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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大多數的野外生態監測系統多為被動式且不具有即時性，研究人員必須在系統建置一
段時間後才能將資料取回進行分析，而相對於利用歷史資料進行研究，若能提供即時性的野外生
態監測資料，研究人員可在第一時間取得現地之監測資料，將有助於即時了解監測對象，並可立
即進行分析。此外，能量消耗在野外監測更是一門重要課題，有限的能源常造成監測資料之不連
續甚或中斷，延長監測系統使用壽命成為必要克服之要點。本研究使用 Texas Instruments (TI)
MSP430 系列之混和信號微處理器為核心，搭配數位相機模組、無線傳輸模組，並結合自給式太
陽能電源供應模組建構即時影像監測系統。經量測，利用 MSP430 微處理器低耗能的特性，在
12 Volt 電源供應下系統最大功耗為 400 mA，待機狀態更可降低至 200 mA。本系統在野外進行
監測時，可搭配太陽能電源供應模組即可使系統進行長時間連續運作。經由實驗驗證，本系統藉
由無線傳輸模組可將野外現地影像資訊以 640 × 480 pixels 的解析度即時回傳至後端研究平台，
使研究人員可立即進行後續的分析工作。透過本研究所建立之即時影像監測系統，有助於縮短研
究人員取得資料的時間，並能即時掌握現地的狀況。

關鍵詞：遠端監控、即時影像傳輸、野生動物生態監測

1. 緒論

深循環電池及記憶裝置建立一具有時間延遲
性之影像及影片系統來觀察鳥類於巢內活動

電子設備在製程技術上的快速進展使得

情形及掠食情形[1] 。另外，有些研究者位於

數位相機在各種不同領域均有優良的應用，例

某些特定區域，如極地，特別強調有效率之長

如：物流、民間工業、作物監測甚或國防工業。

期監測及自動運作機制[2] 。他們設計一使用

除了上述領域之中，近年來野生動物生態監測

太 陽 能 之 系 統 ， 由 數 位 單 眼 相 機 (Digital

也逐漸使用。一般而言，野外生態監測系統常

Single-Lens Reflex，DSLR )、太陽能面板、電

非為即時監測系統，系統將擷取之監測圖片儲

池及一組相機控制器組成。但擷取之影像均儲

存至記憶裝置，待日後研究人員將記憶裝置取

存至記憶卡，需定期人工下載方式取得影像紀

回後才可進行後續分析。上述監測系統僅能提

錄。此研究提到建立無線傳輸機制是為複雜並

供歷史監測資料予後端進行分析及研究，無法

且消耗過多能量，故野外生態影像監測系統之

使研究人員即時掌握監測現況。

即時性仍待克服。在[3-5]文獻中亦提到其他各

許多研究於非即時野外生態監測均有良

式非即時影像監測之相關研究，有些研究者於

好之成果，例如：有些研究者使用 12 Volt 的

動物身上裝設便攜型節能影像通訊系統[3]，將

動物所察所聞紀錄至記憶卡中。當此動物接近
佈署之路由器的通訊範圍，儲存於記憶卡的壓
縮影像將透過無線傳輸回傳至路由器。
在影像監測系統上使用無線傳輸機制是
很 普 遍 的 作 法 ， 全 球 移 動 通 訊 系 統 (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GSM)即是
一 項 常被 使用 之 技術 。基 地 台的 廣設 使 得
GSM 的通訊範圍在 214 個國家中均能暢行無
阻。尤其在臺灣，基地台的密度更是高於一般

圖 1 低耗能型即時影像系統架構圖

國家，其中一項服務，通用封包無線服務技術
(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GPRS)可用來傳

