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打造金屬探測器

關於本章

預備知識

若你需要學習 techBASIC 程式語言，請閱讀第 1 章和第 2 章後面的小節（關於
techBASIC 說明系統的部分），若已經熟悉 techBASIC，可直接閱讀本章。

裝置

需要一台 iPhone、iPod Touch 或 iPad，以運行 iOS 5或更高的版本。

軟體

需要 techBASIC 或 techBASIC Sampler。

你將學習

這一章要開始動手打造專案，運用從第 1章和第 2章學到的知識，打造金屬探
測器。章節內容也含有大量的理論，解釋為什麼金屬探測器能夠找出金屬物品，

以及在某些情況下無法運作的原因。能夠知悉測量儀器的極限，總是一件好事！

iPhone 具備非常棒的測量儀器：磁力計（magnetometer），能夠測量三軸方向的磁場
強度，單位是 µT（microtesla，微特斯拉），iOS 作業系統使用這項測量儀器、來找出
iPhone 指向哪個方向。本章將檢視磁力計如何運作，示範該怎麼撰寫 techBASIC 程式存
取磁力資料，並且以磁力計為基礎，實際動手打造金屬探測器。

iPhone/iPad 磁力計
如果讀者像我一樣，光是使用金屬探測器並不會覺得有趣，還會希望了解其中的原理，

而那正是本章前幾小節的內容，若你不在意的話，可以直接跳到「使用 iPhone或 iPad作
為金屬探測器」一節，說明如何使用金屬探測器範例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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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面對處理的第一個問題是地球磁場並非完全平行於南北極，更糟糕的是，每個地方

的區域變異量皆不相同。於是乎若想找出真北，必須先知道地磁北極的方向及所在的位

置！圖 3-1 在地圖上標記出地球磁場的變化，也就是地磁北極與真北之間的差異，其中
的零線，譬如幾乎垂直穿過北美洲與南美洲的那一條，線上的位置都很幸運，因為地磁

北極與真北幾乎一致。若是正變異的地方，譬如涵蓋太平洋大部分的區域，磁場稍微位

於真北的東方；若是負變異的地方，譬如大西洋，則稍微偏向西方。

圖 3-1  地球磁場的偏移示意圖

以 GPS 可找出所在位置，使用 AK8973 晶片可測得地磁北極，然後查詢資料表格，若
想要更拉風一點還可以套用內插法，便能夠算出真北的方向。問題解決了，對吧？嗯，

這麼說也沒錯，但問題是 AK8973 無法告知我們地磁北極，因為該晶片被困在金屬盒子
裡，四周都有電流流動，旁邊還有個喇叭磁鐵，這些東西都會影響 AK8973 晶片的運
作，致使它回報的地磁北極方向不夠正確；所幸電流、盒子與喇叭磁鐵皆固定不動，所

以我們可以計算它們對磁場所產生的影響幅度，然後修正調整，稱之為磁偏轉（magnetic 
deviation）。在其他地方，諸如飛機，這個問題更為嚴重，因為圍繞在羅盤之外的金屬盒
子更巨大。我們的金屬探測器將巧妙應付此一問題，但對其他磁力計應用軟體來說，這

將是必須面對處理的難題，稍後還會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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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HiJack是種可讀取感測器輸入的有線連接技術

MFi 周邊規範
Apple 公司規定，所有透過 iPhone 底部孔洞有線連接或經由傳統藍牙連接的裝
置，都必須符合 MFi 周邊規範，接受審核。根據此項規定，要求製造商須在每
台周邊裝置裡放進一顆編碼晶片，應用程式除非先通過 MFi 規範，否則都會遭
App Store退回，一般來說，應用程式的開發階段幾乎等同於硬體裝置的開發，
也是該硬體唯一能夠使用的應用程式。關於 MFi 周邊規範與審核內容，詳情請
看 https://developer.apple.com/programs/mfi/。

