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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主題及目的

• 情境主題：微型天氣監測站

• 情境目的：使用感測器蒐集溫度、溼度資訊，除
了即時顯示資訊外，必須繪製統計圖並將資料儲
存在檔案中。



情境分析一(功能分析)

• 天氣監測需要收集哪些資訊？
– 氣溫

– 溼度

– 空氣品質

– 紫外線

– ……

– 取得資料時刻：年、月、日、時



情境分析一(功能分析)

• 隔多久時間收集一次資料？

– 參考中央氣象局：一小時

– 溫度、溼度不會驟然改變

– 資料太少無法反映真實狀況，但資料越多，後續處理
越麻煩。



情境分析一(功能分析)

• 收集到的資料如何處理？

– 即時顯示：LCD

– 統計圖
• 一天更換一次統計圖

– 存檔
• 一個檔案儲存一個月的資料



情境分析二(器材分析)

• 根據前面的討論，列出會用到的感測器與模組並
了解這些模組的使用方法、特性與限制

– 溫溼度感測器：偵測氣溫與溼度

– LCD：即時顯示溫度與溼度

– 燈條：資料異常時顯示紅燈警示，否則顯示綠燈



情境分析三(資料分析)

• 根據前面的討論，程式中需要處理哪些資料呢？預設
值是多少？
– 溫度：儲存氣溫傳回值(攝氏)
– 溼度：儲存溼度傳回值
– 間隔時間：監測間隔時間，預設3600(1小時，測試時先用小
數字，例如10秒，等系統穩定後再改回3600)

– 列號：資料存在檔案的第幾列，預設為1
– 日期：當實際日期變更時，刪除舊圖表，更新此數值，並以
此數值做為圖表名稱，建立新的統計圖。

– 月份：當實際月份改變時，更新此數值，並以此數值做為資
料檔名稱。

– 圖表名稱：包含圖表名稱_溫度與圖表名稱_溼度
– 檔名：儲存資料檔路徑與名稱



情境分析四(流程分析)

1. 先處理圖表與檔案
– 啟動與換日

• 刪掉舊圖表 (溫度與溼度各一個圖表)

• 以月、日設定圖表名稱(溫度與溼度各一個名稱)

• 建立新圖表(溫度與溼度各一個圖表)

– 啟動與換月
• 以年、月設定檔名

2. 處理資料(每隔一小時)
– 以計時器取代等待指令，讓系統在間隔時間中仍可進行其他任務，提高系統的擴

充性。

– 讀取氣溫與溼度

– 如果資料正常就亮綠燈、否則亮紅燈

– LCD顯示資料

– 將氣溫與溼度加入圖表

– 將年、月、日、氣溫、溼度寫入檔案



演算法步驟(學生填空用)

01  預設間隔時間=10，當前日期=0，當前月份=0，列號=1
02  重新計時
03  重複執行
04          如果目前日期不等於日期
05    刪除舊圖表並建立新圖表
06          如果目前月份不等於月份
07  設定檔名
08           如果計時器 > 間隔時間
09  重新計時
10  讀取溫度與溼度
11 如果溫度 = NaN /* 讀取失敗 */
12  亮紅燈
13  否則
14  亮綠燈
15  LCD顯示資料
16 繪製圖表 /*加入資料項目*/
17  儲存資料 /*將資料寫入檔案*/
18  結束重複執行



演算法步驟(教師用)

01  預設間隔時間=10，當前日期=0，當前月份=0，列號=1
02  重新計時
03  重複執行
04          如果目前日期不等於日期
05    刪除舊圖表並建立新圖表
06          如果目前月份不等於月份
07  設定檔名
08           如果計時器 > 間隔時間
09  重新計時
10  讀取溫度與溼度
11 如果溫度 = NaN /* 讀取失敗 */
12  亮紅燈
13  否則
14  亮綠燈
15  LCD顯示資料
16 繪製圖表 /*加入資料項目*/
17  儲存資料 /*將資料寫入檔案*/
18  結束重複執行



