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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半導體技術的進步與材料價格的下降，LED(Light Emitting 

Diode)數位電子看板廣泛的使用於產品宣傳、訊息發布及招牌等用途，

具有多樣化的應用。然而，由於成本及人力的考量，許多 LED 電子

看板均處於無人看管的狀態，此時若因天候不佳，使用年限已到或輸

入信號不穩定等因素發生，容易導致看板訊息顯示的不完整，甚至造

成整片 LED 數位電子看板完全損壞。 

由於 LED 數位電子看板的損壞或缺損導致訊息傳遞的不完整或

無法傳遞，為解決以上問題，本組以現有的 ZigBee LED 視頻模組監

視系統硬體為基礎，整合網頁技術與資料庫系統，以進行 LED 數位

電子看板的監控、數據收集及管理，此外本平台可與多組 LED 數位

電子看板連接，同時監控多組看板之數據。 

藉由本專題平台的開發，使用者得以使用單一平台監視多組 LED

數位電子看板，以達節省監控人力的目標。此外本平台所提供的自動

通報功能，使得使用者不用長時間的於電腦前進行監控的動作，工程

師於進行維修時，得以明確得知損壞位置，加快維修速度。最後，由



III 
 

於 ZigBee 技術具有低傳輸功率及低成本特性，能有效使學生在低成

本的狀況下達成自動監控的目標。 

關鍵字：ZigBee、LED 數位電子看板、資訊系統 



IV 
 

目錄 

誌謝 ............................................................................................................. I 

摘要 ............................................................................................................ II 

目錄 .......................................................................................................... IV 

表目錄 ..................................................................................................... VII 

圖目錄 .................................................................................................... VIII 

第一章 緒論 ............................................................................................... 1 

1-1 研究背景 ....................................................................................... 1 

1-2 研究動機 ....................................................................................... 2 

1-3 研究目的 ....................................................................................... 3 

1-4 研究流程 ....................................................................................... 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5 

2-1 LED 數位電子看板的問題及現有解決方法 .............................. 5 

2-2 國內 ZigBee 環境感測實例 ......................................................... 6 

2-3 RS-232 串列傳輸介面 .................................................................. 6 

2-4 無線網路感測電子看板系統 ....................................................... 8 

第三章 系統組成與工具介紹 ................................................................ 10 

3-1 系統建置工具 ............................................................................. 10 

3-2 使用軟體工具 ............................................................................. 11 



V 
 

3-2-1Apache Tomcat ................................................................... 11 

3-2-2MySQL ............................................................................... 12 

3-2-3Dreamweaver CS3 .............................................................. 12 

3-2-4Visual Studio 2010 ............................................................. 13 

第四章 系統架構..................................................................................... 14 

4-1 系統架構 ..................................................................................... 14 

4-2 功能流程圖 ................................................................................. 15 

4-2-1 管理者登入功能流程圖 ................................................... 15 

4-2-2 一般監測者登入功能流程圖 ........................................... 16 

4-3 系統流程圖 ................................................................................. 17 

4-3-1 管理者系統主畫面流程圖 ............................................... 17 

4-3-2 一般監測者系統主畫面流程圖 ....................................... 18 

4-3-3 查詢流程圖 ....................................................................... 19 

4-3-4 管理者設定頁面流程圖 ................................................... 20 

4-3-5 一般監測者設定頁面流程圖 ........................................... 21 

4-3-6 管理者歷史紀錄頁面流程圖 ........................................... 22 

4-3-7 管理者維修紀錄流程圖 ................................................... 23 

4-4 資料庫建置 ................................................................................. 24 

4-4-1ER-Model ........................................................................... 24 



VI 
 

4-4-2MySQL 資料表 .................................................................. 25 

第五 章實體成果..................................................................................... 27 

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 40 

參考文獻 ................................................................................................... 41 

附錄一 工作分配表 ................................................................................ 44 

附錄二 甘特圖 ......................................................................................... 45 



VII 
 

表目錄 

表 2-1 RS-232 接腳定義表 ........................................................................ 8 

表 2-2 封包傳送格式 ................................................................................. 9 

表 3-1 使用設備表 ................................................................................... 10 

表 4-1 MySQL-administrator 管理者資料表 ......................................... 25 

表 4-2 MySQL-history 歷史紀錄資料表 ............................................... 25 

表 4-3 MySQL-status 狀態資料表 ......................................................... 26 

表 4-4 MySQL-user1 註冊資料表 .......................................................... 26 

 

  



VIII 
 

圖目錄 

圖 1-1 全球各區域 LED 元件產業規模占比 ........................................... 1 

圖 1-2 研究流程圖 ..................................................................................... 4 

圖 2-1 資料封包定義 ................................................................................. 7 

圖 2-2 RS-232 信號準位 ............................................................................ 7 

圖 2-3 RS-232 接頭及接腳編號 ................................................................ 8 

圖 2-4 ZigBee 偵測流程圖 ........................................................................ 9 

圖 3-1 Tomcat 架構圖 .............................................................................. 12 

