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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Forrester 的「邊緣、IoT 與網路」
模型促進創新 



 
 
 
 
 
 
 
 
 
 

各行各業的企業都在找尋提升生產力、工作效率與使用者體驗的解決之道：零售商希望為客戶提供無
縫的全通路互動；農民需要讓他們的農地機具或設備變得更加自動化以提高作物產量；醫療保健供應
商則必須提供更具成效與效率的病患照護。因此，我們迎來了邊緣運算時代。在邊緣領域，零售商能
透過客流量分析和佇列管理等使用案例提供流暢的客戶體驗。農民可藉由帶有感應器的自動化設備達

到精準的作物管理，而經銷商與雜貨商也能夠在農產品到達顧客手上前保存其新鮮風味和顏色。醫療
保健供應商則可使用遠端監控和裝置管理來改善病患照護及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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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Dell 

擴大企業的使用案例與應用以利用邊緣資料已非新鮮事。對於各種規模的企業而言，這已成為建立並
維持競爭優勢的策略要務。 

 

為使邊緣運算的大量應用及使用案例得以實現，企業應採用 Forrester 技術三角中的三項關鍵技術組
合作為基礎： 

 

• 邊緣運算。邊緣運算能夠對來自物聯網 (IoT) 裝置、感應器、攝影機等設備的數據進行在地分析，

因此在速度至關重要的情境下得以立即做出決策。邊緣運算解決方案讓企業的營運擴展到資料中

心之外，使企業能夠在中央與在地據點之間設計和靈活部署軟體，還可將端點環境整合進 IT 資產
中、減少網路延遲，以及提供近乎即時的分析和迅速擴大容量的能力。邊緣運算是許多企業進行
數位轉型和現代化不可或缺的要素，尤其是在最佳化的手段涉及 5G 網路與現代資料管理應用程
式時更是如此。從住院病患監控到輔助駕駛解決方案，邊緣運算可用在任何領域。 

 
• IoT。IoT 指的是連線至網路的智慧端點。IoT 端點可靜可動，包含機器、車輛、軌道車、冰箱、

行動電話等等。IoT 端點會產生大量資料，可加以分析並得出極具價值的見解，藉以改善企業營
運與現代化客戶體驗。舉例而言，在醫療保健領域上，穿戴式裝置能夠由遠端即時監控病患；在
零售業，全球定位系統 (GPS) 感應器可改善供應鏈管理；在能源產業，智慧計量表能用來追蹤

能源使用情況並幫助預測需求。 
 

• 5G 網路。5G 並非僅是 4G 的下一代，它是一種革命性的通訊升級，能在水平雲端架構下連結 IT 

與電信基礎設施，造就前所未有的規模經濟。5G 可使用更多頻帶、提供更低延遲與更高的處理量
能，使其幾乎能連接一切人事物，包括人、機器、物件及裝置。5G 有望推動邊緣領域顛覆性應用
的發展，讓 IoT、人工智慧與即時資料分析得到更廣泛的運用，進而實現有效決策。 



 
 
 
 
 
 
 

雖然邊緣運算、IoT 和 5G 網路都能為企業創造價值，這三項技術疊加所實現的綜效遠超過其各自帶來的效益。 
 

儘管具備這些優點，企業在實際應用邊緣運算方面卻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因為這些應用時常各行其政、高度劃

分，並在不同平台上運行。現在該是企業簡化邊緣系統的時候了，具體作法包含針對需要之處產生高價值洞見，
整合使用案例、基礎設施與資料，以及運用內蘊型安全性機制保護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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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邊緣運算、物聯網 (IoT) 與網路組成的嶄新技術三角構成了核心平台，並為利益關係人帶

來了新價值。雖然以這三類技術而言，每個類別皆可獨自發揮作用，但要創造真正的變革
性價值，仍有賴於涵蓋至少其中兩類技術的新服務、應用與解決方案。新解決方案能夠垂
直應用於特定產業或是水平應用於多種產業。本報告旨在協助技術領導者決定企業應使用

何種技術解決方案，討論內容包含以正確的技術三角組合創建平台、將三角技術蘊含價值
最大化的實務做法，以及能增強技術三角能力的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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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三角的核心元素與功能 

技術三角的各項元素 (邊緣運算、IoT 與網路) 在不同團隊的部署和管理下，於不同時期
持續提供價值。藉由結合兩項以上的元素，企業所能開創的嶄新機會和價值，會遠超過
單一團體、單一產業或是部分市場所能創造和提供的機會與價值 (見圖 1)。傳統科技巨

