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智慧農夫網
—遠距型農業害蟲動態監測網 

與預報系統 (續)

四、遠距型農業害蟲動態監測網 
之各項元件簡介

研究計畫執行期間，本研究團隊從開發

偵測害蟲數量的紅外線自動計數裝置著手，先

進行點狀監測的單機版系統開發，逐年革新到

近年結合無線感測器網路技術，開發各類型的

田間閘道器，最終發展成可進行二維面狀監測

的網路系統。目前，此套系統在全臺多處農

地，以每三十分鐘為間隔，量測各項氣候與農

業害蟲族群數量；同時，本研究團隊以長期累

積的監測數據為基礎，亦進行統計分析模型建

立，並在整合地理圖資後，完成蟲害資訊的行

動查詢服務與害蟲族群變異的預警服務。這些

建置在農地上的設備透過太陽能面板發電自主

運作，並將所有量測資訊透過ZigBee/GSM/

GPRS/3G等通信網路傳送回臺北之後端監控

中心。底下，將針對此系統主要的組成裝置及

所提供的服務功能進行介紹。   (文轉第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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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第一頁)

(1) 感測器節點蟲數計數模組
本系統所使用之感測器節點的蟲數計數

模組包含兩部分，一部分為無線感測器模組；
另一部分為本研究團隊所開發之計數電路，
作為計算害蟲數目之用，如圖3所示，包含了

ZigBee通信模組Octopus II以及可擴充腳位且
可額外插接環境感測器的Sensor board。環境
參數的感測係由Sensor board上的各個感測器
負責，感測器節點具備的環境感測器包含微小
的溫度、濕度和照度感測元件。

圖3	 具備溫、溼度與照度感測器、蟲數計數電路以及無線傳輸功能之無線感測器節點；	
左圖為內部電路配置情況；右圖為掛載誘捕蟲桶及太陽能充電模組後的整組感測器節點。

圖4	 一體成型且可進行標準安裝的紅外線電路板之斜
紋夜盜蛾誘捕蟲道

本系統採用的ZigBee傳輸協定，是一種
短距離、省電、低成本、網路管理彈性高的通
信平臺，非常有利於使用在野外與農地環境監
測之應用。在害蟲監測方面，本研究團隊開發
一塊小型的蟲數計數電路板，其面積大小僅有
6.3 cm×5.3 cm。每組監測節點均會有一組誘
捕用的蟲桶，每組誘捕蟲桶內均有兩個誘捕蟲
道。以斜紋夜盜蛾為例，其蟲道設計與紅外線
感測器配置，如圖4所示。蟲桶內置放高度專
一性的誘引劑或費洛蒙進行誘引害蟲。在害蟲

通過蟲道時，利用紅外線收發感測器觸發計數
電路進行計數後，再將偵測到的蟲數資料經由
ZigBee傳輸協定傳送給田間閘道器彙整。為了
避免活體害蟲在紅外線通道中來回爬行造成計
數錯誤，本計數模組亦具有雙重計數機制來避
免此類錯誤。避免計數錯誤對農政單位與農民
非常重要，因為唯有確保數據量測的準確度，
才能保證後續發展的生態統計模型之正確性。

(2) 多功能導向型田間閘道器
多功能導向型田間閘道器的主要功能是負

責收集其轄下的無線感測器節點所感測的各項
數據，包含感測器節點所在位置的溫度、相對
濕度、照度及蟲數等。每一個多功能導向型田
間閘道器亦搭載一套氣象模組(圖5所示的顯示
面板與圖6所示的氣像模組GUI介面)，可監測
系統佈建地區的微氣候資訊，包括溫度、相對
濕度、大氣壓力、風速、風向與雨量等，可做
為感測網的即時環境參數之參考背景值。感測
網內各節點的感測測數據先傳送至閘道器，再
與氣象模組的感測資料一同透過GSM模組，
以簡訊的方式傳輸至後端監控中心，並將各項
數據儲存至MySQL資料庫中。藉此，使用者
可透過網頁即時查詢各地感測資料。本研究團
隊亦設計一套避免資料遺失的資料回傳機制，
此項功能係由後端監控中心自主監控運作。當
監控中心伺服器研判傳輸過程中有遺失節點感
測資料，則後端監控中心會傳送補傳封包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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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低耗能導向型閘道器
由於農作物所種植區域大都位於偏遠地帶

