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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些設備具有自己的時鐘，而這些時鐘的時間卻不一定相

同，而人工校時也得需要週期性調整也是麻煩的地方。在日本

有利用電波發射的方式讓電波時計收到電波後可以自動同步當地的時

間的發射塔，但在台灣卻不能穩定的接收其電波。在生活周遭有許多

發光二極體 (Light Emitting Diode, LED)照明設備，而且有科學家

研究出利用 LED 的光源當作傳輸媒介，實現無線傳輸的可見光通訊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VLC)的技術。  

為了解決在室內時間同步的問題，本研究使用可見光通訊技術為

基底，可見光傳輸端利用 LED 的光源使其具有訊號讓裝有光接收端的

裝置可以進行資料傳輸，並利用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的時間定位，使裝置可以收到當地準確的時間，達到最精

準的校時，以此為基底就能實現同地點多裝置的時間一致。 

關鍵字：可見光通訊、時間同步、全球定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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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隨著近年來 LED 的發展與應用且 LED 的節能、環保、壽命長等

優點被認為將取代傳統照明光源，現今社會也越來越多的 LED 生產，

各國也開始對 VLC 的可用性與發展性進行研究，並研究其技術與制定

標準。如下圖 1-1 所示[1]，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等可攜式電子產品

逐漸與用於螢幕等顯示型 LED 產品的飽和成長趨緩之下無法帶動成長

導致市場萎縮；而 LED 照明設備從 2013 年一直到 2017 年間市場持續

增長，且 LED 照明設備預估在 2018 年時會佔整體市場的 54%，成為

主要成長來源[1]。 

 

圖 1-1 全球 LED 市場規模與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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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用於日常生活已相當常見，智慧型照明應用也是未來的趨勢。

如 Philip 的 Hue 智能燈泡就是其經典例子之一，Hue 智能燈泡裝好後

並安裝 Philip Hue 的專屬 APP 程式就能夠利用手機或平板控制燈泡，

像調整亮度與顏色，甚至能當成計時器來使用[2]。 

 

時間同步問題方面，雖然台灣有官方報時機構「國家時間與頻率

標準實驗室 」，但並沒有發射類似於日本的時間電波，只有提供網路

校時軟體 NTPClock 給民眾使用，這方法也是需要人工的調整才能校

時，並不是設備自動自行時間同步。我們知道有以連接 NTP 伺服器與

利用 GPS 定位獲取時間的兩種方式來進行時間同步，不過在 GPS 在使

用上的便利性與價格的比較下，GPS 會比 NTP 更為優秀。但是 GPS

卻在地下室或有干擾的狀況下不易收到訊號的缺點存在，可見光通訊

技術就適合用在 GPS 收不到訊號的地方使用。 

1.2 研究動機 

為了解決同步時間所需要的人力調整及各設備時間的一致性，之

所以會以利用可見光通信進行時間同步系統為主題，除了是想了解可

見光傳輸的原理及應用之外，也想知道此種媒介是否也能與 GPS 一起

應用在時鐘上面。基於應用於時鐘的原理，也能使載此媒介的所有設

備都能夠自動同步的當地時間，省去人工調整的時間。 

儘管現今 GPS 開發多元，並應用於導航、救難搜尋上，但 GPS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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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在地下室或有特殊阻擋電波的設施裡面，導致收不到 GPS 而無法

抓到精準的時間。如果以在設施內的 LED 照明使用可見光通訊技術就

能在有光源的地方使用[3]。 

以下是本研究希望達成的目標： 

一、 在大樓的屋頂或收的到 GPS 的地方裝設 GPS 用的接收器，取得

當地時間並轉換資料型態。 

二、在室內照明的 LED 上裝設傳輸端使 LED 光源具有傳輸資

料的功能，並利用此光源當作傳輸媒介。  

三、把想要同步的裝置裝上接收端接收光源的 GPS 時間資

料。  

四、接收端收到資料後自動進行時間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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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流程 

一、  確立研究主題：利用可見光通訊的新技術，讓 LED 與生

活結合。  

二、  蒐集相關資料：蒐集時間同步、LED 與可見光通訊的相

關媒體報導、期刊、學術論文等資料。  

三、  建立研究架構：整理相關資料後探討該資料的完整性，

並找出可改進之處以降低本研究之功能缺失。  

四、  系統分析與架構：評估使用者需求與研究者能力後建置

系統規格書，了解現有系統後定義系統規格。  

五、  系統設計與開發：在決定系統設計方向並充分了解系統

開發工具後開始著手系統的設計。  

六、  系統功能測試：測試開發出的系統是否符合一開始設計

之規劃，並尋找是否有任何瑕疵，藉由親身體驗的方式

感受是否有任何的不便利性極尋找漏洞。  

七、  測試結果是否無誤：若測試後發覺有上述任一缺失，則

修改系統功能並持續測試，若無任何問題便進行下一步

驟。  

八、  結論與建議：系統開發完成後，與相關系統相比較，得

出其優劣結論後研討更多可發展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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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撰寫報告並發表：撰寫本研究之報告後發表，本研究完

成。  

 

圖 1-2 研究流程圖  

  

確認研究主題

相關文獻蒐集

文獻探討

程式系統分析

程式開發

測試程式

程式是否無誤 程式修改

有誤

無誤

研究總結

專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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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日本的慶應(Keio)大學從 2000 年開始進行可見光通訊技術研究與