圖 4-1 系統架構圖 ................................................................................... 14 

圖 4-2 管理者登入圖 ............................................................................... 15 

圖 4-3 一般監測者登入圖 ....................................................................... 16 

圖 4-4 管理者系統主畫面流程圖 ........................................................... 17 

圖 4-5 一般監測者系統主畫面流程圖 ................................................... 18 

圖 4-6 查詢流程圖 ................................................................................... 19 

圖 4-7 管理者設定頁面流程圖 ............................................................... 20 

圖 4-8 一般監測者設定流程圖 ............................................................... 21 

圖 4-9 歷史紀錄頁面流程圖 ................................................................... 22 

圖 4-10 維修紀錄流程圖 ......................................................................... 23 

file:///C:/Users/Linda/Desktop/LED看板監測平台建置_201400527.docx%23_Toc389095346
file:///C:/Users/Linda/Desktop/LED看板監測平台建置_201400527.docx%23_Toc389095353
file:///C:/Users/Linda/Desktop/LED看板監測平台建置_201400527.docx%23_Toc389095354
file:///C:/Users/Linda/Desktop/LED看板監測平台建置_201400527.docx%23_Toc389095355
file:///C:/Users/Linda/Desktop/LED看板監測平台建置_201400527.docx%23_Toc389095356
file:///C:/Users/Linda/Desktop/LED看板監測平台建置_201400527.docx%23_Toc389095357
file:///C:/Users/Linda/Desktop/LED看板監測平台建置_201400527.docx%23_Toc389095358
file:///C:/Users/Linda/Desktop/LED看板監測平台建置_201400527.docx%23_Toc389095359
file:///C:/Users/Linda/Desktop/LED看板監測平台建置_201400527.docx%23_Toc389095360


IX 
 

圖 4-11 ER-Model .................................................................................... 24 

圖 5-1 系統登入畫面 ............................................................................... 27 

圖 5-2 管理者登入畫面 ........................................................................... 27 

圖 5-3 管理者畫面 ................................................................................... 28 

圖 5-4 管理者運作狀態畫面 ................................................................... 28 

圖 5-5 管理者連線狀態畫面 ................................................................... 29 

圖 5-6 管理者編輯和刪除使用者畫面 ................................................... 29 

圖 5-7 管理者修改使用者畫面 ............................................................... 30 

圖 5-8 管理者刪除使用者畫面 ............................................................... 30 

圖 5-9 管理者連線管理畫面 ................................................................... 31 

圖 5-10 管理者新增使用者 IP 畫面 ....................................................... 31 

圖 5-11 管理者刪除使用者 IP 畫面 ........................................................ 32 

圖 5-12 管理者歷史紀錄畫面 ................................................................. 32 

圖 5-13 新增維修紀錄畫面 ..................................................................... 33 

圖 5-14 管理者查詢使用者歷史紀錄(1) ................................................ 33 

圖 5-15 管理者查詢使用者歷史紀錄(2) ................................................ 34 

圖 5-16 匯出畫面 ..................................................................................... 34 

圖 5-17 註冊畫面 ..................................................................................... 35 

圖 5-18 註冊成功畫面 ............................................................................. 35 



X 
 

圖 5-19 監測者登入畫面 ......................................................................... 36 

圖 5-20 監測者運作狀態畫面 ................................................................. 36 

圖 5-21 使用者連線狀態的畫面(1) ........................................................ 37 

圖 5-22 使用者連線狀態的畫面(2) ........................................................ 37 

圖 5-23 使用者的帳戶管理畫面(1) ........................................................ 38 

圖 5-24 使用者的帳戶管理畫面(2) ........................................................ 38 

圖 5-25 使用者的歷史紀錄畫面(1) ........................................................ 39 

圖 5-26 使用者的歷史紀錄畫面(2) ........................................................ 39 



1 
 

[2]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根據 2011 年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 Photonics Industry &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PIDA)對全球的 LED 元件產業規模分析中台灣佔據了

全球的 28%，如圖 1-1，而台灣 LED 產業與其他國家有所不同，由上游 LED 矽

晶片、晶粒，到下游 LED 封裝、模組做到應用整合，這是少部分資金雄厚的廠

商才能做到的，而台灣的 LED 產業鏈將生產流程分工細緻化，也因獨特的產業

分工發達，使台灣的產業規模位居全球首位[1]。 

 

圖 1-1 全球各區域 LED 元件產業規模占比 

LED 元件產業之一的數位電子看板也因台灣獨特的產業發展，使 LED 數位

電子看板從早期的單色顯示器，以純文字或簡單圖形顯示的方式，使用於儀器、

儀表等領域[2]，演變至今多使用模塊式模組化拼接成的大型戶外看板，其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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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快速的裝卸，且 LED 的亮度更高、色彩更豐富且完善，應用於廣告、訊息發

