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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健、鍾瑞永、楊清富。2014。低成本乾濕球濕度計之研製。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

報 64：73-86。
本研究提出一個低成本乾濕球濕度記錄器的設計，將空氣樣本藉由微型風扇抽進流道

內，流道內放置一組校正後精度 ±0.1℃之乾濕球溫度計。溫度計採用低成本且小尺寸的半導

體溫度計 TMP37，球頭尺寸 5 × 5 × 4 mm3。由於此濕球尺寸遠小於一般 PT-100 溫度感測探

頭，具有反應速度快及水分蒸散量少的優點，亦可搭配 0.35 W 低耗電量微型風扇。採用三

階多項式飽和蒸氣壓近似公式，使計算相對濕度及蒸氣壓差的複雜度大幅降低，並且能夠在

一般低成本微控制器中快速執行。根據 Goff-Gratch 公式的誤差分析，以此方法得到相對濕

度讀值準確性在 15℃～ 50℃溫度範圍內能達到 -0.7 ～ +1.5。記錄器可將資料以指定格式傳

送到 micro-SD 卡作儲存或顯示在文字 LCD 上，與兩個精確度為 ±2％之參考感測器相互比

較，其相對濕度讀值差異可於約 ±2％以內，此外並執行溫室環境中的耐久測試。本研究證

明低成本及低耗能之高可靠度乾濕球濕度計是可行的，且將可成為未來發展太陽能無線感測

網路的基礎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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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水存在於大氣環境各處，其蒸氣含量，也就是俗稱之濕度，影響著生活的各種層面。例

如：動植物生長環境舒適度、物質的妥善保存或是工廠無塵室的製造環境。因此，具有高精

度及可靠度之濕度感測器對於環境濕度的監控及控制有著很重要的應用。一般而言，市面上

最普遍的濕度感測器皆基於濕度感應材料 (1,10)，其利用了感應材料的電容值、電阻或機械應

變隨濕度變化的機制。然而，也因為濕度感應材料必須直接暴露於空氣中，其在高溫及高濕

的環境中，會快速隨著時間老化 (8,9)，除此之外，在農業環境中的肥料或農藥汙染更會加快

濕度感應材料的老化。一個準確且高可靠度之濕度感測器將可有效降低置換維護及校正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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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濕球濕度計（dry/wet-bulb psychrometer）或冷卻鏡面（chilled mirror dew-point hygro-
meter）露點計皆採用溫度感測器作為訊號輸入 (13)，由於溫度感應器能夠封裝隔離，因此無

濕度感應材料受外界環境影響而有老化問題。以上兩者皆需要使用風扇通風及定期簡單清

理，乾濕球濕度計需要加水及清洗或更換棉球，冷卻鏡面露點計則需要清理鏡面。雖然冷卻

鏡面擁有最高等級的可靠度及精準度，但其本身複雜迴路控制硬體成本相當高，並不適用於

大規模農業領域。

本研究提出一個基於乾濕球原理的低成本濕度計，以微型風扇將空氣樣本抽入管道中，

空氣途經乾球及濕球溫度計。藉由擷取乾濕球溫度值，並帶入微控器中以本研究提出的三階

多項式近似公式進行運算得出相對濕度（relative humidity, RH）及蒸氣壓差（vapor pressure 
deficit, VPD）。傳統上計算這些數據需由電腦端來數值處理，然而採用本研究提出的三階