發展[7]，儘管現在已經有好幾個研究計畫與相關標準在制定，但在日

常生活中卻不常見到可見光通訊的應用，因此我們希望做出可以廣泛

使用在日常生活中的實務。 

2.1 可見光通訊 

LED 可見光通訊系統由德國西門子(Siemens)提出時，可見光通訊

利用波長介於 400 THz 至 800 THz 之間的可見光來做為通訊的媒介，

利用光源上的傳輸端發出訊號，讓有著接收訊號的通訊設備可以接收

到傳輸端發送的資料，只要在有光源的地方便可以接收到資料，由於

當時 LED 光元件發展的不夠成熟及限制，因此在當時只能提供 kbit/s

等級的傳輸容量而已，而到了今日 LED 已經具備了更快速的頻率響應

速度與頻寬使用範圍，目前的技術已經可以達 Mbit/s 等級以上了。然

而這一項技術則是在 2003 年，由日本慶應大學的實驗室所真正實作出

來。在國際上已有恩益禧(NEC)、 東芝(Toshiba)、豐田(Toyota)、索尼

(Sony)、三星(Samsung)、卡西歐(Casio)、西門子等，開始投入標準的

制定與 VLC 相關技術研發[4] [5] [6]。 

LED 可見光通訊具有頻寬大、無電磁干擾、頻帶免費、安全性高、

低成本、還具有照明與通訊等優點，還能使用在目前 RFID (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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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無法妥善提供服務的場合，如醫院和飛機等需

要避免電磁干擾的場所，射頻可能干擾到攸關生命的設備訊號；或是

在電子看板應用中，當手機照相機指向它時，可以透過 VLC 提供更

多的資訊[7] [8]。 

可見光通訊具有頻寬大、無電磁干擾、資訊安全性高、頻帶免費、

低成本、通訊與照明等優點，但它也有無法穿透不透光物品、傳輸距

離短、必須有光才能傳輸的缺點，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可見光通訊優缺點[9] [10] 

優點 缺點 

不會受電磁干擾 無法穿透物體 

資訊安全性高 傳輸距離短 

不會對眼睛造成危害 依賴光訊號 

不在政府頻譜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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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可見光傳輸應用 

LED 可見光通訊技術的應用情境可由(圖 2-1)所描繪，可藉由 LED

光源將訊號以廣播方式傳予個人電腦、手機、電視等，使他們可以接

收到傳輸端所發送出來的資料，只要再有光源的地方便可以接收到資

料。 

 

 

圖 2-1 LED 可見光通訊應用情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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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這一項技術，當道路上突發事件時，汽車與汽車之間採用可

見光通訊還可以有助於避免碰撞，當第一台汽車突然煞車而後面的汽

車可以藉由前方汽車的煞車燈打出的資訊而接收到要煞車的訊息，以

避免撞到前方的車子(圖 2-2) [8]。 

 

圖 2-2 範例示意圖 [8] 



 

19 

 

2.3 NTP、SNTP、PTP 介紹 

NTP（Network Time Protocol）網路時間協定，是由美國德拉瓦大

學 David L. Mills 教授在 1985 年所提出的，並於該年的 9 月由 IETF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組織制訂為 RFC（Request for 

Comment）958，於 1992 年 3 月訂定為 RFC 1305，NTP 除了可以估算

封包在網路上的往返延遲外，還可獨立地估算電腦時鐘偏差，達成在

網路上實現高精準度電腦校時的目的[8]。 

SNTPV4 (Simple Network Time Protocol)由 NTP 改編而來，主要用

來同步網際網路中的計算機時鐘。 SNTP 適用於無需使用 NTP 功能的

情況。比較以前的 NTP 和 SNTP 版本，SNTPV4 沒有改變 NTP 規範，

它是對 NTP 的進一步改進。如果所有的時間同步源失效或大部分時間

不準確，主同步時間源就會切換到使用無線電波或網路時間伺服器，

與 NTP 及 SNTP 相比，SNTPV4 中改進了協議使它適用於 IPV6 和 OSI 

(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位址[12]。 

PTP(Precision Time Protocol) 精確時鐘同步協定，其最主要的同步

是工業自動化和測量網路設備的時鐘。它主要原理是通過一個同步信

號周期性的對網路中所有節點的時鍾進行校正同步，可以網路的分布

式系統達到精確同步[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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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NTP 

NTP 的工作模式可以分為三種: 

 1.Multicast / Broadcast Mode（多播/廣播模式）: 

此模式適用於高速的區域網路上，它是利用一個或多個伺服器在

固定的時間週期向某一個多播位址做廣播，或是利用區域網路的廣播

功能，讓用戶端在接收到資料後可以校正時間，此模式是預設網路傳

輸速度非常快，可以讓資料的傳輸延遲很小，小到可以不去計算，但

此方法可能因為一些因素而導致傳輸過慢，所以此模式的精準度並不

高。 

2.Procedure-Call Mode（程序呼叫模式）： 

此模式是用一個準確度較高的伺服器接受較低階層伺服器的請求，

並給予回覆，此模式的準確度較多播模式高。 

3. Symmetric Mode（對稱模式）： 

兩個或多個的伺服器互相交換時間的訊息，以便互相校正彼此的

時間，以維持整個子網路時間的一致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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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GPS 

由於校時的方法有兩方法，一種為 GPS (Global Position System)而

另一種為 NTP（Network Time Protocol），由於 GPS 較為方便因此本

組選擇使用 GPS 取代 NTP，作為這次專題的使用，但我們將在內文中

將比較 NTP 與 GPS 的差別。GPS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是一種藉由接收

外太空 GPS 衛星訊號，來計算出使用者所在方位的定位系統。GPS

系統共有 24 顆衛星分布於 6 個軌道面上，衛星軌道近乎圓形，高度約

兩萬公里，繞行地球一週約 12 小時。透過 GPS 系統，不論是在陸地、

海面或是空中，都可以精確知道使用者的位置，而且誤差值只有 10~15

公尺，GPS 系統於 1970 年由美國政府研製並於 1994 年建成，使用者

只需擁有 GPS 接收器即可，無須付費，當時 GPS 分為民用及軍用兩

種，當時的美國政府害怕敵國會利用民用頻道，所以在民用頻道加入

選擇性誤差，使其精確度增加到在 100 米左右，而軍用頻道則是在 10 

米以下。2000 年後，柯林頓總統取消這項政策，到了今日民用頻道也

可達到 10 米左右的精確度[15][16][17]。 

GPS 衛星定位系統採用三維空間的定位方式，根據三角定位的原

理，使用二顆不同衛星的資訊，可以算出二維空間的位置，但為了增

加精準度通常會加入第三顆衛星的資訊。三顆衛星能夠精準的定位出

三維空間的位置，則第四顆衛星也應該交在同一個點上。如果不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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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則表示計時系統有誤差產生，接收器則會根據第四顆衛星的誤差

