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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土壤需具备下列条件：土质疏松，通气及排水良好、含适量之有机质肥料及化学
成分，而未受病原菌及地下害虫感染为另一重要考量因素，因此种植期间需控制土壤的
物理性、化学性及生物性因子，若能定期进行土壤分析，以了解土壤之实际狀况，再依
据实际狀况适时、适量添加有机质肥料及化学肥料，除可提供充分的营养外，促进作物
生长健康，营养成分合宜，利于消费者健康外，同时对土壤环境的污染降至最低。此外，
亦需强化灌溉系统及模式，适当管理水分。避免过量或不足之土壤含水量，乃因过量或
不足均易影响植株根部之呼吸作用及其他生理作用，而影响植物之生长而间接影响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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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水经渗透网管利用土壤的毛细作用补给水份到根群区

渗透网管系统控制地下水位

灌溉水经渗透网管渗入土壤中，利用土壤的毛细作用，补给水分到根群区，可节
省灌溉水，提高肥料效果，减少灌溉人力。
渗透网管提供地下空间做土壤水份管理、排水、灌溉、施肥、透气、控温、消毒、
排盐等功能创造植物舒适的生长环境。



渗透网管提供地下空间
土壤水份管理、排水、灌溉、施肥、透气、控温、消毒、排盐等功能

创造植物舒适的生长环境

出水口
进水口

渗透网管

渗透灌溉施肥系统

排
盐

高
效
率

施
肥

灌
溉

水、肥料、微生物
经渗透网管
从地下往上灌溉

土壤水分管理

土
壤
供
气

控
制
土
温

土
壤
透
气

排
水

排除地面水
排除土壤饱和水
降低过高地下水位

土壤消毒

植
间
消
毒

植
前
热
风
消
毒

土壤热风消毒: 
渗透网管送入热风，使热风
直接渗到20cm~30cm深之土
层中进行消毒，当温度到达
50～80℃保温30分钟后，即
可进行下一区之消毒工作。

非植物性杀虫剂与植物
性杀虫剂浸泡液经渗透
网管做植间土壤消毒。



制造原理

半月型设计

网状透水层

不透水层

渗透网管不需使用碎石、级配、
不织布等滤材，网管不阻塞，生
态工法施工，是最佳地下渗透灌
溉及排水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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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植物舒适的生长环境
渗透网管-构造

渗透网管不需使用碎石、级配、不织布等滤材，

网管不阻塞，生态工法施工，是最佳地下的集透排水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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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壤水分管理
灌溉和排水是土壤水分管理的两个主要的内容，目的是要调整土壤水分境况，让根系容易生长，肥料
容易吸收利用。基于水资源的节用，渗透网管节水灌溉系统的建构，将液体肥料稀释于灌溉水施用的
养液灌溉技术的发展，将有利于合理化使用水与肥料。土壤水分与盐分含量的监控，可以避免水分的
过多或不足、欠肥或肥伤、也可避免土壤盐化，进而伤及作物，是土壤水分管理及施肥操作所必需包
含在内的工作。
土壤水分境况，土壤水分的供储能力和土壤物理状况直接相关，土壤物理状况则是和作物生长的好坏
是有绝大关系的。因此，有人把肥沃土壤的条件分为「营养分」的肥力和「物理性」的肥力两大要件。
作物的根系是重要的器官，除了固定，吸收水分和营养分；同时又是激素合成的器官；影响整个作物
的生长和发育。培养健壮的根系，充分发挥根系的和各项功能，是保证作物正常生产的基础。土壤的
物理条件，例如温度、水分、通气等等，都可以决定根系的结构和状态。
直接影响根系生长与吸收的土壤物理性质因子，包括有水分、氧气、温度和械阻力四项。
作物根系生长的时候，要有充分的水分供应。在不影响根系氧气供应的状况下，水分愈充足愈好。
以果树为例，幼树期间根系必得要充分地生长，足够的根量来吸收足量的水分、养分，提供给枝叶生
长。根吸收水分和养分最主要的部分合理化施肥之土壤水分管理是细根和根毛。在严重干旱情况下，
根系停止生长，根毛加速死亡。
土壤中有三相，分别是气体、液体和固体。土壤是多孔体，固体粒子排列为固相，粒子之间形成孔隙。
孔隙就是储存水分的位置，兼作气体流通交换的空间。水分多气室就少。一般来说，气室要占有土体
积的百分之十以上，气室与气室彼此间才能互相连通交换气体；也就是说才能够像呼吸一般，将氧气
送到土壤的各个地方。根若是要生长、要进行吸收，就要呼吸。没有氧气的地方根没有作用；甚至根
浸水太久还会烂根死亡。因此灌溉补充水分的时候要注意不可浸水太久，也不可过湿。