布等用途。 

1-2 研究動機 

由於 LED 數位電子看板的應用越來越廣泛，在街道上已經隨處可見，但由

於是放置於戶外，導致 LED 數位電子看板長期處於無人看管的狀態，使其常因

氣候不佳、電路不穩定、溫度過高等情況，導致看板中的圖形或文字的顯示不

完整或雜訊的產生，而根據黃建勝、李東哲、蔡瑞益[3]曾提出電能輸入轉換成 

LED 的光能與熱能時，只有 15%的熱量轉化為可見光，其餘的 85%全部轉化

為熱，而產生溫升效應等問題，使看板容易產生錯誤訊息或故障，嚴重則導致

數位電子看板完全損壞。 

因此本組嘗試以現有的 ZigBee 視頻監視模組系統結合平台系統，開發可即

時監測，並記錄歷史數據及異常狀態的 LED 數位電子看板監測管理平台，在數

據收集方面，主要以電壓、溫度、濕度等，藉此讓戶外的 LED 數位電子看板在

無人看管的情況下，也可藉由本平台系統即時監測電子看板的狀態，並讓看板

狀態發生異常的位置即時的通知管理者，使管理者減少維修人員判斷問題發生

及檢修時都能更快速的處理，以達到 LED 數位電子看板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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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目的 

本組考量到 LED 數位電子看板廠商在維修時的數據收集及判斷不易，且錯

誤發生的當下無法做到即時的處理，而相對的耗費時間、人力的情況下，開發

監視管理平台，來達到有效降低時間和人力消耗的問題。 

表 1-1 所示，LED 數位電子看板在問題發生時，無使用本系統的狀況下只

能前往戶外直接目測是否發生問題，但卻無法得知問題發生的原因，以及狀況

的即時處理，導入本系統後，只須由網路註冊會員，並經由管理者配置 IP 位置

後，安裝硬體套件，即可得知看板的即時狀況，並使維修人員依照問題發生的

位置，即時的處理問題。 

表 1-1 使用本系統對 LED 數位電子看板之比較表 

狀況 使用本系統前 使用本系統後 

看板的狀態 前往戶外目測 使用平台能即時得知看板數據 

異常發生時 
前往戶外目測後得知，但無法了解問

題原因 

能即時得知問題狀態，並以訊息通知

管理者 

歷年問題原因 翻閱紙本維修紀錄，不易尋找 
平台紀錄歷史數據，及維修原因紀

錄，較為方便 

檢修時 由各種儀器判斷問題原因 
由數據收集顯示之狀態，得知發生問

題位置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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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研究流程圖 

1-4 研究流程 

 

 

 

確定研究動機及目的

收集相關資
料及文獻

系統規劃

 資料庫建置

網站平台
設計

系統整合

系統除錯及
修正

功能無誤

系統測試

專題完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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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文獻探討中我們將為 LED 數位電子看板面臨的問題、現有的解決辦法

及國內 ZigBee 環境感測實例做深入的探討，藉此深入了解相關知識領域，並為

本研究的硬體架構 ZigBee LED 視頻模組監視系統及 RS-232 簡單的介紹。 

 

2-1 LED 數位電子看板的問題及現有解決方法 

根據Bar-Cohen[4]的研究指出，電子晶片的可靠度與穩定性在溫度每增加2

度時就會減少10%，而LED電子元件會因為PN介面溫度、電流密度、環境溫度

和靜電放電(Electro Static Discharge, ESD)等因素，導致LED逐步老化或失效[5]，

老化現象包括透鏡和矽膠的黃化、碳化，透鏡的表面產生氣泡、變形或晶片損

壞而使逆向電流上升等現象[6]。因此LED電子元件被應用在顯示器或數位電子

看板時，會因為LED本身的問題影響顯示器的色彩、亮度或圖形的完整性。 

LED 電子晶片中有 70%的 LED 會因溫度過高而故障[7]，因此在熱管理的部

分，有使用動態溫度管理(Dynamic Thermal Management)，可藉由虛擬平台對電

壓和頻率調整的演算法，進行改善 LED 電子晶片的故障率[8]，但以模擬的方式

無法做到有效針對實際環境下的 LED 電子晶片之熱管理，且需要使用較多的實

驗模組才能達到數據的改善。 

而近年來有針對 LED 數位電子看板問題解決的研究，例如封裝的散熱改良，

是藉由不同種類的散熱片、冷卻流體達到自然對流(Natural Convection)或強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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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Forced Convection)的熱對流散熱[9]，來使 LED 工作溫度一定程度的降低，但

改善熱對流的方式，只能盡可能的降低問題的發生，並無法完全的解決問題。 

因此本研究將採用無線網路感測數位電子看板系統經由資料型態轉換後，

以網路平台方式將即時收集的數據資料顯示，並由網路平台做到即時的監控，

之後由收集之數據判斷問題發生的原因，以減少 LED 數位電子看板溫度、電壓、

溼度異常的發生時間，做到有效的維護數位電子看板的 LED 看板監視管理平

台。 

 

