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合 WSN 無線感測器於智慧型綠能實驗室環境監測 

 
陳永祥 1 

1 國家實驗研究院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yschen@narlabs.org.tw 
 

摘要 

 

頂尖的研究成果除了研究人員的因素外，最重

要的是要有頂尖的儀器設備，然而儀器設備若沒有

適當的實驗室環境控制，亦無法充分發揮設備該有

的機能，故一個智慧儀器環境實驗室是國際頂尖研

究不可或缺的要件。本文整合 WSN 無線感測器於

智慧型綠能實驗室環境監測系統，已成功導入至

MOCVD 磊晶系統。自行設計 MOCVD 系統成長

GaN 製程之前驅物管路組，其總體積縮減為 50%；

並著重於提升前驅物利用率，使製程成本下降。無

線感測器網路(WSN)之智慧無線環境監測系統提

昇本機台智慧型綠能實驗室環境監測工作現場為

一物聯網工業 4.0 概念，可監控本機台設備運作狀

態，即時回報特殊狀況。並成功達到自適應控制維

護實驗室設備，系統維持高效率運轉(節能減碳省

電省電 60%)。其核心技術，整合溫濕度、振動、

噪音、電力能耗、氧氣濃度等環境感測器，除了可

有效地長期觀測佈建在智慧型綠能實驗室之無線

感測器網路的系統狀態與感測資料，亦可透過移動

裝置，例如手機或平版電腦，遠端監測實驗室環境

參數。若發生環境參數異常狀況，可即時處置並避

免實驗室人員或儀器設備損傷；即時的環境資訊參

數亦可協助研究人員判斷實驗結果是否可接受，例

如振動或溫濕度參數超過容許值，則實驗結果需再

經過驗證；本系統亦可進行能耗監控，分析環境設

備耗能狀況，據此調整環境參數，達到綠色能源科

技減碳之要求。 

關鍵字：WSN 無線感測器網路、物聯網工業 4.0 、

智慧型綠能實驗室、環境監測。 

 

1. 前言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儀科中心)四十餘年來著重儀器相關技術開發，歷

年來已建置各類高精密儀器設備，對實驗室環境建

置技術擁有豐富的經驗。為將此經驗提供服務予國

內產學研各界，特成立儀器實驗環境建置技術組，

除了可針對實驗室建置前進行地點評估與空間規

劃外，亦可針對現有實驗室環境條件提出改善建

議，使之符合智慧綠能實驗室要求；因此本研究之

量測分析紀錄模組即為此需求而建置。環境參數為

數眾多，後續將會新增門禁監控、工安需求、輻射、

流量等實驗室相關環境條件量測標的。除了實驗室

環境條件之外，NI 模組的擴充性，亦可使本系統

對儀器設備本身條件進行分析記錄與評估，例如高

精密儀器設備運轉本身的能耗、所產生的振動噪音

等，使本系統可多領域的應用發展。 

圖 1為整合NI WSN無線感測器於智慧型綠能

實驗室環境監測架構。各種設置之環境條件參數感

測器經由 WSN 或實體訊號線路將擷取之量測資料

傳輸至 CompactRIO，因振動及噪音需作後續分析

運算，故其所需量測資料量大，WSN 尚無法達到

此傳輸速率，故規劃溫度、濕度以及氧氣濃度採用

WSN 傳輸方式，振動及噪音項目則使用實體線路

連接至 CompactRIO。CompactRIO 為控制器，具

有體積小、不占空間、較 PC 更適合嚴峻環境，且

其為 Real-Time 作業系統，較 Windows 不易當機。

CompactRIO可整合WSN系統(使用Gateway模組)

及擴充整合 NI 9234 高速動態訊號量測模組，量測

振動與噪音等動態訊號(連接加速規與麥克風)。本

系統所使用之 NI 9225 及 NI 9227 為高速類比訊號

輸入與輸出量測模組，構成電力功率及品質量測，

並可補足 WSN 低速量測之缺失；其具備網路傳輸

功能，並可透過網路與遠端溝通，且具備儲存空

間，可離線量測，並內建 Web Server。CompactRIO

中可存放 LabVIEW 程式，做資料擷取與分析，同

時可擔任 Web Server 角色，供遠端裝置(PC, 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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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 連線或讀取資料。只要將程式 deploy 成

WebServices 或是 Shared Variable，就可以透過任意

平板電腦設定，做出簡潔的 UI 元件來連接 WSN

的 量 測 資 料 。 各 環 境 量 測 所 得 資 料 經 由

CompactRIO 彙整後，傳輸至主控電腦，利用所設

計之 LabVIEW 環境監控程式分析、顯示並記錄相

關資訊。所規劃之系統架構，除了可由主控電腦上

直接察看即時環境條件外，亦可透過可攜式設備遠

端監察環境狀態，且量測所得資料亦同步儲存於主

控電腦中，可提供日後查詢追溯。 

 

