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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於硬體、電路，頗具研究熱情，以討論、思考、詢問的方式執著於各類科普研

究，甚至曾為了尋求解答而前往相關學術單位請教問題。高一跟隨學長參與研究

各項專題，之後自己更進一步發起研究，常為主招集人，尤其對電子元件最具興

趣和專長，喜將各元件整合、投入實際應用。懷抱質疑精神、追求態度以達成各

項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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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事物著手，曾參加第九屆全國高中生高溫超導磁浮創意競賽及 2011 全國能源

科技創意實作競賽，皆獲得銅牌獎。高二開始跟著學長研究更多面向的科學，雖

然自己所知甚淺，但起碼在各個專題的製作過程中，皆有出乎意料的知識進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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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增進日光燈管使用效率為目標，設計出一套整合型的系統以減少不

必要的浪費。我們將感知用的硬體設備與自行開發的軟體程式作結合，使系統能

夠在感知到日光燈管的各種狀態後，做出相對應的處置。其狀況包含:1.無電時系

統會警告，以避免誤判的情形；2.有電時燈管正常運作；3.有電時燈管閃爍或不亮，

此時系統會切斷日光燈管的電力，並記錄資訊。以上述系統為基礎，我們搭配紅

外線模組來達到有人在才開燈，無人時自動斷電；亦加入偵測環境用的光敏電阻

來達到光線暗時才開燈，光線亮時會自動斷電。依據測試，閃爍的燈管會比正常

燈管多消耗 30%的耗電量，壞掉不亮的燈管亦會消耗正常燈管 70%的耗電量，對

能源越來越少的今天，我們的系統提供了另一種節能的機制。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developing a system to reduce unnecessary waste, aims at 

promoting the efficiency of light tube. Combining sensor and the simple software we 

programed, the system can react automatically to the various situations the light tube is 

in, including (1) warning of power shortage in avoidance of false judgment; (2) 

functioning with regular power supply; and (3) when the bulb keeps flashing or burns 

out, the system will turn off the electricity supply and record. With the aid of the above 

system, we implement infrared mold train to detect people presence and automatically 

turn on and off the light. We also apply photoresistance sensor to screen the sunlight and 

turn on the light in response to darkness. According to the examination, flashing bulbs 

and broken ones consume 130 % and 70 % of the electricity of well-functioning lights. 

In the world of limited energy, our system provides another alternative in saving energy.



1 
 

一、 前言 

(一) 研究動機 

生活在人口爆炸，全球資源存量卻日益減少的今天，如何保存、節省目前所

剩無幾的資源成為全球公民的首要課題。 

我們都曾遇到類似的狀況：在大賣場偌大的停車空間中，點著數百盞的日光

燈，但在該環境中活動的人卻是寥寥無幾，通常還會有幾支閃爍著或幾支壞掉的

燈管；在白天，雖然有足夠的照度，但仍有許多人習慣再開燈，形成多餘的浪費；

到了夜晚，街燈在固定時間內會整齊劃一地開始發亮，安全的需要致使我們做了

這樣的設計，但夏季與冬季的夜晚時間並不同，固定的時間啟動街燈，無形中造

成更多的能源消耗…等。 

經過實際測試，我們發現閃爍的日光燈在耗電量上比正常日光燈的耗電量高

出約 30%，因此我們希望設計出一套系統，在需要燈光時日光燈能自動開啟，日

光燈損壞或閃爍時能自動切斷電源，利用這樣的系統來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降

低不必要的能源浪費。 

(二) 研究目的 

為此達成上述的想法，我們訂定了以下目標： 

1. 探討日光燈管在不同狀態下的耗電量。 

2. 設計能偵測燈管狀態的硬體裝置。 

3. 研究可以自動判斷燈管損壞的方法。 

4. 系統能夠在趕之狀態後自動執行指令，其狀態包括： 

(1) 已損壞的日光燈(如閃爍中的日光燈)需自動斷電。 

(2) 增加照明設備的使用效率，有人在才開燈，反之自動斷電。 

(3) 自動偵測環境光源，太暗了才開燈，反之亦自動斷電。 

5. 設計管理介面，可以集中管理日光燈燈源並呈現出有異常狀態的資料。 



2 
 

6. 建置資料庫，提供異常狀態記錄與查詢功能。 

7. 擴充偵測燈管狀態的硬體價值(如結合人體偵測與結合環境照度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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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 研究設備與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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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燈管狀態研究： 