2-2 國內 ZigBee 環境感測實例 

ZigBee 無線網路感測技術目前被廣泛的運用在環境感測、遠距居家照護、

追蹤定位系統等，而國內針對 ZigBee 應用於環境感測的研究有逐漸增多的趨勢，

如應用於綠色能源的自動監測，其使用 ZigBee 無線通訊網路結合電壓、溫度傳

感器為無線監測單元，用來監測綠色能源太陽能板發電狀況[10]，也有應用於居

家生活，透過 ZigBee 結合不同的感應式偵測器，用於感測溫度、濕度、紅外線、

溫室氣體的濃度訊號，藉此提供更好的環境與居家生活[11]。 

 

2-3 RS-232 串列傳輸介面 

RS-232 是由美國電子工業協會(Electronic Industry Association, EIA)制定，因

此也被稱為 EIA-232C。RS-232 介面進行資料傳輸前，受限於電器規範，傳送的

封包必須針對傳送端與接收端的 RS-232 介面設備設定相同的起始位元、資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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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同位位元、停止位元，如圖 2-1 所示。RS-232 為提高抗雜訊、避免雜訊干

擾，是採用雙極性、負邏輯準位，意思是邏輯「1」以低電位(-3V～-25V)表示，

而邏輯「0」則以高電位(+3V～+25V)表示，如圖 2-2 所示。為了避免在遠距離

傳輸時受到干擾，RS-232 採用較高的電壓信號來傳遞。因為電腦中的 COM Port

是 RS-232 的標準介面，因此電路中通常以 RS-232 準位轉換 IC 完成電壓轉換並

完成資料傳輸[12] [13]。 

起始位元 資料長度 同位位元 停止位元

RS232封包格式
 

圖 2-1 資料封包定義 

B0 B1 B4B2 B3 B5 B6 B7

Transition

Region

START

Bit
Parity

Bit

STOP

Bit

Data bits

0V

SAPCE

(0)

MARK

(1)

-25V

-3V

25V

3V

 

圖 2-2 RS-232 信號準位 

 

[12] [13]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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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232 透過不同的腳位定義進行資料的傳輸，如表 2-1 所示，其實際腳位

如圖 2-3 所示，本研究主要使用 RXD 及 TXD 做資料的傳送與接收，並由 GND

接的後即可傳輸資料。 

表 2-1 RS-232 接腳定義表 

 

2-4 無線網路感測電子看板系統 

此系統使用ZigBee無線網路感測技術，來監控LED數位電子看板中的溫度、

濕度、電壓，利用這三項數據判斷所發生的問題。ZigBee 相較於其他種類的無

線網路技術，低功率及成本低為其主要的優勢 [14]，其系統架構是藉由一個路

由裝置(ZigBee Router, ZR)和數個終端裝置(ZigBee End Device, ZED)，而 End 

Device 的數量則取決於 LED 數位電子看板所使用的模組數量多寡而定，每一個

End Device 會將所偵測到的數據傳送至 Router，再經由 Router 將所有數據傳輸

到協調裝置(ZigBee Coordinator, ZC)，如圖 2-4，而本研究會將傳輸至 Coordinator

的數據資料經由非同步收發傳輸器(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 

腳位 名稱 定義  

 1 DCD 資料截波偵測 

2 RxD 資料接收端 

3 TxD 資料傳收端 

4 DTR 終端機備妥 

5 GND 信號接地端 

6 DSR 資料已備妥 

7 RTS 資料發送請求 

8 CTS 信號以清除並準備開始傳送 

9 RI 回鈴音指示 

 [13] 

2 
1

3 1 4 5 

6 7 8 9 

圖 2-3RS-232 接頭及接腳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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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RT)轉 RS-232 後，再由 RS-232 傳送至資料轉換介面，並在資料轉換時進行

判斷數據資料是否異常，最後傳送至平台[15]。 

 

圖 2-4 ZigBee 偵測流程圖 

表 2-2 為此系統之 ZigBee 端的封包格式表，其中編號、溫度、濕度、電壓

的數據分別以 16bit 的空間傳送，並替未來可加入之感測器保留了多個預存編

號。 

表 2-2 封包傳送格式 

0 1 2 3 4 5 6 7 

16bit 16bit 16bit 16bit 16bit 16bit 16bit 16bit 

模組 

編號 
溫度 濕度 電壓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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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組成與工具介紹 

本系統的平台是利用 Dreamweaver CS3 結合 MySQL 所建置的，然後透過

Visual Studio 2010 將蒐集到的資料進行型態轉換後寫入 MySQL，就能夠利用本

系統的平台來顯示資料。 

3-1 系統建置工具 

表 3-1 為建置本系統時所使用的設備，利用 UART 轉換器將 LED 數位電子

看板的數據資料透過 Visual Studio 轉換後，傳送至使用 Dreamweaver 來設計的

網頁平台，利用 Tomcat 伺服器讓管理者與監測者都能使用本系統。 

表 3-1 使用設備表 

伺服器 Apache Tomcat 6.0 

資料庫 MySQL 5.0 

網頁編輯工具 Dreamweaver CS3 

資料型態轉換工具 Visual Studio 2010 

UART 轉換器 BB-FTDI-FBPT-01 

LED 數位電子看板 P12 雙基(1R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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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使用軟體工具 