值校正內部的計時裝置，使接收器內的計時器不斷的校正，以保持精

準的時間[18]。 

GPS 傳輸的訊號有三種： 

 1.偽亂碼(Pseudo random code): 可使我們知道衛星訊號是由那一顆衛

星所傳輸下來，所以偽亂碼即衛星的身份辨識方式。衛星編碼從 1 至

32。會超過 24 個偽亂碼是因為有新的替代衛星啟用時，可馬上給與一

個新編號，而當被淘汰的衛星不能使用時，就取代淘汰的衛星。 

 2.星曆資料(Ephemeris):含有衛星是否依舊良好、現在日期、時間。 

 3.衛星星歷(Almanac): 傳輸軌道資訊並告知各衛星所在的位置[19]。 

大部份的 GPS receiver 都具備美國海洋電子學會 (National 

Marine Electronics Association，NMEA)所制定的標準規格，其制定

了所有航海電子儀器間的通訊標準，包括了資料的格式及傳輸資料

的通訊協定，本組所使用的格式為GPGGA的格式，如表2-2所示[20]。 

  

http://www.nmea.org/
http://www.nmea.org/
http://www.nme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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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GPGGA 表示方式[21] 

 <hh>，<mm>，<ss>，<dd>，<xx>，<dddd>，<N/S>，<yyy>，

<E/W>，<v>，<d.d>，<h.h>，<M>，<g.g>，<*hh>，<CR><LF> 

<hh>，

<mm>，

<ss>，<dd> 

UTC time of the fix 此次定位的時間 

hh = hours 時 

mm = minutes 分 

ss = seconds 秒 

dd = decimal part of seconds 秒的小數點 

<xx>，

<mm>，

<dddd> 

Latitude coordinate 緯度座標 

xx = degrees 度 

mm = minutes 分 

dddd = decimal part of minutes 分的小數位 

<N/S> Character denothing either N or S 緯度符號  

N = 北緯，S = 南緯 

<yyy>，

<mm>，

<dddd> 

Longitude coordinate. 經度座標 

yyy = degrees 度 

mm = minutes 分 

dddd = decimal part of minutes 分的小數位 

<E/W> Character denothing either E or W 經度符號  

E = 東經，W = 西經 

<v> Fix valid indicator 定位指示 

0 = Fix not valid 無效定位 

1 = Fix is valid 有效定位 

<ss> Number of satellites used in position fix, 

00-12. Notice: Fixed length field of two 

letters 使用於定位的衛星數 

<d.d> HDOP – Horizontal Dilution Of Precision. 水平稀釋精度 

<h.h> Altitude (mean-sea-level, geoid) 高度 

<M> Letter M 單位 公尺 

<g.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GS-84 reference 

ellipsoid surface and the mean-sea-level 

altitude 高度與橢圓曲面之差 

<*hh > Check sum 檢查碼 

<CR><LF> End 結束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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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GPS 與 NTP 差別 

GPS 所講求的精確度要比 NTP 伺服器來得更高，因為 GPS 要透過

三個以上的衛星的時間校正信號源，這些衛星信號同樣也是以光速前

進，因此透過三角交叉可以更精確的計算出時間，也才能夠算出 GPS

接收器的位置，而 NTP 時間信號源同樣是非常準確的高精密原子鐘，

但是網路對時的缺點就是在於網路傳遞的不確定性，公眾網路是透過

節點在傳送網路封包，而每個節點間都會有延遲，而且當接收端要接

收到網路時間時，網路封包的傳遞並不一定是我們認定路徑的最短距

離，而是會由網路轉送路徑尋找最方便路徑，所以網路封包的傳遞就

不像 GPS 是以光速直線距離傳遞，因此有可能產生許多延遲，這些延

遲有可能是幾毫秒，但也有可能高達一秒[22]。 

表 2-3GPS 與 NTP 比較[22] 

 GPS NTP 

便利性 透過單一模組即可接收

衛星傳送的時間 

須外加網路模組與網際網路

連接 

準確度 優 優，但會有網路延遲的問題 

是否需要網際

網路使用費用 

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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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組成與建置工具 

本專題主要是以硬體與軟體進行結合進而完成的，硬體的部分分

別是由兩個電路作成的可見光通訊傳輸端以及接收端；軟體的部分則

是用於控制這兩塊電路的晶片，以下將對硬體部分與軟體部分進行個

別的介紹。 

3.1 系統架構 

圖 3-1 為系統架構圖，以 C8051F340 開發版為系統之核心，本組

的專題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可見光通訊技術將準確的時間資料透過可

見光傳輸到時鐘並進行即時校時的功能；為了達到這項目的，我們將

系統架構劃分成兩個部份，一個是傳輸端、另一個則是接收端。 

 

傳輸端 接收端

光訊號

 

  



 

26 

 

3.1.1 傳輸端 

傳輸端的結構圖如圖 3-1(a)所示，傳輸端顧名思義就是用來傳輸準

確時間資料的傳輸器，為了取得準確的時間資料本小組決議使用了上

一個章節所介紹到的 GPS 來做為時間校時的基準；而為了將時間資訊

從 GPS 模組內擷取出來，我們使用了以 C8051F340 開發板為主的控制

器、透過程式將時間資訊擷取出來後，利用與控制鍵盤跟 LCD 面板所

搭配而產生的控制介面來進行操作，之後再將擷取到的時間資訊透過

可見光傳輸端將資料轉換後傳送至 LED 光源。 

。 

UARTUART

控制鍵盤
SGS12864

LCD面板

可見光傳輸端C8051F340開發板GPS模組
VK16U6 ublox

 (a)傳輸端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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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接收端 

