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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由於無線感測器生產技術的進步與成

本降低，無線感測器已經漸漸適合被應用
於許多場合，尤其在社區的醫療照護更是
一個相當有潛力的應用。由於社區醫療人
員並無法隨時隨地的與病患接觸與看護，
我們可以在病患身上隨身裝備無線感測器
來測量其身體狀況來解決這個問題，例如
心跳、脈搏與血壓等等資料，可以透過無
線感測網路將即時資料傳回醫療中心的伺
服器，如此一來醫護人員將可以方便的掌
控病患的病情。

但這類的感測網路還存在一些限制與
考量因素，例如感測器有限的電力能源、
病患資料的即時性與保密性，這些議題即
為設計適用於社區照護之無線感測網路的
關鍵技術，本研究計劃在於探討並整合這
些關鍵技術，本期的研究將以對世界相關
的文獻做蒐集與探討。

關鍵字：無線感測網路、關鍵技術、社區

照護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progress and reduced cost
of wireless sensors, wireless sensors had
been applied in many fields. For example,
the Community Health Care is a promising
application. Because the public health
workers cannot contact and care the patients
anytime and anywhere, one of the solutions
is to equip wireless sensors on the patients to
measure the health condition, such as
heartbeat, pulsation, and blood pressure.

Then, those data can be sent back to healthy
center through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Thus,
the patients’condition can be controlled by
the public health workers conveniently.

However, this type of sensor network still
has some constraints and needs to do some
considerations, such as the limited energy
resource of wireless sensors, the real-time
and secret features of patients. Those issues
are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the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which are applied in
Community Health Care. This research
plan will discuss these issues and integrate
them into a system. This periodical plan will
collect and discuss the related lectures in the
world.

Key word: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key
techn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 care.

二、研究計劃之動機與目的

隨著台灣社會人口的高齡化趨勢和一

般民眾對於生活品質要求的提高，社區照

護已經是一項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需要

建立照護網路系統主動關心病人的健康，

並逐步在社區中擴大照顧的範圍。
社區照護主要目的之一在於針對有需

要的群體 (例如由老人、孕婦或是慢性疾
病患者為主的環境)，在限定的地點 (如安
養中心)，來提供兼具廣泛性監測和即時性
支持的協助。但在實際的考量上，醫護人
員始終都是不足夠的，若能建立自動化系
統來代替人工，則不僅可以節省成本，甚
至能達到許多人力難以達到的好處，例如
二十四小時的醫療照顧和即時生理狀況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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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等等。綜合以上優點，使用無線感測系
統來做社區醫療照顧將是往後的趨勢。

三、研究方法與文獻探討
本研究計劃基於許多設計考慮來研發

無線感測網路之關鍵技術，並實際發展一
高效能及高品質社區照護系統。我們依主
題分成若干個研究子項目，同時進行關鍵
技術的探索及社區照護應用系統的開發，
最後再進行整體性的整合。要做好無線感
測網路之關鍵技術及在社區照護之系統，
有幾點我們需要考量以下系統的整合：

 無線通訊基礎架構
因為由感測器所組成的無線網路沒有

辦法像固接式的網路有穩定而無限制的電
源供應，而現代科技在電池等能源儲存裝
置上的進展相當緩慢，而當某些網路節點
因為能源缺乏而無法運作後，造成通訊的
路徑會受到破壞，整個網路壽命 (network
lifetime) 也會受到限制，連帶使得架構在
其上的應用系統效率低落或無法完成。於
是發展可節省能源之通訊基礎架構為無線
感測網路中重要的議題，通常在無線網路
中有許多節省能源的方法，其中最常見的
方法就是當無線節點閒置時使之進入休眠
模式 [2]，但是在無線感測網路中節點通常
還要進行封包的轉達，於是並不適合將無
線節點經常性的進入休眠模式，在本計劃
則利用適當的降低無線節點的傳輸功率來
達到節省能源的目的 [3]，同時將相關的方
法整合到無線網路的路由協定當中[4]，並
適合的使用無線網路模擬器[5]進行驗證與
效能評估。

