛相關需求影響了微處理器架構，因此半導

體與汽車產業逐漸融合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表示，車禍每年奪走了超過 125 萬條人命，政府也因此耗費約 GDP 3% 的支
出。 雖然自動駕駛可能帶來深入個人、經濟與政治領域的廣泛影響，不過單就可拯救的生命而
言，自動駕駛可能是這個時代最具革命性的發明。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ADAS) 集結了感測器、處
理器與軟體以改善安全性，最終將可提供自動駕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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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學雷達 雷達相機

光學雷達帶來了冗餘

現在這類系統大多使用雷達或攝影機等單一感測器，光是如 
此就已帶來可觀影響。 根據 IIHS 在 2016 年的研究指出，自動
煞車系統讓後方碰撞情況減少了約 40%，而碰撞警告系統則
讓此情況減少了約 23%。 不過，NHTSA 的報告仍指出，在嚴重
車禍中，有 94% 的肇因是人為錯誤。 為了讓駕駛輔助功能達到 
Level 4 或 5 自動化，並讓汽車不再需要駕駛人，汽車產業現正
面臨高度複雜的挑戰。 例如，必須採用匯聚眾多感測器的量測
資料以導出結果的感測器整合技術 (Sensor fusion)， 而這需要
感測器本身能同步化、具有高功率處理能力，且需能持續改良。 
因此汽車製造商須在三項重要權衡中取得適當的平衡，那就
是：成本、技術與策略。

成本：冗餘感測器與互補感測器

Level 3 自動化的標準是，當汽車處於預先定義的情況下時，
駕駛人無須主動注意。 2019 年的 Audi A8 會是全球首款提供 
Level 3 自動化的量產汽車。 此車款配備 6 台攝影機、5 個雷達
裝置、1 個光達裝置與 12 個超音波感測器。 為什麼需要這麼多
裝置呢？ 簡而言之，這些裝置各有其優勢與不足之處。 例如，雷

達可顯示物體移動的速度有多快，但是無法顯示物體為何。 這時
候就需要感測器整合技術，因為預測物體行為時，前述兩項都是
至關重要的資料點；而為了克服各感測器的弱點，就需要冗餘
感測器個別發揮效用。

處理感測器資料的最終目標，是對汽車周圍環境建立故障保險 
(fail-safe) 的表現方式；這項方式必須可饋送至決策演算法並壓
低成本，最終產品才能帶來利潤。 為了達成此目標，其中一項最重
大的挑戰，就是挑選正確的軟體。 請試想三個例子：緊密同步的量
測作業、維持資料的可追蹤性，以及針對無數個現實情境進行軟
體測試。 前述每個例子各有其獨特的挑戰性，而自動駕駛需要能
實現前述這三項要求，但要付出多少成本才能做到？

技術：分散式架構與集中式架構

ADAS 處理功能以多個隔離式控制單元為基礎；然而，感測器整合
技術讓單一集中式處理器變得更加普及。 以 Audi A8 為例。 Audi 
在 2019 年車款中將所需的感測器、功能組合、電子軟硬體架構
結合為單一中央系統。 這款中央駕駛輔助控制器可運算出車輛
周圍的完整模型，並啟動所有輔助系統。 此車款具備的運算能
力，高於前款 Audi A8 所有系統加總後的表現。集中式架構的主
要顧慮，在於高功率處理所帶來的成本；而由於需在車中設置次
要整合控制器做為安全性備用措施，成本還會進一步提高。

隨著控制器與其處理能力持續演進，對分散式與集中式架
構設計的偏好，也可能會隨時間經過而在兩者之間來回擺
盪；這代表，為了因應控制器演進的速度，軟體定義測試
設備的設計至關重要。

為實現安全自動駕駛的迫切權衡

8 | ni.com/trend-watch

http://ni.com/trend-watch


策略：內部技術與現成技術
要達到 Level 5 自動駕駛，自動駕駛汽車微處理器的處理能力需
要比現有處理器高出 2000 倍；也因此，其價格很快就會變得比
毫米波雷達感測器系統的 RF 元件更昂貴。 過去的經驗告訴我
們，具有高需求且價格漸增的功能，會引起相關產業的市場領導
者注意，進而促進現有的市場業者互相競爭。

