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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楊清富、林聖泉。2017。半結球萵苣亞熱帶地區動態生長模式之建立。臺南區農業改良

場研究彙報 70：56-66。
近年來臺灣已陸續建造許多溫室來栽培作物。由於地處亞熱帶，高溫及潮濕的氣候對溫

室環控形成更嚴苛的挑戰。特別是夏季的高溫更是影響亞熱帶溫室作物能否周年生產的關

鍵。為了降低環境控制的成本及栽培需求，亞熱帶溫室需著重於降溫的規劃與設計。溫室降

溫常見技術包括通風，蒸發冷卻（風扇水牆或噴霧）和遮蔭。藉由適當的環境控制，可以在

溫室中創造更好的微氣候，從而改善作物生長條件。利用系統化的設計程序來設計溫室已成

為一種趨勢，以溫室模擬模型來研究不同設計可達到的效果，進而找到最佳的設計方案。一

般需藉由動態模式精準地模擬溫室中的狀況，而動態模式的建立需考慮諸多因子，才能發展

出準確且穩定的模式。本研究建立了一個包含植株乾物重、CO2 濃度、溫度及濕度等狀態的

動態模型。透過歷史氣候資料及控制軌跡配合作物生長模型進行模擬。結果顯示，半結球萵

苣植株乾物重模擬與實測值的趨勢一致但略高於實測值，而溫室內溫度及濕度則具有相當的

準確性。此模式可作為後續研究亞熱帶溫室環境控制及經濟生產的參考。

現有技術： 溫室模型常用能量平衡的模式進行分析，但這種模式不易處理多變數的系

統。

創新內容： 導入亞熱帶氣候模式建立適合亞熱帶地區之溫室動態模式。

對產業影響： 模式可計算在給定的氣候模式下半結球萵苣產量及溫室內微氣候，有助

於經濟生產及環境控制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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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亞熱帶地區氣候的特徵是溫暖潮濕而且多變。臺灣位於亞熱帶地區，春天潮濕多雨陰晴