3-2-1Apache Tomcat 

Apache Tomcat 是一個開源 Web 伺服器和 Servlet 容器，也是目前較流行的

Web 伺服器，而 Tomcat 和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IIS)等 Web 伺服器一樣，

支援處理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HTML)頁面的功能，也是一個 Servlet 和

Java Server Pages(JSP)的容器[16]。 

在 Tomcat 的架構中 Connector 和 Container 為核心成員，Connector 是可以

被替換的，這樣也使服務器設計者有更多的選擇。 

 Connector：通常會用到的 Connector 有兩種，一種是 HTTP Connector，用

來傳輸 HTTP 需求，另一種是 AJP，用作 Tomcat 與 Apache 整合時的協議來

互動。 

 Container：包含了三個容器：Engine、Host、Context，其中 Engine 是將 Server

傳遞過來的需求處理後，將結果回傳給 Server，而 Host 在 Engine 就是所謂

的虛擬主機，負責多個應用運行，Context 是負責處理需求，也就是一個

WebAPP[17]。 

http://zh.wikipedia.org/wiki/Serv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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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

Service

Service

Service

Service

Connector Container

ContainerConnector

Jasper Naming Session

Loging JMX ……

 
圖 3-1Tomcat 架構圖 

 

3-2-2MySQL 

MySQL 是一種開放原始碼的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提供開放原始碼的社

群版以及額外增加一些功能的商用收費版，MySQL 過去由於效能高、成本低、

可靠性好，已經成為最流行的開源資料庫。隨著 MySQL 的不斷成熟，它也逐漸

用於更多大規模網站和應用，比如：Google、Facebook、YouTube 等網站。非常

流行的開源軟體組合(Linux Apache MySQL PHP，LAMP)中的「M」指的就是

MySQL[18]。 

 

3-2-3Dreamweaver CS3 

Dreamweaver 它可以設計出互動式網頁中具有圖層跟樣板的功能，都是重要

且有用的功能，網頁編輯軟體是幫助我們開發網站所使用的，但是軟體的功能

始終無法涵蓋所有瀏覽器顯示的結果，因此我們需要去學習其他的技能，例如：

HTML、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ASP)等的語法，此外還提供人性化操作環境

[1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6%8B%E6%94%BE%E6%BA%90%E7%A2%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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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視覺化編輯方式，即使是第一次接觸到網頁設計的人也能輕鬆上手[19]。 

3-2-4Visual Studio 2010 

Visual Studio 是用來建置 ASP.NET Web 應用程式、XML Web Services 以及

行動應用程式的整套完整的開發工具。無論想開發哪一種應用程式，都可以透

過安裝程式來不斷的擴充功能以獲得支援，是目前最流行的 Windows 平台應用

程式的整合式開發環境(IDE)。然而我們選擇使用 2010 版本的原因是他有支援

Oracle 資料庫，因為本系統正好是使用 Oracle 旗下的資料庫軟體[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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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章系統架構 

4-1 系統架構 

 

圖 4-1 系統架構圖 

圖 4-1 為本系統的架構圖，在現今的社會裡網際網路是相當普及的，此系

統能夠透過 Ethernet 的轉換，將 LED 數位電子看板的即時資訊都放到網路上，

無時無刻都在監測，如果一有發生異常的現象時，系統會透過傳送電子郵件的

方式，讓管理者能在第一時間派維修人員立即前往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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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功能流程圖 

4-2-1 管理者登入功能流程圖 

下圖為管理者登入圖，由於是最高權限的登入者，所以登入之後會出現查

詢、設定、歷史紀錄、登出四個功能選項，點選查詢可以查詢運作狀態、連線

狀態；點選設定可以設定帳戶管理、連線設定；點選歷史紀錄可以觀看歷史紀

錄；點選登出即可登出本系統。 

  

圖 4-2 管理者登入功能流程圖 

管理者 

系統主畫面 

查詢 

登出 

歷史紀錄 

設定 

運作狀態 

帳戶管理 

連線狀態 

連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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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一般監測者登入功能流程圖 

下圖是一般使用者登入此系統的圖，由於權限的問題，所以雖然登入後看

見的畫面是一樣的，但在設定跟歷史紀錄方面，僅只能去修改自己的帳戶跟管

理，以及去觀看自己的歷史紀錄。 

 

  

一般監測者

系統主畫面 

查詢 

登出 

歷史紀錄 

設定 

運作狀態 

帳戶管理 

連線狀態 

圖 4-3 一般監測者登入功能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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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系統流程圖 

4-3-1 管理者系統主畫面流程圖 

登入系統後，就可以在主畫面上面點選使用者需要的功能，點選查詢圖示

進入查詢頁面；點選設定圖示進入設定頁面；點選歷史紀錄圖示進入歷史紀錄

頁面；點選匯出圖示進入匯出頁面；也可以點選登出圖示離開此系統。 

 

 