就資料點而言，UBS 預估， 純電動力的Chevrolet Bolt，其車體中
半導體組件比重是同型內燃引擎汽車的 6 倍到 10 倍。 未來，半

導體組件比重只會持續增加，而相關產業市場將對現成技術提
供寶貴的技術改良。 例如，NVIDIA 針對汽車系統的 ADAS 應用
調整其 Tegra 平台；這個平台最初是為了消費性電子產品而開
發的平台。 此外，Denso 已著手設計與建構自有的人工智慧微處
理器，藉此降低成本與耗電量；而 Denso 的子公司 NSITEXE Inc. 
則規劃在 2022 年推出一款資料處理器，也就是名為「DFP」的新一
代處理器 IP。 競爭已然開始。

在權衡中獲得最佳平衡

對這些權衡做出的決策，會大幅影響上市時間與在供應鏈內的
差異化能力。 若要將驗證與產品測試的成本與時間降至最低，
可快速重新設定測試設備的能力至關重要，因此軟體所帶來的
靈活度會是關鍵所在。 Toyota Research Institute 的執行長總
裁 James Kuffner 博士在訪談中表示：「我們不只要將預算提高
到 2 倍，而是要提高到 4 倍。 我們用了近 40 億美元，讓 Toyota 
成為擁有世界級軟體的全新移動 (mobility) 公司。」 這項觀點
在汽車業界並不少見。 雖然目前對前述權衡的選擇尚無明確
答案，但是就像過去的工業革命一樣，當時人們因為生產力提
升而能夠負擔新技術；對自動駕駛革命來說，提升軟體開發效
率也將會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德國馬牌集團內裝部門執行委員會成
員，Helmut Matschi] 表示，一切都會回
歸到軟體工程。...根據他的預測，未來 10 
年內，車輛在初期即會廣泛採用高效能
電腦，而開發專案可能會將多達 80% 的
預算投資在軟體上。」

—《Automotive News》， 
〈Continental Bracing for a World of Bugs〉 

(德國馬牌迎戰充滿錯誤的環境)，2018 年

良好 出色 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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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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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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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相機 雷達 光學雷達規格

冗餘與互補感測器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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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上標準化開發程序的腳步
■■ 早期的標準化將重心放在硬體抽象化上，然而現代科技

是建立在軟體基礎之上
■■ 重複性軟體開發程序能以更快速度向客戶提供更優質

的產品
■■ 測試部門必須轉為使用重複性軟體開發的標準化方法，

藉此保有競爭力

數十年來，測試部門皆將標準化視為夢寐以求的目標。 在 1961 年，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 (RCA) 的 D.B.  Dobson 與 L.L.  Wolff 發表了〈Standardization of Electronic Test 
Equipment Standardization of Electronic Test Equipment〉(電子測試設備標準化) 一文。 
這篇文章針對多功能飛彈系統測試設備，提出了用於調查與原型製作的原則、條件與技術。 

早期大部分技術標準化的目標，皆是要縮減組織用於測試解決方案的測試設備種類。 而 RCA 
達成的重大目標，則是設計出模組化硬體組合並進行佈署。 模組化硬體可提高設備的重複使
用率、增加整合式測試解決方案的數量、減少元件汰換，並簡化技術的取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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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上標準化開發程序的腳步

由於多種產品與資產的使用壽命皆可長達 50 年，因此維護性
與重複使用性較高的測試系統，可為航太與國防產業的測試
團隊帶來最多益處。 

基於安全規定與瞬息萬變的情況，迫使現代測試組織需將行動
擴大至硬體標準化之外。 這些組織目前著重的部分，是軟體層
與開發軟體的方法。 測試工程團隊必須開始採用重複性軟體開
發作業並將其標準化，以求在高速現代化的產業中，趕上產品開
發團隊的腳步並符合專案時程。