頭、電信公司、工業龍頭、雲端供應商、新興參與者與合作夥伴生態系統已經在此新技
術三角領域中崛起。因此，內部與外部合作夥伴將透過整合和調整來建立新的平台。隨
著此市場逐漸成熟，現有的實務已開始演變優化。這些平台、實務及合作夥伴能夠創建

具有水平能力或是面向垂直市場的解決方案，從而在地方、區域和全球層級促進水平與
垂直應用、使用案例與安全性原則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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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Forrester 的「邊緣、IoT 與網路」創新模型 

 
 

 
 

技術三角之各項元素：邊緣、IoT 與網路 

技術三角之各項元素：邊緣、IoT 與網路 

此 Forrester Decisions 模型建構於三項交互重疊的基礎要素之上： 
 

• 邊緣。邊緣運算解決方案正擴展到企業資料中心外，以納入各種端點環境。邊緣運算
端點以及端點輔助資源，能管理與分析本地化資料，並於鄰近端點裝置與客戶之處實

現近乎即時的深入調查、互動與自動化。這些邊緣解決方案包含邊緣管理與智慧軟
體，可在 IoT、行動電話以及其他端點裝置之內或附近執行，因此行動可即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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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哪些資料應在邊緣環境中處理，哪些應傳回雲端或資料中心進行進階分析處理，
對許多垂直市場的使用案例而言都是一項重要考量。 

• 物聯網。IoT 技術在實體世界與數位世界的聯網裝置之間建立了雙向關係。公司經常

使用 IoT 技術來升級他們的產品、改變營運模式以及獲得關於現實世界事件的深入見

解。支持 IoT 的產品會整合或附加電子運算和通訊功能，藉以傳送資料或接收指令。
大部分的 IoT 裝置含有感應器以記錄狀況，能將感應器的讀數或分析傳送至遠端軟體

程式，並能接收軟體更新。有些則裝有致動器，可以被在地或遠端的軟體指令觸發，
進而改變其實體世界狀態。 

• 網路。多樣化的 LAN、WAN 與個人區域網路 (PAN) 技術和傳輸方式能為您公司的策

略、業務、營運應用及服務提供幫助。傳統的企業網路傳輸媒介如 RJ45 銅線、光

纖、Wi-Fi 和蜂巢式網路的設計與部署，是為了將資訊從伺服器和儲存設備傳輸給坐在
電腦桌前的辦公室員工，而 PC 或伺服器一般放置於企業辦公室與資料中心。IoT 網路
與裝置則通常位於獨特且條件嚴峻的新運作環境，透過感應器擷取資訊與情境脈絡，

並根據由分析取得的深入資訊，藉由致動器在實體世界採取行動。 

能協助部署技術三角的平台、實務與合作夥伴 

若公司在制定策略時，把在未來也能適用的技術願景之「三 P」納入考量，就能開發新
的營收來源、商業機會或是改善營運，此三 P為： 

• 平台 (Platform)，提供高效、差異化的應用程式和解決方案。平台環境讓公司能夠運

用硬體、軟體、網路與數位技術組件，有效率地開發與支援多種應用程式、軟體與數
位洞見。許多平台的基礎是簡化關鍵功能的標準，這些關鍵功能包含連接各種無線和
有線網路、管理並保護一系列分散的裝置與應用程式、推動應用程式開發，以及分析

擷取到的資訊來產生可做為行動依據的洞見。這些平台解決方案必須經常在邊緣與雲
端環境中大規模地提供關鍵功能。 

• 實務 (Practice)，促進流暢、安全的實作和營運。眾多技術領導者、商務專業人士與

營運經理是技術三角解決方案的採用者，因此他們的需求決定了這些方案應具備的功

能。這些利益關係人需要工具來協助瞭解新技術如何影響員工活動、營運流程、員工
體驗與客戶體驗。公司也需要工具、架構、最佳實務指引及 KPI，來評估技術三角相

關計畫對員工技能組合要求、業務關鍵營運流程與客戶體驗帶來的影響。 

• 合作夥伴生態系統 (Partner ecosystem)，確保部署全面性的解決方案。合作夥伴生態

系統對於成功部署技術三角解決方案至關重要。包含科技巨頭、電信公司、工業龍
頭、雲端供應商以及軟體平台公司在內，相關廠商和服務供應商都提供了技術三角解
決方案中的關鍵要素。然而，要部署端對端技術解決方案，需要的所有硬體、軟
體、網路與技術組件無法只靠單一廠商提供。技術三角廠商、網路供應商與服務業
者通常會透過建立合作夥伴生態系統來創建這些端對端解決方案，以應對 IoT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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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運算領域中重要的水平與垂直使用案例。 