01  預設間隔時間=10，當前日期=0，當前月份=0，列號=1
02  重新計時
03  重複執行
04          如果目前日期不等於日期
05    刪除舊圖表並建立新圖表
06          如果目前月份不等於月份
07  設定檔名
08           如果計時器 > 間隔時間
09  重新計時
10  讀取溫度與溼度
11 如果溫度 = NaN /* 讀取失敗 */
12  亮紅燈
13  否則
14  亮綠燈
15  LCD顯示資料
16 繪製圖表 /*加入資料項目*/
17  儲存資料 /*將資料寫入檔案*/
18  結束重複執行

演算法步驟vs程式堆疊



01  預設間隔時間=10，當前日期=0，當前月份
=0，列號=1

02  重新計時

03  重複執行

04          如果目前日期不等於日期

05    刪除舊圖表並建立新圖表

06          如果目前月份不等於月份

07  設定檔名

08           如果計時器 > 間隔時間

09  重新計時

10  讀取溫度與溼度

11 如果溫度 = NaN /* 讀取失敗 */

12  亮紅燈

13  否則

14  亮綠燈

15  LCD顯示資料

16 繪製圖表 /*加入資料項目*/

17  儲存資料 /*將資料寫入檔案*/

18  結束重複執行

演算法步驟vs程式堆疊

刪除舊圖表

建立新圖表

1. 測試時可以用時間模式，待程式穩定後再改回自訂模式。
2. 在時間模式中，每加入三筆資料才會出現一個資料點。



01  預設間隔時間=10，當前日期=0，當前月份
=0，列號=1

02  重新計時

03  重複執行

04          如果目前日期不等於日期

05    刪除舊圖表並建立新圖表

06          如果目前月份不等於月份

07  設定檔名

08           如果計時器 > 間隔時間

09  重新計時

10  讀取溫度與溼度

11 如果溫度 = NaN /* 讀取失敗 */

12  亮紅燈

13  否則

14  亮綠燈

15  LCD顯示資料

16 繪製圖表 /*加入資料項目*/

17  儲存資料 /*將資料寫入檔案*/

18  結束重複執行

演算法步驟vs程式堆疊

將列號復原為1，讓資料從第一列開始寫入

以新的月份為檔名，並更新變數月份的數值



01  預設間隔時間=10，當前日期=0，當前月份
=0，列號=1

02  重新計時

03  重複執行

04          如果目前日期不等於日期

05    刪除舊圖表並建立新圖表

06          如果目前月份不等於月份

07  設定檔名

08           如果計時器 > 間隔時間

09  重新計時

10  讀取溫度與溼度

11 如果溫度 = NaN /* 讀取失敗 */

12  亮紅燈

13  否則

14  亮綠燈

15  LCD顯示資料

16 繪製圖表 /*加入資料項目*/

17  儲存資料 /*將資料寫入檔案*/

18  結束重複執行

演算法步驟vs程式堆疊
計時器數值要先四捨五
入為整數



01  預設間隔時間=10，當前日期=0，當前月份
=0，列號=1

02  重新計時

03  重複執行

04          如果目前日期不等於日期

05    刪除舊圖表並建立新圖表

06          如果目前月份不等於月份

07  設定檔名

08           如果計時器 > 間隔時間

09  重新計時

10  讀取溫度與溼度

11 如果溫度 = NaN /* 讀取失敗 */

12  亮紅燈

13  否則

14  亮綠燈

15  LCD顯示資料

16 繪製圖表 /*加入資料項目*/

17  儲存資料 /*將資料寫入檔案*/

18  結束重複執行

演算法步驟vs程式堆疊



01  預設間隔時間=10，當前日期=0，當前月份
=0，列號=1

02  重新計時

03  重複執行

04          如果目前日期不等於日期

05    刪除舊圖表並建立新圖表

06          如果目前月份不等於月份

07  設定檔名

08           如果計時器 > 間隔時間

09  重新計時

10  讀取溫度與溼度

11 如果溫度 = NaN /* 讀取失敗 */

12  亮紅燈

13  否則

14  亮綠燈

15  LCD顯示資料

16 繪製圖表 /*加入資料項目*/

17  儲存資料 /*將資料寫入檔案*/

18  結束重複執行

演算法步驟vs程式堆疊—完整主程式



延伸討論

• 檔案缺少欄位名稱，如果要用程式幫檔案加入欄位名稱，該寫在什麼
地方？怎麼寫？

• 在範例程式中，偵測資料異常時只用燈號警示，然後還是將異常資料
加入圖表與檔案中，有沒有更好的處理方式？怎麼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