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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or Network 在生物與環境監測之應用 

林朝欽、陸聲山 

林業試驗所 生態資訊研究小組 

一、前言 

一群遊客在維吉尼亞海岸的野生動物保護區遊客中心歡呼觀賞一隻美國

國鳥白頭鵰(bald eagle)餵食兩隻雛鳥，影像清晰生動，解說員則在一旁解釋告訴

遊客說這不是錄影帶而是即時的影像。當強烈颱風過境台灣時，一個湖泊生態學

家在美國維斯康辛大學的實驗室裡，能計算降到宜蘭鴛鴦湖的雨量竟然高達 1

公尺，造成湖水溶氧量與水溫的劇烈變化。上述這兩個場景是如何達成的？簡單

的說，它們叫作 sensor network，亦即把傳統上各種儀器的資料收集器(data logger)

加以聯結，再藉由通訊幫助，把資料直接透過網際網路送進實驗室或任何可接收

資料的地方。 

網際網路（Internet）的發展到 20世紀末時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更成為資源管理的利器，但當時網際網路的功能仍受限在資料無法由前端儀器直

接傳送到管理者身邊，尤其大量偵測到的即時資料、分散各地的原始資料以及最

前端不同儀器的資料，舊有網際網路的功能並未提供太大的貢獻。雖然如此，但

網際網路已建立的傳輸標準如WWW已提供不錯的基礎。在網際網路的基礎上，

1985年資訊界提出網格運算（Grid computing）概念，突破了網際網路的功能限

制，以強調結合所有電腦成為虛擬的超級電腦，應用網格技術讓資源管理上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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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如跨地蒐集資料、使用儀器、分析資料似乎變得較容易。 

21世紀初網格技術備受重視，技術不斷更新，顯然已成為新一代的網際

網路，再加上無線網路通訊技術的發展，網格技術對自然資源管理造成重大的影

響，例如遠端監測、自動化資料蒐集、密集監測、特殊物種保護等計畫可以執行，

不但資源管理人員不必長途跋涉到現地，且節省許多時間與費用，更甚者大量的

資料運算也不必自己擁有超級電腦。這項技術目前也被美國長期生態研究、林業

或國家公園等自然資源管理機關所採用，許多研究計畫運用網格技術結合各種現

場儀器或偵測器形成所謂的感測器網路(sensor network)，讓自然資源管理機關可

更進一步分析資料、解釋更複雜的自然資源管理問題。本文將介紹 sensor network

的架構及其應用的情形，以提供國家公園管理人員參考。 

 

二、什麼是網格運算與感測器網路(sensor network) 

電力的使用被認為是人類在 19世紀的大成就之一，電力由發電廠生產

後，透過複雜的輸送網，提供各種使用，但任何電力使用者只要購買合於規格的

電化製品如冰箱，插上插頭即可享用冷凍、冷藏功能，使用者不必去在意電從那

一個電廠生產及運送過來，使用者只須付電費即可。網格運算的概念便是來自電

力輸送網的實際境況，它的目的在於結合分散的電腦資源如 CPU、硬碟及其他

儀器設備，在一個共同的合作協定下，透過網際網路分享資源。此一概念其實早

已存在資訊技術領域，例如平行/分散運算(parallel/distributed computing)即是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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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美國校園使用的資源分享技術。1998年美國芝加哥大學資訊系教授 Ian 