點選 

查詢圖示 

點選 

設定圖示 

點選歷史 

紀錄圖示 

點選 

登出圖示 

圖 4-4 管理者系統主畫面流程圖 

查詢 

頁面 

設定 

頁面 

歷史紀

錄頁面 

離開系統 

管理者系統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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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一般監測者系統主畫面流程圖 

因為權限的關係，所以登入系統之後，只會看到查詢、設定、歷史紀錄跟

登出等四個圖示，然後依使用者的需求點選所要的圖示，點選查詢圖示進入查

詢頁面；點選設定圖示進入設定頁面；點選歷史紀錄圖示進入歷史紀錄頁面；

也可以點選登出圖示離開此系統。 

 

  

點選 

查詢圖示 

點選 

設定圖示 

點選歷史 

紀錄圖示 

點選 

登出圖示 

監測者系統主畫面 

查詢 

頁面 

設定 

頁面 

歷史紀

錄頁面 

離開系統 

圖 4-5 一般監測者系統主畫面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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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查詢流程圖 

進入查詢頁面後，依序選擇顯示項目，包含了連線狀態、運作狀態，然後

選擇想查詢的狀態後，會進入資料庫讀取資料，然後會判斷資料庫有沒有發生

異常的現象，如果沒有發生異常的話就會顯示資料，不然就會跳回查詢的頁面。 

 

  

圖 4-6查詢流程圖 

查詢頁面 

返回 

系統主畫

面 

否 

讀取資

料庫的

資料 

顯示資料 

判斷資料庫

是否異常 

選擇顯示項目 

(Ex:連線狀態)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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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管理者設定頁面流程圖 

此圖是最高權限登入系統後，進入設定頁面所看見的畫面，可以選擇帳戶

管理、其他設定，再依需求設定其內容，確認新增後即可將新增項目內容新增

至資料庫。 

 

 

 

 

 

 

 

  

圖 4-7 管理者設定頁面流程圖 

帳戶 

管理 

是 

否 

設定 

內容 

確認 

新增 

寫入 

資料庫 

其他 

設定 

設定頁面 

返回 

系統主畫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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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一般監測者設定頁面流程圖 

下圖是一般監測者進入設定頁面後的畫面，由於權限的限制，所以監測者只

能修改自己的帳戶資料，確認修改帳戶的內容後，即可將修改後的資料寫入資

料庫。  

圖 4-8 一般監測者設定流程圖 

返回 

系統主畫面 

修改 

內容 

確認 

修改 

寫入 

資料庫 

帳戶 

管理 

設定頁面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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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管理者歷史紀錄頁面流程圖 

進入歷史紀錄頁面後，可以選擇想要觀看的 IP 位址，進入之後可以觀看此

IP 位址的歷史紀錄，也可以選擇匯出，除此之外進入歷史紀錄頁面之後也可以

選擇直接匯出所有的歷史紀錄。 

 

  

圖 4-9 歷史紀錄頁面流程圖 

顯示報表 

歷史紀錄頁面 

返回 

系統主畫

面 

匯出 觀看 

匯出 

讀取 

資料庫

的資料 

選擇 IP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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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管理者維修紀錄流程圖 

進入歷史紀錄頁面後，可以顯示的資料欄位看到維修紀錄的欄位名稱，此

欄位是讓管理者透過觀看維修紀錄的情形，去了解到看板的維修狀況，除了可

以新增記錄之外，也可以刪除太舊的紀錄，這樣可以減輕資料庫的負擔。 

 

歷史紀錄頁面

維修紀錄

新增紀錄 刪除紀錄

確認新增或刪除

返回系統主
畫面

寫入資料庫
否 是

 

圖 4-10 維修紀錄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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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資料庫建置 

4-4-1ER-Model 

下圖為本系統的資料庫系統的架構，administrator 代表的是管理者的資料型

態，history 代表的是在歷史紀錄的資料型態，status 代表的是在運作狀態的資料

型態，user1 則代表的是新監測者在註冊時資料型態。 

 

administrator

admin_ID

admin_pass  管理 user1

user_ps

user_add

user_tel

user_name

user_username

user_pass

user_email

history

ID

mIPusernameusername

mHum

mTem

mVol

stat1

1 M

M

Primary Key

admin_email

zigbeeID

status

M

IP

user_name

zigbee_IDzigbee_ID

HumHum

TemTem

VolVol

statstat

Foreign Key

PSPS

timetime

 

圖 4-11 ER-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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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MySQL 資料表 

表 4-1 是管理者的資料表，用來記錄管理者的帳號、密碼以及電子郵件，

admin_ID 欄位為此資料表的 PK(主鍵)，記錄著管理者的帳號且為字元型態及不

允許空值。 

表 4-1 MySQL-administrator 管理者資料表 

 欄位 型態 NULL 備註 

PK admin_ID varchar(50) 否 管理者帳號 

 admin_pass varchar(50) 否 管理者密碼 

 admin_email varchar(50) 否 管理者電子郵件 

 