渗透网管提供雨水排水、降低过高的地下水位、排除土壤中过饱和的水。
并配合鼓风机调整土壤湿度、温度、透气等土壤水分管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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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土壤消毒
渗透网管土壤热风高温消毒法
渗透网管送入热风，使热风直接渗到20cm~30cm深之土层中进行消毒，利用热风高温使生
物细胞内的蛋白质凝固及酵素不活化，达到殺死生物之目的，可同时控制病害、地下害
虫、杂草等问题。土壤高温消毒优点在于不会有农药残留及环境污染的问题，待土壤温
度降低后就可以进行种植，可争取时效。土壤经60~80℃蒸气消毒处理30分钟后，植物病
原真菌、细菌及线虫均被消灭，绝大部分的病毒不活化，残存的微生物多为具产生抗生
素潜力的细菌及放线菌，不会造成生物相真空。除植物病原菌外，高温消毒同时可殺死
地下害虫、小动物及杂草种子。

高温消毒有效的消毒深度约土表25~30cm 以内，消毒后勿再翻犁整地。
热风取代传统蒸气土壤消毒，土壤不易板结凝块，设备简单、成本低。

土壤生物相及杂草之致死温度（处理时间：持续30分钟）

致死温度(℃) 土壤生物相 

100 所有病原微生物、杂草 

93 耐热性的病毒、放线菌、杂草 

82 大多数杂草及病毒；所有植物病原细菌 

60-71 大多数植物病原真菌及细菌；昆虫、璊类、蚯蚓、蜗牛、蜈蚣 

49-60 立枯丝核菌 

49 线虫 

38-49 水生藻类 

 



渗透网管-创造植物舒适的生长环境

2-2.土壤消毒
渗透网管直萃取液土壤消毒法
种植期间土壤消毒法: 
植物性杀虫剂：烟叶、除虫菊、鱼藤、苦楝、苦茶粕、樟脑油、茶皂素、植物精油、
蒜精、其它等。
非植物性杀虫剂：糖醋液、木醋液、酵母粉、煤油、夏油等。

忌避植物土壤消毒法
•万寿菊、孔雀草大理花、金盏花→根腐线虫
•猪屎豆→根腐线虫、根瘤线虫
•天竺草→抑制线虫
•芸苔属→抑制线虫繁殖
•虾夷葱→苹果黑星病
•大蒜→各式病害
•紫菀→疫病
直接浸泡于水中后取其浸泡液经渗透网管渗透灌溉土壤消毒。

生物性土壤消毒法
苏力菌、黑殭菌、虫生线虫、捕食性天敌、木霉菌、链霉菌、枯草杆菌、荧光细菌及
其他拮抗微生物或天然植物萃取物制成的生物性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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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土壤消毒

利用热风高温处理结果显示，土壤经热风高温处理过之甜瓜总产量增加38％，植株
生长速度快、生长势佳，果实重量大小、果肉厚皆明显优于未处理组，且果实甜度
质量不受影响；处理组植株萎凋率仅为3％且根部维持健康状态，而未处理组则已达
88％且根部已有红色或褐色坏疽斑产生。显见利用热风高温处理美浓瓜栽培设施土
壤，不但可增加产量及提升质量，也提供迅速、有效的非农药解决方法。
苋菜于冬季虽生长缓慢需长达40～60天，但价格相对较其他冬季叶菜高且稳定，因
此专业农民种植意愿高。西螺苋菜专业生产田区长期连作，发生发芽不整齐、植株
生育速度不均一，以致降低产量及质量。热风高温处理结果显示土壤处理后，苋菜
增产38％，且可获得叶片较大、根系较白的优级质量（价钱高）之苋菜产品，株重、
株高、叶重、茎重、根重、第一节间长与茎径皆增加，商品性提高，估计每公顷收
益可提高25万元。