Foster編輯了一本這個概念的論文，出版了「The Grid: Blueprint for a New 

Computing Infrastructure」一書，把網格概念完整的描述，網格運算技術於是成

為熱門的議題。我們可以把網格運算的技術想像成一個全球的資訊虛擬組織，由

全球的電腦結合而成。更具體的想像是把你的個人電腦想像成解體在全球的一個

超大電腦，分享著全世界的各種資源。網格技術在最近幾年已受到極大的重視，

各個研究領域普遍引進應用，網格原倡者 Ian Foster在 2004年再次輯結出版”Grid 

2”，探討過去 6年來的發展與實例，可以說網格技術已成為資訊技術未來發展的

重點之一。 

網格技術發展的同時，通訊技術也蓬勃的發展，無線傳輸技術如微波、

GSM、GPRS、或通訊衛星的傳輸技術不斷開發，不但結合資訊科技，更結合了

各式各樣的儀器，把儀器所偵測到的資料，大量、密集、快速的傳送到實驗室，

讓科學家或資源管理者可以更迅速的掌握資訊。結合儀器、通訊、與網際網路形

成一個可以即時傳遞、分析原始資料的網路系統，即稱之為 sensor network。這

樣的系統打破傳統的資料蒐集方法論，已成為一個新的研究方法論，尤其在生態

研究與資源管理監測上提供了嶄新的運用。 

 

三、Sensor network 基本架構 

實務上建構 sensor network系統會牽涉到三個不同層次的內容，首先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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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接觸互動的儀器、偵測器、監視器等等的 sensors層，這些 sensors反應環境

變化並產生電子訊號(electrical signal)，大部份目前的電子式 sensors接收環境變

動時均產生電流或頻率變化，例如氣象儀器監測或接收氣溫、相對濕度、降雨、

風速風向、土壤溫度、地表或溪流水位等物理環境資訊；另外愈來愈普遍的化學

性儀器收集二氧化碳量、ph值、含氧量等參數，讓生物學家或資源管理者獲得

環境中物理或化學變化的資料。而影像或聲音接收的儀器，使得生態學家得以在

接近無干擾的情形下或環境中觀察生物或生態現象。 

其次是野外計算層，當 sensors接收到環境變化訊息並以電流方式送進資

料收集器(data logger)時，通常需透過運算程序把電子訊號轉換成數位化，然後

進行儲存，這個層次涉及資料傳輸的標準與界面，亦及資料轉換後，送出端與接

收端必須有共同的溝通準則。因為不同儀器有不同的接收目的與精度，因此資料

收集器通常會在製造場進行規範與程式化，某些特殊儀器如攝影機的資料轉換涉

及類比訊號轉換數位訊號，在不同儀器形成網狀系統時，野外計算層是一個重要

的考慮因素。 

再來是通訊層，這一層把野外已轉換成統一的數位化資料送出，傳統上有

線的方式如電話線、光纖傳送是最平常的方式，但對生物學家或自然資源管理者

來說，面對的不論是物種或自然環境，通常是不易到達的野外，有線傳輸的方式

往往不易達成。因此傳統上 sensor層可以完成，但傳輸層則必須靠人力前往

sensors讀取資料來完成，因而造成許多限制，如天候影響正常資料讀取，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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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費影響資料獲得的次數。但在無線傳輸技術發展後，傳輸層與 sensor層的障礙

逐漸獲得改善，所謂無線網路，顧名思義就是利用無線電波來作為資料的傳遞，

它與有線網路的用途完全相似，兩者最大不同的地方在於傳輸資料的媒介不同，

一個使用無線電波另一個使用實體線路。由於它是利用無線電波來作為資料傳

遞，因此在硬體架設或使用之機動性上均比有線網路要方便許多。 

一旦資料由野外能順利傳進實驗室或辦公室，就涉及把數位資料轉化為人

可以閱讀的運算層，例如監測氣象需要日報表或風花圖等，除此資料需長期儲存

以備未來取用，這對多樣性高的生態資料是一項挑戰，因為它涉及資料流(data 

flow)的方向性與倉儲整合。 

 

四、Sensor Network 的資料收集能力與實例 

Sensor network應用在生態研究與自然資源管理上雖然尚在起步階段，但

其潛力卻隨著無線網路技術的發展而大增，主要是 sensor network擴展了傳統資

源管理的能力，尤其在資料收集與獲取上更突破以往無法達到的優勢。Sensor 

network對研究人員在資料蒐集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許多受限傳統研究方式

而無法進行的研究或觀測到的現象，也透過 sensor network而發掘出來(observe 

the unobservable)。例如以下各項資料的獲取： 

(一)、大尺度空間的密集取樣：如多層集水區、湖泊系統、原始老齡林林分，即

使有大量人力恐怕也難以進行密集取樣而在短期內獲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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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易觀察的生物或現象：如隱密、夜行的動物，易造成環境衝擊的現象。 