接收端的結構圖如圖 3-1(b)所示， 接收端本身就是由我們自己設

計的一個簡易電子時鐘再接上可見光接收器來接收傳輸端所送出的時

間資訊；簡易電子時鐘是我們使用另外一塊 C8051F340 開發板來進行

控制，而時間資訊是以 RTC 時鐘模組所提供的，將時間資料透過

C8051F340 開發板擷取後傳輸至 LCD 面板顯示時間，並可以透過控制

按鍵來進行簡易的時間設定；可見光接收器則是將傳輸端傳送至 LED

光源中的時間資訊接收後將這時間資訊直接傳進簡易電子時鐘，並將

原本的時間進行覆蓋達成校時的功能。 

UARTUART

控制按鍵 LCD面板

RTC時鐘模組C8051F340開發板可見光接收器  

(b)接收端結構圖 

圖 3-1 傳輸端以及接收端的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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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硬體工具 

硬體的部分是透過兩塊 C8051F340 開發版分別作成可見光通訊的

傳輸與接收端。表 3-1 為我們硬體開發所使用到的所有硬體零件。 

 表 3-1 使用硬體工具表   

主要控制元件 C8051F340 開發板 

C8051F 燒錄器 U-EC6 

GPS 模組 VK16U6 ublox 

RTC 時鐘模組 PCF8563 RTC Board 

LCD 面板 SDEC SGS12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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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C8051F340 開發板簡介 

C8051F340 單晶片開發板是由 Silabs 推出的 C8051F系列所衍生的。

回顧 80C51 系列從 MCS-51、80C51 到 C8051F 的過程，我們可以深刻

領會到單晶片發展的一些規律性東西。早期單晶片都是用 1 個時鐘控

制片內所有時序。進入 CMOS 時代後，由於低功耗設計的要求，出現

了在一個主時鐘下 CPU 運行速度可選擇在不同的時鐘頻率下操作；或

設置成高、低兩個主時鐘，按系統操作要求選擇合適的時鐘速度，或

關閉時鐘。而 Silabs 公司的 C8051F 則提供了一個完整而先進的時鐘系

統，在這個系統中，單晶片內設置有一個可程式設計的時鐘振盪器，

可提供 2、4、8 和 16 MHz 時鐘的程式設計設定以及外部振盪器可選擇

4 種方式。當程式運行時，可實現內外時鐘的動態切換。程式設計選擇

的時鐘輸出 CYSCLK 除供片內使用外，還可任意選擇 I/O 埠輸出。由

於單晶片控制技術的高速發展使人們對電路控制技術的開發有了更高

的要求，衍生出配合這樣的單晶片學習的實驗工具『單晶片開發板』

的出現，有利於實現這一目的；而 C8051F340 單晶片開發板的出現讓

學者們不論是從理論或是實踐上，都能有相當程度的發展性

[23][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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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C8051F340 開發板的系統功能概述： 

工作環境[26]： 

 可在溫度範圍-45°C~+85°C 下進行工作。 

 操作電壓 2.7V-5.25V(大於 3.6V 時必須使用內部穩壓器)。 

 對於 USB 通信，電源電壓最小值 3.0V 

主要特性[26]：  

 高速、流水線結構的 8051 相容的微控制器內核  

 全速、非侵入式的在系統調試介面(單晶片內) 

 通用序列匯流排(USB)功能控制器，有 8 個靈活的端點管道，集成

收發器和 1K FIFO RAM 

 電源穩壓 

 10 位 200 ksps 的單端/差分 ADC，帶模擬多路器 

 單晶片內電壓基準和和溫度感測器 

 單晶片內電壓比較器(兩個) 

 精確校準的 12MHz 內部振盪器和 4 倍時鐘乘法器 

 多達 64KB 的單晶片內 FLASH 記憶體 

 多達 4352 位元組單晶片內 RAM(256+4KB) 

 硬體實現的 SMBus/I
2
C、增強型 UART(最多兩個)和增強型 SPI 序

列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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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個通用的 16 位計時器 

 具有 5 個捕捉/比較模組和看門狗計時器功能的可程式設計計數器/

計時器陣列(PCA) 

 單晶片內電源重置、VDD 監視器和時鐘校準檢測器 

 多達 40 個埠 I/O(容許 5V 輸入) 

如圖 3-2 所示，C8051F340 共有 48 隻接腳，除去了輸入、輸出、

接地等，總計有 P0~P4 共五組端口供我們使用。 

 

圖 3-2 C8051F340 接腳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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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將透過端口腳位為各個接腳進行比較詳細的介紹與說明： 

表 3-2 C8051F340 接腳定義[26] 

接腳名稱 接腳編號 接腳類型 說明 

VDD 10 
電源輸入 

電源輸出 

2.7V-3.6V 電壓電源輸入 

3.3V 穩壓器輸出 

GND 7  接地 

/RST 

C2CK 
13 

數字 I/O 

數字 I/O 

器件復位 

C2 調試接口的時鐘信號 

C2D 14 數字 I/O 
C2 調試接口的雙向數據

信號 

REGIN 11 電源輸入 穩壓器的 5V 輸入 

VBUS 12 數字輸入 VBUS 檢測輸入 

D+ 8 數字 I/O USB 的 D+ 

D- 9 數字 I/O USB 的 D- 

P0 1~6,47,48 數字 I/O 或模擬輸入 端口 P0.0 

P1 39~46 數字 I/O 或模擬輸入 端口 P1.0 

P2 31~38 數字 I/O 或模擬輸入 端口 P2.0 

P3 23~30 數字 I/O 或模擬輸入 端口 P3.0 

P4 15~22 數字 I/O 或模擬輸入 端口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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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3-3為C8051F340的內部系統結構圖。如圖中所示CIP-51 8051

為控制器核心元件，擁有 64/32KB ISP FLASH 程式儲存器以及 256Byte

的 RAM 還有 4/2KB 的 XRAM；System Clock setup 則是系統的時鐘；

USB Peripheral 則是外設的 USB，內含全速/低速的收發器、控制器以

及 1KB 的 RAM；並且可透過 ConfigAndConfig2 這個配置軟體在特殊

功能寄存器 SFR(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窗口對各個端口自行定義各

自功能、相當方便，ConfigAndConfig2 配置程式將會在軟體部分進行

介紹；當初會選擇 C8051F340 開發板的目的就是在於要完成我們的傳

輸器以及接收器都需要使用到兩組的 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而 C8051F340 能夠滿足這項需求。 

