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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uino 應用於微型光照控制系統之建立 

張承諺 1 李聲謙 2 翁郁凱 3* 

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利用 Arduino 控制晶片，建立一套補光與電照統合之光照控制系統，結合照度感測器及自動化

光照技術，利用 Arduino將感測器、I/O 模組與人機介面進行通訊，透過人機介面進行相關參數的設定，建立可維持

作物栽培需求光強度的補光策略及暗期中斷與延長日照的電照策略。延長日照策略能夠依據使用者之地區，系統會以

時鐘進行系統計算日出及日落時間，並由使用者自行選擇兩種模式，依照植物生理需求進行提前日出或延後日落之模

式。暗期中斷控制策略可依據植物生理特性，使用者可自行輸入參數如光照時間及循環次數，進而達到控制植物生長

之目的。本研究使用 Wi-Fi 遠端控制方式進行資料傳輸及控制，並透過人機介面可簡單更改控制策略，方便農民將栽

培作物之經驗，應用在實際光照控制上。  

關鍵詞：電照、補光、控制系統、Arduino、Wi-Fi 

 
 

The Establishment of Micro-Illumination Control System 

with Arduino 

Cheng-Yan Zhang1 Sheng-Chien Li2 Yu-Kai Weng3*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stablish a lighting control system with remedy and electric 

lighting and to combine the system, luminance sensor, and lighting automation by using Arduino chip. We use 

Arduino to connect sensor and the I/O module with human machine interface. By setting up system parameter 

through human machine interface, we can use different tactics to keep crops growing up: supplementary 

lighting tactics, dark period interrupts tactics, and electric lighting tactics, which can extend the time of 

exposure to sunshine. The tactics that extend the time of exposure to sunshine can be set up differently. For 

example, the system automatically calculates the time of sunrise and sunset based on a user’s area. Also, 

there are two modes of the system for users: they can set up the time of sunrise earlier or set up the time of 

sunset later based on different plants’ need. With dark period interrupts tactics, users can key in parameter 

to the machine, such as the time of exposure to sunshine and the times of circulation, to control the growing 

of plants. This research use Wi-Fi remote control to proceed and control the data transmission. And, it is easy 

to change the tactics used through human machine interface, which make it simpler for peasants to take care 

of their crops. As a result, it can be applied on lighting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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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光環境與植物生長需求密不可分，植物藉由光照及

二氧化碳進行光合作用，產生能量及葡萄糖的儲存，倘若

光照不足，則會影響植物生長病死亡，對於照度不足時的

補光顯得相當重要，氣候難免不穩定，例如雨天或是陰天

等不能控制的因素，此時人工光源即可做為代替太陽光，

維持植物生長作用的最住要控制方式。 

若能夠了解植物生長與光環境之間的關係，則能夠

以控制光照時間的方式控制植物生長，進而調控開花時

間並有效提升作物價值與品質，Allard(1920)指出植物生

長在不同的光週期條件下，其日照長度對開花有不同的

反應，因此可利用植物的開花特性，達到光照控制植物生

理周期之目的。根據(黃等人，1999；張等人，2004)提及

改變電照時間，便可有效調節菊花的產期，達到周年生產

的目的。林(2008)以 5 種不同的光照週期(6、9、12、15

及 24 小時)與暗期中斷(白天 9 小時加上夜間 11 時至翌

日 1 時照明)處理達到長日的效果，結果顯示文心蘭的開

花與否與日長變化有關。 

本研究建立一套操作簡易的自動化光照控制系統，

操作者藉由人機介面進行相關參數之設定，並依據其需

求與軟體控制策略，可選擇不同的光照模式，藉改變作物

的光週期，來幫助農民達到自動化光照之目的。 

具體的項目如下： 

1.建立一套環境照度監測系統，當環境光照度不足

時，以人工光源進行補償，維持作物生長所需之光環境。 

2.本研究以(Holbert,2007)日出方程式推算出各地

區之日出、日落及日長時間關係，結合自動點滅裝置控制

作物光週期，達到延長日照與暗期中斷之目的，配合不同

的光週效應，誘導作物不同發育階段的生理機制。 

二、材料與方法 

    微型光照控制系統分為硬體設備與軟體監測兩部分，

運用 Arduino mega2560控制晶片撰寫程式與無線網路

(Wi-Fi)的傳輸，達到光照控制之目的。 

    微型光照控制系統如圖 1，其硬體設備包含照度感測

器、控制設備模組、液晶螢幕顯示器、記憶卡插槽模組及

電源供應器。 

硬體架構 

本光照控制電路架構圖如圖 2，該系統包含完整之自

動控制功能與操作設備，以 Arduino 控制晶片程式撰寫

進行設計並執行環境監測，人機介面透過與晶片資料傳

輸進行程式更新與下載，簡單地傳送及接收資料。 

硬體設備上輸出與輸入埠的傳輸皆透過軟體設定，

可將感測元件的訊號擷取到晶片 I/O 接點內部，軟體將

讀取進來的資料依據程式設計進行判斷，再經由繼電器

電路控制開關達到 ON/OFF 的動作。 

 