不定；夏天炎熱且經常有暴雨和颱風 ; 秋天秋高氣爽天氣相對穩定 ; 而在冬天天氣乾燥寒冷

偶有寒流來襲。面對這些不利農業的氣候條件，越來越多農民選擇建造溫室栽培作物。主要

原因為溫室藉由被覆材料與外界隔絕，可提供作物適合生長的環境，並能減少病蟲害及農藥

施用量。同時可降低氣候因素之風險，大幅改善露天栽培的不利條件。然而溫室內作物的生

長與溫室內的微氣候息息相關，調控得宜的溫室環境，才有利作物生長進而生產優質的農產

品，創造更高的經濟收益。在臺灣每年約有半年的時間氣候高溫及潮濕。溫室設施在溫室效

應的助長下，溫室內蓄積大量太陽輻射的熱能，形成高溫逆境影響作物生長，甚至造成生產

停頓的窘境。且潮濕的環境提高了病害發生的機率，因此溫室環控成為不可或缺的一環。在

經濟效益的考量下，一般均採通風、遮蔭及蒸發冷卻等方法降低室內高溫及維持溫室內適當

之濕度。傳統溫室環境控制主要採用 ON-OFF 控制，通常透過閥值（Threshold）作為決策

的依據，這種開環路的控制決策方式通常難以達到良好的控制結果。如要達到更好的控制效

能，則需要有精確的作物和溫室微氣候動態模型，以及優異的控制決策系統。近年來有許多

外國環境控制系統被引進臺灣，如Priva（荷蘭），Argus（加拿大），Rotem（以色列）。然而，

由於這些地區與臺灣的氣候環境有極大差異，致使這些系統在臺灣無法發揮其預期的功效。

溫室在功能上應該為作物提供適宜的生長環境，包括溫度，濕度和照度。然而傳統的控制方

法不易統整多個環境因子所造成的影響，而且不考慮作物的生理反應和生產成本的控制，因

此控制決策並不總是最有利的。本研究聚焦在亞熱帶地區半結球萵苣生長模式之建立，並探

討作物生長模式在給定的氣候模式下產量及對溫室內微氣候的影響。

文獻探討

簡與盛 (4) 研究唐菖蒲選定的四種處理，在生產過程中持續的量測作物的生長資料，將

取得的資料利用非線性迴歸建立生長模式。不同處理的結果利用統計方法測試其差異性，

結果顯示三種三變數的生長模式均可用來預測唐菖蒲的生長，而種球的大小與栽植深度均顯

著地影響唐菖蒲的生長。陳與雷 (2) 研究小白菜於 PVC 遮雨棚設施內部與外部生產之最佳化

生長模式。模式之型態與參數用以比較與解釋作物之生長特性，結果顯示 Logistic 模式為小

白菜在各種處理下最適切之生長模式，可用以描述全葉面積、乾物重與生長日期之關係。利

用此生長模式計算所得之相對成長率、葉面積比例與淨同化率等生長指數可用以說明設施栽

培對小白菜成長之影響。柴田氏等 (1) 研究萵苣在植物工場的生長速度，其以影像處理技術

量測萵苣的全葉面積，進行統計分析後結果顯示在 30 天的生長期間，葉面積、鮮重及乾物

重與時間的關係為指數函數。Hamamoto 氏 (8) 利用生長模式研究在簡易設施內外春菠菜之生

長性狀。結果顯示菠菜葉面積、葉長及乾物重之對數轉換值與生長時間皆為二次多項式之關

係。Udink ten Cate(12) 提出了一種新的通用模型，其將土壤溫度視為必要變數，可用於溫室

氣候控制。通用模型被證明適合於測量數據，特別是對於高頻擾動。此新的模型為模擬分析

及氣候控制器設計提供了新的方法。Van Henten(13) 透過栽培試驗及記錄氣候條件，對萵苣生

長模式進行驗證。該模型描述了非結構乾重和結構乾重，受入射光合作用有效光譜、溫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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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濃度影響的的動態行為。實驗結果顯示，依據標準園藝操作的結果與模型相較，生

長模型與栽培萵苣之乾物重分佈線圖大致吻合。

材料與方法

一、試驗材料

本研究之試驗溫室為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CB3 溫室，座向大致呈南北方向，面積約

154 平方公尺。溫室的被覆材料為單層玻璃蓋（5 mm），簷高 3.5 公尺。配備兩個 54
寸負壓風扇，通風容量為 550 CMM，另一側則安裝水牆。溫室上方配置可移動外遮蔭

網（50％）。溫室屋頂的正上方安裝了日照計及溫、濕度感測器。在溫室內部，溫、濕

度感測器安裝在植冠上方約 30 公分處。氣候資訊之取得則使用溫度 / 相對濕度（RH）

感測器（TRH-303，TECPEL，量測範圍及誤差為 0～ 100 ± 0.3℃，0～ 100％ RH ± 2％）

測量室外溫度和相對濕度，及使用的日照計（36701，Spectrum，量測範圍及誤差 0 ～

1,500 W/m2 ± 5％）測量太陽輻射（SR）。溫室內溫度和相對濕度同樣以 TRH-303 測量。

除了上述的感測信號，同時對於風扇、遮蔭網和水牆等環控設備的 ON/OFF 狀態， 亦
透過 DAQ（NI）裝置來擷取作動信號。溫室內、外氣候測量和環控設備的狀態以 3 分