3.地下渗透灌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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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肥料溶于灌溉水中，水+肥料+微生物，以适当比例混合，利用渗透网管进行定量地下
渗透灌溉，同时进行灌溉与施肥的工作，可节省6成灌溉水，提高肥料效果4成。
地下渗透灌溉的概念，将灌溉施肥系统转移到生态环境蔬菜农场的地下灌溉设备，帮浦
打出营养液，经由地下管线渗透到植物根部，这样可以减少地上灌溉法的水份流失，也
能避免滴灌系统常面临的阻塞问题。
地下渗透灌溉系统的代表意义：简单、自然，不需要像植物工厂投入庞大资源，只要有
阳光、空气、水，还有微生物，就能够生产出大量，质量更好的农作物。
地下渗透灌溉系统，台湾早期学习以色列发展滴灌系统，藉由简单的帮浦，输送管线和
出水口，由上往下滴灌，达到省水效果，这个缺点是滴口要加过滤器，不然容易阻塞，
地下渗透灌溉施肥系统是使用渗透网管，从地下往上灌溉，地底下是湿润的，地表的表
层却非常干燥。
地下渗透灌溉系统，它表层干燥，所以它杂草不容易生长，而且因为表层干燥，所以空
气环境中，也很干燥，就不会产生病虫害的问题。
这套系统这非常适合应用于都市农业，这种系统应该可以运用在全球城市的大楼屋顶上。
世界人口持续增加中，我们必须要寻找方法让农业用水更有效率，又不需使用杀虫剂。
一般温室，透风性不佳，在高温之下，往往又湿又黏，而在这个温室里，甚至还要喷雾
来提高湿度，利用地下灌溉、加上喷雾系统，夜晚时候，作物的安定性更高！师法自然
有机，却不必像密闭式的植物工厂，同样也有高产能。
地下渗透灌溉之液态肥料有肥效高、可调整养份比例、可渗入土壤深层、养份可到达植
物根群吸收等优点，地下渗透灌溉不仅对设施介质土耕有效，亦可用在设施土耕栽培、
露地蔬菜、果树与花卉的栽培。



4.土壤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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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产
渗透网管提供土壤透气作用

土壤透气对植物的生长和微生物的
活动有很大的影响。任何植物在生
长期对土壤中的空气都有一定需求。

根系吸收水分、肥料是需要能量的，这些能量来自根系的呼吸作用。透气性强，氧
气充足，根系才能充分进行呼吸作用，为根系吸收水肥提供充足的能量供应，蔬菜
也才能得到高产。
大棚蔬菜种植超过4年以上的，土壤积盐程度重，对蔬菜生长极为不利，很多大棚黄
瓜因土壤性质变劣，使黄瓜根系生长不良，抗逆性降低。因此，培育健壮的根系是
蔬菜提高抗逆性，获得增产的必要手段。而决定蔬菜根系健壮、抗逆性高低的关键
是土壤的透气性。只有土壤透气性强，氧气充足，根系的呼吸作用充分，产生较多
的能量，根系吸收能力才强，才能长出壮棵，蔬菜抗逆性才能提高，产量才能增加。
传统的沟灌、畦灌等对土壤侵蚀、压实的作用很强，土壤的团粒结构便被破坏，不
利于土壤保水保肥性的提高。而在大棚蔬菜生长起来后，又覆盖着地膜，中耕松土
的难度较大，土壤板结也就无法打破了。渗透网管-地下渗透灌溉系统不同于大水漫
灌，它慢慢地浸润土壤，对土壤破坏作用小，使用地下渗透灌溉系统从地下往上灌
溉，地底下是湿润的，地表的表层却非常干燥。土壤更加疏松，透气性更强。

