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渗透网管-地下渗透灌溉排水 

创造植物舒适的生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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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渗透网管提供地下空间做土壤水分管理、排水、 

灌溉、施肥、透气、控温、消毒、排盐等功能。 
 

 
 

 

 

 

 



渗透网管功能 

 
 

 

 

 

 

 

 

 

 

 

 

 

 

 
 

 

渗透灌溉系统 

灌 

溉 

施 

肥 

排 

盐 

水、肥料、微生物 

经渗透网管从地下 

往上灌溉 

高 

效 

率 

土壤水分管理 

排 

水 

土 

壤 

透 

气 

控 

制 

土 

温 

土 

壤 

供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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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热 

风 

消 

毒 

植 

间 

消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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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热风消毒 :  

渗透网管送入热风，使

热风直接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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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渗透网管功能说明 
 

1.土壤水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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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水分太多时氧气供应不足，相对的土壤水分变干的时候，土壤变硬，机械阻力大，阻力大到根没法子穿入时，根会变短

变粗，停住而不能再伸长。根接触不到的地方，不利养分和水分的吸收。土壤愈紧实，土壤密度愈大，愈容易变的过干或过

湿，而不利根系发展。 

从生产的观点来说，土壤水分管理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为了保障产量和质量，适当的水分和肥分的供给要互相配合才能够达