(三)、特殊或惡劣環境下之觀察：如颱風期間、火山爆發、土石流等可能危及研

究人員生命安全之狀況。 

(四)、即時能反應現象或事件變化：如土溫到達某一程度時調整取樣頻率，發現

到新物種後直接觀察記錄，遠端儀器修理以保持資料完整連續。 

(五)、延伸實驗室到野外，類似行動辦公室的概念，讓研究人員不必返回室內而

能進行新物種的鑑定。 

(六)、研究人員或資源管理者打破野外與實驗室的距離：如研究人員或資源管理

者可在室內直接操作野外儀器而不必親自到現場。 

Sensor network的這些能力提供了不少實際的例子，不論在研究上或實務

的資源管理上都提供了參考的價值，茲簡介如下： 

★一個生態系生態學家利用無線 sensor network，僅花費1分鐘即可取得涵蓋1760

公頃範圍內的 30個氣象站資料，這是以往要花兩天行程才能藉由人力去讀取資

料收集器的取代方式。(可實際參

http://fs.sdsu.edu/kf/news/view/index.php?id=0021) 

★ 洪水發生期間，一個溪流生物學家利用上游已獲得的水文數據，調整增加下

游取樣速率而獲得整條溪流洪峰的完整記錄。 

★ 一個野外生物學家利用聲學儀器(acoustical sensors)，在五種不同類型森林中

進行鳥類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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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技術人員遠端修理一個溶氧測量儀器，除可搶救已收集到的資料，更可

避免至下次取樣期間資料流失的問題。 

★ 一個植物學家無須離開研究室，可遠端觀察蜂鳥與開花植物的行為，以研究

蜂鳥與植物的相互關係。(可實際參考

http://www.npaci.edu/online/v6.8/hpwren.html) 

★ 一個研究生在永久樣區內調查植物，但直接透過線上檢索鑑定，或透過視訊

尋求其他專家協助鑑定。 

★ 台灣湖泊生態學家在實驗室直接讀取海棠颱風登陸後鴛鴦湖的雨量變化與風

的變化，同時比較美國維斯康辛州北溫湖的狀況，以瞭解在不同干擾下湖泊養份

循環的模式。(可實際參考 http://www.lakemetabolism.org) 

★ 一個林火生態學家在實驗室可計算林務局轄內國有林森林火災危險，並提供

林務局發怖全省森林火災危險。(可實際參考 http://www.forest.gov.tw 林火危險度

預報) 

以上的實例均拜 sensor network所發揮的功能，以填補傳統上研究與資源

管理的不足與難以達成的困境。 

 

五、sensor network在國家公園生物與環境監測上可能的應用 

臺灣地區的國家公園是依據國家公園法第一條、第六條規定所設立，主要

目的是為了保護國家公園特有自然風景、野生物及史蹟，並提供國民育樂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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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區域，已具備了保育、育樂、研究三大主要目標。因此國家公園管理機關

認為，國家公園應具備下列四項功能： 

（一） 提供保護性的自然環境。 

（二） 保存物種及遺傳基因。 

（三） 提供國民遊憩及繁榮地方經濟。 

（四） 促進學術研究及環境教育。  

基於上述的理想，因此成立國家公園管理專責單位－管理處，採行分區計畫來管

理國家公園，達成上述目標。 

又根據國家公園法第十二條之規定，國家公園區域按其資源特性與土地利用型態

劃分不同管理分區，以不同措施達成保護與利用功能： 

（一）生態保護區 係指為供研究生態而應嚴格保護之天然生物社會及其生育

環境之地區。 

（二）特別景觀區 係指敏感脆弱之特殊自然景觀，應該嚴格限制開發之地區。 

（三）史蹟保存區 具有重要史前遺蹟、史後文化遺址及有價值之歷史古蹟之地

區。 

（四）遊憩區 可以發展野外育樂活動，並適合興建遊憩設施，開發遊憩資

源之地區。 

（五）一般管制區 資源景觀品質介居保護與利用地區之間的緩衝區，得准許原

有土地利用型態之地區。 

 

