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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令錫

省工自動灌溉施肥系統介紹
及應用於洋桔梗栽培

一、	前言

　　台中區農業改良場（以下稱本場）開發的自動肥灌系統具有多樣的參數設

定功能可適於不同使用者的需求，以及同一使用者種植不同作物能有不同的操

作設定，具有彈性製造系統的特性。自動肥灌系統屬於即時注入式，5只養液混

合裝置採用文氏管流速變化造成壓差之原理，將養液混合到灌溉主管路中，經

過輸送過程充分混合，送抵田間作物根部附近的滴/噴頭，根部可迅速吸收水分

與養分。自動肥灌系統之養液輸出量約3.0公升/分鐘，主管路流量可依據田區之

大小、噴頭滴帶條件設計。

　　全球溫室效應、地球氣候極端化導致近年極端氣候在世界各地輪番發

生，如2008年8月莫拉克颱風造成台灣南部88水災，連續2-3天內降下高達

2000mm雨量，約等於年平均降雨量；2010年冬季北半球受北極震盪影響，中

國大陸及歐美各國普遍降下大雪，中國華北卻發生乾旱的寒冬影響農作物播

種發育。過去100年台灣氣溫平均上升攝氏1.4度遠較全球的0.5度為高，是生

活在台灣的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氣候異常導致糧食歉收與物價上漲進而影

響國民生計及引發政權危機，因此穩定糧食供應是政府責無旁貸的任務，台灣

地處亞熱帶的西太平洋邊緣，每年春季梅雨、夏季的颱風、秋冬季的東北季風

與寒流常導致農作物生產失調、新鮮蔬果缺貨價格上漲或豐收價跌，因此周年

穩定生產農作物的要求是農業技術發展必要的課題，設施精緻農業生產是一

個可行的方向之一。

　　新北市立圖書館表示，根據統計，臺灣年平均降雨量有2千多毫米，是世界

平均值的3倍之多，但因為降雨時間與空間的分布不均，因此臺灣雖然雨水多，

卻是名列世界第18個缺水的國家，因此在未來氣候變遷的影響下，水資源愈來

愈珍貴，如何有效利用與節約用水就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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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名列世界第18個缺水的國家，雖然年降雨量豐沛但是地形的關係中央

高南北長東西窄，降雨容易在短時間內流入大海，幾個月沒有降雨就要鬧旱災。

2002年春夏，北台灣嚴重乾旱，石門、翡翠水庫供應不足需求；2004年南臺灣乾

旱，曾文水庫儲水位下降必須限制民生與灌溉用水。農業技術先進國家的灌溉用

水占全國總用水高達70%，根據98年農業統計年報資料顯示我國98年水旱田合計

耕地面積為81.5萬公頃，農田水利灌溉排水受益地面積為38.3萬公頃，灌溉排水受

益地面積占水旱田合計耕地面積47%，此比例的灌溉面積，以經濟部水利署97年

資料顯示台灣地區用水量18000百萬公噸分配情形而言，卻占全國年度總用水量

的72%，因此，節約用水、培育耐旱作物與節水灌溉技術之開發、研究與推廣運用

是必要的。

　　傳統施肥方法包括人工撒施、點施與條施，具有費工、不均勻與表土施肥容

易流失的缺點。灌溉方法分為淹灌、噴灌、微噴灌、滴灌與地下滴灌，農業灌溉及

過量施肥會導致營養素污染地下水與地表水。普遍採用的淹灌，水的使用效率低，

1/3到1/2的灌溉水流失，帶走可觀的養分，整合施肥與灌溉技術的肥灌系統採用

噴灌與滴灌之水資源利用率較高，約從70%到95%，水和養分的流失可以獲得較

佳控制，具有減低肥料對環境污染之效果。肥灌可以藉由滴灌頻繁的供給作物養

分，根據作物之需要管理灌溉水量，準確且均勻的施用養分到有效根聚集的潮濕

區域，調整肥料比例與濃度促成作物產量與品質最大的提升，以及根部下方最小

的滲流損失。1994年以色列需要灌溉的園藝作物有90%通過灌溉進行施肥，其

溫室種植全部採用微灌，以滴灌為主，其溫室滴灌的最高水分利用率可達95%。

養液注入器的型式有很多種，包括比例稀釋器、定量幫浦、壓差混合出肥、文氏管

(Venturi)注入器等，栽培介質為土壤時，可採用文氏管注入器抽吸養液與灌溉水

混合輸送到田區植物根部，或比例稀釋器採毛細管原理運用不同直徑和長度之細

管尺寸變化調節流量以進行養液稀釋，此二種方式混合的精準度適當，同時土壤

具有耐受20﹪濃度變化之緩衝能力，因此可以使用。在省工的前提下，定時器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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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灌溉可執行低階自動灌溉操作，只是定時灌溉之土壤含水率之變動較大。