本研究團隊提出之系統架構如圖 1 所

輸資料，傳輸速率平均可達 48 kbps，故使用

示，包含了各式組件，MSP430 微處理器負責

GPRS 技術於傳輸野外監測影像為一可行之方

統籌系統運作流程及與各式模組溝通。FPGA

案。無現影像傳輸不僅可減少至監測區域下載

電路負責接受來自 MSP430 微處理器之指令

監測影像之人力成本，更可透過事件觸發獲得

以啟動數位相機模組擷取影像資訊，並藉由曝

即時的影像資訊，現今有許多研究或商業組織

光調變電路及光阻得知環境光度，進以調整相

建立了基於 GPRS 之相機模組[6]，然而卻很少

機曝光時間獲得更佳的影像品質。全球定位系

有同時達到即時性及長效性之野外影像監測

統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可獲得確

系統。為了彌補這些不足，本研究利用 FPGA

切的系統架設位置及標準時間，促使 MSP430

電路、全球移動通訊模組及 MSP430 微處理器

微處理器在時空的應用上獲得更佳且精準的

設計一基於 GPRS 之低成本、且使用太陽能電

資訊。電源開關電路設計用以於系統閒置狀態

池的影像監測系統。

時，關閉 FPGA 電路及數位相機模組之電源(系

由於 GPRS 訊號強度減弱或不穩定皆會

統主要耗能組件)，僅於特定時間才開啟。

造成傳送及接收封包的不完整，為了克服此議
題，本研究團隊建立一基於檔案傳輸協定(File

2.1 核心運算晶片

Transfer Protocol，FTP)之低耗能傳輸機制，此
機制可有效減少能量消耗及封包遺失

本系統利用德州儀器公司所發展之

本文之文章結構如下：第 2 節裡將詳細介

MSP430F449 低功率微處理器[7]，其工作狀態

紹本研究團隊建立之影像監測系統之硬體架

下只需使用 280 μA 之電流，於待機模式下更

構及用於管理系統流程的低耗能傳輸機制，第

只需消耗 1.1 μA 之電流，可有效運用於野外

3 節中提出實驗結果以及未來展望，並於第 4

電源不易取得之環境。其主要功用為控制周邊

節做最後總結。

模組、接收資料、整合並藉由 GSM 模組將資
料回傳後端伺服器。

2. 實驗設備與方法

其具有豐富的 48 組通用型之輸入輸出
埠(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GPIO)，可支
援本研究之外接模組的輸入、輸出與開關控
制。另外，核心晶片包含一組通用同步/異步
接 收 發 送 器 (Universal

Synchronous/

Asynchronous Receive/ Transmit，USART)與一
組通用串列埠(Universal Seria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USCI)，方便本研究外接各種串列數
據通信埠(RS-232)之感測模組。此外，單晶片
內 建 電腦 硬體 式 計時 裝置 之 看門 狗計 時 器
(Watchdog Timer)，利用看門狗計時器可將懸
停(Hang)的程式，重新啟動來提高程式的執行

圖 3 GM-44 全球定位系統模組

可靠度。

2.4 影像擷取模組
2.2 GSM 全球移動通訊模組
影像擷取模組是由 FPGA 電路、曝光調變
GSM 手機訊號在全球 214 以上的國家均

電路與數位相機模組整合而成。本研究使用

有服務，在臺灣訊號覆蓋率更高，因此研究人

Altera DE0 FPGA 開發模組[10]，如圖 4 所示，

員可在任何地點利用 3G 訊號進行無線資料傳

Altera DE0 FPGA 開發模組是一套輕薄型的開

輸，甚至在離島等其他偏遠地區也有 GPRS 連

發套件。DE0 搭載了 Altera Cyclone III 系列中

線的服務，除了可即時監看前方影像資料外，

的 EP3C16 FPGA，可提供 15,408 邏輯單元(Les)