表 4-2 是歷史紀錄的資料表，用來顯示監測者使用本系統的歷史紀錄，ID

欄位為此資料表的 PK(主鍵)，為整數型態且不允許空值，mIP 欄位則為此資料

表的 FK(外來鍵)。 

表 4-2 MySQL-history 歷史紀錄資料表 

 欄位 型態 NULL 備註 

PK ID int(2) 否  

FK mIP Varchar(50) 是 使用者 IP 

 username varchar(50) 是 使用者 

 zigbeeID varchar(50) 是 ZigBee 編號 

 mHum int(2) 是 溼度 

 mTem int(2) 是 溫度 

 mVol int(2) 是 電壓 

 time timestamp 是 記錄時間 

 stat1 varchar(50) 是 狀態 

 PS varchar(255) 是 維修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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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是狀態的資料表，用來記錄 LED 數位電子看板的及時狀態，IP 欄位

為此資料表的 PK(主鍵)，是字元型態且不允許空值，user_name 欄位則為此資料

表的 FK(外來鍵)。 

表 4-3 MySQL-status 狀態資料表 

 欄位 型態 NULL 備註 

PK IP varchar(50) 否 使用者 IP 

FK user_name varchar(50) 是 使用者 

 zigbee_ID varchar(50) 是 ZigBee 編號 

 Hum int(2) 是 溼度 

 Tem int(2) 是 溫度 

 Vol int(2) 是 電壓 

 time2 timestamp 是 記錄時間 

 stat varchar(50) 是 狀態 

 

表 4-4 是註冊的資料表，用來記錄新的監測者註冊時所填寫的資料，

user_username 欄位為此資料表的 PK(主鍵 )，是字元型態且不允許空值，

user_name 欄位則為此資料表的 FK(外來鍵)。 

表 4-4 MySQL-user1 註冊資料表 

 欄位 型態 NULL 備註 

PK user_username varchar(50) 否 帳號 

FK user_name varchar(50) 是 姓名 

 user_pass varchar(50) 否 密碼 

 user_email varchar(100) 是 電子郵件 

 user_tel varchar(20) 是 電話 

 user_add varchar(100) 是 地址 

 user_ps varchar(50) 是 備註 

 reg_time timestamp 是 註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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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章實體成果 

圖 5-1 是本系統一般監測者的登入畫面，一般監測者可藉由登入後進入主畫

面，而管理者可以點選管理員登入，即可進入圖 5-2 管理者登入介面，而一般監

測者在未加入會員時，可點選註冊進行會員的申請。 

 

圖 5-1 系統登入畫面 

 

圖 5-2 管理者登入畫面 

圖 5-3 是管理者登入系統之後看到的畫面，由於權限為最高，所以能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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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中所有的功能。管理者可藉由查詢中的運作狀態及連線狀態，來查詢看板

運作時的數據資料是否異常，以及對應的 IP 位置，也可使用設定進行 IP 的連線

設定和帳戶管理設定，歷史紀錄中會顯示每隔一段時間的所有數據。 

 

圖 5-3 管理者畫面 

圖 5-4 是管理員進入查詢運作狀態的畫面，管理者可以藉由此畫面，觀察每

一塊的 ZigBee 模組的工作現況，並藉由狀態判斷的欄位，來得知看板運作狀況

是否異常，也能及時掌握最新的資訊。 

 

圖 5-4 管理者運作狀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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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是管理員進入查詢連線狀態的畫面，管理員可以透過此畫面得知哪一

位使用者使用了哪一個 IP 位址，這樣就可以避免 IP 位址發生衝突，進而讓系統

的負擔降低。 

 

圖 5-5 管理者連線狀態畫面 

圖 5-6 是管理者進入設定帳戶管理的畫面，管理者可以藉由帳戶管理來進行

一般監測者的管理，使用操作欄位中的編輯及刪除，即可對該監測者的帳戶進

行編輯及刪除的動作。 

 

圖 5-6 管理者編輯和刪除使用者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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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是管理者編輯一般監測者的畫面，管理者可以藉由編輯使用者帳戶裡

的備註欄為，藉此作到帳戶的分類管理，方便了解每一位使用者使用本系統的

情形。 

 

圖 5-7 管理者修改使用者畫面 

圖 5-8 是管理者刪除一般監測者的畫面，為了避免無安裝硬體設備者來註冊，

所以管理者可以藉由這項功能，去刪除那些無效的使用者，這樣一來就可以減

輕系統的負擔了。 

 

圖 5-8 管理者刪除使用者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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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是管理員進入設定連線管理後所看到的畫面，管理員可以針對使用者

IP 進行新增和刪除，管理員可使用新增的操作讓使用者在註冊完會員後分配 IP

讓使用者監測。 

 

圖 5-9 管理者連線管理畫面 

圖 5-10、圖 5-11 是分別是管理者新增和刪除使用者 IP 的畫面。新增可讓已

註冊的監測者分配到 IP，而刪除 IP 後，將會連該 IP 的即時動態數據及所有歷史

紀錄一併刪除。 

 

圖 5-10 管理者新增使用者 IP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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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管理者刪除使用者 IP 畫面 

