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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個產業浪潮

物聯網是指把所有「有形物體」與「網際網路系統」結合的智慧化管理系統。

以現代社會「人聯網」的發展歷程做譬喻，在還沒發明電話的時代，人們想聯繫遠方的

親友，只能長途跋涉親身拜訪或透過書信。而當今，透過電話系統與行動裝置，人與人之間

隨時可用行動電話聯繫，即時、直接、不受距離限制，形成了人聯網。

因此，對照於現在人類尚無法跟遠端的有形物體直接聯繫的限制，物聯網簡單地說，就

是幫各式各樣有形物體安裝行動裝置，給它一個身分號碼供辨識用，令它具備無線上網的功

能。不管這些物體到哪裡去，經歷什麼樣的環境變化，我們都能夠「打電話」給它，也能接

收它的來電，於是不但能得知它的近況，還能指示它做什麼，達到即時、直接、不受距離限

制的智慧化管理。

物聯網可實現人與物品之間的信息溝通，因此被稱為繼電腦、網路、行動通訊之後下一

個影響世界發展的產業浪潮。物聯網將以新一代資訊科技整合人類社會與物理系統，把無線

射頻辨識標籤及感測器裝備到鐵路橋梁、油氣管道等公共設備，或個人隨身物品與穿戴用物

品中，然後與現有的網路整合，由超級強大的中心電腦群對網路內的人員、機器和設備實施

即時的管理和控制。

國際電信聯盟曾描繪物聯網時代的願景：手機會提供主人即時的健康監控與諮詢，公事

包會提醒主人出門忘了帶什麼東西，當司機出現操作失誤時汽車會自動警示，衣服會告訴洗

衣機對顏色和水溫的要求等。毫無疑問的，如果物聯網時代來臨，日常生活會發生翻天覆地

的變化。

無線通訊與環境獵能兩大技術的結合，

將實現一個無處不在並永久供電的物聯網。

鄭光偉、邱怡禎

免電池物聯網的實現

物聯網可實現人與物品之間的信息溝通，

是繼電腦、網路、行動通訊之後下一個影響世界發展的產業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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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電池供電，

利用環境自主發電的獵能技術具有顯著的優勢—能源幾乎取之不盡，

並盡可能地減低對環境的影響。

建立物聯網是一個把現實世界數位化

的龐大工程，根據預測，2020年以前大約
有 300億個物品會進入無線傳訊的物聯網
中。這 300億個物品可能應用在大型公共
設備上，也可能應用於各種穿戴式、行動

式或植入式的個人裝置中。

把 300億個物品建構到物聯網所牽涉
的挑戰很廣，包含物聯網裝置的尺寸限制、

如何連接網路、如何確保資料傳輸的安全

性與隱密性、電源供應等。其中，電能來

源是最嚴峻的考驗，因為當電池壽命耗盡

時，無論是更換 300億個電池或替 300億
個電池充電，都會耗費高昂的人力、財力

與時間成本。

此外，在尺寸與能源限制下，如何達

到高效率無線傳輸、如何保證資料傳輸的靈

敏可靠、如何延長電池每次充電循環使用時

間，都考驗著無線通訊技術與系統設計。

因此，以下從能源的角度出發，探討如

何在物聯網裝置中，以「獵能技術」搭配「低

功耗裝置」解決物聯網電力的需求。 

微型獵能技術

環境獵能技術是一種從周遭環境收集

能量、儲存能量，並轉換成電能的技術。

相較於電池供電，利用環境自主發電的獵

能技術具有顯著的優勢—能源幾乎取之不

盡，並盡可能地減低對環境的影響。由於

物聯網物品的壽命可能長達好幾年，若要

避免電源更換或充電過程中所需要的成本，

使用超低功率的裝置自是一大關鍵。若物

聯網裝置本身能源源不絕地產生電力，就

可能使物聯網裝置永續不斷地運作。

獵能技術並不是新創的，幾世紀以來

人類已經有風車、水車、太陽能等形式的

應用。近年來，迷你型的獵能器已經內建

到計算機、手電筒、玩具、電子鑰匙等之

中，進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而未來更進

一步的發展，就是把體積更微小、效能更

高的微型獵能器建構到穿戴裝置和物聯網

裝置中。

物聯網是萬物相連的新未來（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物聯網

連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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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微型獵能器維持物聯網裝置永久