 

 

 

 

 

 

 

 

 

 

 

 

圖 1 微型光照控制系統架構圖 

 

    

    

 

 

 

 

 

圖 2 光照控制設備架構圖 

光照度轉換器(ROHM BH1750) 

一般在可見光感測以光敏電阻 (Light Sensitive 

Resistor)、光二極體(Photo-Diode)與光電晶體(Photo-

Transistor)這三種類型的光感測器為主，將照射於每單位

面積接受之光束，透過光轉換器將光信號轉換成電流方

式輸出，使用 ROHM BH1750，量測範圍 0-65535 Lux，

可依照需求選擇三種量測模式其依序為 H-Resolution 

Mode2（解析度為 0.5 lx）、H-Resolution Mode（解析

度為 1.0 lx）及 L-Resolution Mode（解析度為 4.0 lx），

圖 3 為光照度轉換器。 

控制設備模組 

控制設備模組主要以圖 4 繼電器作為設備開啟與停

止的開關，繼電器主要應用於控制與保護電路中做為信

號轉換用，是以小電壓來驅動大電壓的一種控制方式，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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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器內之線圈兩端通一定電壓後，使線圈內產生電流，從

而產生電流磁效應，達到控制接點開關開啟與閉合之目

的。當繼電器通電時，觸發接點閉合，使負載(燈具)形成

迴路，導通燈具。本研究使用 943 系列之繼電器驅動燈

泡。 

 

 

 

 

 

 

 

 

 

 

 

圖 3 光照度轉換器 

 

 

 

 

 

 

 

 

 

 

圖 4 繼電器 

人機介面 

    人機介面(Human Machine Interface)是使用者和

機電系統間進行訊息交換、溝通與互動的介面，該介面分

為控制介面與傳達介面，使用者透過控制介面下達指令

予電腦系統完成所需工作，再由傳達介面將控制訊號完

成控制機電設備之目的。本研究使用 LCD12864結合 4*4

矩陣鍵盤輸入以構成人機介面系統如圖 5 及圖 6，以

Arduino 程式語言進行編。 

電源供應器 

    電子零件使用的電源為直流電，因此需透過電壓轉

換器轉換為低壓穩定的直流電。使用圖 7 MB102 麵包版

電源供應器。 

輸入電壓範圍:6.5~12 VDC 

輸出電壓:3.5V 及 5V 

最大輸出電流:700mA 

 

 

 

 

 

 

 

 

 

 

 

圖 5 LCD12864 系統外觀 

 

 

 

 

 

 

 

 

 

圖 6 4*4 矩陣鍵盤外觀 

 

 

 

 

 

 

 

圖 7 MB102 麵包版電源供應器 

數位訊號輸出 

    數位訊號的輸出無法驅動大負載之設備，透過繼電

器將 12 VDC 的電壓訊號轉換成 110VAC 交流電壓，驅

動負載設備。如圖 8。 

 

 

 

 

 

 

 

 

圖 8 數位訊號輸出接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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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uino mega2560單晶片控制器 

    Arduino 單晶片控制器為義大利公司所製造，其特

點為開放原碼含有方便使用、擴充性強的硬體設備及程

式軟體，期撰寫之程式語言類似 C 語言，相當容易上手

且穩定，另外價格亦非常平民化，本研究將以降低系統成

本為考量，希望農民能夠減少成本並達到控制需求，故選

用此單晶片做為控制中樞，如圖 9。 

 

 

 

 

 

 

 

 

圖 9 Arduino mega2560 單晶片控制器 

DS3231 AT24C32 實時時鐘 

    DS3231 為高精度時鐘模組，能夠準確同步該地區時

間，若裝上 CR2032 電池，本模組能夠長時間運行且不

受電源影響，使系統準確判斷該地區時間並準確執行時

間延遲、延長日照及暗期中斷之功能，如圖 10。 

 

 

 

 

 

 

 

 

 

圖 10 DS3231 實時時鐘 

Micro SD卡模組 

    資料之儲存為利用 Micro SD 卡模組進行儲存，記憶

卡之存取快速且方便，能夠有效對環境資料進行分

析，並設計更適合該環境的程式，如圖 11。 

軟體設備 

    本系統以 Arduino mega2560控制晶片為主要控制

器，軟體則是採用該晶片開發軟體，搭配 Arduino 感測

器模組進行開發使用，每一感測器具有獨立的位址，識別

方式依位址傳遞來的訊號，待程式運算後，決定控制的後

續動作，圖 12 為程式開發介面。 

 