或是高山地帶，這些地方雖然氣候條件相當適
合種植作物，但是屬於人煙稀少地帶，電力取
得相當不易。前述多功能型田間閘道器若無法
獲得穩定電源供應，將失去其收集資料與監測
氣象資訊的效用。有鑒於此，本研究團隊另外
開發出一種低耗能導向型閘道器，其功耗僅有
三瓦特，僅需以太陽能供電模組即可完全解決
偏遠地帶及高山地區供電問題。

本研究團隊所研發之低耗能導向型閘道器
電路實體圖，如圖8所示。這種低耗能導向型

閘道器搭載的週邊模組有GSM模組、GPS模
組、氣象模組及供無線通訊用之通信模組。如
同多功能導向型田間閘道器之設計，低耗能導
向型閘道器主要功能為管理其轄下的所有感測
器節點，傳送控制感測器節點之指令，並蒐集
感測器節點所回傳之感測資料及讀取氣象模組
所量測之微氣候參數，並透過GSM模組以手
機簡訊方式傳回至後端監控中心。藉此，在偏
遠且沒有穩定電源的農地上，本研究團隊所開
發的監測系統亦可達成資料自動化收集及傳送
功能。低耗能導向型閘道器在野外實際佈建狀
況如圖9所示。

來指定節點編號並要求田間監測網內的閘道器
再次傳輸感測資料，確保所有感測器節點資料
都能夠成功回傳到後端監控中心。此項多功能

導向型田間閘道器已經過多年的長期測試與驗
證 (如圖7)，足以確認各項監測設備可在戶外
環境長期且穩定地運作。

圖6	 氣象模組GUI介面顯示微型氣候資料圖

圖7	 多功能型田間閘道器於臺大生機系知武館旁進行
戶外實際長期佈建測試情況

圖5　多功能型田間閘道器內部各組件的實際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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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左圖為低耗能導向型閘道器在野外實地佈建狀況(攝於高雄改良場)；
	 右圖為此種閘道器各組件配置圖。

圖8　低耗能導向型閘道器電路板實體圖

(4) 綜合導向型閘道器
綜合導向型閘道器由嵌入式系統結合多

樣週邊模組所整合而成，此類型閘道器的功能
幾乎等同多功能型田間閘道器，其最高六瓦特
的耗電量，亦非常接近低耗能導向型田間閘道
器。由於綜合導向型閘道器使用耗電量較低之
中央處理器與週邊元件，故毋需連接市電，僅
藉由太陽能板與蓄電池提供電力，即可維持系
統的運作。硬體效能上，以嵌入式系統為開發
基礎之綜合導向型閘道器能夠輕易地完成監測

任務並且處理中大型田間監測網路之監測資
料。由於嵌入式系統如同一般電腦擁有豐富的
輸入/輸出傳輸介面與作業系統，使其便於與多
樣週邊模組整合，並且提供更多元化的環境監
測數據。由此窺知，本研究團隊所開發之農業
害蟲動態監測系統，在不同應用以及運作條件
下皆有適用的閘道器設計，可對不同農民或農
企業的預算與服務需求，提供客制化的系統元
件。圖10為綜合導向型閘道器佈建實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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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綜合導向閘道器於野外佈建現況(左圖；攝於新北市坪林區茶園)與內部各組件的配置圖	(右圖)

圖11　後端監控中心之系統即時存活率(左圖)與系統參數設定介面(右圖)

(5) 後端監控中心圖形化介面
本研究團隊以LabVIEW為開發平臺，

設計發展後端監控中心之圖形視覺化介面。
LabVIEW的簡單編譯與人性化的虛擬儀控介
面特性，使得整個主控端介面變得更加簡單明
瞭，管理人員亦能輕易地操控此監控中心之各
項查詢功能，掌握全臺各網路之即時運作現況
以及蟲害的疫情資訊。如圖11所示，左半部為