圖 5-12 是管理者進入歷史紀錄頁面後所看到的畫面，裡面記錄著此系統開

始使用以來的所有紀錄，一頁可以顯示 10 筆資料，並由分頁的功能顯示目前已

記錄到的資料總數，然而如果發生異常時，可以透過維修紀錄欄位去了解維修

人員維修的情形，也可以從此得知此看板是否常發生異常。 

 

圖 5-12 管理者歷史紀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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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新增維修紀錄畫面 

圖 5-14、圖 5-15 是管理者進入歷史紀錄頁面後，去查詢兩位不同監測者使

用本系統的歷史紀錄，除了查詢使用的情形之外，也可以透過匯出的動作去進

行資料的匯出。 

 

圖 5-14 管理者查詢使用者歷史紀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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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 管理者查詢使用者歷史紀錄(2) 

圖 5-16 是點選匯出按鈕之後的畫面，點下按鈕之後系統會用 Excel 檔的型

態匯出與想要匯出的資料，這種資料型態跟在網頁上面所呈現的格式是一樣的，

這樣方可以便管理者去閱讀匯出的資料內容。 

 

圖 5-16 匯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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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7、圖 5-18 是新的監測者想要使用本系統時的註冊畫面，所有的註冊

內容都是必須填入資料的，如果所輸入的資料格式都正確且無重複時，即可看

到註冊成功的畫面。 

 

圖 5-17 註冊畫面 

 

圖 5-18 註冊成功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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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9 是監測者登入系統時所看到的畫面，由於權限的關係，所以監測者

只能觀看自己的運作和連線狀態還有歷史紀錄；也只能修改自己帳戶的資料而

已。 

 

圖 5-19 監測者登入畫面 

圖 5-20 是監測者進入查詢裡的運作狀態後所會看到的畫面，監測者一樣能

藉由查詢運作狀態，來得知看板是否異常，但只能觀察由管理者所分配給的 IP

中看板的運作狀態。 

 

圖 5-20 監測者運作狀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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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5-22 分別為兩位不同身分的監測者進入查詢裡的連線狀態所會看

到的畫面，每一個監測者只能看見自己的連線狀態，沒有權限去觀看其他監測

者的連線狀態。 

 

圖 5-21 使用者連線狀態的畫面(1) 

 

圖 5-22 使用者連線狀態的畫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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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3、5-24 是一般監測者進入設定選項後所看到的帳戶管理畫面，本系

統是設計成一般監測者除了當初註冊時的姓名不能修改之外，其餘的資料皆能

修改，修改後送出即可完成修改，然而每一個使用者只能修改自己的帳戶資料

而已。 

 

圖 5-23 使用者的帳戶管理畫面(1) 

 

圖 5-24 使用者的帳戶管理畫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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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5、5-26分別為兩位不同身分的監測者進入歷史紀錄頁面之後的畫面，

每一位使用者只可以看到自己的紀錄而已，沒有權限去觀看其他使用的紀錄，

這樣可以防止資料外流。 

 
圖 5-25 使用者的歷史紀錄畫面(1) 

 

圖 5-26 使用者的歷史紀錄畫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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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LED 數位電子看板具有維修不易、容易損壞等特性，為了在有限的預算內

達到讓管理者能夠即時了解看板的狀況，本研究以 JSP 為基礎，結合 ZigBee 的

LED 監測系統，進行 LED 數位電子看板的數據監測。藉由網路平台提供查詢收

集之數據，以達到減少維修者數據收集判斷的時間，並在看板出現異常或損壞

時利用電子郵件傳輸訊息至管理者信箱中，讓管理者能即時的處理狀況，達到

維護 LED 數位電子看板的完整性。 

在未來的發展上，本小組認為，ZigBee 監測系統能夠結合控制系統，在網

路平台的系統上也能增加更多樣化的控制，讓管理者能在遠端進行遙控 LED 數

位電子看板中的圖形或文字、影像、亮度、色彩等，達到管理者能夠自由變換

的客製化介面設計。在異常狀況方面也能結合維修系統，在並非 LED 故障或外

力損壞的情況下，能夠在遠端處理異常狀況的發生，可使維修人員不必到現場

也能即時維修。在訊息通知方面，則可結合手機訊息或其他通訊軟體，使得狀

況發生時，在戶外也能即時得知問題的發生。在資料庫及網路介面方面也能將

使用權限做到有效的劃分，如：管理者使用介面、維修者使用介面及一般監控

者使用介面等等，以便在管理上也能更加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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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工作分配表 

工作項目 負責人員 

專題討論 葉奕麟、江雨涵 

收集文獻 江雨涵、葉奕麟 

資料統整 江雨涵、葉奕麟 

系統分析 葉奕麟、江雨涵 

資料庫建置 江雨涵 

網站平台建置 葉奕麟 

系統整合 葉奕麟、江雨涵 

系統測試 葉奕麟、江雨涵 

除錯與修正 葉奕麟、江雨涵 

投影片報告製作 葉奕麟、江雨涵 

書面報告製作整合 江雨涵、葉奕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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