台灣地區自 1961年起推動成立國家公園，迄今已相繼成立了墾丁、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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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太魯閣、雪霸、金門等六座國家公園。多年以來，各國家公園陸續從事

生物及環境監測的工作，但 sensor network如何應用在生物及環境監測上，茲舉

例說明如下：首先就生物部份而言，可依不同物種進行個別監測，例如陽明山國

家公園臺灣矢竹曾大量死亡，其後續生態變化與演替的監測；玉山國家公園的八

通關外來入侵植物所造成的生物多樣性變化監測；雪霸國家公園臺灣二葉松的林

火現象及國寶魚櫻花鉤吻鮭保育成效監測；太魯閣國家公園冷杉林與箭竹林演替

競爭的監測；墾丁國家公園候鳥與梅花鹿復育監測均是此一類型。 

就環境監測部份而言，這部份屬於國家公園的分區資源變化監測，例如金

門國家公園太武山地區曾遭森林火災破壞，是否復舊造林或改變分區？陽明山國

家公園許多分區曾遭松材線虫肆虐，後續環境變化的狀況監測；雪霸國家公園的

自然保護區森林火災頻繁，林火生態的監測與自然保護區復育的關係等，均屬於

這方面的問題。亦即國家公園計畫裡的分區，在經營管理的過程裡是否因環境變

動、或人為影響而產生變化，這種變化在大面積範圍且需長期持續的工作，並不

易利用傳統人力監測的方法加以進行。 

上述的分析很明顯的可以發現 sensor network提供了相當的應用潛力，這

種潛力具有較高的信賴度且較便宜的資料收集技術，提供即時且避免工作人員涉

險的好處，可以延伸生態觀測的時空尺度，以及讓真實的現象具體呈現，讓科學

研究得到更充足的證據。因此 sensor network在國家公園可以有下列四種應用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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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頻率的觀察與監測 

高頻率的應用可以用湖泊生態研究監測湖泊代謝的實例來說明，眾所周知

水體如湖泊扮演無機碳(inorganic carbon)由陸域生態系進入大氣層的通路，以及

有機碳礦化過程的主要場所之一，如何監測這種碳的動態過程，湖泊生態研究者

利用湖泊初級生產量與湖泊中植物的呼吸作用作為指標，實際上乃收集水體的溶

氧量與水溫等資料加以計算。傳統上收集這樣的資料頻度可能是以週為單位，這

樣的頻度已相當耗時並需投入大量人力。這樣的工作當改用無線 sensor network

以後，監測的頻率可以由一週增加到每天甚至每分鐘內，科學家可以開始探索湖

泊的物理、化學與生物現象。探索的問題由一季(如碳如何進入大氣？)，到一週

(如湖泊代謝作用、如何反應突發的環境變化像颱風或暴雨現象？，參見圖一)，

甚至到一小時及一分鐘(如瞬間湖水的溶氧量是如何變化？)。 

這個構想經由美國維斯康辛大學、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與台灣的林業試

驗所、中研院、國家高速電腦中心合作，在維斯康辛州北溫湖與宜蘭鴛鴦湖實施

跨國的合作，具體成國已發表於今年七月份的 BioScience 期刊，且該期封面為台

灣的鴛鴦湖。實際的架構是把無線電發射器、氣象儀器、溶氧測量儀架、資料接

收器、與太陽能板架設在浮筒上，把浮筒繫放到湖泊中(圖二)，利用無線電發送

資料到任何可接收的基地站，再用網際網路傳進實驗室的電腦，然後儲存到資料

庫以備使用。當所有的湖泊聯結成一個網絡時，跨國的環境變化可以快速監測到。 

以台灣地區而言，如果想知道六個國家公園的生態保護區是否受到氣候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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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的影響？只要利用氣象儀器的聯結，形成一個 sensor network，即可達到高頻