持續的操作是物聯網時代的目標。目前的

微型獵能器，根據能量的來源可分為光能、

熱能、振動能、電磁波能四大類。

在光能方面，大型太陽能板是取得光

能最常見的技術。在強烈的日照下，每 1
平方公分的太陽能板大約可以產生 10毫瓦 
（10−3 W）的平均功率，在 4種獵能方式中
產生的能量最大。缺點是產生的電能完全

仰賴日照的強度，需要配合電源管理系統，

在能量充沛時儲存於蓄電池中，以供陰雨

天或夜晚使用。

在溫差方面，熱電式獵能器是利用兩

個不同的金屬或半導體之間的溫度差，形

成熱電效應而產生電壓。儘管只要有足夠

大的熱電板和環境溫度差異，就可以產生穩

定的能量，不過電壓較小，需要使用變壓器

提高輸出電壓，才能供物聯網裝置使用。

獵能技術評估

能量來源
獵能功率

（微瓦／平方公分）

光
戶外 10,000

室內 10

溫差
環境溫差 1,000

體溫差 25

振動
機械動能 100

人體動能 4

電磁波
行動電話 0.1

WiFi 0.001

至於振動形式的動能，例如橋梁、汽

車和工廠產生的機械結構振動，可以透過

彈簧或壓電材料轉變成電能。這種轉換產

生的電壓可高達 1,000伏特以上，也能產生
毫瓦範圍內的電力。

現今都市中有許多頻段的電磁波訊號，

例如廣播、行動電話、WiFi等，除了在通
訊或與外界進行資料交換而需使用電磁波

外，其他時間多數的電磁波並未產生效用。

收集四周環境中的電磁波轉為電源，會是

無線充電的另一個新里程碑。目前技術仍

受到充電距離短，以及產生的能量小於應

用所需的數量級的限制。

由於光能、熱能和動能的獵能器具有

不同的特點，產生的電壓並不穩定，產生

的電能可能是間歇性的，有時甚至無法提

供任何電力。因此，一個完整的能量採集

系統必須包括獵能器、儲能器和電源管理

使用微型獵能器維持物聯網裝置永久持續的操作是物聯網時代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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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路來保證穩定的電源輸出，以匹配負載

的應用電路。

上述這些具有發展潛力的微型獵能器產

生的功率數量級大約在毫瓦至微瓦（10−6 W） 
等級，已經與一些遙控器、手錶、收音機和

藍牙耳機消耗的功率相當。而在這些低功耗

的應用元件中，最有前景的便是無線感測器。

無線感測網路

物聯網要能夠普遍在商業、醫療、工

業或生態環境中實現，無線感測器網路占

有很重要的地位。新一代無線感測器將由

採集的能源來供電，因而不需使用電池。

無線感測器通常由 1個或多個感應器、
無線電收發器與微處理器所構成。感應器

負責偵測外在環境中的溫度、溼度、壓力

等的變化；無線電收發器負責使感測資料

與相鄰的無線感測器分享，或上傳到資料

物聯網要能夠普遍應用，無線感測器網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新一代無線感測器將由採集的能源來供電，因而不需使用電池。

處理中心；微處理器則根據通訊協定處理這

些原始數據，控制無線電收發器傳送訊息。

無線電收發器

無線通訊能力是物聯網裝置中最重要

的功能之一，藉由無線感測器網路的偵測，

網路中的每一個單元或節點才可與鄰近的

單元或基地台溝通，或與外部網路、雲端

資料中心連接而取得外界訊息。

在無線感測器網路系統中，無線接收

器與發射器就占了總體功耗的 90％以上，
相對於整個物聯網裝置的功耗，無線通訊

的功耗占顯著的比率，成為技術上最大的

瓶頸。因此，超低功耗的無線電收發器是

實現無遠弗屆的物聯網的關鍵技術。

幾乎所有無線感測器都以降低工作周

期的方式來達到省電的目的。降低工作周

期，可以想像成調整感測器實際上工的時

能源自主無線感測網路應用情境圖

戶外
太陽能板

室內
太陽能板

無線感測節點裝置

免電池遙控器
1.萬用型多頻道選擇
2.不需電池，環保又省錢
3.小尺寸太陽能面板續電

儲能設備 
&電源管理 獵能器

光能

環境自主發電
無線感測節點

感應器微處理器無線
收發器

溫度、溼度、壓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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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如果感測器每操作 1分鐘就休息 9分