 

圖 3-3 C8051F340 內部系統結構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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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 3-4 則是我們所購買的 C8051F340 開發版的實體圖，由圖可

見正中央的就是 C8051F340 的晶片、下方的插槽則是用來與 C8051F

燒錄器進行連接，燒錄器插槽的左方則是 Reset 按鈕，而在上方的兩個

按鈕則是可以自由設定其作用的按鈕。 

 

圖 3-4 C8051F340 開發板實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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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U-EC6 燒錄器簡介 

以 Silicon Labs 公司原生產的 USB Debug Adaptor 模擬器而設計生

產，此模擬器為 U-EC6 和 Silabs 公司的 UDA 除錯器、並與 EC3/EC5

除錯器兼容，並支援程式的模擬及燒錄；可與 Keil、silabs 官方推出的

各種軟體，如 Silicon Laboratories IDE、Flash Utility Programmer、Product 

Programmer、新華龍 U-EC5 中文下載程序軟體以及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MCS-51 等軟體進行除錯的功能[27]。 

支援韌體： 

 JTAG 介面：C8051F00x、C8051F01x、C8051F02x、C8051F04x、

C8051F06x、C8051F12x、C8051F2xx 

 C2 介面：C8051F3xx、C8051F41x、C8051F5xx、C8051F7xx、

C8051F8xx、C8051F9xx  

主要特性[27]： 

 多重電路保護：本模擬器具有 ESD 保護電路、裝有 500mA 自恢復

保險絲，可有效保護電腦 USB 供電模組，防止電腦主板晶片燒毀 

 雙緩衝晶片：本模擬器內部有雙緩衝晶片，可以防止直接損壞主晶

片。 

 雙電源輸出功能：可輸出 5V/500mA 和 3.3V/500mA，可直接提供

電源給使用者的開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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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C8051F 專用的 JTAG / C2 介面：  

 支援 JTAG 和 C2 模式，除錯時，支援最多達 4 個中斷點。 

 當使用 C2 介面時，僅僅使用 2 條線即可(C2CK、C2D) 

以下圖 3-3 是 U-EC6 燒錄器的實體照片： 

 

圖 3-5 U-EC6 燒錄器實體圖  

 

3.2.3  GPS 模組簡介  

本組所使用的 GPS 模組為 VK16U ublox，VK16U6 採用 5x25x4mm

高靈敏度 GPS 天線，重量約 14 克是在同類同規格的產品中是體積最小

的 GPS 模組。內建具備快速定位及追蹤 50 顆衛星的能力 ublox 晶片、

RTC 晶體以及法電容更快的熱啟動，內置 EEPROM 可自由配置參數，

配合可選串列傳輸速率 4800，9600，19200，38400，5700，115200 等

速率，輸出為 NMEA0183 V3.0 (GPGGA、GPGLL、GPGTE 等) ，本

專題選用其中的 GPGGA 資料格式[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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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圖 3-4 是 VK16U6 ublox 模組的實體照片： 

 

圖 3-6 VK16U6 ublox 實體圖  

3.2.4  PCF8563 RTC Board 簡介  

PCF8563 是 PHILIPS 公司推出的一款工業級內含 I2C 匯流排界面

功能的具有極低功耗的多功能時鐘/日曆晶片。PCF8563 的多種報警功

能例如計時器功能、時鐘輸出功能以及中斷輸出功能，可以完成各種

複雜的定時服務、甚至可為單晶片提供看門狗功能的內部時鐘電路。

內部振盪電路、內部低電壓檢測電路以及兩線制 I
2
C 匯流排通訊方式，

不但使週邊電路及其簡潔而且也增加了晶片的可靠性，同時每次讀寫

資料後內嵌的位址寄存器會自動產生增量；當然作為時鐘晶片

PCF8563 亦解決了 2000 年問題，因而 PCF8563 是一款性價比極高的時

鐘晶片它已被廣泛用於電錶、水錶、氣表、電話、傳真機、可擕式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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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以及電池供電的儀器儀錶等產品領域特性[29]。 

主要特性[29]： 

 寬電壓範圍1.0~5.5V 

 超低功率，典型值為 0.25µA(VDD=3.0，Tamb=25°C) 

 時鐘輸出頻率為：32.768KHz、1024Hz、32Hz、1Hz 

 四種警報功能和定時器功能 

 內含電路、震盪器電容和斷電檢測電路 

以下圖 3-7 是 PCF8563 的內部結構圖： 

 

圖 3-7 PCF8563 內部結構圖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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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3-8 所示 PCF8563 總共有 8 個接腳： 

 

圖 3-8 PCF8563 接腳圖 [29] 

下表 3-3 則為各個接腳的個別描述： 

表 3-3 PCF8563 接腳說明[29] 

名稱 接腳編號 說明 

OSCI 1 
震盪器輸入 

OSCO 2 
震盪器輸出 

/INT 3 
中斷輸出 

VSS 4 
接地 

SDA 5 
串行數據 I/O 

SCL 6 
串行時鐘輸入 

CLKOUT 7 
時鐘輸出 

VDD 8 
正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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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 3-9 為 PCF8563 RTC Board 的實體照片，圖中中間偏左方的

IC 便是 PCF8563 單晶片，透過一顆水銀電池來提供電源給 PCF8563；

再連接上只需要將左方的接腳與 C8051F340 的 I
2
C 插槽進行連接即可

使用，非常便利。 

 

圖 3-9 PCF8563 RTC Board 實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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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SDEC SGS12864 簡介 

SDEC 為專業液晶顯示器(LCD)及液晶顯示器模組(LCM)之製造廠

商，是少數可以顯示出繁體中文的 LCD。 

主要特性[30]： 

 工作電壓為 4.5~5.5V 

 外型尺寸 70mm*93mm 

 背光，藍底白字 

 串並列介面都可以使用 

下圖 3-10 為 SEDC SGS12864 的實體照片： 

 

圖 3-10 SDEC SGS12864 實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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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系統建置工具 