軟體是標準化的骨幹

RCA 一文說明了在多個功能元件與飛彈計畫中找出共用輸入與
輸出的程序，以判斷其模組化硬體系統的要求。 前述程序可找出
並區分可一併處理的一般元件，這也是抽象化的基礎所在。 規模
更大的儀控設備標準化作業，以及轉向使用商用現貨技術的趨
勢，使 VXI、PXI、PXIe 與 AXIe 等模組化硬體標準應運而生，眾多
產業中的測試組織皆採用這類標準。 標準模組化硬體平台可將
電源供應器、冷卻與使用者介面等重複的冗餘元件，抽取並合併
至系統內的單一點上。

美國國防科學委員會 (DSB) 的〈Design and Acquisition of 
Software for Defense Systems〉(國防系統軟體的設計與擷取) 報
告指出：「我們武器系統提供的許多功能皆源自系統的軟體，而
非硬體。 從硬體驅動功能轉為採用軟體驅動功能的變化正迅速
增加。」 現代儀控設備包含處理器與 FPGA 等軟體定義元件的情

況，越來越常見。 為了充分善用這些現代測試解決方案，軟體定
義的量測系統不但能帶來益處，也是必要之舉。最優秀的測試軟
體工程團隊正在建置抽象化測試軟體，相較於抽象化硬體，這類
軟體能提供更多好處。

抽象化軟體平台包含負責執行特定功能的各層。 如此可在保有
相同輸入與輸出之下，讓團隊在隔離其他層之際，個別修復與升
級各模組。 「面對數十種傳統業務類別，軟體標準化必須一一因
應各類別向來的舊有做法。」Honeywell Aerospace 首席工程師 
Mark Keith 表示。 「抽象化的 目標是，在汰換老舊硬體時，將修
改軟體的需求降至最低，或根本無需修改軟體。」

現代的測試軟體開發

就當前市場推出新產品與功能的速度而言，單單適當規劃測試軟
體架構已不再足夠。 測試軟體部門必須採取實際行動，藉此更
快速、靈活地向製造方與客戶交付成果。 為了提供所有要求的
功能，現代軟體工程團隊正改為採用連續的重複性軟體開發做
法，例如 Agile。

如同 DSB 報告中所述：「重複性開發的主要優勢，在於可快速地
連續找出錯誤、輕鬆整合新程式碼，並能在應用開發過程中獲得
使用者的意見回饋。」 重複性軟體開發現在已是業界標準做法，並

「有助於國防部 (DoD) 在當今變化多端的安全環境中運作；現
今威脅演變的速度，遠快於瀑布式開發所能應付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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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測試資產複用率與可維護性所帶來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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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的價值不斷增加

重複性開發的標準化
進行重複性軟體開發時，必須由組織良好的團隊協同合作，同時
須納入共用與重複性概念與作業，這與硬體平台以及軟體架構
的抽象化十分相似。 

攜手進行程式碼基礎相關作業的團隊必須達成一致意見，將適
用於原始碼控制、單元測試框架、程式碼分析、工作管理與佈
署的工具標準化。 另一個益發令人擔憂的部分，則是網路安全。 
DSB 指出：「每日檢查軟體系統程式碼基礎，能將必要的變更數量

保持在可管理的範圍內，以符合眾多網路相關規定。」 
 在〈Contracting Strategy for F-22 Modernization〉(F-22 現代
化的發包策略) 報告中，美國國防部總監察長指出：「根據專案
計畫辦公室官員表示，國防部現在面臨的風險是可能於技術
層面喪失對美國敵手的優勢，且國防部需要找出可迅速讓軍
人掌握的創新做法。」

然而，正試圖加快優異技術上市時間的測試團隊，並不僅限於航
太與國防產業。 重複性開發已證實是可加速技術開發的方法。在
測試工程團隊將焦點放在硬體標準化與分層式軟體架構上時，研
發組織則改為進行重複性產品開發。

對測試組織而言，標準化作業的所有層面皆十分重要且寶貴；但
標準化必須進行改良，才能搭配現今開發作業中的工程做法，並
發揮綜效。 採用 Agile 軟體開發做法的測試組織，已準備好運用
這個近在眼前的機會。