鐘的時間間隔進行量測及記錄。環境監控軟體使用 LabVIEW 程式進行監控 (3)。環控系

統以 dead-zone 方法作為控制決策之依據 ; 即當參考信號超出指定範圍時，控制狀態立

即改變。

具體的作法是根據室內空氣溫度控制強制通風：當溫室內空氣溫度超過 30℃時，

立即啟動負壓風扇，當溫度低於 28℃時，則關閉風扇。水牆的控制參考信號為相對濕

度，控制的上、下限為 60 ≦ RH ≦ 75。遮蔭網的參考信號為 SR，其控制上、下限為

為 700 ≦ SR ≦ 900。
本實驗將半結球萵苣（Lettuce sativa Linn.）先在育苗穴盤播種育苗後，再移植到裝

填泥炭土的栽培箱進行培育（栽培密度：18 株 /m2），栽培管理上使用自動噴灌系統每

天噴灌一次。植株乾物重的測量，係將栽培區分為四區，從移植到採收整個生長期間，

每 3 ～ 4 天從各區隨機取樣三株先測量植株的鮮重，植株利用烤箱以 105℃之溫度烘乾

24 小時，再以電子天平測量乾物重。本試驗半結球萵苣栽培期為 2015 年 9 月 24 日至

2015 年 10 月 30 日，在這段期間氣候條件及環控設備作動信號如圖 1 ～ 6 所示。

圖 1. 溫室外之氣溫

Fig. 1. Air temperature outside the green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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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太陽輻射

Fig. 2. Solar radiation

圖 3. 溫室外空氣絕對濕度

Fig. 3. Air absolute humidity outside the greenhouse

圖 4. 溫室通風作動記錄

Fig. 4. Greenhouse ventilation record

圖 5. 溫室水牆作動記錄

Fig. 5. Greenhouse pad 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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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溫室遮蔭網作動記錄

Fig. 6. Greenhouse shade net action record

二、動態模型

在本研究中大多數模型參數取自文獻資料，或是從系統的物理特性進行確認。部分

萵苣生長和溫室氣候模型的參數則透過模型方程式計算並與實測值進行比對修正。動態

模型主要還是依循 Van Henten(13) 的研究，但為了符合臺灣的亞熱帶氣候，動態模型的

方程做了部分修改。在此研究中萵苣生產過程由具有四個狀態變數 的動

態模型所描述。其中 xw（kg m-2）是作物的乾物重，xc（kg m-3）是溫室中的 CO2 濃度，

xt（° C）是溫室空氣的溫度，xh（kg m-3）是溫室空氣的絕對濕度，各個狀態的動態方

程式說明如下，符號及部分參數的關係式列於附錄 A、B。
xw 的動態方程式為：

 ……………………………………………………………… (1)

其中 Yf 是產量因子 (11)，Gp（kg m-2 s-1）是植冠總光合作用速率，Rr（s-1）是呼吸率 (13)。

xc 動態方程式為：

 …………………………………………………… (2)

其中 Vc（m3 m-2）是溫室單位容積，Cr（s-1）是呼吸係數 (13)，Mc 是流過通風口 CO2 的

質傳（kg m-2 s-1）。

xt 動態方程式為：

 ………………………………………………………………… (3)

其中 Hc（J m-2℃-1）是溫室空氣的熱容量，Qf（W m-2）是風扇水牆移除的能量，Qv（W 
m-2）是藉由通風和被覆材料熱傳遞與室外空氣的總能量交換。Qr（W m-2）是太陽輻射

的熱負荷。

xh 動態方程式為：

 ………………………………………………………………… (4)

其中 Vg（m3 m-2）是溫室單位容積，Ct（kg m-2 s-1）是植冠蒸散量，Mw（kg m-2 s-1）是

通過通風扇水蒸汽的傳質，Vw（kg m-2 s-1）是從水牆蒸發的水量。由於模型中的濕度採

用絕對濕度進行計算，因此量測之相對濕度必須轉換為絕對濕度，轉換公式 (13) 如下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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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其中 RH（％）為相對濕度，Ta（° C）為空氣溫度。