到好的效果。 

水分管理必需考虑多方面且复杂的因素，包括气象条件、土壤条件、作物条件以及栽培技术条件等等。 

根系要能够接触到水源才可以吸收水分，根在土壤中分布的深度、密度和吸取水分的能力，以及土壤传输水分到根系的能力，

是决定能否提供足量水分的主要因子。 

另一方面根系细胞必需要有足够的氧气来呼吸，才能维持它的生存合理化施肥之土壤水分管理与活力；相对于水分的补给，

排除根系中过多的水分以便空气流通也十分重要。土壤供水（灌溉）与排水为土壤水分管理的主要内容。 

一般来说，土壤要有它本身体积百分之十以上的孔隙，是空的不含水分的，土壤才有连续的通气管道，可以和地面上新鲜的

空气流通换气，让根呼吸。若是通气受阻，根系缺氧，根部吸收的能力就会降低。若是浸水时间过长，土壤呈现还原状态还

会损伤根系。 

渗透网管提供地下空间配合鼓风机是土壤水分管理的最佳选择 
 

土壤水分含量生育、产量及质量之影响 

土壤水分缺乏或过多 

柑橘和其他生物一样，其生长和发育均离不开水，构成体质、叶面蒸散和营养素

的吸收与运送都需要水。因此，在柑橘生育期间土壤水分的供应是否适当，对于

植株的生育和果实产量与质量影响甚大。因此，欲稳定柑橘的生产，提高果实质

量，就必须在干季能够适时适量的灌溉，在雨季能够排水良好，配合柑橘的生育

时期将土壤水分含量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 
 

椪柑园缺水，叶片卷曲 
土壤的干湿程度可以用土壤水分张力来表示，土壤浸水饱和时的水分张力为 0大气压；而开始排水后的一两天内，当大孔隙

中的水经由重力完全排去时，这时的土壤水分张力约为 0.33 大气压力；而土壤干到 15 大气压的张力时，即是作物的永久凋

萎点。土壤水分张力在 1 大气压以内时，可以用张力计来测量，张力计的读数由 0至 100，读数 100即为 1大气压张力。 

在新梢生长期间，即便是轻微的缺水也能使叶片变小、枝条节间缩短、新梢数目减少；在开花授粉期间缺水，则造成授粉不

良而降低着果率；在果实发育期间缺水则果型变小，果汁率减低，但是糖度、酸度均提高。如果干旱的程度更严重，使叶片

卷曲（图）、气孔闭合、碳水化合物无法合成，则柑橘的生长将完全停止。 

当土壤在浸水饱和的状态超过一至二天以上，将使柑橘根部因缺氧而使水分及钾的吸收受阻，地上部叶片呈现卷曲萎凋，如

继续浸水时根部将腐烂，叶片将黄化并大量落叶，最后枯死。 

自春梢生长、开花授粉、至果实发育初期之间，土壤最好保持湿润，使 30公分深度的土壤水分张力计读数维持在 30 ∼ 60 之

间。在果实肥大期至采收前的一个月为止，30 公分深度的水分张力计读数可维持在 60至 90 之间，则夏秋梢的生长可以稍微

受到抑制，而果实的肥大也不致于受到太大的影响。再果实采收前一个月，一般的果园即应停止灌溉。因为在果实成熟后期，

土壤如果过于湿润，将使果实风味淡薄、糖度及酸度降低、不耐贮藏。相反的，土壤倘能保持适度的干燥，但还不至于干到

叶片缺水卷曲的程度，则可提高果实的风味并延长果实贮藏的寿命。 

 

文旦 
将土壤含水量设计区分为 20﹪（－8～－12 分巴）、15﹪（－30～－40 分巴）及 10﹪（－50～－70 分巴）三处理，以

不同土壤水分含量之全生育试验调查三年生麻豆文旦，其结果为植株抽花穗率以土壤水分含量 10﹪者为最高达 24.5﹪，其

次土壤水分含量 15﹪者为 18.9﹪，土壤水分含量 20﹪者最低仅 9.5﹪。植株花朵结果率以土壤水分含量 20﹪者为最高达

25.7﹪，其次土壤水分含量 15﹪者为 13.4﹪，土壤水分含量 10﹪者最低仅为 7.1﹪，且植株最后结果数以土壤水分含量

20﹪及 15﹪者为较高，分别为 22.8 个及 21.8 个，而土壤水分含量 10﹪者仅为 9 个。果实质量分析，以土壤水分含量 10

﹪者，糖度最高为 11.2 度，含汁率最低仅为 34.1﹪，且果实小；其次土壤水分含量 15﹪者糖度为 9.7 度，含汁率最高为

43.3﹪，仅少数大粒果实，果肉有异味产生；而土壤水分含量 20﹪者，糖度最低仅为 9.0 度，含汁率亦仅为 38.2﹪，果实

大，且部份大粒果实果肉有干米及异味产生。 
 
 



芒果 

芒果生长于土壤含水量为 10﹪、15﹪及 20﹪等环境中，其结果为，生长在 10﹪低土壤含水量植株抽生冬梢较少，而生长在

15﹪以上土壤含水量植株抽生冬梢较多。在三种不同土壤含水量（10﹪、15﹪及 20﹪）之全生育控制下，生长于其中之麻

豆文旦植株，自 10 月 10 日枝梢修剪后，于冬季期间（11 月、12 月及 1 月）植株之抽梢量，以生长在 10﹪土壤含水量的

植株抽梢最少，只有 8.8﹪之营养梢及 10.8﹪之结果枝抽生，生长在 15﹪土壤含水量者抽生 30.3﹪营养梢及 22.3﹪结果

枝，而生长在 20﹪土壤含水量者抽生 27.5﹪营养梢及 25.4﹪结果枝（表 2 及表 4），亦即土壤干燥时（10﹪土壤含水量）

确实能有效抑制冬季时期新梢抽生量，但营养梢发育较短，且叶片数较少。 
 

荔枝 
玉荷包开花多、结果少，是农友长期以来非常大的困扰，因此每到开花着果期，一颗心总

是忐忑不安，挂虑着要进什么补，要用什么药，以防止落果，却反而忽略果园水分管理。

其实，为促进开花，荔枝果园通常从秋冬即开始限水，土壤一直保持干旱的状态，当荔枝

开花授粉后，果实开始绿化膨大(约母花开后 2 周)，此时若土壤过于干旱或突如其来的骤

雨，都容易造成严重落果，因此，妥善水分管理，采渐进式由少渐多，均衡供应水分，保

持土壤湿润，除可防止落果，也能促进果实正常发育，减少土壤水分干湿变化过大，而发

生严重的裂果。  
 

西红柿 
利用设施栽培，进行土壤水分含量、养液施用量及摘除果实（果串）下方老叶处理，评估对果实质量及产量之影响；结果显

示小果西红柿在秋冬作栽培，10％土壤含水量处理之裂果率显著低于30％者，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显著高于30％者。10％