率的監測。另外國家公園最重視的觀光服務工作亦可以利用 sensor network提昇

科 

 

 

 

 

 

 

 

 

圖一：颱風帶來的大量降雨對不同深度的水溫所造成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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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將各項儀器架設在浮筒上的作業與測試 

 

學化的水準，例如遊客在秋冬喜歡賞楓，利用簡單的偵測器如氣溫、日照、太陽

輻射儀及攝影機形成網路監測植物物候變化，不但可以預報楓紅時節，且可以有

助遊客管理及提昇遊憩體驗，較傳統解說活動的不確定方式更具國家公園的特

色。 

 

(二)、密集與大範圍面積的觀察與監測 

集水區內溪流水文變化是支撐許多生態系過程極重要的因子，水由大氣進

入以及它的流動需要密集且以集水區為範圍的大面積取樣，才能得到水文的正確

資料，這樣的工作對地形陡峭的地方如臺灣或美國西南各州，可以說是一件令人

畏懼的工作。但使用無線 sensor network這項工作已獲得不少成就。美國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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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a Margarita 集水區利用無線網路將集水區內 32個水文及氣象監測站加以聯

結，並加上影像監視器，讓水文與氣象資料接近即時的送進實驗室分析，這項工

作將快速提供所監測的冬季風暴給集水區帶來的水文變化與洪水預報。不僅如

此，整個系統可以擴充到其它地區成為更大的系統，提供研究者、解說工作者以

及資源管理者作為大區域管理的需要。 

就台灣地區六個國家公園而言，類似的問題如櫻花鉤吻鮭復育監測；國家

公園內長距離步道遊憩衝擊監測；玉山、雪霸森林火災潛在危險監測均與此類

似，亦可以無線 sensor network技術達成。 

 

(三)、無干擾觀察的記錄 

許多野生動物研究或監測常因為人類的出現而干擾野生動物行為，造成偏

差的數據或增加資料收集的困難，因此所謂的無干擾或不介入觀察(unobtrusive 

observation)，是許多生態研究與資源管理上強調的資料收集方式。無干擾觀察在

傳統上雖可進行，但仍相當不易進行，若運用無線 sensor network的方式進行，

則不但降低困難度，且可長期而大區域的進行。無干擾觀察中收集聲音是最普遍

的一種調查法，美國密西根大學利用數位錄音儀器收集鳥類的聲音，並直接傳送

回實驗室，以聲音作為調查鳥類資源，再加上同一地點重覆收集，不但可以分析

鳥類的活動範圍，且可長期監測鳥種的變化。無線聲音網路打破以往人力收集資

料的困難，可以多地點同步進行獲得一致的資料，同樣的技術更可以監測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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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物種與人為干擾。 

就台灣的國家公園而言，普遍有遊憩容納量的考量，遊憩容納量需要有長

期的遊客資料，聲音網路的方法事實上可以用以監測遊客量，例如監測各種汽車

的聲音；及在步道上監測各種聲音，不但可以分析遊客量而且可以分析遊客進入

後野生動物的變化。當然各國家公園更可以配合利用傳統穿越線的調查方法，進

行野生動物的數量與種類監測。 

 

(四)、提供多用途的一個網路基礎 

一旦網路基礎建立起來，它可以提供多種功能，例如不同研究人員可以利

用以進行自己的研究，不同的業務人員可以運用在不同的目的上，像解說教育活

動可以利用已收集的資料作為教材，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利用無線 sensor network