本系統以 C 語言為基礎，由 Keil µVision4 軟體來編譯。表 3-4 我

們系統開發所使用之工具。 

表 3-4 使用設備表 

程式設計開發  Keil µ Vision4 

燒錄軟體  Flash Programming Utility 

8051嚮導配置軟件  ConfigAndConfig2 

 

3.3.1  Keil µVision4 簡介 

Keil µ Vision4 是美國  Keil Software 公司出品的 51 系列

相容單晶片 C 語言整合發展環境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DE)，與組合語言相比，C 語言在功能上、架構

性、可讀性、可維護性上有明顯的優勢，因而易學易用。  

隨著單晶片技術的不斷發展，以單晶片  C 語言為主的高

階語言 IDE，也不斷的被開發出來，而且受到許多的單晶片愛

好者和工程師所喜愛，更在學校中被廣泛的使用在單晶片課程

或微處理機課程教學上。Keil μVision4 是眾多單晶片  IDE 

軟體中優秀的軟體之一，它支援許多不一樣公司的  MCS-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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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的晶片，它集編輯 (Edit)，編譯 (Compiler)，模擬 (Simulation)

等於一體，同時還支援 PLM、組合語言和  C 語言的程式設計，

它的界面和微軟的  VC++的界面相似，易學易用，在程式除錯，

軟體模擬方面也有很強大的功能。使用  C51 寫好  C 程式，

然後用  C51 的編譯器把寫好的  C 程式編譯為機器碼，這樣

單晶片才能執行編寫好的  C 程式 [31]。  

下面結合  MCS-51 介紹單晶片  C 語言的優越性 [31]：  

 不須完全懂得單晶片的硬體架構，也能夠編寫出符合硬體實際的專

業水準的程式。 

 不懂完全得單晶片的指令集，也能夠編寫單晶片程式。 

 不同函數的數據實行覆蓋，有效利用單晶片上有限的 RAM 空

間。 

 提供 auto、static和 const等存儲類型和專門針對8051單晶片的data、

idata、pdata、data、和 code 等存儲類型，自動為變數合理地配置

位址。 

 C 語言提供複雜的數據類型（陣列(Array)、結構(Structure)、聯合

(Union)、枚舉(Enumeration)、指標(Pointer)等），極大地增強了程

式處理能力和靈活性。 

 提供 small、compact 和 large 等編譯模式，以適應單晶片上記憶體

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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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斷服務程式的現場保護和恢復，中斷向量表的填寫，是直接與單

晶片相關的，都是由 C 編譯器代辦。 

 程式具有堅固性︰數據被破壞是導致程式執行異常的重要因素。C 

語言對數據進行了許多專業性的處理，避免了執行中間不正常的破

壞。 

 提供常用的標準函數庫，以供用戶直接使用。 

 有嚴格的句法檢查，錯誤很少。 

 表頭檔案(header)中定義、說明複雜數據類型和函數原型，有利於

程式的移植和支援單晶片的系列化產品的開發。 

3.3.2  Flash Programming Utility 簡介 

Silicon Laboratories FLASH Programming Utilities 是由 Silicon 

Laboratories, Inc.所開發的軟體。可以透過此軟體將已寫好的 HEX 檔案

燒錄進 C8051F340 開發板裡進行測試。 

3.3.3  ConfigAndConfig2 簡介 

ConfigAndConfig2 是 C8051F 開發工具的嚮導配置軟體，是官方的

代碼產生工具。如下圖 3-11 所示是開啟時的選單，可以選擇自己所需

型號的單晶片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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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ConfigAndConfig2 開啟選單  

接下來如圖 3-12 所示可以以圖形選擇介面方式配製初化晶片的功

能並給出對應的代碼，免除對晶片特殊寄存器的記憶。 

 

圖 3-12 圖形介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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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硬體架構成品 

在此章節將講述本專題的硬體系統架構，並將所使用到的各種電

路一一進行介紹，再將本組所研究預期成品之操作方法與概念紀錄於

此。 

4.1 可見光傳輸以及接收電路圖 

本組將設計一套可以從傳輸端開發板將時間資訊傳送至接收端開

發板以達到即時校時功能的可見光即時傳輸系統，以下將個別介紹傳

輸端以及接收端的電路： 

4.1.1 可見光發射端 

 

圖 4-1 可見光傳輸器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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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4-1 所示為可見光發射端的電路圖，本組使用 LED 燈、一台

電源供應器和一台信號產生器所組成，會拿 LED 燈來使用的原因為

LED 燈的傳輸速率可達到 500 Mbit/s[32]，而白光 LED 特點為反應快

速傳輸距離可達到 1~5 公尺[33]，因此採用白光 LED 作為發射端為主

要光源，至於 VLC 則是利用波長介於 400 THz 至 800 THz 的可見光來

作為資料傳輸媒介。 

4.1.2 可見光接收器 

 

圖 4-2 可見光接收器電路圖  

本組可見光接收器如圖 4-2 所示，其主目的是由光感二極體

(photodiode, PD)接收到發射端所發射出的光訊號，將信號放大達到

本組研究之目的。我們將分別介紹可見光接收端電路圖三顆 IC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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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阻抗放大器 

AD8048A

PD

R
100KΩ

-5V

+5V

 

圖 4-3 互阻抗放大器圖   

互阻抗放大器圖 4-3 所示，本組 PD是採用 BPW34S感光二極體因為

這顆 PD具有微型的高靈敏度發光器，適用於可見光電路。其中由感光

二極體接收光訊號，再藉由感光二極體將光的訊號轉換成為電的訊號，

最後再利用負迴授 OPA的方式將訊號傳遞至 OPA的輸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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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動放大器 

AD811AN

R3
10KΩ

R3

R3

R3
10KΩ

+5V

-5V

Vi

Vi Vo

 

圖 4-4 差動放大器圖  

 

差動放大器如圖 4-4 所示，差動放大器(DA)別名又稱減法器，其作

用是將兩個輸入訊號分別輸入到正端與負端之下，在輸出端獲得訊號

差異之下放大訊號且輸出到下一級電壓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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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最小電壓檢測器及反相放大器 