「現今技術的變化速度，讓 30 年宛如永恆一
樣漫長。 有時候，今日的同級最佳做法已無
法與過去的同級最佳做法搭配運作。」

Mark Keith，Honeywell Aerospace 首席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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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測試中運用 IoT
■■ IoT 與 IIoT 讓測試更為複雜
■■ IoT 技術有助於解決自動化測試的挑戰
■■ 工程師需了解具有最高商業價值的使用案例，並將焦點

放在這類案例上

從半導體、電子系統到工業 4.0 核心所在的智慧型機台等，物聯網 (IoT) 裝置與工業物聯網 (IIoT) 
系統的複雜度與日俱增。在這段產品鏈內，測試是不為人知的關鍵作業，而更複雜的 IoT 裝置則
使測試更加複雜。 IoT 也可大幅改善自動化測試作業。 在自動化測試工作流程中，利用系統管
理、資料管理、呈現與分析等 IoT 功能，再加上應用強化項目，為測試工程師提供更有用的工具，
以克服 IoT 的挑戰。

管理測試系統
對 IoT 與 IIoT 而言，受管理的連線裝置是根本所在；但是許多測試系統即使比以往更為分散，
卻未連線或受到妥善管理。 一般而言，測試工程師若想追蹤在特定硬體上執行的軟體，或甚至
只是想了解系統的大致情況，都相當不容易，更不用說要追蹤效能、使用率與狀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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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測試中運用 IoT

幸運的是，大多數現代測試系統皆以電腦或 PXI 為基礎，並可直接
連線至企業，如此即可享有管理軟硬體元件、追蹤使用與執行預
知維護等額外功能，進而讓測試投資發揮最高價值。

收集、處理與管理資料

IoT 的商業價值，源自連線系統所產生的大量資料。 處理測試資
料十分困難，因為有許多不同的資料格式與來源，例如包含時間
與頻率的原始類比與數位波形或參數量測結果等；進行這類收集
作業時，取樣速率與資料量通常會遠高於從消費性裝置或工業裝
置收集的資料。 讓情況更棘手的是測試資料一般為獨立儲存，且
標準化程度極低。 因此對公司來說，這類資料是「看不見」的資
料，造成易於在產品生命週期的其他階段錯失重要的深入分析。 
在實作運用 IoT 的全方位資料管理解決方案前，Jaguar Land 
Rover (JLR) 僅能分析 10% 的汽車測試資料。 JLR 傳動系統經理 
Simon Foster 表示：「據估計，我們現在可分析高達 95% 的資料，
而且因為無須重複執行測試，所以測試成本與年度測試數量皆得
以減少。」 對自動化測試資料應用 IoT 功能時，首先是從使用現
成軟體轉接器收集並處理標準資料格式開始。

這些轉接器必須使用開放式記錄架構建置，以收集並處理獨
特的新資料，包含設計與生產作業中的非測試資料等。 測試系
統必須可與標準 IoT 以及 IIoT 平台分享資料，以在企業層級
充分發揮資料的價值。

呈現與分析資料

將一般商業分析軟體用於測試資料上可能並不容易，因為這類資
料通常較為複雜且為多維度。 此外，典型的商業製表功能未包含
測試與量測作業的常用呈現方式，例如類比與數位訊號的綜合
圖形、眼圖、史密斯圖與星座圖等。內含適當詮釋資料的測試導
向資料架構，讓工具能呈現測試資料並提供分析結果，還可將測
試資料與設計與生產資料進行比對。 妥善整理的測試資料，讓
工程師可將基本統計資料的分析結果應用至人工智慧與機器
學習上。 如此即可進行整合與運用常見工具的工作流程，例如 
Python、R 與 The MathWorks, Inc.、 MATLAB® 軟體等工具，同
時利用資料產生更多深入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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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佈署與管理測試軟體
目前的主流做法，正從原本僅限於桌上型應用的情況，轉為利用
網路與行動應用程式加以補強。 就測試而言，這種轉型可能難
以實現。 這需要在受測裝置 (DUT) 進行運算以處理大量資料，
並即時做出合格/不合格判斷，而現場操作人員則需要與測試器
以及 DUT 互動。 同時，公司希望能從遠端存取測試設備，藉此檢
視結果與使用率等運作狀態。 為了因應前述需求，部分公司建置
了一次性的架構以集中管理軟體，並將軟體下載至測試設備 (視 
DUT 而定)。 但也因為如此，這些公司必須維護其客制化架構，
所以必須使用額外資源；而這些資源原本可用於商業價值更高
的活動上。較高階的測試管理會是理想選擇，也就是從本地測試
設備轉移至雲端佈署。