三、數值解的演算法

本文使用四階 Runge-Kutta 演算法以 3 分鐘的積分步序模擬狀態方程。演算的程式

以 MATLAB 軟體計算模擬，並導入先前實驗所量測的外部氣候資料及控制軌跡。這些

資料同樣是以 3 分鐘的時間間隔所量測而得的數據，包括室外溫度、相對濕度、太陽輻

射、通風紀錄、水牆及遮蔭紀錄。以初始邊界條件 x (t0) ＝ x0，對狀態方程從 t0 到 tf 進

行積分求解狀態軌跡 x (t)。本試驗以半結球萵苣 36 天的生長期進行分析。

結果與討論

一、狀態軌跡

狀態解是利用初始邊界條件 x (t0) ＝ x0 及控制軌跡 u (t)，對狀態方程 (1) ～ (4) 從 t0

到 tf 積分所得的。圖 7 顯示了狀態 xw 的模擬值和實際測量的乾物重，圖形中顯示日間

及夜間植株乾物質生成變動的情形。變化的趨勢不論模擬值或實測值均顯示與太陽輻

射和溫度密切相關，但乾物重的模擬值略高於實際量測值。圖 8 顯示了溫室內 CO2 濃

度模擬結果。本試驗因未考慮 CO2 濃度的控制，故僅進行計算模擬，模擬的結果可看

出白天的光合作用會使溫室內 CO2 濃度大幅降低，但隨著通風的啟動會使濃度拉回背

景值。而夜間的呼吸作用則會提高 CO2 濃度，且隨著植株成長逐漸提高呼吸作用。圖 9
顯示了模擬的溫度與實際測量值相當吻合，圖 10 顯示了模擬的濕度值與測量值的變化

趨勢相當一致。在第 19 和 24 天間，由於外界溫度低，溫室不進行通風。在這段時間模

擬和測量的溫度及濕度值顯示較大的差異。此結果說明此溫室氣候模式可能不適合在非

常低的通風率下對溫度和濕度進行模擬。

圖 7. 半結球萵苣在 36 天栽培期之模擬（xw）和測量（dm）的物乾重

Fig. 7. The simulated (xw) and the measured (dm) dry matter of the lettuce during the 36-day growth 
period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第 70 號

62

圖 8. 溫室內 CO2 濃度的模擬值（xc）

Fig. 8. Simulation of CO2 concentration (xc) in greenhouse

圖 9. 溫室內溫度的模擬值（xt）和測量值（Ti）

Fig. 9. The simulated values (xt) and measured values (Ti) of the temperature in the greenhouse

圖 10. 溫室內濕度的模擬值（xh）和測量值（hi）

Fig. 10 The simulated values (xh) and measured values (hi) of the humidity in the green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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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性能的評估

為了評估模型的準確性，使用相對均方根誤差（RRMSE）對模型性能進行定量評

估。Kobayashi 和 Salam(9) 將 RRMSE 定義如下：

 ……………………………………………… (6)

其中 n 是測量次數， 是全期測量數據的平均值，xmod,i 是模擬的氣候狀態，

xData,i 是在時刻 i 測量的氣候狀態值。RRMSE 值＜ 10％表示模型預測的準確度極高。

Baptista(6) 研究顯示，大多數精確的溫室氣候模型之 RRMSE 都接近這個數值。在本研

究中，空氣溫、濕度的 RRMSE 值分別為 3.5％和 3.7％，這個結果顯示，溫度和濕度的

模擬值與測量值相當吻合，亦代表模型具有極佳的準確度。

結　　論

在溫室經濟生產及氣候控制中，準確的作物生長動態模型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溫室外