多項式近似公式，可以在一般低階低成本微控制器上即可現場快速處理，並直接作反應控

制。利用數值上的分析，近似公式與 Goff-Gratch 標準公式 (3) 所得到的相對濕度讀值誤差在

15℃～ 50℃溫度範圍內小於 -0.7 ～ +1.5。
量測器可將乾濕球溫度及所計算出相對濕度及蒸氣壓差顯示於文字 LCD 屏幕，亦可將

資料儲存於 micro-SD 卡中。利用微控制器中的程式碼計時設定修改，屏幕的資訊更新及儲

存周期可分別獨立設定。除此之外，本量測器所用的組成零件皆是取得容易且低成本的規格

件，所有的設計資料也皆詳細公開，希望未來可作為無線感測網路延伸平臺的發展基礎。經

過與其他精確度為 ±2％之感測器的比較測試，本量測器讀值差異在 ±2％以內，並且執行了

溫室環境中的耐久測式。

材料與方法

一、計算公式及理論誤差分析

空氣中的水份含量可以用多種方式來表示，最常用的就是相對濕度（relative 
humidity RH），其表示式為

se
eRH =

 ………………………………………………………………………………… (1)
其中是目前空氣中水份的氣體分壓，而 es 是在特定溫度下，空氣能容許的最高水

份的分壓。在本文中將 稱為實際蒸氣壓（actual vapor pressure, AVP），而 es 為飽和蒸

氣壓（saturation vapor pressure, SVP）。在固定大氣壓力下，空氣水份的飽和蒸氣壓 es

會是溫度 T 的唯一函數；而此函數公式將會是以乾濕球溫度去計算相對濕度 RH 或蒸氣

壓差 VPD 的重要基礎 (4)。

另一種與空氣水份含量有關的表示式為蒸氣壓差（vapor pressure deficit, VPD），

其表示式為

eeVPD s −=  ……………………………………………………………………………… (2)

蒸氣壓差是飽和蒸氣壓與實際蒸氣壓的差值，此值可視為液態水份蒸散至空氣中的

一種勢能（potential），亦為單位質量空氣可再吸收之水蒸氣量。在空氣乾燥的情況下，

蒸氣壓差愈高，液態水份蒸散速度愈快；這就好比水管水壓與其流速的關係，因此蒸氣

壓差 VPD 在估算植物水分蒸散量上，有著重要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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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實際蒸氣壓 es 與乾濕球溫度 Tdry 及 Twet 的關係可表示為 (11)

)(P= atm wetdryTTs TTee
wet

−×−
=

α  ………………………………………………………… (3)
其中 α（Psychrometric Constant）是與濕球通風蒸散環境有關的常數，在足夠通風

情況下，α 值可視為常數 6.53 × 10-4，而 Patm 為大氣壓力，其值在海平面上為 1,013.25 
mb。

濕球微觀表面的水份蒸氣壓會處於飽和狀態，其可表示為 TTse
wet= 。式子 (3) 左項為

濕球表面蒸氣壓與環境實際蒸氣壓的差值，其物理意義為濕球表面水份質量蒸散率的勢

能（potential）；而式子 (3) 右項為濕球與環境的溫度差，其代表熱量傳遞率的勢能。

因此式子 (3) 描述了熱量由環境傳遞到濕球後，透過水份蒸發以潛熱形式又回到環境的

平衡關係 (12)。

過去一百多年來，有許多研究的重點在飽和蒸氣壓 es 與溫度 T 的數學關係式 (4)，

在眾多的數學公式中，Goff-Gratch 公式 (3) 被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認定為最可靠的參考標準 (14)，其表示如下

( ) ( )[ ]
( )[ ]110101328.8

110103816.1log02808.5190298.7=
P

)(
log

149149.33

/11344.117

atm

−×+

−×−′+−′−








−′−−

′−−

T

Ts TT
Te

 ……… (4)

其中 )16.273/(16.373 TT +=′ 、Patm ＝ 1,013.246 mb
由於極其複雜的 Goff-Gratch 公式所造成執行運算上的困難。世界氣象組織過去一

直建議使用 Magnus 形式的近似式 (7,14)，其最新公式版本如下









+
=

T
TTes 12.243

62.17exp112.6)(
 ………………………………………………………… (5)

其中在電腦的運算上，式子 (5) 的指數函數需表示為以下計算式

( ) +++++== ∑
∞

= !4!3!2
1

!
exp

432

0

xxxx
n
xx

n

n

 ……………………………………………… (6)