土壤含水量处理之用水量仅为30％者之一半；摘除果实下方之老叶在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显著高于对照组；在80％及100％

施肥量处理之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显著高于施肥量为0 及20％者，而且裂果率、酸度及单株产量则显著低于施肥量为0 及

20％者。土壤肥力分析则显示施肥量80％及100％处理之有效磷含量与种植前相近，0、20％、40％、80％及100％等施肥量处

理之有效钾含量均显著低于种植前之未处理者。本研究藉由土壤水分监测及自动给水控制器设备，可以维持稳定的土壤水分

含量及肥灌施肥量，达成小果西红柿精准化之水分及施肥管理目标，稳定秋冬季小果西红柿生产之果实平均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达10.0 OBrix 及降低裂果率。 

 

渗透网管良好的排水功能 

五月梅雨季节到来，有渗透网管区域将豪大雨的水汇流至滞洪池储存，农作物生长健康；无渗透网管区

域，土壤水饱合，无法顺利排水，土地造成积水现象，农作物泡烂，生长不起来。 

 

 

 

 



2.节水灌溉 

毛细作用原理 

 

渗透网管 

使灌溉水渗入土壤， 

经土壤的毛细作用， 

补给水分到根群区， 

排除土壤中饱和雨水 

 
渗透网管把肥料溶于灌溉水中，利用渗透网管地下渗透灌溉系统，同时进行灌溉与施肥的工作，可节省 

5成灌溉水，提高肥料效果 4成，节省灌溉人力 6成。 

 

传统施肥方法包括人工撒施、点施与条施，具有费工、不均匀与表土施肥容易流失的缺点。灌溉方法分

为淹灌、喷灌微喷灌、滴灌与地下滴灌，农业灌溉及过量施肥会导致营养素污染地下水与地表水。普遍

采用的淹灌，水的使用效率低，1/3到 1/2的灌溉水流失，带走可观的养分，整合施肥与灌溉技术的渗透

网管肥灌系统采用地下渗透灌溉之水资源利用率较高，约从 70%到 95%，水和养分的流失可以获得较佳控

制，具有减低肥料对环境污染之效果。肥灌可以藉由地下渗透灌溉频繁的供给作物养分，根据作物之需

要管理灌溉水量，准确且均匀的施用养分到有效根聚集的潮湿区域，调整肥料比例与浓度促成作物产量

与质量最大的提升，以及根部下方最小的渗流损失。其地下渗透灌溉的最高水分利用率可达 95%。养液注

入器的型式有很多种，包括比例稀释器、定量帮浦、压差混合出肥、文氏管(Venturi)注入器等，栽培介

质为土壤时，可采用文氏管注入器抽吸养液与灌溉水混合输送到田区植物根部，或比例稀释器采毛细管

原理运用不同直径和长度之细管尺寸变化调节流量以进行养液稀释，此二种方式混合的精准度适当，同

时土壤具有耐受 20﹪浓度变化之缓冲能力，因此可以使用。在省工的前提下，定时器的定时灌溉可执行

低阶自动灌溉操作，只是定时灌溉之土壤含水率之变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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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灌溉施肥系统控制器 

 

节水渗透灌溉实验-节水节肥 

 
 



3.土壤透气 

 

土壤透气是增产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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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室蔬菜生产为反季节生产，生产成本较高。因此，棚室蔬菜生产的首要要求就是产量高、效益好。这