雖然適度的減少傳輸距離可以達到節
省能源的目的，但是同時也很容易造成網
路產能是降低，這亦是一項系統權衡的因
素，要如何在中間取一平衡點也是項重要
的議題。同時在社區醫療的系統當中，資
料的可靠性和傳遞性亦是相當重要的議
題，我們不充許病患在緊急時無法將訊息
傳遞回醫療中心，於是在接下來的研究當
中，我們將探討如何建立一具有可靠性的
通訊架構，這系統中是可以容許若干錯誤

發生而不造成系統停頓，並具有自我修復
(recovery)的能力。

 動態定位技術
我們可在感測器本身加裝低功率的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來進行對配帶對象行動範
圍的掌控，在一些電話系統(如 GSM)已經
在話機上面大量做用這類這項定位技術
來做導航和緊急的服務，甚至在一些政府
機構亦提出許多定位技術相關的應用和
技術[6]。

將定位技術應用於社區醫療也是項
相當重要的議題，其好處是可以即時掌握
病患的位置。若是病患發出了緊急通知，
醫護人員在經由 GPS 所提供的資訊用最
短時間到達病患的位置進行醫療與搶
救。除此之外，GPS 的精確性也是一項重
要的技術[9]，醫療人員若不能精確的掌握
病患位患，將延遲病患救治的時間。雖然
GPS 系統解決了戶外使用者的定位問
題，但是對無線感測網路來說，GPS 並
不適用，因為它太消耗能源及成本太高。
而這些問題，正是無線感測網路設計最關
鍵的部分。

影響定位的因素還包括 Beacon
Placement，但在這方面一直都沒有被深入
的探討，對於 Placement 來說，一般人常
認為只要做到平均 (uniform) 以及密集
(dense) 就會對定位有很好的貢獻 [8]，但
實際上來講，必須考量到成本問題，如果
採取密集分佈，則成本必定大大增加，再
者由於地形關係，要達到平均分佈通常有
一定的困難。另一方面，如果太過密集分
布，則 beacon 之間可能會產生很大的干
擾 (interference)。

在接下來的研究計劃當中，我們將對
這些影響定位系統的相關因素做進一步
的研究與探討，並擬定出一套適合於社區
醫護系統之定位技術。

 感測系統中介軟體
在感測網路中的感測器，必需有別於

一般傳統感測器只具備些許簡單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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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它必需更具備智慧性並且可在上面執
行一些網路協定或是應用程式，通常會在
小型的感測器上嵌入一小型的作業系
統，如 TinyOS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
除了作業系統，使用中介軟體可用來有效
地彌補應用程式和作業系統 (或底層元
件) 間的落差，使得分散式應用程式的開
發變得容易。無線感測網路和傳統的分散
式系統有許多共同的特性，很自然的我們
會想把分散式系統的中介軟體應用在無
線感測網路上。

CORBA [10] 是最常見的中介軟體
系統之一，它隱藏了遠端物件的位址資
訊，使得應用程式可以將這些遠端物件視
為本地物件般存取。雖然我們也可以用同
樣的方式存取感測器上的資料，但是感測
器的位址資訊卻不見了。另外，將感測器
視為物件，我們也失去透過資料聚合的方
式來節省電力的機會。Jini [11] 的服務搜
尋協定和租借機制允許客戶端應用程式
搜尋服務，這對動態改變的無線感測網路
是相當有用的，然而這些服務依然是以物
件為基礎，因此和 CORBA 面臨相同的問
題。

在接下來的研究計劃當中，我們將嘗
試著進一步從事感測器作業系統與中介軟
體的相關研究，包括孰悉中介軟體的使用
與開發，並把相關的研究議題整合入作業
系統之內，將作業系統重製為適合應用於
社區醫療體制之感測器作業系統。

 感測網路安全性架構
在網路安全性架構的設計中，網路基

礎建設之上的權限劃分及通訊協定，如網
路伺服器與感測器的部分，可以使用傳統
網路應用程式常見的建置方式及相對應
安全通訊協定或是加以改良；而可攜式發
送裝置與感測器之間的安全通訊協定則
必須考慮硬體上諸如運算能力及儲存空
間等等的限制，在可行性與安全性之間求
取適當的平衡點。