　　歐美各國及中國大陸對水資源與肥料的有效運用極為重視，在肥灌技術上的

研究發展投入許多人力物力，也有不錯的商品上市行銷，但是進口機型昂貴、英文

操作介面、維護修理時程長等問題，本土化機種才是農民首選，因此本場多年前意

識到台灣缺水季節水資源首先供應民生用水與工業用水，全民除建立珍惜水資源

的觀念之外，開發節水灌溉施肥系統將能發揮省工、省水與省肥的功效。

　　採用現代化技術與設備可以提升耕作效率，利用肥灌技術除了提升農耕管理

效率之外，更可調控品質、擴大生產面積及提升農村生活品質。

　　肥灌就是把液態肥料注入到灌溉水中，在日常灌溉作業中完成施肥的工作；

自動肥灌就是藉由機電控制技術，讓肥灌作業定時自動操作或依據氣候陰晴自動

調整肥灌次數，有效的節省人力。

　　液態肥料有肥效高、可調整養份比例、可滲入土壤深層、養份可到達植物根群

吸收等優點，肥灌不僅對設施介質耕有效，亦可用在設施土耕栽培、露地蔬菜、果

樹與花卉的栽培。以下簡要介紹自動肥灌系統組成簡介、性能與操作使用方法、於

洋桔梗栽培之應用及操作使用應注意事項。

二、自動肥灌系統組成簡介：

　　本場開發的自動肥灌系統主機包含操控面板、注肥裝置與壓力、流量、pH、

EC檢測等3部分：

	(一)操控面板

　　自動肥灌系統具有多樣的參數設定功能，控制系統之人機介面依據規劃的

肥灌系統作業流程設計，灌溉系統操控面板除主畫面之外，尚有灌溉參數設定、

系統參數設定、手動灌溉、設備測試與流量設定、田區灌溉詳圖、全區灌溉詳圖、



48

灌溉歷程、灌溉監控、顯示畫面切換等功能圖示，與田區狀態顯示；按下各功

能圖示可進入子畫面作參數設定或作業狀態顯示。灌溉參數設定包括田區設

定、階段設定、流量設定、配方表設定等，可適於不同使用者的需求，以及同一

使用者種植不同作物能有不同的操作設定，因此具有彈性操作使用的特性。

圖1. 自動灌溉施肥系統主機包含控制器及注肥器

圖3. 自動灌溉施肥系統控制器之次畫面--田區灌溉

設定

圖2. 自動灌溉施肥系統控制器之主畫面

圖4. 自動灌溉施肥系統控制器之次畫面--養液配

方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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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注肥裝置

　　自動灌溉施肥系統結合施肥與灌溉在一起，灌溉時兼行注入液肥的動

作，完成肥灌作業。本場開發的自動肥灌系統為即時注入式，主機包含電器控

制系統與養液混合裝置文氏管注入器等組成，5只養液混合裝置採用文氏管

流速變化造成壓差之原理，將養液混合到灌溉主管路中，經過輸送過程充分

混合，送抵田間作物根部附近的滴/噴頭，根部可迅速吸收水分與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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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自動灌溉施肥系統之注肥裝置

	(三)壓力、流量、pH、EC檢測

　　自動肥灌系統裝設檢測主管路壓力、養液管路壓力、主管路流量、養液流

量、pH、EC等感測元件，可以顯示在面板上與儲存記錄供比對分析使用。

三、自動肥灌系統性能

　　自動肥灌系統性能分成母液注入量與滴灌分布均勻性：

	(一)母液注入量之性能

　　養液之原料從出廠之型態分成液態肥與固態肥，液態肥有成份濃度高、雜

質少之優點，但是有價格高與占空間的缺點；固態肥一般為粉狀或小顆粒狀，

加水攪拌成高濃度母液存放在母液桶內，因此肥料純度很重要，純度包括雜質

少及有效肥份足夠，有效肥份之檢測目前以電導度計測EC值較簡單與方便。

　　高濃度母液依據個人使用習慣，可採用2桶(俗稱AB液)、3桶或5桶(各桶分

別放入市售單質肥料與微量元素)，自動肥灌系統依據設定(養液配方、生長階

段之養份需求、灌溉水量、灌溉啟動時間等)在適當時間注入適當母液到灌溉

管路中，經主管路、過濾器、分管、分區電磁閥、與滴帶(滴管、微噴頭)，將灌溉

養液輸送到作物根部區域，完成肥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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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母液注入量約每分鐘3公升，因此可以控制母液注入量在每分鐘0