為了達到精確指數計算值，式子 (6) 所需的階數 n 需達到十幾階以上，對於一般低

成本類型的為微控制器來說，這似乎會占用太多記憶體資源於程式編碼上，而限制了微

控制器執行其他複雜作業的能力。之前的研究 (5) 有結合尋找表（lockup table）及內插

計算，然而建立尋找表依然會耗費大量記憶體來儲存數據。

另有研究 (2,6) 提出 es(T) 的六階近似多項式來解決數值運算上的問題，本研究將朝

此方向進一步提出更加簡化之三階近似多項式，藉由引入 Goff-Gratch 公式於溫度 -6、
11、31、51℃的點資料，並使用拉格朗日插值法（Lagrange interpolation）即可得出以

下 es(T) 的近似多項式

63.6)458.0)0046.000066.0((
63.6458.00046.000066.0)( 23

+++=
+++=

TTT
TTTTes

 ………………………………… (7)
其中下項為方便程式編碼運算之因數式（factored form）

若以 Goff-Gratch 公式 (4) 為比較基準，則三階多項式 (7) 及 Magnus 近似式 (5) 的
誤差百分比值繪於圖 1，其中在溫度 -6、11、31、51℃的點資料上三階多項式的誤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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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因為這些點為拉格朗日插值法的設定點，整體而言 Magnus 近似式具有相當優異的

全域準確度。

圖 1. 在不同溫度下，三階多項式及 Magnus 近似式與 Goff-Gratch 公式的誤差百分比值

Fig. 1. SVP error percentage with Goff-Gratch for WMO Magnus form and 3rd-order polynomial

在計算相對濕度 RH 的準確性上，圖 2 分別顯示在乾濕球溫度差 Tdry ― Twet 為 1、2、
3、4、5℃時，不同溫度下三階多項式 (7) 與 Magnus 近似式 (5) 所計算出之相對濕度值。

而圖 3 則是圖 2 結果與 Goff-Gratch 公式所算出之 RH 的讀值誤差比較。從圖 3 可已可

明顯看出，乾濕球溫度差 Tdry ― Twet 愈大時，讀值誤差愈大。此外當氣溫於 10℃以下，

三階多項式的計算誤差會明顯上升，因此其雖然計算上簡單快速，但此式較適合於熱帶

或亞熱帶地區使用。在 15℃～ 50℃溫度範圍內，三階多項式能達到 -0.7 ～ +1.5 以內的

RH 讀值誤差。

圖 2. 乾濕球溫度差 Tdry ― Twet 為 1 ～ 5℃時，三階多項式與 Magnus 近似式所算出之 RH 值

Fig. 2. Relative humidity with different Tdry - Twet based on 3rd-order polynomial and WMO 
Magnus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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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顯示在不同 Tdry ― Twet 下，三階多項式 (7) 與 Magnus 近似式 (5) 所計算出之蒸

氣壓差 VPD，將圖 4 分佈曲線逆時鐘旋轉 180°度後，趨勢會非常接近圖 2 的相對濕度

RH 分佈曲線。圖 5 顯示前面兩者與 Goff-Gratch 公式所算蒸氣壓差 VPD 之誤差，三階

多項式所算之 VPD 因溫度變化造成的誤差趨勢與其 RH 誤差趨勢（參考圖 3）剛好有

點相反。

圖 3. 在不同 Tdry ― Twet 下，三階多項式與 Magnus 近似式所算出之 RH 值與 Goff-Gratch 公式

所算結果讀值誤差

Fig. 3. Relative humidity deviation with Goff-Gratch for 3rd-order polynomial and WMO Magnus 
form on different Tdry - Twet

圖 4. 不同 Tdry ― Twet 下，三階多項式與 Magnus 近似式所計算出之蒸氣壓差 VPD
Fig. 4. Vapor pressure deficit with different Tdry - Twet based on 3rd-order polynomial and WMO 