以長的T8燈管為例，在日光燈管通電的情況下，我們觀察到燈管的情形共有： 

1. 正常發亮。 

2. 閃爍不定。 

3. 完全不亮。 

據此我們針對各狀態之燈管，進行電能消耗測量，結果如下： 

 



5 
 

1. 「正常燈管」電流(A) 對應 時間(Sec)圖 

 
2. 「閃爍燈管」電流(A) 對應 時間(Sec)圖  

 
3. 「完全不亮燈管」電流(A) 對應 時間(Sec)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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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數據彙整比較圖 

 
 

數據說明： 

由圖 1 可知，正常燈管為放出陰極射線，剛啟動時會有較大的電流，隨後因

電離後的負阻效應，與安定器的作用，電流趨於穩定，在測量電壓（120ACV）並

完成轉換後得到正常燈管耗電量為 120V*0.47A=56.4W。 

圖 2 為燈管閃爍不定時的電流變化，可以明顯的看出電流處於浮動狀態，經

計算後，平均耗電量約為：120V*0.61A=73.2W，較正常運作之燈管的 56.4W 高出

約 29%的耗電量。 

圖 3 為完全不亮之燈管電流量，啟動後電流上升，但隨即穩定於低於正常值

0.1 安培的狀態，耗電量約 120v*0.38A=45.6W，為正常運作之燈管耗電量的 80%

左右。 

圖 4 是將各狀態平均之後顯示之比較圖。值得注意的是，當燈管完全不亮或

完全不接燈管時，仍會消耗電能，並非一般所認知的不會耗電。 

結論： 

依此狀況我們推論，如果在設有大量燈管且無人看管的場所，如地下室、大

型室內停車場、偏遠地區的照明設備等，閃爍及完全不亮的燈管所造的能源浪費

是相當可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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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確認本研究由其效益後，我們規劃了整體的研究流程： 

 

(三) 正式研究 

解決方案列表： 

解決方案 1：直接偵測光源照度 

我們利用光敏電阻的特性－光線越強時電阻越低，越暗時電阻越高。透過光

敏電阻(CdS)作為感測元件，加裝於每個燈座上，直接進行照度偵測。並以單晶片

(Single Chip)作為電路核心控制器，處理光敏電阻回傳的電阻值，依據電阻值的

變化，來判斷日光燈管的情形。如果發現電阻值有長時間浮動情形(日光燈閃爍)

或已通電但電阻值呈現相當大的數值時(日光燈不亮)，即透過單晶片將判斷的結

果傳送至 PC端管理介面，同時將異常的狀態寫入資料庫中，讓管理者能完全掌握

每個燈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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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架構圖： 

 

其中資料庫的功能為記錄問題，以方便未來管理者查閱資料。記錄內容包括：

異狀燈管的編號、閃爍次數、異常發生時間點，以及確認維修的時間。資料庫欄

位如下： 

欄位名稱 說明 

Num 紀錄事件編號，遞增 

Createtime 燈管發生異常狀態的時間 

Sensornum 燈管發生異常狀態的編號 

Failcount 燈管發生閃爍的次數 

Fixtime 更換燈管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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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為了增加管理的便利性，我們設計能在管理介面中透過手動的方式對指

定的燈管進行斷電動作的機制。 

手動斷電的流程圖如下： 

 

解決方案 1 的軟體可概分為兩個部分，分別為電路核心控制器的程式（使用

基於 C 語言的 Arduino）以及電腦監控端的 GUI 程式（使用 Visual Basic 2010 加上

Access 資料庫）。電路核心控制器上的程式，本身可以獨立運作，即使未連接至電

腦，控制器本身仍然具有偵測以及切斷燈管電源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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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路核心控制器（Arduino）的軟體控制流程圖如下： 

 

其中偵測市電，係因為避免台電斷電，而造成系統誤判為全部燈管損壞。 

  

 