LT1260CN

Q2
BC327

Q1
BC337

R2
1MΩ

C  
1μF

Vo
5V

-5V

-5V

-5V

R4
100Ω

R5
1KΩ

+5V

 

圖 4-5 適應最小電壓檢測器及電壓放大器圖  

 

LT1260CN是一顆擁有適應最小電壓檢測器和電壓放大器的 IC。適

應最小電壓檢測器及電壓放大器圖 4-5 所示，適應最小電壓檢測器是用

於去除跟蹤轉換的電壓信號，Q1作為一個開關，輸入正電壓時運算放

大器如果比 C的兩端高時就會造成 Q1 關閉，反過來說，當運算放大器

的電壓比 C的兩端低時就會形成 Q1導通。 

電壓放大器圖 4-5 所示，原理是利用 OPA的正回授來放大電路，但

是因為電壓會過大所以會附加電阻來增加電壓增益，最後由 Vo輸出正

相訊號。 

 



 

51 

 

4.2 可見光傳輸端與接收端展示 

這個章節將對於本小組所完成的可見光傳輸端以及可見光時鐘模

組接收端一一進行介紹。 

4.2.1 可見光傳輸器與可見光接收器 

如圖 4-6 為本組所研究完成的可見光傳輸器，主要的功能是將傳輸

端所轉換過來的時間資訊透過 LED 的光源傳輸出去。 

 

圖 4-6 可見光傳輸器  

  



 

52 

 

如圖 4-7 為本組所研究完成的可見光接收器，主要的功能是將可見

光傳輸器所傳輸至光源中的時間資訊進行接收，並且將時間資訊傳輸

至接收端進行即時校時的功能。 

 

圖 4-7 可見光接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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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圖 4-8 為可見光傳輸器與可見光接收器所進行的實際測試操

作圖；圖 4-9 為發射器所顯示在示波器上的訊號圖，圖 4-10 則是接收

器所接收到的訊號圖。 

 

圖 4-8 實際操作圖  

 

 

 

 

  

圖 4-10 接收器所接收之訊號圖  

 

  圖 4-9 發射器的訊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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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傳輸端與接收端 

如圖 4-11 為本小組所研究的時鐘同步校時模組之傳輸端；傳輸端

的主要功能是運用 C8051F340 開發版，從 VK16U6 ublox GPS 模組當

中接收時間資訊，再利用 C8051F340 將得到的時間資訊轉換成 VLC 後

透過 UART 傳輸至可見光傳輸器當中，操作方式則是透過控制鍵盤以

及 LCD 面版。 

 

圖 4-11 傳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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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4-12 為本小組所研究的時鐘同步校時模組之接收端；接收端

本身即是一個簡易的 LCD 時鐘，時間資訊則是透過 C8051F340 開發板

擷取 RTC 時間模組內的時間資訊，而接收端的主要功能是將可見光接

收器所接收到的時間資訊透過 UART 傳輸到 C8051F340 開發版內並且

將原本的簡易 LCD 時中所顯示的時間進行即時覆蓋的動作，以達到即

時校時的成果。 

 

圖 4-12 接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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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可見光傳輸器與傳輸端之結合 

如下圖 4-13所示，將可見光傳輸器與傳輸端透過UART進行結合；

傳輸端的用途是透過 C8051F340 開發版擷取 GPS 上所得的標準定位時

間、藉由控制鍵盤來選擇 LCD 面板上的資訊，再將時間資訊轉化成可

見光的訊號由 UART 傳送至可見光傳輸器，可見光傳輸器把時間資訊

透過 LED 散布到光源之中。 

 

圖 4-13 可見光傳輸器與傳輸端之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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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可見光接收器與接收端之結合 

 如下圖 4-14 所示，將可見光接收器與可見光時鐘模組接收端透過

UART 進行結合，並且挾帶著時間資訊的 LED 光源透過可見光接收器

的光敏電阻接收、再把時間資訊傳送到可見光模組接收端，再利用

C8051F340 開發板把接收到的時間資訊顯示在 LCD 時鐘上面，把原有

的 RTC 時間進行覆蓋以達到校時的成果。 

 

 

圖 4-14 可見光接收器與接收端結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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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適用於室內空間之可見光時間同步硬體成品架構 

 下圖 4-15 為本專題整體的架構圖，由圖中最左側的傳輸端開始進

行操作、擷取 GPS 的時間資訊傳送至可見光傳輸器，並利用可見光傳

輸器將時間資訊透過 LED 傳送至光源；接下來由圖中的可見光接收器

將光源中的時間資訊進行接收、傳輸至接收端的簡易時鐘模組，把原

本顯示在接收端 LCD 上的時間進行覆蓋以達到即時校時的功能。 

 

 

圖 4-15 可見光時間同步硬體成品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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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5.1 研究結論 

為了達到讓每個人的時間能夠同步、以相同的時間記錄或運行，

而不會經過長期運行的情況下有干擾的或者是硬體導致的時間誤差，

造成彼此之間的時間差異；利用可見光通訊技術將統一的時間透過主

傳輸端，把時間資訊散布到 LED 光源內，並且讓所有擁有接收端的時

鐘、手錶等等產品可以收到這訊號後直接進行校時達到同步校時的效

果。 

5.2 未來展望 

目前在市面上以可見光通訊進行傳輸的應用雖然還沒有很盛行，

不過此種透過可見光進行即時傳輸的技術絕對是可以帶領人類在傳輸

資料上的方式有更新的突破，這項技術如果能夠越來越純熟的話，相

信在不久的將來會看到更多使用此技術為基底而衍生的新技術出現。 



 

60 

 

  

參考文獻 

[1] 黃孟嬌,“全球 LED 元件市場發展趨勢,” 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

研究中心 (IEK)能源組,2014. 

[2] Philips, “http://www2.meethue.com/zh-tw/ ” 

[3] 春山真一郎,“可視光通信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電波航法研究会 第 3 回研究会,2013. 