Magnus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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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不同Tdry―Twet下，三階多項式與Magnus近似式所算出之VPD值與Goff-Gratch公式 (4)
所算結果誤差

Fig. 5. Vapor pressure deficit deviation with Goff-Gratch for 3rd-order polynomial and WMO 
Magnus form on different Tdry - Twet

二、溫度感測器誤差的影響

為了評估溫度感測器誤差對計算結果的影響，圖 6 模擬在 Tdry ― Twet ＝ 5℃下，當

乾濕球溫度計兩者同時偏離正確溫度值 -0.5 to +0.5℃時，三階多項式 (7) 與 Goff-Gratch
公式所算之誤差；而圖 7 為乾球溫度計無誤差，只有模擬濕球偏離正確溫度值時所顯現

RH 讀值誤差，其誤差大約高圖 4 有三倍之多。由溫度計誤差分析可以很明顯得到以下

結論，當乾濕球溫度計兩者異質性較大時，量測到的濕度資訊的精度會大幅降低；換句

話說，濕度資訊主要由乾濕球溫度差 Tdry ― Twet 來決定。

圖 6. Tdry ― Twet ＝ 5℃時，乾濕球溫度計兩者同時偏離正確溫度值 -0.5 to +0.5℃時，三階

多項式與 Goff-Gratch 公式所算 RH 之讀值誤差

Fig. 6. RH deviation for Tdry - Twet = 5ºC, both the dry/wet-bulb temperatures are shifted from -0.5 
to +0.5ºC for simulating temperature sensor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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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Tdry ― Twet ＝ 5℃時，只有濕球溫度計偏離正確溫度值 -0.5 to +0.5℃時，三階多項式

與 Goff-Gratch 公式所算 RH 之讀值誤差

Fig. 7. RH deviation for Tdry - Twet = 5ºC, only the wet-bulb temperature is shifted from -0.5 to 
+0.5ºC for simulating temperature sensor errors

三、裝置架構與設計

在本研究中所發展之乾濕球濕度計將採用便宜且探頭小之半導體溫度計 TMP37，
其單價約 $0.47 美元，探頭大小約 4.7 × 4.6 × 3.6 mm3（TO-92 封裝），其輸出電壓與溫

度約有 20 mV/℃的線性關係 (15)。每顆 TMP37 對溫度的線性係數皆有些微差異，其溫度

讀值可由微控制器來計算，算式可表示如下

T ＝ Slope × ADC ＋ Offset ……………………………………………………………… (8)

其中 ADC 是微控制器對 TMP37 電壓類比轉數位之輸出，在輸入電壓 0 ～ 1.5V 下，

其轉換輸出值為0～1,024，Slope及Offset乃是針對每顆TMP37所各別設定之校正參數。

藉由一次數顆的高效率批次校正，每顆 TMP37 將可達到媲美鉑電阻式溫度計的精

確度 ±0.1℃，其校正方法為將整批溫度計與參考溫度計放入裝水保溫杯中，藉由紀錄

每顆溫度計 ADC 值與溫度的關係，即可求得校正參數。圖 8 顯示校正過後之乾球與

濕球溫度計 TMP37 與參考溫計度的誤差，其校正參數（Slope，Offset）值分別為乾球

（0.0756，0）、濕球（0.0752，0.3）。

本研究之乾濕球濕度計電路設計架構中採用了微控制器 MSP430G2452，其負責時

間上的計時控制，主要為設定量測顯示及儲存周期；也負責擷取溫度計訊號，計算相

對濕度及蒸氣壓差，並將資料透過 9.6 Kbps UART 介面傳送至 16 × 2 文字 LCD(16) 或

micro-SD 卡儲存器 OpenLog(17)。

圖 9 為乾濕球濕度計的機械配置，抽入管道的空氣樣本先流過乾球後再流過濕球，

其管道截面積與微型風扇尺寸一致，皆為 2.5 × 2.5 cm2。抽取空氣的微型風扇為建準電

機公司所製之 KD0502PFB3-8，其功率及管道風速分別為 0.35W 及 1.7 m/s，遠較一般

市售產品所用大顆風扇耗電量低十幾倍，本研究架構能夠使用微型風扇的主要原因是採

用了探頭小之半導體溫度計 TM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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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校正後乾球與濕球溫度計 TMP37 與參考溫計度的誤差