電路核心控制器系統啟動 

光源偵測參數設定 

平均光照度差

異是否過大 

時間內的閃

爍次數過大 

切斷該電路並回傳偵

測器編號及相關資訊 

Yes 

No 

Yes 

解決方案 1 – Arduino 端程式流程圖 

No 

有無市電輸入 

日光燈電源偵測 

Yes 

Yes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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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端監控軟體流程圖如下： 

 

解決方案 2：偵測總電流來推估燈管狀態 

於燈管狀態研究階段中，我們發現閃爍燈管之交流電流量有很大的浮動，完

全不亮之燈管亦有低於正常燈管約 20%的穩定交流電流，依並聯原理，我們應該

可以透過偵測總電流是否浮動與電流是否減少來推斷燈管之損壞與否。 

 

具體設計如下：透過可傳送測量數據到電腦端的記錄型電表，將日光燈照明

系統的總電流值傳送到電腦，並由自行開發的程式串列埠(RS-232)讀取程式來讀取

電表傳送的電流值資料，藉以推斷燈管之好壞。其架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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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架構圖 

 
電腦端管理程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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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解決方案雖可應用在具有大量燈管之照明系統上，但我們擔心可能會因

外在因素造成干擾，形成光源雖正常但電流仍出現浮動現象，進而造成程式誤判，

所以我們亦設計了大量測試的實驗，以檢驗系統在大量燈管運作時電流的狀況，

我們以一般教室為例，在具有 30 和 12 支燈管的環境中測量總電流，發現誤差值

並不大，因此推估在一百支燈管的環境中，電流的浮動還不至於影響誤判的情形。 

 

 

三、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研究結果 

1. 解決方案 1 之硬體： 

經由上述的分析與研究，我們利用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 做為電路繪圖

工具，設計出解決方案 1 之電路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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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路圖說明 

節點名稱 說明 

Group 2~5 第二至第五組燈具開關與斷電電路，每組有 I/O 腳*2。 

Group 2~5 CdS 第二至第五組燈具之 CdS Sensor 腳。 

XTAL 單晶片震盪電路 

Reset 單晶片重置電路 

Serial ports to PC. 串列通訊埠至 PC RS-232，Arduino 模組上是轉換至

USB 介面來做溝通( Communicaction) 

電路區塊圖說明 

區塊名稱 說明 

燈管啟動電路 燈管之啟動週邊電路。 

 

下圖為實際電路實驗照片： 

 

2. 解決方案 2 之硬體： 

實測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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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接線圖： 

 

3. 解決方案 1 之軟體管理介面 

 

4. 解決方案 2 之軟體管理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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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軟體原始碼部份礙於篇幅，僅剪錄「損壞快速偵測程式碼片段」 ： 

int fastDetect(int time,int threshold,int failMax,int sensor){ 

  Serial.print("Fast detection started on sensor "); 

  Serial.println(sensor-14); 

  int i; 

  int last=analogRead(sensor); 

  int failCount=0; 

  for(i=0;i<=time/20;i++){ 

    if(abs(last-analogRead(sensor))>=threshold){ 

      failCount++; 

    } 

    delay(10); 

    last=analogRead(sensor); 

    delay(10); 

  } 

  Serial.print("Numbers of blinks detected:"); 

  Serial.println(failCount); 

  if(failCount>=failMax){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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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討論 

經過數個月的研究後，我們成功的研究出一套可以妥善完成上述需求的系統，

未來亦希望透過大量的製造，更進一步地降低建置成本。 

解決方案 1 硬體建置成本分析： 

項目 數量 預估成本(新台幣) 

Atmega328 與週邊電路 一組 210 

CdS 與 斷電用繼電器 一組 30 

市電偵測 一組 30 

含 USB port 個人電腦 一台 - 

註：以上成本計算，資料均源於網路購物通路。 

解決方案 2 硬體建置成本分析： 

項目 數量 預估成本(新台幣) 