就需要给蔬菜创造最好的生长环境，充分挖掘蔬菜的产量潜力。蔬菜高产需要培育一个健壮、活性强的

根系。而决定蔬菜根系活性的关键是土壤的透气性。 
 

土壤透气性好坏对甘薯块根膨大影响很大，进而影响甘薯产量。 

土壤紧实，含氧量少，缺乏膨大过程需要的水分和氧气，造成薯块难以形成，或长相怪异，粗纤维多，

有时结薯很深，增加收获的难度。土壤板结时透水性差，过量降水会造成垄体湿度太大，下渗困难，进

而根际土壤含氧量少，不容易形成块根，已经膨大的薯块如果得不到很好的通风透气条件，也会表现出

生长缓慢，表皮须根增多，薯皮粗糙，颜色黯淡，免疫力差，储存期间容易软腐。 

具有良好透气性的土壤水气调节比较理想，容易形成块根，结薯浅且块形大，产量高。因此，高产栽培

需要良好的土壤透气性，在土壤改良上要更加注重增加土壤有机质，采用机械化起垄，保证垄体高度在

25 厘米以上，阴雨天田间无积水。 

 
节水渗透灌溉实验-透气增产 

 
 



4.土壤消毒 
作物之連作障碍易发生于设施栽培中，尤其是长期于同一土地上进行高频度的作物栽植的结果。塑料
布覆盖下的土壤缺乏雨水的淋洗，所产生的盐份累积，属于非生物因子的連作障碍，而生物性因子所
引起的連作障碍中，寄生性线虫占 31.3%。在台湾引起連作障碍的主要寄生性线虫种類为根瘤线虫及
根腐线虫，设施栽培的耕作系统内，长期接续性的栽培瓜類、茄科、豆類、花卉等作物，就寄主达二
千余种的根瘤线虫而言，等于常年提供其繁殖的环境。 
 

随着蔬菜种植面积的增加，蔬菜连作障碍越来越成为蔬菜发展中备受关注的问题，防止蔬菜连作的方
法很多，涉及到种子、苗木、嫁接技术、轮作倒茬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壤消毒。 
 
渗透网管提供地下空间做土壤高温及植物性消毒  
渗透网管土壤热风高温消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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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简单、成本低。  
设施栽培模式中，因蒸发作用及缺乏雨水的淋洗，土壤中盐分藉由水分不断的往土表窜升，使盐分累
积问题成为連作障碍中的主要元素，而土壤中根瘤线虫也同时藉由水分的上移而更接近寄主的根部，
依附寄主作物而繁殖。依根瘤线虫危害作物之病害生态，以作物生育初期受害对产量及质量之影响最
巨，甚至造成全株死亡，所以对根瘤线虫的防治策略，均着重在如何将作物定植前植穴中土壤之根瘤
线虫密度降至最低或完全殺灭，但别忘了，如果采收后发现根瘤密布的肿胀根部，千万记得搬離设施，
不要残留土中，这也是降低根瘤线虫密度的有效方法。 

  渗透网管提供地下空间土壤杀菌，只要从进水口通入气体或液体就可做土壤杀菌，简单容易，成  
  本低。  
热风土壤杀菌 : 渗透网管送入蒸气，使蒸气直接渗到 20cm~30cm深之土层中进行消毒，当温度到达 60～

80℃保温 30分钟后，即可进行下一区之消毒工作。  
热风土壤消毒之效果： 
1．对土壤之消毒达到全面之效果。 
2．土壤中之病菌之灭死温度大部份在 70℃以下，可以利用蒸气来杀菌。 
3．加速土壤中之机质裂解速度，使土壤中之机质更有效之利用。 
4．杀死土壤中杂草之种子，因之有效解决杂草问题，更有利于作物之成长。 

 
土壤未经消毒 

 
土壤经过蒸气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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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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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渗透网管利用地下渗透灌溉系统做植物性消毒 
防治农作物、花卉害虫及庭园草坪害虫：蚜虫、鳞翅目幼虫、介壳虫、蓟马果蝇、潜叶蝇、浮尘子、甲
虫、红蜘蛛；卫生害虫：蚊、蝇及蚂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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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葉 
   防治蚜虫、蜗牛、浮尘子、蓟马、黄条葉蚤、葉螨、蚂蚁、潜葉蝇和线虫等对有很强的触殺作用将烟