垂直市場與水平能力決定技術三角需求 

透過預先找出與貴公司的策略、營運、經營優先要務相關的水平與垂直應用、解決方案
和使用案例，您即可評估自身的技術三角需求，並找出正確的三 P，將這些全方位解決

方案應用於： 

• 垂直市場。企業利益關係人通常會先關注於找出在特定產業或垂直市場中的相關應用
與使用案例機會。例如，醫療保健供應商經常運用技術三角解決方案來維護和管理其

醫療設備的狀態及運作性能。商業利益關係人也應該評估與其公司的優先要務和營運
流程相關的特定垂直使用案例。 

• 水平能力。有些水平能力可適用於許多企業。這些能力可能側重於強化關鍵營運流
程，如建築或設施管理，或是讓資源利用 (如能源管理、安全監控) 更具成本效益。在

思考應採用哪些使用案例和應用時，負責決策的利益關係人必須評估這些應用是否符
合企業的策略優先要務，以及是否能與公司的技術計畫相整合。 

https://go.forrester.com/policies/citations-policy/
mailto:citations@forrester.com


 

經授權散布予 Dell Technologies。 
© 2021 Forrester Research, Inc. 所有商標均為其個別擁有者之財產。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引用政策、來信至 citations@forrester.com，或撥打 +1 866-367-7378。 6 
 

 

我們協助商業和科技領導者實行「客戶至上」的理

念來推動成長。 

 
堅持客戶至上 
 

在 Forrester，客戶至上是我們一切行動的核心準則。我們與您結伴同行並提供

支援，協助您進一步實現客戶至上的理念。 

 
 

研究 
 

踏上成效卓著的成長途徑，加速提

升您對市場的影響力。 

• 客戶與市場動態 

• 精心規劃的工具與架構 

• 客觀建議 

• 實作指引 
 

深入瞭解。 

諮詢 
 

執行現代化的策略，保持團隊一

致並提升團隊能力 

• 客戶與市場動態 

• 精心規劃的工具與架構 

• 客觀建議 

• 實作指引 
 

深入瞭解。 

活動 
 

發展全新觀點，從領導者身上汲

取靈感，並與同儕交流。 

• 觀念領導、架構與模型 

• 與同儕和分析師進行一對
一面談 

• 親身體驗和虛擬體驗 
 

深入瞭解。 

 

 
關注 FORRESTER 

  

聯絡我們 

若要聯絡 Forrester，請至：www.forrester.com/contactus。如需紙本或電子版文件，請聯絡客戶
團隊或來信至 reprints@forrester.com。學術機構與非營利組織可享大量訂購折扣和優惠價格。 
Forrester Research, Inc., 60 Acorn Park Drive, Cambridge, MA 02140 USA 

電話：+1 617-613-6000 | 傳真：+1 617-613-5000 | forres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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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L TECHNOLOGIES 可提供哪方面的協助 

有了 Dell Technologies 的協助，隨著您的邊緣系統擴展至包含更多使用案例、資

料、應用與位置，您可以利用邊緣技術、IoT 與 5G 網路實現卓越的業績成效。 
 

二十年來，我們幫助企業簡化他們的邊緣系統，藉以在速度至關重要的情境中創造更
多價值。我們能夠幫助您取得切合需求的深入見解、在擴大規模的同時加以整合，並
讓邊緣系統具備內蘊型安全性機制。 

 

我們與企業、OEM 客戶及合作夥伴之間的廣泛交流，影響了業界最多元的邊緣系統組
合的設計。此組合支援新一代實務與水平和垂直使用案例，並具有多功能、靈活、可

擴充且具內蘊型安全性的基礎架構，能讓企業在任何邊緣領域獲得成功。而我們致力
於推動開放式 5G，也幫助企業打造了為顧客、員工與合作夥伴帶來啟發的創新體驗。 

 

若要深入瞭解我們如何幫助客戶簡化邊緣系統，請造訪 Dell Technologies  

數位轉型資料庫，或是深入瞭解邊緣解決方案。 
 
 

關於 DELL 

Dell Technologies 協助組織和個人打造數位未來，同時改變工作、生活和娛樂的方式。

因應資料時代的需求，本公司為客戶提供業界最廣泛、最創新的技術和服務組合。 

https://www.dell.com/en-us/dt/case-studies-customer-stories/index.htm#sort%3Drelevancy%26f%3AsolutionFacet%3D%5B200055%5D
https://www.dell.com/en-us/dt/case-studies-customer-stories/index.htm#sort%3Drelevancy%26f%3AsolutionFacet%3D%5B200055%5D
https://www.dell.com/en-us/dt/case-studies-customer-stories/index.htm#sort%3Drelevancy%26f%3AsolutionFacet%3D%5B200055%5D
https://www.dell.com/en-us/dt/solutions/edge-computing/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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