 

圖 1. 整合 NI WSN 無線感測器於智慧型綠能實驗

室環境監測架構 

 

儀科中心自身擁有 30 間實驗室，其中 6 間為

通過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證之 ISO 17025 國際標準

實驗室，因此擁有豐富之實驗環境建置經驗。儀科

中心可提供之環境建置服務可參照圖 2，由建置前

環境評估到規劃、建置以及後續的營運維持可做一

系列完整的整體服務。在環境建置服務過程，不可

或缺的就是對環境條件參數的量測與監控，因此引

進 NI 系列元件及軟體，搭配所規劃之各環境條件

感測器，建構乙套智慧型綠能實驗室環境監測系

統。 

儀科中心為展示技術能量，規劃建置「環境示

範實驗室」，並於該實驗室建置環境監測系統。圖

3(a)(b)分別為該實驗室設計規劃與現場實景，系統

之感測器固定在牆面或放置於地面，並藉由展示檯

櫃上主控電腦顯示環境資訊。 

 

 
圖 2. 儀科中心之環境建置服務 

 

  
(a)實驗室設計規劃       (b)現場實景 

圖 3. 儀科中心示範實驗室 

 

圖 4 為智慧型綠能實驗室環境監測系統，主要

由「溫濕度感測器、氧氣濃度感測器、NI WSN 無

線感測器、音量感測器、電力能耗感測器、地面振

動感測器、NI CompactRIO 控制器及 LabView 視覺

化人機介面」等組件所構成。圖 4 為系統實體架設

圖，可整合智慧型綠能實驗室環境所需之各種訊號

參數。將所有實驗室環境參數整合於 CompactRIO

之中，並可存放 LabVIEW 程式，做資料擷取與分

析，同時可擔任 Web Server 角色，供遠端裝置(PC, 

NB, iPad…)連線或讀取資料。NI LabView 視覺化

人機介面，透過 WSN 資訊參數設計，經由即時資

訊及頻譜分析後，可進行累積歷程資訊量測「溫

度、濕度、氧氣濃度、電流數值、電壓數值、地面

振動及環境意量」等參數。此外，環境監測系統除

了可定點量測實驗室環境資訊外，亦可裝設於可攜

式電腦上，透過 NI 移動式介面模組，可配合委託

方需求至各地進行環境條件參數量測。本研究所使

用之感測器皆經過國內或國外認證，量測結果具有

公信力，圖 5 為可攜式設備實體圖。環境參數資訊

記錄內容，可供追溯環境量測結果歷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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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智慧型綠能實驗室環境監測系統 

 

 
圖 5. 可攜式設備(NB/Pad)遠端監視環境資訊參數 

 

2. MOCVD 儀器系統 

 

    化學束磊晶技術(Chemical Beam Epitaxy，CBE)

係在 1970 年初由 AT & T Bell Laboratories 之華裔科

學家曾煥添博士(Dr.W.T. Tsang)[1]發展成功的一項

新技術，它係結合分子束磊晶成長法 (molecular 

beam epitaxy, MBE)及有機金屬氣相磊晶法(metal 

organic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MOCVD)之許多優

點而成的一新技術，是屬於較特殊之系統，其 III-V

族來源皆使用氣態進行沉積，因此可有效且快速地

沉積磊晶材料。 

本系統採用高抽氣速率的真空渦輪幫浦，在氮

氣電漿源及有機氣體皆通入腔體內的情況下，主腔

體的真空度仍能保持在低於 1×10-5 Torr 的環境

下。磊晶基板的支撐座，是一可穩定控制基板加熱

溫度及精細調整位置的承載模組，以配合由輸送腔

體將基板傳送至主腔體的基板支撐座時，能精準對

位及固定。氮氣電漿源建置在磊晶基板的正下方，

與基板的距離將配合有機金屬氣體源環的位置與

環上氣孔將氣體引入腔體時的角度，以確保膜層厚

度的均勻性。氮氣電漿產生同時，下方另有一視窗

將電漿光譜經由光纖傳送至個人電腦的光譜卡進

行監測與分析。本文所闡述之 LabVIEW-Based 

MOCVD 磊晶系統，如圖 6 所示。 

 

 
圖 6. LabVIEW-Based MOCVD 磊晶系統 

 