網路架構工具可供檢視測試設備狀態、進行測試排程，以及驗證
推送至雲端或伺服器的測試資料。 較高階的測試管理功能，可與
使用 NI LabVIEW、Microsoft .NET 語言、NI TestStand 與 Python 
等常用工具建置的現有測試系統相輔相成。 模組化測試軟體架構 
(測試管理、測試程式碼、量測 IP、儀器驅動程式、硬體抽象層)，讓
公司可評估將不同軟體功能從本地轉移至伺服器或雲端架構之間
的利弊得失。 隨著更多測試軟體堆疊轉為雲端佈署，在資料儲存、
可調整的運算，以及易於從各地存取軟體與資料等方面，公司將
會發現雲端運算所具有的優勢。

在測試上妥善運用 IoT

將 IoT 用於測試已不再是未來的想望，而是現在就可實行的方
案。 公司能否辦到這一點，端視其現有自動化測試基礎架構與最
迫切的業務需求而定。 一般需考量的領域包含改善測試系統管
理、提升測試設備使用率、從測試資料獲得更佳的深入分析結果，
以及從遠端存取共用測試系統。 高度模組式的軟體定義方式，讓
公司能專注在價值最高的領域中，無須做出取捨。

「很快地，我們的客戶將需要從全球各地
管理與維護測試資產，這會成為標準做法。 
我們必須重新建置測試架構以整合 IoT 技
術，特別是應藉此改善設定管理與資料分
析，並支援業務數位化以因應工業 4.0。」

Franck Choplain，Thales 數位產業總監

MATLAB® 是 The MathWorks, Inc.的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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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產業融合擾亂了測試策略
■■ 如今技術與程序正跨越傳統產業界線，讓測試領導者同

時面臨苦惱與強大潛力
■■ 根據封閉式專利方法建立的測試策略已無法跟上腳步，

反而會讓組織面臨風險
■■ 多產業公司間的協作與合夥關係，可為需要及時調整測

試組織的公司提供深入分析

產業融合並非新概念，事實上可能還是最古老的概念之一。 市場在彼此互動時，會自然地交換
想法、程序與技術，讓不同市場變得更為緊密交織。 例如農業與貿易交集之後，產生了銀行業。 
較近期的發展，則如保健產業與消費性電子裝置間存在相同的可能性，進而創造出穿戴裝置。 
如今全球社會彼此相連，這只會讓出現融合機會的速度更快，而且規模更大。針對多產業融合
所提出的看法，可說是百家爭鳴。

部落格、文章與分析報告皆指出，數位革命帶來的迅速步調，使歷史悠久的產業陷入混亂， 但這
些意見很少觸及融合會如何擾亂測試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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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產業融合擾亂了測試策略

無論融合被視為威脅還是潛在機會，在公司的日常營運中，其影
響無處不在。 這些優秀組織會運用多產業測試平台，並與接觸多
產業的其他組織合作、向其學習，藉此直接解決融合帶來的問題。

建立測試創新

在經常受到引用的 2014 年 Gartner 報告〈Industry 
Convergence: The Digital Industrial Revolution〉(產業融
合：數位工業革命) 中，其主張：「對組織而言，產業融合代表
最基本的成長機會。」 而對測試部門來說，這項機會來自學習
與運用其他產業並集中資源，藉此加快創新速度。融合的本
質，以分享想法為中心。