因此，這就是 techBASIC 無法如同 Redpark 序列連接線般存取周邊裝置的原
因，只有開發者和少數幾位幸運的測試人員所擁有的 techBASIC 版本，能夠與
Redpark 序列連接線良好地搭配合作，但是根據 Applee 的 MFi 周邊規範，支
援該種傳輸線的一般用技術型程式語言，無法通過審核。

本書試著尋找其他途徑來存取序列介面裝置。不同於傳統藍牙技術，低功

耗藍牙（第 6 章）並不受 MFi 的規範，可作為某些裝置的溝通橋樑，例如
Android；WiFi 橋接器，譬如第 11 章的 WiFly裝置，也能用來存取序列裝置。

根據上述說明，在在呈現出 HiJack 的獨特性，HiJack 不受 MFi 規範的制約，
所以諸如 techBASIC 等應用程式，都能自由地以 HiJack運用有線溝通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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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HiJack的 Hello World電路圖

左邊標示為 AGND 的兩條線（一長一短）代表接地（Ground），Seeed Studio 提供的
文件裡則縮寫為 GND，這是電路裡屬於負電壓的一端；另一端標示的 +2.75V，則是由
HiJack 裝置提供的正電壓，在 Seeed Studio 文件裡此腳位叫做 VCC。我們的電路將會接
到這兩個腳位，在可變電阻器兩端汲取電源。

可變電阻器本質上就是個電阻條，使用某種滑桿來蓋住電阻器，有時候也真如字面所言；

該電阻條連接到第三條線，滑桿移動時就會改變兩端的電阻值分成兩個部分，但相加之

後一定會等於總電阻。從接地端到中央端線路的電壓將會是：

V
out

 = V
in
• R1
R1 + R2

其中 Vin 是由 HiJack 提供的 2.75 V，而 R1 與 R2 則是調整可變電阻器所得到的兩個電阻
值，若能偵測圖 4-3 從接地端到 Voltage Out（電壓輸出）端的電壓，就會看到電壓值在
0 到 2.75 V 之間變化，隨著調整可變電阻器而變化，而那正是本章範例的 HiJack 硬體部
分想要測量的對象。

電路的另一端正是 HiJack 裝置本身，HiJack 裝置的頂部有三列排母，每列提供 10 個連
線腳位，圖 4-4展示出每個腳位的作用，更大的圖可到 Seeed Studio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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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techBASIC收發資料檔

techBASIC 與 iTunes 之間傳送檔案的步驟，如下：

• 開啟 iTunes，點擊頁面右上角的程式庫按鈕，這麼做會告知 iTunes 顯示你擁有的
東西，而不是可到 iTunes Store 購買的東西。

• 點擊裝置按鈕，列出裝置清單，選擇你想存取檔案的對象裝置。

• 點擊靠近視窗上端選單列的應用軟體，顯示裝置上頭的應用軟體。

• 往下捲動，直到看到應用軟體清單，請選擇 techBASIC。位於右邊的窗格，應會改
為顯示 techBASIC 文件，列出裝置上所有的資料檔案。

• 從 techBASIC 文件窗格拉出檔案或拖放檔案進去，便可取得或放入檔案；若選擇
檔案並按下刪除按鈕，可從裝置裡移除該檔。

有些讀者可能會問，透過同樣的途徑，為什麼不能存取 iPad 或 iPhone 裡的 techBASIC
程式檔呢？將來某一天或可辦到，然而 Apple 公司要求 techBASIC 移除此項功能，雖
然你還是可以把 techBASIC 程式放進資料檔區域，但 techBASIC 並不會把那些檔案視
為 BASIC 程式。話雖如此，還請讀者時不時檢查此項能力，一旦 Apple 公司廢除此項限
制，techBASIC 就能再次允許搬移程式檔案。

使用校準資料

請看圖 5-6 顯示的資料，很明顯的，幾乎是線性關係，雖非完美，但已足夠靠近線性關
係。可用來作為校準濕度計的依據，把 256 個濕度感測器數值對應到 4個濕度值。