在安全性架構的設計完成之後，基於
對病患資料安全性的考量，系統必需可以
偵測並抵抗一些攻擊或是竊聽。通常攻擊

可分為主動式攻擊與被動式攻擊，被動式
攻擊大多數只竊聽其通訊管道，並不對訊
息的路由與傳送造成影響；而主動式攻擊
則會發出訊息破壞通訊協定的運作，當攻
擊一發生將會導致系統停頓(crash)，無論
是主動式亦或是被動式攻擊，在健全的醫
療系統下都必需具備能力避免其發生，亦
有學者將安全性相關的探討研究作歸納
與分類[13]，我們於接下來的研究計劃中
我們將評估各式各樣可能發生的攻擊，研
究相關方法來抵禦這些攻擊，以加強系統
的健全性。

 服務整合平台之設計與建置
所謂的社區服務整合平台，是以提供

緊急醫護與預防診斷的服務為主軸，佐以
跨醫療資源系統的整合，以提高慢性病患
醫療的醫護品質。在此過程中，系統的建
立需要「智慧型通報技術 (Intelligent
Notification Service)」、「入口閘道整合
技術」、「資料分析技術」、「Web Services
系統整合技術」與「資訊安全控管技術」
技術上的整合[14]。以各個技術層面來
看，病患在此平台的醫護下，病人在血壓
過高或生命跡象微弱時，系統的分級通報
機制會依據事件的嚴重層級，利用不同的
訊息通道，將訊息傳達至適當的醫護人
員，因此，訊息的自動比對是項重要的機
制。另一方面，在建構應用服務入口時，
為了改進一般程式在重用性上的不足，我
們將以 Content Aggregator 的概念進行入
口閘道程式的開發，並且藉由 XSLT[15]
技術作為多元化裝置支援的基礎。同時，
醫師下達緊急醫囑時，聯外模組會經由
Web Services 異質平台整合技術進行外部
醫療服務的呼叫，以期達到立即的醫療救
護。另外，有關 Web Services 協定上的安
全亦是我們關注的研究主題，包括 XML
Digital Signature 、 XML Encryption 、
SAML、XACML、以及 XKMS 技術的討
論。除此之外，一般的慢性病患可透過本
平台，對於心電訊號或血壓指數進行分
析，提供診斷之準確評估，達到疾病復發
前的預防照護。此平台將以「 re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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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xy(反向伺服器)」為基礎，進行使用者
的身份、角色、權限的中央控管，強化醫
療資訊系統的安全性。此平台的宗旨在建
立醫療服務的整合平台並兼顧網路安全
與隱私保護，以落實社區照護服務目標，
提昇病患生活品質。

四、結論與建議
從另一方面來說，由於近年來低功率

微機電感測器和無線通訊等相關技術的
進步，所以不但已經有實際的產品可以讓
需要特殊醫療照護的人經由配帶感測裝
置，持續的觀察其脈搏，體溫或是其他生
命跡象。例如對於慢性病患者，必須紀錄
其生理參數，以掌握其生理狀況與追蹤是
否有潛伏性病因，達到事前預防之準備。
因此，對於需要長期照護的病患，若能藉
由居家照護系統之協助，不僅可以節省節
省高成本的照護醫療人力與資源，並獲得
即時性之診斷與醫療諮詢服務。上述這種
由感測器和無線通訊裝置所協力組成的
網 路 廣 泛 地 被 稱 做 無 線 感 測 網 路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WSN)。這種全
新的網路架構不但能改變網路世界的現
貌，對於很多新領域上的應用更能提供一
個更強而有力的解決方案，尤其對於上述
的社區照護系統，無線感應網路更能發揮
它的特性。更精確的說，無線感測網路的
優勢在於提供一個更具便利性和彈性的
應用系統開發平台[17]。

另外，因為無線感測網路具備無控制
中心、自我組織、多層傳遞的路由機制、
動態拓撲、快速佈署、低耗電量的特性。
在此網路架構中的每個感測節點都擁有
獨自的通訊能力，可個別負責收集、處理
及傳送資料給訊號範圍內的感測器，並能
在動態的環境下，主動連結其他無線設備
並快速完成通訊網路的架設。因此，若能
結合低耗電、輕量化的可攜式生理訊號感
測等裝置，再搭配設置於家中與社區環境
的無線感測儀器建構起所謂的「社區無線
感測醫療網路」，將可減少社區有線節點
的舖設配合照護服務整合平台的建立，協
助特殊需要族群 (如居家慢性病患) 在社

區環境下進行生理監控，使慢性病患能在
接受治療的同時，也能夠自由移動於社區
居住環境，將有助於提昇慢性病患的生活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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