佈建上也更加簡易。

以及 346 I/O，此外，DE0 開發版還搭配了豐

本系統使用 Maestro Wireless Solutions

富的周邊裝置，足供開發複雜的數位影像系

Limited 之 Maestro 100evo 之 GSM 工程無線通

統。數位相機模組則如圖 5 所示，亦為 Terasic

訊模組[8]，圖 2 為其實體圖。此模組利用歐洲

Technologies 開發之 TRDB D5M 數位相機模

通訊技術委員會(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

組[11]，此模組與 DE0 具有良好之搭配性並且

Standards Institute, ETSI)所公定之 AT 指令作

可提供最高 500 萬畫素之影像資訊。

為控制指令，因此在系統規劃上具有相當優良
之彈性。

2.3 GPS 全球定位系統模組
本計畫使用 San Jose Technology 所提供
之 GM-44 衛星訊號接收器[9]，其實體如圖 3
所示。利用 USART 介面進行資料傳輸與指令
溝通，致使閘道器精確地掌握地理資訊及時間

圖 4 Altera DE0 多媒體開發平台

資訊並回傳至後端伺服器以供分析使用。

圖 2 Maestro 100evo 實體圖

圖 5 TRDB_D5M 500 萬像素數位相機模組

2.5 系統運作流程
系統運作流程如圖 6 所示，系統首先初使
化 GPS 模組並進入待機模式。在待機模式下，

圖 7 封包格式示意圖

除了用以提供時間參數的 GPS 模組持續運作
外，其他模組如 GSM 模組與影像擷取模組均

資料由 FPGA 電路傳輸至核心晶片後，核

為關閉狀態，以節省能源。GPS 模組提供該地

心晶片會將資料整理成特定封包格式，再回傳

標準時間至核心晶片，判斷是否到達研究人員

至 FTP server 端，圖 7 為封包格式示意圖。封

所設定之擷取影像時間，如是則開啟影像擷取

包由 Start byte 和 End byte 作為辨別資料區

模組(FPGA 電路及數位相機模組)與 GSM 模

塊之開頭與結尾，方便後端平台判別封包範

組進行拍照及資料傳輸，資料傳輸完成後系統

圍，Packet ID 為則為封包之順序編號，進行

將自動把影像擷取模組關閉以節省能源。

圖片整合時，可提供各封包絕對位置，依序繪

資料傳輸方面，由於 MSP430F449 核心晶

出。為了可判別封包的正確性與完整性，本研

片的內建記憶體有限，因此本系統設計傳輸機

究使用 CRC-16 之校正碼 (Cyclic Redundancy

制使圖片資料可由 FPGA 電路穩定傳至後端

Check-16)，經由計算後之 CRC 校正碼將置於

資料庫。核心晶片透過 6 個腳位控制 FPGA 電

資料尾端，此機制主要用來因應無線傳輸容易

路，分別為 Start、Next、Repeat、TX、Enable

遭到外界干擾導致資料遺失的特性，若後端平

腳位。TX 腳位主要用於傳輸圖片至核心晶

台計算之 CRC 校正碼與前端系統不同，封包

片，其傳輸規格為 USART 介面並設置鮑率

將被丟棄，後端平台在繪圖時會將遺失字元利

(Baud rate)為 115,200 bps，圖片能快速的由

用雙線性內插法補齊[12]，確保圖片品質。

FPGA 電路傳輸至 MSP430F449 核心晶片。
Enable 腳位用於致能 FPGA 電路，Start 腳位則

3. 性能測試

用於初始化拍攝裝置並進行拍照程序。

3.1 實驗說明
本研究利用架設之低耗能型即時影像系
統於室內實作耗能及傳輸耗時分析之實驗。使
用相同的影像圖片但切割成不同的傳輸資料
區塊大小(m) ，試圖尋找最合適之傳輸方法及
機制。本實驗用於驗證系統在各種不同資料區
塊大小(m)的傳輸情形下，系統運作的效能比
較，以選擇較適合的傳輸方式，增進傳輸效
能。本實驗在室內進行，並以 640 × 480 pixels
的圖片做為被傳輸對象，圖片大小為 900 KB
(640×480×3 Bytes)，驗證資料區塊(m)大小為
300、450、600、750 與 900 Bytes 等五種情況
的傳輸效率，其中 FTP 重新連線數為固定次
圖 6 系統運作流程圖

數 10 次，將 900 KB 之圖片切割 10 個子檔案，

每 個 子 檔 案 包 含 92160/m (92160=900 ×
1024/10)個資料區塊，依此方法將各種不同資
料區塊(m)分別進行 30 次實驗，實驗後將可看
出各種傳輸狀況下的傳輸能源消耗與傳輸速
度。

3.2 實驗結果與討論
由圖 8 中可以知道，資料區塊大小為 900

圖 9 系統回傳之 640 × 480 pixels 影像圖片

Byte 的平均能量損耗與平均傳輸時間均為最
小，而資料區塊大小為 300 Bytes 的情況下則

4. 結論及未來工作

完全相反，原因為每個資料區塊均含有 Start
Byte、Packet ID、CRC 檢查碼以及 End Byte，

本研究已成功建立一可即時傳輸影像監

因此當資料區塊大小越小時，所傳輸的資料量

測資訊之系統，並透過實作驗證系統可傳輸高

變大，而當資料區塊大小越大時，傳輸的資料

像素之影像圖片至後端平台。其中系統運作最

量變小，能量消耗與傳輸時間也較小。需要注

高能量消耗更藉由電路實現及運作機制維持

意的是，每個資料區塊均含有 CRC 檢查碼，

於 400 mA 以下，當系統於待機狀態下更可維

當資料區塊的其中一個資料有錯誤時，後端平

持於 200 mA 以下，低耗能之特性有助於本系

台會將整個資料區塊視為不可用之資料，因此

統實現於野外生態監測。並且透過耗能及耗時

資料區塊越大，像素遺失率可能也越大，此缺

分析實驗推得最佳傳輸機制，以此機制建立即

點可經由增加連線次數與後端補圖機制來改

時影像傳輸模型，完成本系統之建置。

善。

未來將偕以自給式太陽能電源供應模組
圖 9 中可見本研究團隊提出之系統回傳

提供穩定之電源，並且實際佈建此套系統於野

之影像資訊，其畫質為 640 × 480 pixels，驗證

外環境進行長期監測實驗；並且透過相機模組

此套系統可在全自動下以低耗能並具有即時

加強系統影像資訊之畫質，協以影像壓縮技術

性之回傳功能。

更可有效縮短影像傳輸時間，致使即時性更被
凸顯；後端平台亦需建立一修補影像資訊或補
傳遺失封包之機制。亦可藉由 GSM 模組實現
遠端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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