Fig. 8. Error of two temperature sensors after the slope and offset calibration

圖 9. 乾濕球濕度計的機械配置

Fig. 9. The arrangement for dry/wet-bulb temperature sensors, mini-fan and water tank

四、市面上既有乾濕球濕度計商品

表 1 顯示了目前市面上四種採用乾濕球原理的濕度計產品，目前商業化的乾濕球溫

度計皆使用昂貴之 PT-100 鉑電阻式溫度計，其龐大探頭尺寸對於裝置體積的進一步縮

小造成限制，此外其大顆包覆棉球也使水分蒸散量高及需要通風量高；前者需高用水量，

後者需用高功率風扇。

一組 PT-100 溫度探頭的成本約 NT$500 ～ 1,500；而本研究所用小尺寸半導體溫度

探頭 TMP37 成本只要約 NT$20。四種市面商品的販售價格皆大於新臺幣一萬塊以上，

而本研究的濕度計所需成本保守來說只要一千塊以下，這在未來進一步發展成無線網路

控制感測器後，市場競爭力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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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目前市面上採用乾濕球原理之濕度計的價格比較

Table 1. Price comparison of psychrometers on the market

產品 品牌／價格

1
荷蘭 Priva
NT$20,000

2
紐西蘭 Intech Instruments
NT$16,000

3
澳洲 ocean control
NT$12,000

4
日本 skSATO
NT$74,000

結果與討論

實際在室內進行比較測試，圖 10 為架設狀況，兩個精確度為 ±2％之相對濕度感測器置

放於樣本空氣進氣口前，此兩組感測器皆為嘉升科技所製。圖 11 為乾濕球濕度計完整模組，

圖 12 為每五分鐘紀錄一次數據下，乾濕球溫度的變化紀錄，而圖 13 為乾濕球濕度計所計算

之相對濕度與兩組參考感測器所測得之值相互比較。從圖 13 很難看出彼此間的差異，因此

繪製了圖14來表現三條數據間彼此的差值，R1-R2表示兩個參考感測器彼此的差值，而H-R1
及 H-R2 分別表示乾濕球濕度計與兩參考感測器的差值。從圖 14 可以很明顯看出兩個參考

感測器值非常接近，其差異值接近於零。比較值得注意的一點是 H-R1 及 H-R2 值含有比較

多的雜訊，其可能原因為乾濕球濕度計與參考感測器本質上響應速度差異所導致。若不計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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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訊影響的話，乾濕球濕度計與兩個參考感測器的相對濕度讀值誤差約在 ±2％以內。

圖 10. 比較測試的實驗配置，兩個校驗過之相對濕度感測器置於空氣樣本進氣口前

Fig. 10. Setup for indoor field test, two referential sensors are at the intake opening

圖 11. 乾濕球濕度計所測得資料顯示於文字 LCD 或儲存於 micro-SD 卡

Fig. 11. Measured data is shown on the text LCD in real time and stored in micro-SD card

圖 12. 乾濕球溫度的變化紀錄

Fig. 12. The loggings of dry/wet-bulb temperatures in the field test

為進行耐久測式，將兩個參考感測器分別放入兩組氣候箱，如圖 15 所示。圖 16 為耐久

測式過程紀錄的其中一段，三條數據顯示了溫室內微氣候的差異，兩組氣候箱置於溫室內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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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離約三米，乾濕球濕度計則置於 Ref2 氣候箱旁，距離約 0.5 米。整體而言，乾濕球濕度