[4]葉建宏、劉彥良、鄒志偉， ”〈突破調變/濾波技術瓶頸 LED 可

見光通訊應用成真〉， ”

http://www.mem.com.tw/article_content.asp?sn=1212280006， ”2013 

[5]范維君， ”〈Li-Fi 可見光通訊〉， ”

http://www.digitimes.com.tw/tw/dt/n/shwnws.asp?CnlID=10&Cat=30&id=

388404， ”2014 

[6]維基百科， ”〈可見光通訊〉， ”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F%AF%E8%A6%8B%E5%85%89%

E9%80%9A%E8%A8%8A， ”2014 

[7]工研院資通所， ”〈可見光通訊系統〉， ”

http://www.getfresh.org.tw/tdp_detail.aspx?No=39， ”2013 

[8]羅克鈴， ”〈LED 點亮下一代無線通訊〉， ”

http://www.eettaiwan.com/ART_8800611324_480702_NT_526b59d4.HT

M， ”2010 



 

61 

 

[9]鍾曉君， ”〈IFA 展會聯網技術與應用觀察-2〉， ”

http://mic.iii.org.tw/aisp/reports/reportdetail_register.asp?docid=2982&rtyp

e=freereport， ”2011 

[10]賴以威， ”〈3G、WiFi 收訊不佳？開盞燈就行了 — 可見光通

信，台灣團隊不缺席〉， ”http://yowureport.com/?p=8720， ”2013 

[11]聯強 e 城市， ”〈NTP 概述與常見問題〉， ”

http://www.synnex.com.tw/asp/fae_qaDetail.asp?from_prg=&topic=FAE&

group=&parent=&classifyid=01464&seqno=17045， ”2008 

[12] D. Mills， ”〈RFC 2030-Simple Network Time Protocol Version 4 for 

IPv4、IPv6 and OSI〉，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2030， ”1996 

[13] Lewis Carroll， ”〈IEEE1588 精密時間協議〉， ”

https://www.eecis.udel.edu/~mills/ptp.html， ”2012 

[14]自動化在線 Autooo.net， ”〈IEEE 1588 精密時鐘同步協議測

試技術〉， ”

http://www.autooo.net/autooo/ruanjian/news/2011-07-28/76301.html， ”

2011 

[15]鍾玉龍，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

http://neuron.csie.ntust.edu.tw/homework/93/csie_introduction/homework1

/B9315015/GPS.htm， ” 

[16]內政部地政司衛星測量中心， ”〈衛星定位測量原理〉， ”

http://gps.moi.gov.tw/SSCenter/Introduce/IntroducePage.aspx?Page=GPS1 ， 

” 

http://www.autooo.net/classid110-id76301.html
http://www.autooo.net/classid110-id76301.html


 

62 

 

[17] 鄭大偉，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簡介，台北科技大學材料與資源

工程系〉， ”http://www.cc.ntut.edu.tw/~twcheng/GPS-NTUT.pdf， ”

2013 

[18] 張智傑， ”〈淺談 GPS 死生活應用〉， ”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

通訊電子報， ”

http://newsletter.ascc.sinica.edu.tw/news/read_news.php?nid=1136， ”

2006 

[19] 曹淑華、吳文紅， ”〈GPS 與車載導航系統〉， ”

http://www1.eccn.com/xsj07/xsj081312w.asp， ”2009 

[20]方格子，”〈NMEA 標準格式〉， ”

http://annheilong.pixnet.net/blog/post/24919514， ”2010 

[21]G-Mouse， ”〈GPS 接收器使用者手冊〉， ”

file:///C:/Users/wade/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

nternet%20Files/Content.IE5/Z2JHT0IX/WGM-100.pdf， ” 

[22]ALFASO 法詩計時， ”〈電波計時、GPS 計時、網路計時〉， ”

http://www.alfaso.com/tw/blog/radio_clock/500， ” 

[23]張毅剛，”〈單片機原理及應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4]李朝青，”〈單晶片原理及介面技術（第 3 版）〉，”北京航空航

太大學出版社，”2002 

[25]張迎新、雷文，”〈C8051F 系列 SoC 單片機原理及應用〉，”國

防工業出版社，”2006 



 

63 

 

[26]潘琢金，”〈C8051F34X 中文數據手冊〉，”新華龍電子有限公司〉，

”2006 

[27] 〈U-EC6 用戶手冊〉，”億和電子工作室 

[28] 德源科技，”

http://twarm.com/commerce/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8503&sid=a46

911a6cd8da9be06151dccd58fbe88 

[29] 〈PCF8563 日曆時鐘晶片原理及應用設計〉，”廣州周立功單晶

片發展有限公司 

[30]雄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dec.com.tw/products.php?class=3 

[31]李鴻鵬，”〈Keil uVision4 中文介紹手冊〉，”和春技術學院 

[32]蔡培德， ”

http://www.eettaiwan.com/ART_8800644275_480702_NP_5c3a1399.HT

M， ”〈突破頻寬技術限制 可見光通訊蓄勢待發〉， ”2011 

[33]工業技術研究院， ”

https://www.itri.org.tw/chi/tech-transfer/04.asp?RootNodeId=040&NodeId

=041&id=4662， ”〈通訊與光電(資訊與通訊/電子與光電)可移轉技術〉， 

” 

 

  



 

64 

 

附錄一 工作分配表 

 

工作項目  負責組員  

專題討論  林子宏、林義勳、郭世皓、林豈竹、

王新皓  

文獻蒐集  林子宏、郭世皓、林豈竹  

資料統整  林子宏、林義勳、郭世皓、林豈竹、

王新皓  

電路板  林子宏、林義勳、王新皓  

投影片報告製作  

 

林子宏、郭世皓、林豈竹、林義勳、

王新皓  

書面報告整合  林子宏、郭世皓、林豈竹  

程式研究  林子宏、王新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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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時程甘特圖 

ID 執行計畫
2014年 2015年

07月 08月 09月 10月 11月 12月 01月 02月 03月 04月

1 題目確認

2 蒐集資料

3 資料整合

4 書面製作

5 系統規劃

6 硬體製作

7 程式設定

8 系統測試

預計完成時間 實際完成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