 

 

 

 

 

 

 

 

圖 11Micro SD 卡模組 

 

 

 

 

 

 

 

 

 

 

 

圖 12 Arduino 程式開發介面 

環境數據採集 

    本系統是以Micro SD卡為資料儲存媒介，可對各 IO

通道、裝置 IP 及感測器進行狀態儲存，所擷取環境的資

料會依照每筆紀錄時間、感測器所收到的數值逐條紀錄。 

    可將歷史資料以 EXCEL 直方圖或趨勢圖顯示，方便

使用者清楚了解環境狀況的變化，以利使用人員方便檢

視，如圖 13。 

 

 

 

 

 

 

 

 

圖 13 歷史資料收集結果 

軟體控制策略設計 

    本系統軟體利用 Arduin mega2560 撰寫完成後，透

過 USB 通訊進行程式更新，當人機介面通訊完成後，使

用者可透過 4*4 矩陣鍵盤，以手動操作鍵盤上之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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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三種光照控制策包含日間監測策略、暗期中斷策略

及延長日照策略，分別說明如下: 

系統控制策略 

(1)日間監測策略 

    在日間環境模式下，本系統由日出至日落期間進行

環境照度監測控制，於光線不足時開啟補光模式，避免光

照不足，進而造成植物生理影響。本模式介面便於操作者

即時收集環境照度及修改設定值，並顯示中斷時間及次

數，圖 14 為系統流程圖(黃，2015)。 

 

 

 

 

 

 

 

 

 

 

 

 

 

 

 

 

 

圖 14 日間監測策略流程圖(黃，2015) 

(2)暗期中斷策略 

    在暗期中斷模式下，操作者能夠設定參數，控制光照

時間與起滅次數，進而調節植物的生理週期，控制開花時

間並提高作物價值，圖 15 為暗期中斷系統流程圖(黃，

2015)。 

(3)延長日照策略 

    延長日照模式下有兩種模式提供使用者選取，如提

前日出或延後日落之功能，使用者能夠以地區性差異進

行參數設定，本系統是以太陽方程式進行計算並準確算

出該地區之日出及日落時間，避免有時間誤差的產生，進

而達到延長日照之目的，圖 16 為延長日照流程圖。 

三、結果與討論 

系統主機功能 

    本系統安具有手自動切換開關，能夠避免系統故障

造成補光或電照錯亂，亦可依照使用者需求自行起滅，

並備有螢幕亮度調整旋鈕，可隨環境亮度自行調整，以

更符合人體需求。 

 

 

 

 

 

 

 

 

 

 

 

 

 

 

 

 

 

 

 

圖 15 暗期中斷策略流程圖(黃，2015) 

 

 

 

 

 

 

 

 

 

 

 

 

 

 

 

 

圖 16 延長日照策略流程圖(黃，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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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收集資料的方式採用 Wi-Fi 遠端連接的方式進

行連接及資料收集，能夠克服有線的缺點，並保留其優點，

能夠將系統至於室內，則感測器及控制器皆可至於室外，

能夠避免下雨及日曬等問題的產生，圖 17 光照系統外觀

圖。 

圖 17 光照控制系統外觀圖 

 

系統軟體監測功能與結果 

系統軟體功能 

    光照控制系統藉由感測器回傳之即時類比訊號，經

軟體運算分析後，發送數位訊號驅動控制設備模組，達到

控制光照之目的。 

    即時環境資料顯示如圖 18，此畫面方便使用者判斷

當時環境照度變化及設定的各項參數值。 

控制策略人機介面中，如圖 19，設計一項為控制策

略選取之實體按鈕鍵，此功能之目的為了讓使用者可方

便選取並設定各種不同光照策略，本系統具有時實時鐘

之功能，能夠更準確控制光照時間。 

 

 

 

 

 

 

 

 

 

圖 18 環境資料顯示面 

圖 19 控制策略選取觸控式按鈕鍵 

各光照策略之人機設定介面 

(1)日間監測設定介面 

    日間監測策略主要的目的為即時監測日間環境照度

值，白天時陽光充足，利於形成光合作用，唯恐連續陰天

或天氣狀況不佳造成一地區環境光強度明顯不足，因此，

可透過圖 20 介面設定照度門檻值，來維持環境光照度，

若環境照度小於設定門檻值，開啟補光模式進行補光，提

升光合作用之效率。 

 

 

 

 

 

 

 

 

 

圖 20 日間監測設定介面 

 