計似乎響應速度較快，有捕捉到溫室微氣候的劇烈變化。

圖 13. 乾濕球濕度計的相對濕度（Hyg）與兩組參考感測器所測值（Ref1、Ref2）相互比較

Fig. 13. The loggings of RH of psychrometer and two reference in the field test

圖 14. 乾濕球濕度計及兩組參考感測器彼此差值比較

Fig. 14.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references and those between psychrometer and two references

圖 15. 溫室內放置參考感測器用之氣候箱

Fig. 15. The weather station box for referential sensor set in the green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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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乾濕球濕度計於溫室內的耐久測試紀錄之其中一段

Fig. 16. One segment of the logging for endurance test of psychrometer in greenhouse

結　　論

本研究提出一個有效且低成本之小型乾濕球濕度紀錄器的詳盡設計，架構中採用小尺寸

的半導體溫度計 TMP37，使得整個搭配裝置的體積可大幅縮小，且降低水分蒸散量，進而

能使用 0.35W 低耗電量微型風扇進行通風，其耗電量遠較一般商品所採用之大型風扇低十

幾倍。此外也規劃一套溫度計批次校正程序，使得低成本 TMP37 溫度計輸出經過校正參數

調整後可達到媲美 PT-100 鉑電阻式溫度計的精確度 ±0.1℃。

在數值計算方面，利用拉格朗日插值法求得三階多項式飽和蒸氣壓近似公式，此簡單公

式能允許在一般低成本微控制器上作快速運算，根據與 Goff-Gratch 公式的誤差分析，以此

方法得到相對濕度讀值準確性在 15℃～ 50℃溫度範圍內能達到 -0.7 ～ +1.5。與兩個精確度

為 ±2％之參考感測器相互比較，其相對濕度讀值差異可達約 ±2％以內，此外並執行溫室環

境中的耐久測式。與參考感測器相比，本研究之乾濕球濕度計響應速度較快，能夠紀錄到空

氣濕度的快速變化。

目前市面上最普遍的濕度感測器皆基於濕度感應材料，因為感應材料必須直接暴露於空

氣中，其在高溫及高濕的環境中會隨著時間老化，此外農業環境中的肥料或農藥汙染更會加

速感應材料的老化。因此以溫度量測為基礎之乾濕球式濕度計將能提供農業界一個準確且高

可靠度之解決方案。研究證明低成本及低耗能之高可靠度乾濕球濕度計是可行的，且將可成

為未來發展太陽能無線感測網路的基礎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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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Low Cost Dry/Wet-Bulb 

Psychrometer1

Chien, L., J. Y. Chung and C. F. Yang2

Abstract

A low-cost architecture of psychrometer data logger is provided, where the air sample is 
pumped by a mini-fan into a channel with a pair of dry/wet-bulb temperature sensors arranged 
inside with accuracy of ±0.1ºC, the wet bulb size is about 5 × 5 × 4 mm3. The bulb, smaller than the 
ordinary PT-100 sensor, provides the advantages of fast response and saving water for evaporation; 
besides, its corresponding mini-fan of 0.35 W also provides a low power-hungry solution. Both dry/
wet bulb temperatures are used to calculate, with high efficiency, the relative humidity and vapor 
pressure deficit in a low-cost microcontroller on basis of the 3rd-order polynomial approximation 
equation for saturation vapor pressure. The error analysis with the Goff-Gratch equations promises 
that the accuracy for relative humidity reading is within -0.7 ~ +1.5 at 15ºC ~ 50ºC range. By 
programming in the microcontroller, the data can be displayed on a text LCD and stored in a micro-
SD card with specified format and time interval. Through the comparison test along with calibrated 
humidity sensor of ±2% accuracy, the difference is within ±2% in relative humidity reading, beside 
that, a field test in greenhouse is also executed. It proves that this psychrometer, based on the off-
the-shelf components, provides cost-effective and reliable performance.
Key words: Psychrometer, Wet Bulb, Relative humidity, Saturation Vapor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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