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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現今流行寫『開箱文』，既然友人已經先馳得點，寫了

《物聯網感測集開箱》

，何不假此借花獻佛的吧。

講起這

物聯網物聯網 (The Internet of Things)

物聯網簡介物聯網簡介

物聯網(The Internet of  Things)的概念是在1999年提出的，它的定義很簡單：把
所有物品通過射頻識別等信息感測設備與互聯網連接起來，實現智能化識別和管
理。物聯網通過智能感知、識別技術與普適計算、泛在網路的融合應用，被稱為繼
電腦、互聯網之後世界信息產業發展的第三次浪潮。物聯網被視為互聯網的應用拓
展，應用創新是物聯網發展的核心，以用戶體驗為核心的創新2.0是物聯網發展的靈
魂。

國際電信聯盟2005年一份報告曾描繪“物聯網”時代的圖景：當司機出現操作失誤
時汽車會自動報警；公文包會提醒主人忘帶了什麼東西；衣服會“告訴”洗衣機對顏
色和水溫的要求等等。物聯網把新一代IT技術充分運用在各行各業之中，具體地
說，就 是把感應器嵌入和裝備到電網、鐵路、橋梁、隧道、公路、建築、供水系
統、大壩、油氣管道等各種物體中，然後將“物聯網”與現有的互聯網整合起來，實
現人類社會與物理系統的整合，在這個整合的網路當中，存在能力超級強大的中心
電腦群，能夠對整合網路內的人員、機器 、設備和基礎設施實施實時的管理和控
制，在此基礎上，人類可以以更加精細和動態的方式管理生產和生活，達到“智
慧”狀態，提高資源利用率和生產力水平，改善人與自然間的關係。

毫無疑問，如果“物聯網”時代來臨，人們的日常生活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然
而，不談什麼隱私權和輻射問題，單把所有物品都植入識別晶元這一點現在看來還
不太現實。人們正走向“物聯網”時代 ，但這個過程可能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

“中國式中國式”物聯網定義物聯網定義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這個詞，國內外普遍公認的是MIT Auto-ID中心Ashton
教授1999年在研究RFID時最早提出來的。在2005年國際電信聯盟（ITU）發佈的同
名報告中，物聯網的定義和範圍已經發生了變化，覆蓋範圍有了較大的拓展，不再
只是指基於RFID技術的物聯網。

自2009年8月溫家寶總理提出“感知中國”以來,物聯網被正式列為國家五大新興戰略
性產業之一，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物聯網在中國受到了全社會極大的關註，其受
關註程度是在美國、歐盟、以及其他各國不可比擬的。

物聯網的概念與其說是一個外來概念，不如說它已經是一個“中國製造”的概念，他
的覆蓋範圍與時俱進，已經超越了1999年Ashton教授和2005年ITU報告所指的範
圍，物聯網已被貼上“中國式”標簽。

“中國式”物聯網定義：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指的是將無處不在（Ubiquitous）的末端設備
（Devices）和設施（Facilit ies），包括具備“內在智能”的感測器、移動終端、工
業系統、樓控系統、家庭智能設施、視頻監控系統等、和“外在使能”(Enabled)的，
如貼上RFID的各種資產（Assets）、攜帶無線終端的個人與車輛等“智能化物件或
動物”或“智能塵埃”（Mote），通過各種無線和/或有線的長距離和/或短距離通訊網
路實現互聯互通（M2M)、應用大集成（Grand Integrat ion)、以及基於雲計算(牛計
算）的SaaS營運等模式，在內網（Int ranet）、專網（Ext ranet）、和/或互聯網
（Internet）環境下，採用適當的信息安全保障機制，提供安全可控乃至個性化的
實時線上監測、定位追溯、報警聯動、調度指揮、預案管理、遠程式控制制、安全
防範、遠程維保、線上升級、統計報表、決策支持、領導桌面（集中展示的
Cockpit  Dashboa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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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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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作者曾在

《春雷早發︰樹莓派 2 Model B ︰視窗十？？》

文本裡敘述『物聯網』一詞由來。而今詞意變化引申，早已經不是創造這個詞的作
者 Kevin Ashton 在《物聯網那回事 ── 在真實世界裡，東西比理念要緊 ── 》一
文中所指的那回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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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此風起雲湧之際，出外交有功，征大吉。恰好趁此時，迎向無窮的機會，面對未
知之挑戰，立馬

Get Started

Welcome to the Quick Start Guide to the
GrovePi.
If  you don’t  have the GrovePi, you can purchase it  here.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advanced technical details about  how it  was designed and works, you can
f ind all the design f iles in our Github Repository.

1.  Connect the GrovePi to the Raspberry Pi

2.  Setup the Software

3. Connect your computer to the GrovePi

4. Update & Test the GrovePi

http://www.dexterindustries.com/GrovePi/get-started-with-the-grovepi/
http://www.freesandal.org/wp-content/uploads/GrovePi-with-sensors.png
http://www.dexterindustries.com/shop/grovepi-board/
https://github.com/DexterInd/GrovePi


Example Projects

Hints

Useful Links
For more informat ion about  the Python Library, Click Here.
To know more about  the internal working of  the GrovePi, Click Here.
To see some of  the supported sensors, Click Here.

Questions and Feedback
Have a quest ion?   If  you have any quest ions, comments, or suggest ions,
please ask on our forum.

If  you’re looking for more informat ion on how the GrovePi works under the
hood, we have the code and design up at  Git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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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 W!o+ 世界的未來願景☆☆

 

 

 

 

 

 

 

 

 

 

 

 

http://www.dexterindustries.com/GrovePi/engineering/python-library-docu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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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exterindustries.com/GrovePi/sensors/supported-sensors/
http://www.dexterindustries.com/forum/?forum=grovepi
https://github.com/DexterInd/Grove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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