公升到3公升之間。文氏管注入器之流量輸出性能很好，養液輸出量穩定且集

中，誤差約±3%，但需留意養液桶之底面積越大越好。

	(二)滴灌分布均勻性

　　灌溉均勻性試驗結果如圖六所示，肥灌時間4分48秒、樣品平均值為239 

g、流量50 g/min，由圖可知滴灌系統之配置有很好的滴灌分布均勻性。

	(三)深入了解栽培作物與土壤

　　栽培一種作物使用肥灌系統或養液灌溉之前，需要對作物的養份需求

充分了解，依據土壤質地、土壤養分殘留量、作物生長發育各階段的養份需求

等，決定養液配方及灌溉給水給肥量。

圖6. 滴灌之分布均勻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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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動肥灌系統於洋桔梗栽培之應用

　　洋桔梗定植初期的田間管理著重在土壤水分含量要高、風速低、日照弱，

初期保持土壤高含水率的方法可採前5-10天淹灌8分滿，或上方空中噴灌每天

二次每次30min，每分地64粒噴頭，噴頭流量約120公升/小時。經過此期間後

的營養生長期需要足量肥料與水分，注意提高通風量及日照量以保持良好光

合作用條件，此時採用自動肥灌系統可根據土壤質地決定灌溉量，砂質土保水

力差容易流失，採用少量多次肥灌為宜；壤土與黏土保水性較好，可高量灌溉

拉長間隔時間。

　　表1為壤土種植洋桔梗每分地肥灌之施肥量與用水量分析表，資料由彰化

縣永靖鄉花卉產銷班11班陳建興先生提供，陳先生使用自動肥灌系統已經有6

年經驗，了解使用自動肥灌系統的奧妙及發揮的效益。表中的數據為根據每次

注肥量乘以灌溉次數以獲得該階段的肥料用量，因為該自動肥灌系統之出肥

量穩定，可根據上述計算方式得到肥料用量資料。表中資料顯示1000平方公

尺面積的洋桔梗生長期80天之肥料總用量約62公斤，總灌溉水用量約135公

噸，此肥料用量為全栽培期之淨肥料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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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洋桔梗採用自動灌溉施肥系統之田間生長情形 圖8. 採用自動灌溉施肥系統之洋桔梗開花情形

　　2011年9月4日在彰化縣永靖鄉福興村的試驗田約0.6分地，試驗結果洋

桔梗移植初期7天採用畦溝淹灌，用水量每天約80~100公噸/分地，9月17日開

始滴帶肥灌，分成定植生長、抽苔、分化與見蕾等階段，至10月23日止36天計

作業13次，總計滴帶肥灌用水量約56公噸/分地，種植密度每分地2萬株計，每

株分配水量約2.8公升，每日每株分配水量約0.077公升。每次用水量約4.3公

噸/分地，每株每次分配水量約0.22公升，試驗區11月中旬採收之切花品質符

合外銷規格。滴帶肥灌之母液分成3桶，累計用量各為95、215與120公升，實

現滴灌肥料用量少與省工自動分階段給肥的特性。

　　因此，9月上旬種植洋桔梗至11月中旬採收，淹灌加滴灌每分地之總用水

量約756公噸，其中56公噸為滴灌用水，顯示移植初期7天之畦溝淹灌用水量

頗大，有機會在提供適當土壤含水率情形下採用噴灌與滴灌方式節水，發揮

運用自動肥灌系統達成省肥料、省水資源、省電與省工的效益。

五、操作使用應注意事項	

　　養液的調配須嚴謹，注意水源水質，採用品質優良的單質肥料調配，減少

養液桶沉澱與管路阻塞之發生，並且要定期清潔過濾器；精準掌握肥料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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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濃度，確保養分均衡。

　　農友平日只要注意水桶與養液桶水量的補充、管路是否異常洩漏或過濾

器、滴(噴)頭阻塞、植株生長情形等，進行必要的調整與處理，另外排定時間定

期清潔過濾器與管路，確保系統運作正常。

六、結語

　　本土化省工自動灌溉施肥系統採用文氏管注入器，其流量輸出性能穩定，

誤差值小，顯示此型注入器之性能可以用於農業肥灌系統之應用，但需留意養

液桶之底面積越大越好。養液輸出設定值以小於3.0公升/分鐘為佳，灌溉均勻

性試驗顯示滴灌系統之配置有很好的滴灌分布均勻性。本土化開發的控制系

統為中文介面，容易操作設定使用，機電控制及管路零組件為台灣製，沒有缺

料的後續維修問題，因此，自動肥灌系統具有多樣參數設定功能的特性，有效

節省人力、灌溉水、肥料與電力，具環控節能效果，屬於農耕管理的生財工具，

為投資財而非消費財，是幫忙賺錢的器具，每日幫忙節省人力與提高工作效

率，效益明顯且可觀，如此多的優點就是需要各位鄉親農友接觸它、使用它、

讓他幫你澆水兼施肥，你一定會喜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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