葉晒干后磨粉使用，或直接浸泡于水中后取其浸泡液使用。 
   烟葉的缺点是会殺死一部分蚯蚓，此外茄科作物因怕感染毒素病，不可使用烟葉。 
苦楝 
   防治一百多种昆虫及數种葉螨和线虫，如玉米螟、粉虱、毒蛾、果蝇、根瘤线虫、班潜蝇、二点葉螨、

蚜虫、粉介壳虫、蓟马、白粉虱等。 
   其有效成分为苦楝油，直接将苦楝种子粉碎浸泡后使用也可以，但使用浓度要高才有效，萃取苦楝葉

片汁液使用也有效果。 
   于虫害初期，虫口密度低时即开使喷洒，每隔 7 天喷洒一次，連续喷三次以上，喷洒时稀释 1000 倍，

充分与水混合后再加入展着剂，喷及虫体栖息处。 
苦楝油 
   可有效驱離粉虱、粉介壳虫、蚜虫、葉螨、介壳虫…等；并可使用在环境卫生上。 
   苦楝油的味道可有效产生驱離的效果。 
苦茶粕 
  为压榨苦茶油剩下废渣，可用于防治蜗牛類用于防治水稻之福寿螺。抑制虫害。 
樟脑油 
   对许多害虫都有效、其缺点是使用浓度太高或次數太多时会延迟作物生长，有些作物葉片也会有畸型

现象发生。 
   防治果实蝇时，可加于糖醋液、木醋液、夏油、煤油等其他自然农药中以提高其效果。 
植物精油 
   來源为由多种无毒植物置于蒸馏器内，由底部导入蒸气，蒸发之植物性物质与蒸气混合凝结为液态之

水与油分離而得。 
   功能为驱除虫害，以动力或人工喷雾器喷施，预防或病虫害发生时，加水稀释 1000-2000 倍使用，

每星期 1-2 次。 
蒜精 
   防治农作物、花卉害虫及庭园草坪害虫：蚜虫、鱗翅目幼虫、介壳虫、蓟马、果实蝇、潜葉蝇、浮尘

子、甲虫、葉螨；卫生害虫：蚊、蝇及蚂蚁等。 
   蒜精对碱性较敏感，因此应先用水稀释再加酸（醋酸、柠檬酸及磷酸均可），将酸碱度调至 pH6.0 以

下（最佳为 pH5.5-6.0）在加入蒜精，使蒜精效果可以发挥。 
   在植物生长期越早使用，效果越好。稀释倍數：每甲地（公顷）使用 170-500 ㏄蒜精，稀释 100-1000

倍均可，视当地害虫发生密度及使用经验而自行调配。 
在害虫尚未发生或开始发生时撒布，可避免害虫侵犯，如害虫已大量发生为害，可与其它殺虫剂 一
起使用。视害虫为害程度，每 1-2 周撒布一次。农皂(除虫、抑菌、展着三效合一) 
成份：天然椰子油、钾離子皂化剂、甘油、软水对蚜虫、粉虱、介壳虫、红蜘蛛(螨類)、蓟马、浮尘
子等细小害虫，具有良好防治效果。可防治白粉病、露菌病、锈病等真菌性病害。 
可作为水溶性肥料、营养剂、除草剂、殺菌剂、殺虫剂、微生物剂的展着剂使用。避免与酸性物质混
合。避免与真菌類微生物菌混用。请避免于高温日照下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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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土壤控温调节产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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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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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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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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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水渗透灌溉实验-土壤温度调适 

 
 