點擊程式庫按鈕 點擊按裝置按鈕 選擇裝置 點擊應用軟體按鈕

往下捲動，選擇 techBASIC，並且拖拉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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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HiJack濕度計（x軸）與市售濕度計（y軸）

若想運用這份資料，把 HiJack 資料對應到濕度計的數值範圍，最好且最簡單的做法是使
用線性回歸（linear regression），這項技巧所找出來的線，對所有測量值來說可給出最小
的誤差。幸運的是，techBASIC 已內建線性回歸法，嘿，這便是使用技術型運算環境來
開發程式的優點之一。以下列出我使用的程式碼，techBASIC 與 techBASIC Sampler 皆
已預設包含，位於 O'Reilly Books資料夾內，請尋找名為 Moisture Calibration 的程式。

! 對 CSV檔進行線性迴歸分析。
! 檔案裡每一行都應含有以逗號隔開的
! X與 Y值。
!
! 判斷數值的個數，也找出 X的最小與最大值，
! 之後將會使用。
name$ = "moisture.csv"
OPEN name$ FOR INPUT AS #1
n = 0
minX = 1e50
maxX = -minX
WHILE NOT EOF(1)
  INPUT #1, x0, y0
  IF x0 < minX THEN minX = 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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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SensorTag
本章將使用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TI）公司的 SensorTag 來探索低功耗藍牙技
術。SensorTag 的設計用意是幫助軟硬體工程師學習低功耗藍牙，使用 CC2541 晶片，起
手建構周邊裝置與軟體程式。SensorTag 裝置包含 6個感測器：

• 三軸加速度感測器

• 三軸磁力計

• 三軸陀螺儀

• 雙重模式的溫度計，可測量周圍與遠端的溫度

• 濕度感測器

• 氣壓計

我們將逐一介紹並運用每一個感測器，打造出如圖 6-1 的應用程式，在這段過程中，也
會學習各種相關觀念，讓你能連接到任何低功耗藍牙裝置。

圖 6-1  SensorTag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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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orTag側錄監聽程式
讓我們暫停一下，想想這支程式的作用。我們的目標是連接到 TI 公司的
SensorTag 裝置，但這支程式卻是尋找任何它能夠找得到的低功耗藍牙裝置。
請把次常式的定義修改如下：

 SUB BLEDiscoveredPeripheral (time AS DOUBLE, _
                              peripheral AS BLEPeripheral, _
                              services() AS STRING, _
                              advertisements(,) AS STRING, _
                              rssi)
 PRINT "Found "; peripheral.uuid; _
       " with a name of "; peripheral.bleName
 END SUB

那麼，你就擁有一支簡單的低功耗藍牙側錄監聽程式，不斷找出所有鄰近的低

功耗藍牙周邊設備，並且定期寫出裝置名稱與 UUID 到主控台。這是一支簡單
但完整，且能夠執行側錄功能的程式，幫助我們找出並辨別區域內新加入的低

功耗藍牙裝置。

以下示範當這支找到 SensorTag 裝置時，會印出怎麼樣的訊息：

 Found 00000000-0000-0000-C47F-FD159A33F73C with a name
 of TI BLE Sensor Tag

連接裝置的動作並不會立即完成，作業系統要求存取之後，一旦得到回應，就會呼叫另

一支次常式 BLEPeripheralInfo

! 被呼叫時，負責回報關於裝置連線狀態的資訊，
! 或是回報服務被發現了。
!
! 參數：
!    time - 收到資訊時的時間
!    peripheral - 周邊設備
!    kind - 呼叫的種類，為下列其中之一
!        1 - 連線完成
!        2 - 連線失敗
!        3 - 斷線
!        4 - 服務被發現了
!    message - 若是錯誤，會是人類看得懂的錯誤訊息
!    err - 若出現錯誤，代表 Apple定義的錯誤編號；
!        若無錯誤，此值為 0。
!
SUB BLEPeripheralInfo (time AS DOUBLE, _
                       peripheral AS BLEPeripheral,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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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 iPhone 的座標系統，SensorTag 的座標系統定義了感測器在空間中的方位，圖 6-5
展示出 SensorTag 感測器採用的座標系統。