 (2)延長日照設定介面 
透過人機介面實體按鍵，使用者可以依所在之地緣

位置選擇，並依據作物之光週期給予適當的日照時數，延

長方式通常以日出前或日落後設定一段時間之光照達到

延長日照之目的，圖 21 為延長日照設定介面。 

圖 21 延長日照設定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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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暗期中斷設定介面 

暗期中斷設定介面主要係打破作物之暗週期，以菊

花電照來說，以暗期中斷控制菊花的開花期效果較延長

日照有效，圖 22 為暗期中斷設定介面。 

圖 22 暗期中斷設定介面 

 

環境控制結果分析 

(一)日間監測策略 

本研究以照度值做為控制人光光源點滅的參考值，

圖 23 為 105 年 5 月 9 日午夜 0 時至 105 年 5 月 10 日

午夜 0 時所監測之環境照度變化，照度門檻值設定為

15,000 Lux，延遲時間為 30 分鐘，系統開始控制時間為

日出時刻上午 5 點 17 分至傍晚 18 點 28 分結束，環境

照度值首次在上午 5 點 17 分低於 15,000 Lux，因此驅

動人工光源開啟，由圖 23 中可看出人工光源應總共開啟

了 2 次。 

圖 23 日間監測結果 

 

(二)延長日照策略 

圖 24 為 105 年 5 月 12 日午夜 0 時至 105 年 5 月

13 日午夜 0 時所監測之環境照度變化，延遲時間為 30

分鐘，系統開始控制時間為日出時刻上午 5 點 11 分至傍

晚 18 點 33 分結束，環境照度值首次在上午 5 點 11 分

低於 15,000 Lux，因此驅動數位訊號開啟。本次控制為

日落延長策略，系統計算臺中地區 5 月 17 日的日照時間

為 13 小時又 21 分，設定延長日照時間為 14 小時，判

斷系統是否有達到延長日照之功能。結果顯示數位訊號

開啟 39 分鐘後關閉。 

圖 25 為 105 年 5 月 20 日午夜 0 時至 105 年 5 月

21 日午夜 0 時所監測之環境照度變化，延遲時間為 30

分鐘，系統開始控制時間為日出時刻上午 5 點 10 分至傍

晚 18 點 34 分結束。本次控制為日出延長策略，系統計

算臺中地區 5 月 20 日的日照時間為 13 小時又 24 分，

設定延長日照時間為 15 小時，判斷系統是否有達到延長

日照之功能。結果如圖 3-6，數位訊號提早了 96 分鐘開

啟，且於日落時刻點訊號結束。 

圖 24 延長日照策略(日落延長) 

圖 25 延長日照策略(日出延長) 

 

(三)暗期中斷策略 

圖 26 與圖 27 為 105 年 5 月 25 日午夜 0 時至 105

年 5 月 27 日午夜 0 時所監測之環境照度變化，延遲時

間為 30 分鐘，系統開始控制時間為日出時刻上午 5 點

09 分至傍晚 18 點 37 結束，環境照度值首次在上午 5

點 09 分低於 15,000 Lux，驅動數位訊號開啟。 

本次控制為暗期中斷策略，設定夜間開啟時間由晚

上 21 時到翌日凌晨 3 時，中斷次數為 3 次，結果顯

示，系統每次開啟時間為 60 分鐘，關閉時間為 60 分

鐘，總共循環三次如 26 與圖 27。  

圖 26 暗期中斷控制結果 

圖 27 暗期中斷控制結果 

 

環境的適應測試 

(一)長時間測試 

 圖 28 為本系統長時間置於室外做測試之結果，圖

中 x 軸表示系統記錄日期，y 軸代表當天系統運作狀況

若其顯示為 1 則表示當天正常運作，若顯示為 0 則表示

當天故障頻繁，由圖可知本系統可適用於室外環境的使

用，則耐久性方面尚須做長時間試驗。 

 

 

 

 

 

 

圖 28 系統環境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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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1. 微型光照控制以單晶片控制器、人機介面、繼電器

模組、感測器模組、儲存模組及Wi-Fi 模組等設備
設計而成，以提供農民達控制光照需求之目的。 

2. 本系統以簡易操作模式並結合補光、電照之功能於

一機，方便農民自行操作選用適當之模式，根據植

物需求自行設定參數，進而控制開花時間之效用。 

3. 本系統以 Wi-Fi 遠端模式進行環境照度監控，並
能夠以遠端方式控制光照時間及模式設定等功能。 

4. 本系統以 Arduino 程式語言撰寫控制策略後，與人

機介面整合完成後，可精準達成環境光照度即時監

測與控制。 

5. 本系統之環境適應性佳，可適用於作物栽種環境，

但耐久性方面尚須做長時間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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