部氣候條件如太陽輻射、溫度和濕度對溫室氣候管理有極大影響，因此這些參數必須準確的

測量才能獲得準確的模擬結果。植株乾物重模擬的結果顯示生物質量的生成與太陽輻射和溫

度密切相關。溫度及濕度模擬結果之相對均方根誤差分別為 3.5％和 3.7％，代表模型具有極

佳的準確度。本研究提出了一個適合亞熱帶氣候條件的動態模型，在此模型中給予氣候資訊

及環控條件，即能準確的模擬出作物的產量及溫室內的環境狀態。因此，動態模型不僅可用

以探討環境參數對系統狀態的影響，還能對系統的結果進行準確的預測。這對溫室設計及環

境控制研究有極大的助益，雖然本研究為模擬的結果，但這個模型為亞熱帶地區溫室的研究

提供了一個極具潛力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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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符號、參數及其值

Ccp CO2補償點 (5.2 × 10-5)，kg[CO2] m
-3[air] LAI 有效植冠面積 (57.38)，m2 kg-1

Chl 太陽輻射造成的熱負載係數 (0.5) Lue 光利用效率 (1.77 × 10-9), kg[CO2] J
-1

Cht 被覆的總熱傳係數 (6.1)，W m-2[gh]° C-1 Rr 呼吸率 (2.65 × 10-7), s-1

Cp 水牆電費 (4.3 × 10-6)，NTD s-1 t0 起始時間 (0)
Cp1 植冠光合作用的溫度影響係數 (5.11 × 

10-6)，m s-1℃-2
tf 最終時間 (17280)，3 分鐘為單位

Cp2 植冠光合作用的溫度影響係數 (2.30 × 
10-4)，m s-1℃-1

uv 通風控制 (0 或 1)

Cp3 植冠光合作用的溫度影響係數 (6.29 × 
10-4)，m s-1

vp 水牆控制 (0 或 1)

CR 氣體常數 (8314)，J K-1 kmol-1 us 遮蔭控制 (0 或 1)
Cr 呼吸係數 (4.87 × 10-7)，s-1 Vc 溫室容積 (3.83)，m3[air] m-2[gh]
CS1 飽和水蒸汽壓力參數 (9348)，J m-3 Vleak 溫 室 空 氣 洩 漏 (3.3 × 10-3)，m3[air] 

m-2[gh] s-1

CS2 飽和水蒸汽壓力參數 (17.4) Vg 溫室容積 (3.83)，m3[air] m-2[gh]
CS3 飽和水蒸汽壓力參數 (239)，℃ Vt 通風率 (0.11)，m3[air] m-2[gh] s-1

CS4 飽和水蒸汽壓力參數 (10998)，J m-3 VVe 離開水牆的空氣絕對濕度，kg[H2O] kg-1 

[air]
CT 溫度從攝氏 (℃) 到凱式 (K；273.15)

轉換參數
VVo 外界空氣的絕對濕度，kg[H2O] kg-1[air]

CVP 溫室空氣每單位體積的熱容量 (1191)，
J m-3[gh]℃-1

xc 溫室 CO2 濃度，kg[CO2] m
-3[air]

CWV 葉片和空氣之間的水蒸汽傳質係數 (3.6 
× 10-3)，m s-1

xh 溫室空氣濕度，kg[H2O] m-3[air]

dc 外界 CO2 濃度，假定為固定值 400 
ppm (7.2 × 10-4) kg[CO2] m

-3[air]
xt 溫室空氣溫度，℃

dh 外界濕度，kg[H2O] m-3[air] xw 萵苣的乾物重，kg[dm] m-2[gh]
dt 外界氣溫，℃ x0 初始條件 [7 × 10-4；7.2×10-4；25；1.18 

× 10-2]
ds 溫室外太陽輻射，W m-2 yf 產量係數 (0.544)
Hc 溫室空氣有效熱容量 (4800)，J m-2[g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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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描述系統參數的方程式

1. 總光合作用速率為：

；( 單位：kg m-2) …………… (7)