-y

+y

+z (back)

+x (right)

-z (front)

-x (left)

圖 6-5  SensorTag感測器採用的座標系統

加速度感測器

現在，你已經學會如何連接低功耗藍牙裝置，讓我們回顧先前的內容，更深入檢視一直

以來作為範例對象的加速度感測器。

什麼是加速度感測器？

加速度感測器可測量加速度，其原理為偵測施加於某質量的外力，然後使用下列的定律

公式：

f = ma

便可算出加速度。加速度感測器用來測量力與質量的確切方式，各個廠牌皆大相逕庭，

有些藉由量測組成電容器的金屬板變形時的電容，有些則是量測當晶體變形時所產生的

電壓。SensorTag採用 Kionox公司的 KXTJ9加速度感測器，這是個三軸加速度感測器，
可以選擇量測範圍，有 ±2G、±4G 與 ±8G，SensorTag 的韌體設定為 ±2G，提供該晶
片的 14位元解析度中的 8位元，精確度為 0.015625G。

-x（左）

-z（前）

+z（後）

+x（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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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ST-2火箭，裝載著 iPhone與 TI SensorTag

是的，那是支智慧型手機 —— iPhone。

我太太的 iPhone。

吞一口口水。

我在心裡默默背誦太空人會念的禱告詞：「親愛的老天爺，請保佑我不要搞砸了」，然後

按下發射按鈕。

火箭平順地升空，行經空中畫出一道弧形，接著開啟降落傘，降落時弄壞了一片安定翼，

不過在拉出負載物時，我看見 iPhone 依然處於正常運作的狀態，持續收集各種資料，包
括加速度、旋轉及氣壓讀數！

那天早上總共又再發射三次，其中一次是當場迅速修復同一支火箭並升空，另兩次則是

另一支火箭，但只裝載 SensorTag 而沒有 iPhone，透過低功耗藍牙無線技術傳出資料，
傳到地面安穩位於我手上的 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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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ST-1

表 7-1  ST-1零件清單

零件 說明

Estes 的 Loadstar II 
火箭套件組

火箭套件組產品通常沒有空間可裝載其餘負載物，不過這項產品不僅有負

載空間，打造火箭時需要的其餘零件，也通通都有

 " 筏木板，長寬約 1"×4" 作為 SensorTag的置放座

 "×" 筏木條，共約 6"長 這些木條用來打造 SensorTag 置放座的凹槽

 "×" 筏木條， 長約 1" 用來區隔 SensorTag 與底部艙壁

B6-4 引擎 也可使用其他引擎，但此套件組不建議採用動力更低的引擎，而引擎動力

若太強，則會把 SensorTag 帶到更遠的距離之外

iPhone 4S、iPod第 5代、 
iPad 3或更新的機種

用來記錄火箭飛行時的資料

ST-2
ST-2 火箭（圖 7-3）裝載有 SensorTag 與 iPhone，因此需要更大型的火箭才能裝進更多
的負載物。表 7-2列出所需零件。

圖 7-3  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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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9  ST-2負載空間的建構計畫

建構兩端溝槽時有兩種方式，若你有刳刨工具，先拿出兩塊 "×1"×9" 筏木，切成
寬 "、中央凹槽深 " 的木條；若沒有刳刨工具，則以 "×"×9" 筏木下手，黏合兩個
"×"×9" 筏木條，形成中間有 " 寬的縫隙長條。

上述部件準備完成後，下一步以砂紙研磨木材的外表部分，讓它們能夠平順地滑進火箭

主體管（圖 7-10）。拿出砂紙放進主體管，然後開始研磨吧！完成後，上述零件應該能

夠緊貼主體管內壁，然後拿出 2"×"×" 筏木，放在邊條的底部，形成負載物空間的主
要部分。

ST-2負載物空間

底座

從 3/8吋筏木板切割， 
黏合左右兩端木條

SensorTag支架
從 3/8吋筏木板切割

頂蓋

從 3/8吋筏木板切割

9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