植物生长需求分布图



5.产期调整(根温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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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是影响作物生长之主要因子，直接影响了作物本身生理代谢生化反应，并扩及整
个生育过程包括营养生长及生殖生长。就栽培生产之立场而言，作物的产量质量甚至
产期受温度之影响甚大，而设施栽培生产最重要的操作管理就是温度管理。温度的管
理在维持生育适温，借着温度管理调节生育而达到高产量、高质量之目的。所谓最佳
作物生长环境是依作物生长阶段而有所不同，而温度对于生育影响程度，依作物种类、
品种、生育阶段、天候、土壤条件、限界温度的持续时间而变化。设施栽培以保温、
加温、降温的方法提供作物生育适宜温度。温度的管理旨在控制作物生育适温，甚至
借着温度调节达到生育上「质的影响」，换言之，就是调控花芽分化及花朵发育。而
量的影响特别是作物生产的终极产品如果实、种子、花朵、营养器官根茎叶更受温度
之影响。
土壤温度可左右害物发生及作物生长，适度调整有利作物生长而强化抵抗力，相对降
低害物之发生。渗透网管改善温度条件亦可适度调整产期，增加产量。
环境控制上也有达到提早开花的方式，增加土壤温度使植物提早萌芽，在萌芽之后以
预防寒害的管理方式来改善春初寒流的影响，进而达到提早收获。
土壤温度对微生物活性的影响极其明显。大多数土壤微生物的活动，要求温度为15 
℃~ 45 ℃。在此温度范围内，温度愈高，微生物活动能力越强。土温过低或过高，
超出这一温度范围，则微生物活动受到抑制，从而影响到土壤的腐殖或矿质化过程，
影响到各种养分的形态转化，也就影响到植物的养分供应。例如，氨化细菌和硝化细
菌在土温28 ℃~ 30 ℃时最为活跃，如土温过低，往往由于硝化作用极其微弱，而使
作物的N素养分供应不足。土壤温度达到52 ℃时，硝化作用停止。



6-1.暗管排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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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害对作物与农田的伤害可分为：
(一)作物水份吸收障碍：

盐离子会改变土壤水分渗透压，根部过低的渗透压，使作物根部无法自土壤中吸收水分与
养分，就如同人体无法饮用海水般，喝下海水反而会使人因此脱水死亡，作物亦是如此，
盐害的存在就如同使置植物于缺水的干旱环境下，造成萎凋死亡。

(二)盐离子毒害作物细胞：
在盐类过多的土壤中，盐离子对作物的伤害不完全单只有造成水分吸收困难，而是会导致
作物过度吸收单一盐离子而降低其他养分的吸收，此时土壤中的其他养分是充足的。因此
盐害的发生往往伴随着养分缺乏症的病征出现，进而使农友误判以为作物是缺少肥料而出
现该征状，因而施加更多的肥料于田间，反而更加重土壤中的盐害，例如：作物吸收土壤
中过多的钠离子，会导致无法顺畅吸收钙、镁、钾离子。
另外盐害还会破坏植物细胞生理，抑制植物叶绿素与多种生理必须酵素的合成，而产生盐
害生理病征。