2.1 MOCVD 化學束磊晶系統機台 

     本文所闡述之 MOCVD 化學束磊晶系統機

台，如圖 6 所示。採用自行設計之前趨物流道設

計，以期達到高效率、低製程成本之目標，以最短

行進路徑與精準氣流控制為設計重點。降低非自然

摻雜之雜質濃度(碳、氫與氧等等)。此套系統為自

行設計並結合分子束磊晶系統(MBE)與金屬有機

化學氣相沉積系統(MOCVD)優點組裝而成，同時

具有高真空環境與高沉積速率。 

化學束磊晶系統其 III 族與 V 族均為氣態分子

源，III 族氣體來源使用有機金屬氣體，V 族則為

活化氮原子(N*)，經由氣體輸送環可有效地將氣體

源以特定角度輸出至基板上沉積出磊晶薄膜，其主

要為化學反應方式沉積薄膜，故定名為化學束磊晶

系統。該套磊晶系統背景壓力值可達約 9×10-10 

Torr，其中 V 族活化氮原子來源是採用射頻氮氣電

漿源取代傳統 MOCVD 設備中使用的氨氣(NH3)，

此舉不僅一次解決氨氣需高溫裂解及效率不彰的

問題，且高潔淨度的反應腔體更可確保磊晶品質的

優越性。已成功地成長出高品質之氮化物磊晶薄

膜，導入 FTIR in-situ 即時監控製程開發，了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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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物於製程中裂解與反應過程由於氮化物製程中

易摻雜 C、H、O 等元素，而前驅物為甲基化合物

(CH3)3，可藉由此即時量測得知氣相中反應物與其

相關元素等資訊。 

 

2.2 MOCVD 電控及 LabVIEW 人機介面 

    圖 7 為 MOCVD 電控系統裝置圖。圖

7(a)MOCVD 電控系統外觀。圖 7(b)為前驅物管路

與流道設計，MOCVD 系統成長 GaN 製程之管路

配置與實體建置。自行設計之前驅物管路組，其總

體積縮減約 20%；並著重於提升前驅物利用率，使

製程成本下降。創新性前驅物管路與流道設計。圖

7(c)為其控制系統。 

 

 
(a) MOCVD 電控系統外觀 

 

(b) 前驅物管路與流道設計 

 

(c) 控制系統 

圖 7. MOCVD 電控系統裝置圖 

    圖 8 為磊晶系統、製程指令、電控與儀控介面

設計與整合人機介面圖。配合完成建置之 MOCVD

次系統，自主進行程式與電控系統開發。透過自行

設計之 LabVIEW 製程指令人機介面，可簡化控制

出口端之複雜性，如圖 8(a)所示。其自主設計人機

介面可提升製程再現性及反應時間短，達到可依需

求進行複雜性結構設計及低成本之特色。MOCVD

系統人機介面程式具有下列特點：(1)可於螢幕上

直接點選圖示進行閥門開啟與關閉。例如，點選圈

選處之閥門圖示。(2)點選之後螢幕會出現詢問開

啟或關閉的選單。當點擊“OPEN”後即可開啟閥

門。(3)當開啟閥門後，可於圖示上看見閥門內部

已呈現藍色，代表氣體以經由閥門開啟進入管路。

圖 8(b)為成長GaN為例之製程指令及 LabVIEW 製

程指令控制參數可配合製程圖及表格方式輸入參

數進行停留時間及可設定升降速率等功能及預覽

顯示畫面。 

 

 

(a) LabVIEW 製程指令人機介面 

 

(b) 成長 GaN 為例之製程指令及 LabVIEW 製程指

令控制參數 

圖 8. 磊晶系統、製程指令、電控與儀控介面設計

與整合人機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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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FTIR in-situ 即時監控製程系統 

    圖 9 為磊晶室量測參數實驗。圖 9(a)為本套磊

晶系統主要進行 III-V 族氮化物，如 GaN，AlN 及

InN 等，系統組件包括氮氣電漿源、基板加熱裝

置、自行設計之氣體源環(Source ring)與氮氣光譜

監測系統等等。此種成長方式可以提供足夠及均勻

的活化反應物到達反應區，因此可以提供接近

MOCVD 系統的磊晶速度。另外，成長腔體以 MBE

系統超高真空環境為設計基礎，可提供極高品質與

純度的薄膜，亦可成長奈米級的精細結構，例如量

子井(quantum well)、量子點(quantum dot)結構或成

長氮化物半導體元件結構中用來抑制磊晶缺陷的

超晶格(superlattice)結構。此外，本系統採用高抽

氣速率的真空渦輪幫浦，在氮氣電漿源及有機氣體

皆通入腔體內的情況下，主腔體的真空度仍能保持

在低於 3×10-5 Torr 的環境下。在磊晶基板的支撐

座，是一可穩定控制基板加熱溫度及精細調整位置

的承載模組，以配合由輸送腔體將基板傳送至主腔

體的基板支撐座時，能精準對位及固定。氮氣電漿

源建置在磊晶基板的正下方，與基板的距離將配合

有機金屬氣體源環的位置與環上氣孔將氣體引入

腔體時的角度，以確保膜層厚度的均勻性。圖 9(b)