6. 暗管排盐-排除累积的硝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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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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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碱地由于土壤内大量盐分的积累，引起一系列土壤物理性状的恶化：结构粘滞，通气性差，容重高，
土温上升慢，土壤中好气性微生物活动性差，养分释放慢，渗透系数低，毛细作用强，便导致表层土壤
盐渍化的加剧。土壤盐碱化后会严重影响植物的生长，降低生物量。盐胁迫还影响到质膜的组分、透性、
运输、离子流等发生一系列变化，导致细胞膜的正常功能受损，进而使细胞的代谢及生理功能受到不同
程度的破坏，表现在：引起植物的生理干旱：盐土中含有过多的可溶性盐类，可提高土壤溶液的渗透压，
从而引起植物的生理干旱，使植物根系及种子发芽时不能从土壤吸收足够的水分，甚至还导致水分从根
细胞外渗，使植物萎蔫甚至死亡。伤害植物组织：在高 pH 值下，会导致氢氧根离子对植物的直接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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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分过度累积会影响植物对水分的吸收，减少养分的吸收，土壤物理性变差，降低土壤微生物活性，造
成微生物相的不平衡且容易发生病害 

 
土壤过量累积盐类，出现盐斑 

 
土壤中累积氮磷，藻苔滋生 

 
土壤盐化植株生育不良， 
叶缘出现枯焦症状 

 
土壤盐化造成植株叶缘焦枯 

 



施用品质不良的有机资材（如生猪粪、鸡粪、未腐熟堆肥），或农友大量长期施用 EC 值高的堆肥，也可
能导致土壤表面累聚多量盐分，作物发芽失败及杂菌丛生的情形。此外，长期多量施用 pH 较高之有机
质肥料或石灰资材，将显著提升土壤酸碱度，此时当土壤铵态氮过多时，易形成氨气挥散损失，高浓度
之氨气也会对植株直接造成伤害。氨气障害可能出现的症状： 

（1）连续阴雨天过后，忽逢晴天之中午，叶片似热水烫过而有疲软的感觉。 

（2）再过 1~2 天，叶片障害部份枯死，特别在叶脉间与叶缘呈黄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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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渗透网管暗管的埋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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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渗透网管暗渠排水（盐）之作法： 
1.需事先准备之材料为 4~6 寸之渗透网管管、粗沙等。 
2.欲埋设渗透网管管之深度，大致为作物根分布之地表下

60~80 公分，而逐渐向集水方向倾斜以利排水。 
3.埋设渗透网管管后，其上面铺设 20 公分高度之粗沙， 
  以利水份渗漏至渗透网管管。 
4.无法自然排水的地方，则在设施之角落埋设集水大桶（如用

500 公升铁桶或塑料桶），以马达强制抽取排水。 
5.渗透网管管之埋设间隔依土壤性质而异，砂土可较广， 
  粘土则较狭，一般为 2~3 公尺间隔。 
6.如为水田附近而欲设置暗管时，需在暗渠之周围挖明渠， 
  或以波浪板阻止水田之水份渗进暗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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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渗透网管暗管的土壤电导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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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渗透网管暗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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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渗透网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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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创造植物舒适的生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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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渗透网管-地下渗透灌溉 

创造植物舒适的生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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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渗透网管-节水渗透灌溉系统制造原理 
传统之透水管材大都于上半部开设槽孔，进水下部份并无开孔，因此土壤颗粒无可避免的随同水流渗入

管内，同时也逐渐在管外孔隙周围产生淤积终至堵塞，渗透网管采半月型设计，半月型部份为不透水层，

平面部份为网状透水层，埋设时平面部份为网状透水层向下，排除土壤中饱和的水，而使水流由下往上

进入导水管，如此一来土壤颗粒因重力自然沉殿，不致随同水流进导水管内，同时也不会在导水管内产

生淤积现象，但是朝下之网状透水层既能进水，同样也造成吸水之后果，当水分进入时，压力差现象会

自然对土壤中之水分产生抽吸之效果，并以重力流向外排放，进一步对土壤内部产生负压，大幅增加排

水效率。 

 

因此渗透网管，不需碎石和不织布等过滤材料，不阻塞，生态工法施工，是最佳地下渗透

灌溉及排水资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