然而当土壤累积高盐类时，第二阶段的硝酸化成菌的活性变弱，亚硝酸会无法顺畅转化，而累积
在土壤中。此时，当日光照射温室时温度急遽上升，造成亚硝酸变成气体而挥散于室内使得温室
内作物一日间枯死。有的植物体内集聚过多的盐分，而使原生质受害，蛋白质的合成受到严重阻
碍，从而导致含氮的中间代谢物的积聚，造成细胞伤害。影响植物正常营养：由于钠离子的竞争，
使植物对钾磷和其他营养元素的吸收减少，磷的转移也会受到抑制，从而影响植物的营养状况。
影响植物的气孔关闭：在高浓度盐类作用下，气孔保卫细胞内的淀粉形成受到阻碍，致使细胞不
能关闭，因此植物容易干旱枯萎。最后因为土壤盐分严重累积的关系，农民在经营设施栽培数年
后往往因栽种不易的关系，常有废弃设施放弃耕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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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管排盐遵循“盐随水来、盐随水去”的水盐运移规律，将充分溶解了土壤盐分而
渗入地下的水体通过管道排走，从而达到有效降低土壤含盐量的目的。
暗管排水排盐技术是在田间一定深度埋设渗水管将上层下渗的水分或下层上升的水
分通过自流或强排集中排出田间，从而带走盐分达到改良盐碱地的一项技术，它能
起到排水、排盐、排涝、控制地下水位等作用。将排水管埋入地下可避免明沟排水
占用大量耕地和边坡塌陷的问题，控制地下水位，抑制土壤毛细水上升引起的土壤
返碱。
设施内栽培作物为西红柿，温室中穴盘基质育苗，在植株6叶I心时（2011年5月27
日）定植于大棚内。西红柿定植后进行常规管理，西红柿收获时间为2011年8月下
旬。自西红柿定植之日起，每月采集0-20cm，20_40cm, 40-60 cm不同层次土样。
采集的土样经自然风干、过筛后进行盐分测定。埋设暗管的土壤电导率（EC)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呈明显的降低趋势。西红柿成熟收获后，0-20cm和20-40cm的土壤EC
值分别由初始时的5.29ms/cm和2.95ms/cm降低至2.08ms/cm和I.20ms/cm,但40_60cm 
土壤EC值变化不显著甚至后期出现升高的趋势，这可能是由于上层土壤的盐分被淋
洗到下层土体中。计算得到一季作物种植后土壤根系密集层（0-60cm)脱盐率为
47.5%，脱盐效果显著。
暗管排水可有效调控地下水位，汛期当地下水接近地表时，三日内降低0.5-0.8米，
达到除涝、防渍、降盐标准；一米土体年脱盐率为27%，3-4年达到改良盐土的目的；
暗管排水还可抑制地表盐斑，改善作物生态环境，与明沟相比，具有工程量少，土
地利用率高有利于交通和田间机械化作业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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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网管暗管的埋设

渗透网管暗管的埋设应综合考虑植被种类、土壤特性、水文地质和气象条
件等因素。暗管的埋深、间距、管径和坡降，是设计的关键问题。
1.埋深埋深主要决定于保证植被正常生育需要控制的地下水位及盐渍土区
的临界地下水位，同时考虑必要的剩余水头。近年来试验示范的埋深通常
为30~120厘米，但不同土壤及植被的最佳埋深还需要通过大量的试验研究
才能进一步明确。

2.间距由于地区不同，土壤的透水性差异较大，因而各地区的暗管间距需
根据降渍脱盐标准结合埋深确定。

3.管径管径应保证排除设计排水量，同时又不致形成满管水流，一般适宜
管径在50~100毫米。

4.坡降坡降一般依据不产生淤积的最小流速来确定，在可能的条件下，应
尽量采用地面坡降为暗管的设计坡降。当管径等于或小于100毫米时可采
用1/300~1/600。



渗透网管-实验基地
创造植物舒适的生长环境



马铃薯

实验组产量比对照组产量多50%以上

实验组品质优良, 对照组表皮有感染现象, 

市场售价实验组为对照组的加倍.

实验组

实验组

对照组

渗透网管

节水渗透灌溉实验-透气增产



叶菜类

液肥经生态渗透网管渗透,土壤透气,

植物根部吸收良好,第二天就可从叶

面颜色变化得知.

水和液肥进水口

渗透网管

节水渗透灌溉实验-节水节肥



小黄瓜

* 夏天等于冬天产量.

* 瓜形明显增长.

* 产期增长.

小黄瓜实验结果

进水口

节水渗透灌溉实验-土壤温度调适



节水渗透灌溉

初步实验结论

省水 50%以上

增产 马铃薯实验增产50%

减少肥料使用量 使用可溶性肥料 植物吸收平均

透气 植物生长健康快速 质量良好

排水 排放土壤过饱和水份

高效率 使用自动灌溉控制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