其中 LAI 是有效植冠面積 (13)；Lue 是光利用效率 (13)；ds 是溫室外的太陽輻射；Cp1，Cp2 和

Cp3 是溫度對總植冠光合作用影響的係數 (13)；Ccp 是 CO2 補償點 (13)。

2. 通過通風口的 CO2 質傳為：

Mc ＝ (uvVt ＋ Vleak) (xc － dc)；( 單位：kg m-2 s-1) ……………………………………… (8)
其中 uv 是通風控制，Vt 是通風率；Vleak 是溫室的洩漏；dc 是溫室外的 CO2 濃度，假定為

400 ppm (7.2 × 10-4 kg m-3)。
3. 從水牆蒸發移除的能量為：

Qf ＝ Vwhfg；( 單位：W m-2) ……………………………………………………………… (9)
其中 Vw 是水牆蒸發量；hfg 是蒸發的潛熱 (5)。

4. 室內、外環境之間由通風和熱傳的能量傳遞為：

Qv ＝ (Cvp (uvVt ＋ Vleak) ＋ Cht) (xt － dt)；( 單位：W m-2) ……………………………… (10)
其中Cvp是溫室單位體積的空氣熱容量；Cht是通過被覆的總熱傳係數；dt是外部空氣溫度。

5. 進入溫室的太陽能量為：

Qr ＝ (0.5 ＋ 0.5us) Chlds；( 單位：W m-2) ………………………………………………… (11)
其中 Chl 是由太陽輻射引起的熱負荷係數。 

6. 植冠蒸散為：

；( 單位：kg m-2 s-1) ……………………… (12)

其中 Cwv 是葉面和空氣之間水蒸汽的質傳係數 (10)；CS1，CS2 和 CS3 是參數化飽和水蒸氣 
壓 (7)；CR 是氣體常數；CT 是溫度從攝氏（ºC）到凱氏（ºK）的轉換參數。

7. 通風所造成的水蒸氣質傳為：

Mw ＝ (uvVt ＋ Vleak) ＋ xh － dh)；( 單位：kg m-2 s-1) …………………………………… (13)
其中 dh 是溫室外的濕度。

8. 水牆蒸發量為：

Vw ＝ up(uvVt ＋ Vleak) (We － Wo)；( 單位：kg[H2O] m-2[gh] s-1) ………………………… (14)
其中 We 是離開水牆空氣的絕對濕度；Wo 是室外空氣的絕對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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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dynamic growth model of 

lettuce in subtropical region1

Yang, C. F.2 and T. C. Lin3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any greenhouses have been built in Taiwan to cultivate crops. In subtropical 

areas, controlling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in a greenhouse is very challenging. In particular, 
the temperature in summer has a crucial effect on annual crop production. To reduce the cost of 
environmental control, ventilation and cooling must be designed carefully in greenhouses. Common 
techniques for greenhouse cooling include ventilation, evaporative cooling (fan and pad or fogging), 
and shading. Through suitable environmental control, a better microclimate can be achieved in 
the greenhouse, thereby improving the crop growth conditions. The use of systematic design 
procedures to design the greenhouse has become a trend, use the greenhouse simulation model to 
study the achievable effects of different designs and find the best design. It is usually necessary 
to accurately simulate the situation in the greenhouse by dynamic model, the establishment of 
dynamic models need to consider many factors in order to develop an accurate and stable model. 
In this study, a dynamic model containing the dry matter, CO2 concentration,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historical climate data and control trajectory with crop 
growth model to simulat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ry matter of lettuce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measured value, but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measured value, while th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in 
the greenhouse were quite accurate. This model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subsequent study 
of environmental control and economic production in subtropical greenhouse.

What is already known on this subject?
Greenhouse models are commonly used in energy balance models for analysis, but this model 
is usually unable to deal with multivariable systems.
What are the new findings?
Introducing subtropical slimate model to establish greenhouse dynamic model for subtropical 
region.
What is the expected impact on this field?
The model can be used to calculate the yield and greenhouse microclimate in the given climate 
model, contributing to economic prod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contro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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