長期監測海岸沙丘變化，並進行模擬預測，這個網路也同時提供該州自然地理教

學的資料來源。台灣林業試驗所福山植物園內利用攝影機網路，即時監測園區內

野生動物的出現情形，除提供野生動物研究者瞭解動物生態，同時這個網路也提

供園區管理及大眾環境教育之用。另外在墾丁的核三廠海底也利用相似的技術，

進行海域珊瑚礁的生態監測，讓以往收集環境監測資料的困難問題獲得改善。 

國家公園並非一個與世隔絕的系統，相反的台灣的國家公園範圍內涉及其

他許多機關，如林務局主管的林業，礦務局管的礦產，台電管的電場等等，在國

家公園的嚴格目標下，如果有一套 sensor network，則不但各機關可以分享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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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以釐清各自的職務範圍與責任，也可以再連結其他網路監測更多環境變化。 

 

六、Sensor Network的技術考量 

Sensor network可以在既有的監測計畫下加入，但在進行這項工作之前，

主管人員必須清楚若增加這個網絡確實能讓未來的資源監測得到改善，所以決策

之前必須依前述的三層基本架構進行評估。 

首先，就儀器或監測器本身而言，是否已可在市場上取得是優先要考慮

的，成本有多高？適不適合放置在野外長期使用？安全是否有顧慮？例如測量氣

溫、濕度、降雨等氣象儀器，已相當普遍，成本也不高，是符合建構成 sensor 

network的儀器。但氮及二氧化碳等測定儀器，現階段成本高，且有電源使用的

問題，顯然要建構成 sensor network來監測環境的可行性較低；又如許多化學性

測量儀器，目前尚處於設計階段，當然不適規劃為 sensor network來作為監測的

設備。一旦儀器選定，則須考慮它們是否已經進行了野外測試，如果沒有，則須

有一個測試調整的必要。最後與儀器密不可分的資料收集器是更重要的評估因

子，資料收集器如果不能依需求而程式化，亦即資料收集器必須人工操作才能讀

取資料，這樣的儀器要建構 sensor network注定不會成功。 

其次是通訊層的考量，首先要考慮通訊的標準，採用傳統的 RS-232、

RS-485或用乙太網路的標準如 802.11系列，因為不同標準傳輸速率亦不同，影

像或聲音監測需要高的傳輸能力界面，一般氣象二位元資料則不需要。通訊層另



 252 

外涉及無線電頻率使用的限制，可用頻率可能受限於法令，若無法取得可用頻

率，將使得自動化的程度大打折扣。又無線電是否耗電也是重要考量，使用太陽

能的電力若無法充分提供，則傳輸不易達到即時的資料要求。 

最後是實驗室本身的設備考量，通常實驗室的硬體設備都能充分提供資料

的處理，但軟體則是一項造成失敗的原因，因為整合不同資料收集器所輸出的資

料會面臨軟體適用的問題，而軟體的更新與維護在成本上常是整個 sensor 

network能否永續運作的關鍵。 

綜合上述的考量，一個 sensor network的建構不但在觀念上要能被接受，

在技術上也必須可行才能真正達到新技術使用的效果。所以在決策是否建構一個

sensor network前，主管人員可以從下列的幾項問題來尋求答案： 

★ 資料確實需從大範圍收集？ 

★ 資料確實需高頻度收集？ 

★ 資料確實需在不干擾調查對象的狀況下收集？ 

★ 資料確實需在即時或進乎即時的狀況下得到？ 

如果上述的問題回答有一項以上是肯定的，那麼建構一個 sensor network可以說

是理由充足。 

 

七、結論 

藉由網格技術以及通訊技術的發展，提供了結合資訊、儀器與通訊，把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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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所偵測到的資料，大量、密集、快速的傳送到實驗室，讓科學家或資源管理者

可以迅速的掌握資訊。結合儀器、通訊、與網際網路形成一個可以即時傳遞、分

析原始資料的網路系統，打破傳統的資料蒐集方法論，已成為一個新的研究方法

論，尤其在生態研究與資源管理監測上提供了嶄新的運用。 

建構一個 sensor network在國家公園系統中，可以分物種與環境監測兩部

份，需要考慮的技術應分三個層次考量，首先是野外儀器層，其次是資料傳輸層，

最後應考慮實驗室的電腦軟硬體設備，國內外的許多例子已證明 sensor network

之可行及其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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