含 RS232 記錄功能電表 一台 2100 

含 USB port 個人電腦 一台 - 

註：以上成本計算，資料均源於網路購物通路。 

1. 在解決方案 1 中，若要達到詳盡的測試須要在每一個燈座上都安裝一個電

路板，會導致迴路過多、拉線不易等問題。為此，未來我們可以採用如：

網路拓樸(Topology)或無線傳輸等概念來做克服。 

網路拓樸，係參考 TCP/IP 網路之連結方式，將每一個單晶片都賦予一個

位址，在將全部的 TXD/RXD 腳位全部並連在一起，架構出多重單晶片的

傳輸架構，每次要進行資料傳輸，各傳送端都需要先傳送位址編號，當晶

片或電腦收到自己的位址編號後，接下來收到的資料才會判定為有意義。

如此應該可以減少迴路過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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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決方案 1 所使用的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可以以一般較容易取得的

電子元件及單晶片處理器製作而成。如應用在實際案例上，可以將控制器

部分的成本降低至十分之一（一組現成的微控制器大約一千元新台幣，自

製的成本約一百元新台幣）。自製控制器的另一優勢是可以自由決定偵測

器組數（有相關增加 I/O 腳的擴充 IC），擴充較為容易。 

3. 解決方案 2 的方式雖然可行，但應用在實際電路中時，因為每支燈管的耗

電量會有些微的差距，當異常燈管的數量相當少時，有可能無法準確判斷

燈管的狀態而造成漏網之魚。 

4. 如未來可以配合燈具機構調整，將解決方案 1 之斷電 CdS 電路整合在燈管

啟動器或安定器上，將可把此一方案，更有效推廣至實際應用面上。 

範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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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論與應用 

(一) 結論 

實驗中我們發現閃爍中的燈管會有高於正常約 30%的耗電量，完全不亮的燈

管亦使用正常燈管 70%的耗電量，以燈管使用壽命來看，假設燈管壽命約 10000

小時(實際壽命會依開關的次數而遞減)，我們假設燈管閃爍的時間長度約壽命的百

分之一，也就是 100 小時，則可以節省(73.2-56.4)*100/1000=1.68 度電，以電價每

度電平均約 3.3 元計算，可省下 5.54 元，同時也可以降低 1.68 度電*0.637 公斤=1.07

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若再加上燈管損壞所產生電力虛耗的情況，其節省的金

額與二氧化碳排放量更是可觀。 

(二) 應用 

1. 以紅外線模組偵測人體 

我們以解決方案 1 為基礎，搭配紅外線模組來偵測人體，因為現行的人體感

應系統，僅是很單純的取代開關，並不具備系統化管理的優點，雖然能達到節能

的目的，但無法判斷燈管的狀態，而本作品則結合了紅外線模組的優點，搭配系

統的調整，可以手動設定哪幾隻燈管要恆亮，也可以依人體的偵測來決定哪幾隻

燈管要發亮，如此更貼近日常生活的習慣，達成節能減碳的目的。 

2. 以偵測環境光源 CdS 來決定是否亮燈 

我們曾在白天到停車場或洗手間，因大部分都有加裝感應設備，所以不論光

線是否充足，只要感應到有人經過，電燈一律會啟動；若在光線非常充足的地方，

啟動電燈只會讓人覺得多此一舉。因此我們利用一組獨立的光敏電阻來偵測環境

的光線，透過軟體的配合達到以環境光源的亮暗為電源啟動的判斷。 

除了上述兩項我們已經完成實作並測試完成外，我們的作品亦可應用於下列

位置： 

1. 無人看管的地下室 

2. 室內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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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路上的路燈 

4. 山區人煙稀少的照明設施 

5. 車尾燈上 

若稍加調整，更可與防盜系統結合，現今的防盜系統大多是針對鎖、壓力、

紅外線等，鮮少針對光源來進行監控，我們可以利用光敏電阻的特性，將偵測的

方式調換一下，即能察覺不明的光源，也能多一層的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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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 

對方法論有清楚的描述，實驗設計具系統化，整體表現良好。但對於資訊

領域的元素宜加強，以免使人認為此作品偏電機或控制領域。 

1. 題目大方向為未來趨勢值得鼓勵。 

2. presentation 生動活潑有熱情，但不夠流暢可再加強。 

3. 技術層面上，感測器、控制器及微處理器的耗能需考慮。 

4. 作品名稱為智慧型但實驗中人為判定過多。 

5. 報告結構需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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