鐘，我們稱這樣的工作周期是 10％，理想

上，在同樣的電能供應下，待機的時間就

可以增長 10倍。降低感測器工作周期的意

義，是只在少數時間激發無線電收發器，

僅在需要的時候發送必要數據，因為大部

分感測器需要傳遞的數據量並不高，因此

無線感測器多數時間（甚至可高於 99％以

上）處在休眠狀態，大幅降低平均功耗。

對於發射器而言，降低工作周期是一

個非常有效的節省電能的方法，但對於需

要隨時保持待命狀態的接收器，卻不能用

同樣的方法節能。因為一旦發射器發送訊

息而接收器卻在休眠，就會造成數據傳輸

的失敗。因此，低工作周期的無線通訊需

要克服發射器和接收器在同步工作上的挑

戰，確保它們在同一個時間「醒來」執行

功能。

同步的方法之一就是提供一個標準時

間給它們對時。安置一個網路共用的標準

時鐘，讓每一個傳輸節點內建的計時器跟

標準時鐘對時，然後由計時器定時把無線

電收發器喚醒來操作。但缺點是，經常性

的對時動作會消耗相當大的電力，而且在

降低工作周期的無線電收發器同步方式

節點 1
數據收發器

節點 2
數據收發器

天線

計時器

啟動訊號

數據輸出

發射器啟動

接收器啟動

  節點 1
（數據發射端）

  節點 2
（數據接收端） 接收端

通道監控

啟動時間

數據發射需求

發射端
通道監控

接收準
備確認 數據

傳輸

接收完
成確認

啟動周期
時間

沒有任何通訊需求時把收發器喚醒，更會

造成不必要的能源耗費。

另一個方法是需求導向的通訊協定，

也就是收到通訊請求才啟動接受器的通訊

協定。由發射器持續發出前導信號，指示

數據傳輸的需求，而接收器只需要定期地

啟動以監控通訊通道來接收這通訊請求。

這個方法的好處是不要求時間同步、不需

要網路連絡共用的標準時鐘，缺點是會造

成網路通訊的延遲，延遲的時間與接收器

監測的時間成反比。換句話說，低延遲意

味著接收器必須更頻繁地探測、接收時間

加長、發射器應該重複多次請求，以保證

發送與接收能夠接軌。因此這個方法是一

個功耗與時間延遲的權衡選擇。

最近的技術發展是使用一個額外的輔

助接收器，稱為喚醒接收器，可以克服上

述方式中進退兩難的困境。喚醒接收器具

有非常低的功耗，能夠持續監聽通訊網路

中的請求訊號。每當發射單元發送出一個

通訊請求時，喚醒接收器檢測到這一個訊

號就喚醒在休眠中的數據接收器，讓接收

器開始執行接收數據的功能。這樣一個透

過喚醒的通訊協定，不再需要在時間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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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消耗電力，還能顯著地減少延遲，打破

了在功耗和時間延遲之間的權衡，真正實

現了超低功耗無線通訊。

由於這個喚醒接收器需要的功能較

數據接收器簡單，先進的喚醒接收器功耗

甚至小於原本數據接收器的百分之一，在

沒有通訊要求時，無線感測節點中大部分

的電路會進入睡眠狀態，大幅降低平均功

耗，僅留下喚醒接收器和環境獵能器持續

獵取能源，實驗上已經可以達到無限長的

待機時間。

超低功耗無線感測是一個技術上尚有

重重困難、但應用潛力無限廣大的領域，

因此激發了無數的科學家與工程師源源不

絕的努力和創造力，在各種軟硬體的面向

上突破現有技術的瓶頸，為逐步建構中的物

聯網開啟了新的可能性與發展領域。未來的

利用喚醒接收器的無線電收發器同步方式

節點 1
數據收發器

天線

節點 2
數據收發器

喚醒訊號

喚醒接收器

數據輸出

發射器啟動

接收器啟動

喚醒接收器啟動

  節點 1
（數據發射端）

  節點 2
（喚醒接收器）

  節點 2
（數據接收端）

數據發射需求

接收端通道監控

啟動數據接收器

接收準
備確認

數據
傳輸

接收完
成確認

接收端通道
監控

時間

應用可包括短距離機器對機器、無線個人

區域網路和無線近身通訊中的醫療感測器，

以及針對新興感測和自動化市場的其他需

求。這類無線電應用將不需使用資料密集

的連續通訊方式，改採用低工作周期傳輸

模式，同時採用更小儲能裝置和獵能設備

的可替代能源方案，以期達到能源自主、

永續操作的目標。

鄭光偉
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邱怡禎
久光企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