為了避免浪費時間與精力建置已存在的事物，在產品創新領域中
常會探討運用與學習其他產業的概念，這項概念也可應用到測
試策略上。 功能安全就是很好的範例。 重型製造業的產品本質
以安全為重，在這項本質的促進下，經過數十年的學習，此產業
開發出可證實其嵌入式電子裝置功能安全的程序：IEC 61508。 
鐵路與汽車等其他產業已在其架構中加入講究安全性的嵌入
式系統，與此同時，重型製造業則利用 EN 50126 與 ISO 26262 
來延伸 IEC 61508 的範圍並加以調整，以在所屬產業中發揮效

用。 若要在測試策略中新增功能安全測試，向這類標準的專
家學習可節省時間。 

在融合帶來的諸多效益中，多產業資源的集中是其中一項較不
顯眼的好處。 隨著產業間的關係更緊密，功能需求也會漸趨相
近； 因此，向這些產業提供服務的廠商也可增加投資，因為對特
定需求的市場會變得更大。 就測試而言，以平台為基礎的廠商可
對處理器或類比數位轉換器 (ADC) 等項目增加投資，無須受到
所屬產業的侷限，藉此以更低價格向所有產業提供更優質的產
品。 相較於單產業解決方案，若可對測試的軟硬體或服務挹注
投資，多產業解決方案就能大幅提高實現技術槓桿的機率。

克服融合成本的問題

在 IBM 於 2016 年對公司最高管理層專業人員進行的
〈Redefining Boundaries〉(重新定義界線) 研究 中，其指出：「在

未來的 3 到 5 年，產業融合顯然會讓其他預期將出現的趨勢黯然
失色。」 雖然融合趨勢可能帶來正面效益，但相較於備受期待之
處，令人擔憂的部分可能更多。 對測試管理人員來說，融合會提高
複雜度，並需要更易於調整的測試平台與更靈活的組織。隨著各
產業採用不同技術，測試管理人員現在不僅需要測試這些新技術
領域，也需要相關的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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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當前的汽車油電混合傳動系統，就需要用到可測試控制、
機械、熱力學、電子、軟體，甚至電池化學技術的系統。 這麼一
來，即便是僅在數年前以低靈活度封閉式專利平台所建置的
測試系統，也會顯得老舊。 測試系統應改採開放式的模組化軟硬
體，不僅能在不同的 I/O 類型、程式設計語言與廠商環境下作業，
同時也能使用完善定義的 API 與可互通性標準。對無法預測未
來情況的組織來說，這會是更艱鉅的挑戰。

在這個融合的時代中，未來變得模糊不清。 公司、測試策略與測
試平台應設計為可快速配合未來調整，無論未來情況為何。 例

如，航太公司過去的行動非常保守謹慎，而且仰賴漫長的產品生
命週期，但現在其供應鏈與消費性電子裝置供應鏈更為緊密連
結，讓航太公司需要提高其靈活性。 因此，航太測試部門需要讓
測試設備跟上大幅加快的技術更新速率，而關鍵在於，在設計測
試架構時就加入這種適應性。 跨產業交流活動與監看其他產業
的貿易刊物，有助於讓團隊了解最新趨勢。 

若能與具備多產業專業知識的組織合作，會更加理想，如此將
有助於公司更有效因應意外情況，並運用其他產業的最佳做
法。 公司可將最棘手的問題外包給已解決該問題的第三方，或
可針對 5G 與 IoT 等迫在眉睫的趨勢，在其他產業中建立策略
性合夥關係。NVIDIA 與 Audi 即攜手合作以加快技術開發的速
度，而 Boeing 與 Embraer 則合作以從競爭者手中搶下市佔率；
這僅是其中兩個例子，其他還有許多例子可說明這類合作如何
讓組織超越其產業同儕。 重新評估測試應放在供應鏈中的哪一
環節，以及審視供應商，也是明智的策略。 組織若能積極採取行
動，即可做好迎接未來的準備，或許還能進一步影響未來。

透過合作取得洞見

透過同行活動取得洞見

機器學習測試

功能安全

長期支援 

無線測試

一流測試產業科技

利用一流測試組織的融合技術

「對組織而言，產業融合代表
最基本的成長機會。」

〈Industry Convergence: The Digital Industrial Revolution〉 
(產業融合：數位工業革命)，Gartner，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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