為 FTIR in-situ 即時監控製程系統架構。 

隨著物聯網科技發展與進步，NI 無線感測器

網路(WSN)之智慧無線環境監測系統提昇本機台

工作現場為一物聯網工業 4.0 概念，可監控本機台

設備運作狀態，即時回報特殊狀況。可提昇作業效

率及良率，也或者監控作業現場，例如：空氣品質、

電力箱溫度等，確保工作人員的生命安全。圖 9(c)

為實際架設圖，包含 NI cRIO+WSN 無線感測器之

智慧無線環境監測系統、相機及 Bruker Tensor 27 

FTIR 之同步量測前驅物於製程中裂解與反應過

程。圖 9(d)為化學束磊晶系統區域監測平台運作流

程示意圖，將所有化學束磊晶系統環境參數整合於

NI Labview之中。藉由TCP/IP RJ45負責 PC與PLC

溝通感測器及控制元件，達到便利即時量測，並透

過 PLC 電力線通訊將數據或資訊以數位訊號處理

方法進行傳輸。可存放 LabVIEW 程式，做資料擷

取與分析，同時可擔任 Web Server 角色，供遠端

裝置 Pad、手機透過 Data Dashboard (APP)可直接

連接雲端上的量測資料連線或讀取資料。圖 9(e)

為 NI LabView 視覺化人機介面，透過 WSN 資訊

參數設計，經由即時資訊及頻譜分析後，可進行累

積歷程資訊量測「溫度、濕度、氧氣濃度、電流數

值、電壓數值、地面振動及環境意量」等參數。此

外，環境監測系統除了可定點量測化學束磊晶系統

實驗室環境資訊外，亦可裝設於可攜式電腦上，透

過 NI 移動式介面模組，可配合委託方需求至各地

進行環境條件參數量測。 

 

 

(a) 磊晶室量測參數系統架構圖

 

(b) FTIR in-situ 即時監控製程系統架構 

 

(c) 實際架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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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圖 9. 磊晶室量測參數實驗 

整合 NI WSN 無線感測器已成功地應用於化

學束磊晶系統實驗室環境監測系統，利用 NI 模組

搭配 LabVIEW 系統，整合溫濕度、振動、噪音、

電力能耗、氧氣濃度等環境感測器，除了可有效地

長期觀測佈建在化學束磊晶系統實驗室之無線感

測器網路的系統狀態與感測資料，亦可透過移動裝

置，例如手機或平版電腦，遠端監測實驗室環境參

數。若發生環境參數異常狀況，可即時處置並避免

實驗室人員或儀器設備損傷；即時的環境資訊參數

亦可協助研究人員判斷實驗結果是否可接受，例如

振動或溫濕度參數超過容許值，則實驗結果需再經

過驗證；本系統亦可進行能耗監控，分析環境設備

耗能狀況，據此調整環境參數，達到綠色能源科技

減碳之要求。我們可以透過 NI 資料處理與分析及

互動的視覺呈現技術輕易地建立本機台的耗能基

準線並了解其耗能的分配及流向、找出每個製程加

工程式以及生產狀態下的改善機會、建立耗能與零

件更換之連接並提供異常耗電樣型之偵測與處

理，已為本機台帶來平均約 30%的直接節電效益。 

 

致謝 

本 論 文 為 科 技 部 計 畫 編 號 MOST-105- 

2218-E-008-002 、 MOST-104-2218-E-008-002 及

MOST-103-2218-E-008-002 之「MOCVD 關鍵零組

件技術開發暨人才培育：子計畫五創新 MOCVD

系統零組件整合與磊晶製程驗證及 MOCVD 創新

機台開發與整合」之計畫研究成果，由於科技部的

支持，使本計畫得以順利進行，特此致上感謝之

意。 

參考文獻 

1. A. Cho and J. Arthur, Prog. Solid-State Chem., 10, 

157 (1975). 

 

作者簡歷 

陳永祥先生為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

系博士候選人，現任國家實驗研究院儀器科技研究

中心副工程師。 

 
INTEGRATED WSN WIRELESS 

SENSORS FOR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OF GREEN 
SMART LABORATORIES 

 
Yung-Hsiang Chen1  

  1Instrument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National Applied Research Laboratories 

  
ABSTRACT 

In this study, using NI LabVIEW software with NI 

modular instrumentation prior to design trends stream 

channel design, pneumatic design, gas pipe heating 

systems, heaters, in-situ monitoring systems, safety 

interlock systems, data transmission and control 

systems, vacuum systems, machining and other 

functional units or components. NI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WSN) wireless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ystem to enhance the work of the machine is a site 

of Things Industry 4.0 concept, this machine could be 

monitor the operational status of equipment, 

immediate return special situation. 

Keywords: WSN, Industry 4.0 and IoT, Smart green 

energy laboratory,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