全臺前端田間監測網路即時存活率顯示面板，
右半部則為系統操作功能區。系統操作功能區
可進行系統運作時的參數設定外，亦可顯示資
料傳輸過程中的原始編碼，便於系統在發生異
常時，可由系統管理員快速找到問題之所在並
予以克服，以便讓本研究團隊所開發之農業害
蟲動態監測系統持續且穩定地向政府官員與農
民提供服務。                   (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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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覽　現　場

嫁接機及展覽現場

簡　訊

田林妹續任本中心董事長

財團法人農業機械化研究發展中心（本中
心）第十一屆董監事已於2014年4月2日順利改
選，並於6月26日召開第一次董監事聯席會議
選出董事長及監事主席，並續聘請陳世銘擔任
主任，新任董監事名單如下：
董事長：田林妹
董　事：邱奕志（常務）、許游鑲（常務）、
　　　　劉建村、鄭榮瑞、張桂蘭、莊銘圭、
　　　　洪煜棋、王春雄、艾　群、林達德、
　　　　李林欽、蘇光正
監事主席：雷鵬魁
監　　事：游麗騰、吳政鴻

國立嘉義大學農機研發 
與訓練中心揭牌

國立嘉義大學農機研發與訓練中心之揭牌
儀式於2014年7月5日上午10:30在該校生物機
電工程學系實習工場舉行，由生機系主任連振
昌教授主持，並邀請邱義源校長及農糧署李蒼
郎署長致詞後隨即舉行揭牌。

台灣的農機訓練業務在2004年台糖公司訓
練中心關門後，由農機學會、農業機械化研究
發展中心（簡稱農機中心）接辦了幾年，其後
就因經費問題而停頓。農糧署曾於101年度委
託農機中心執行「推動農業機械產業發展之輔
導」計畫，在計畫執行過程中，業界對農機訓
練有強烈的需求與期待（詳本刊第28卷第1期
之簡訊報導--2013年2月），農糧署李蒼郎署
長對此做出回應，同意設立農機訓練中心來幫
忙農機產業以促進農業的發展。然而設立農機
訓練中心除了需要師資、場地與設備之外，學
員宿舍也是重要的考量條件。感謝前台糖公司
訓練中心林峰吉先生及嘉義大學艾群副校長的
努力，農機訓練中心終於能在嘉義大學設立。
嘉義大學邱校長撥款150萬元經費來增添訓練
所需的設備，並獲農委會農糧署103年度農機
操作保養訓練計畫經費補助206萬元，辦理單
缸柴、汽油引擎使用保養與檢修班、新型稻米
乾燥作業機械使用保養與檢修班、曳引機使用
保養與檢修班、機電整合研習班及氣壓控制工
程技術班等五個訓練班。在此衷心祝福並期望
該中心成長茁壯，為農業機械化奉獻。

2014台北國際光電週展出植物工廠

2014台北國際光電週國際光電大展於6月
17～19日在台北世貿南港展場舉行，四樓N區
同步舉行第三屆植物工廠展。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設置植物工廠館之展區，受邀之參展單位包
括台灣大學與農業試驗所等多個機關單位。除
了國內大學、研究單位的展出外，也有許多廠
商之資材、產品參展。另外，台灣大學生機系
陳世銘教授與宜蘭大學邱奕志教授共同研發的
「套管式蔬果種苗嫁接機」也受邀參展。展覽
期間吸引不少人潮參觀，植物工廠的發展已日
趨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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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銘宏博士於2014年7月1
日就任台糖公司農業經營處
處長職務。簡處長為中興大
學農業教育系農業機械組學
士，泰國亞洲理工學院農業
及食品工程所碩士，中興大
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博
士。歷任台糖公司現場農機
工程師及台糖研究所研究員，以及中華民國蔗
糖技術學會秘書長、生質能源學會秘書長等
職。2004年派任台糖公司美國加州分公司經
理，2010年八月返國調任台糖公司研究所副所
長，技職專長包括農業動力、設施環境控制及
採收後處理。

尤瓊琦教授於2014年8月1
日就任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
業機電工程學系系主任與農
業機械實習工廠廠長職務。
尤教授為國立中興大學農教
系農機組學士、美國亞利桑
那大學航太與機械工程學系
博士。曾任國立中興大學副
教授，也曾兼任農業機械實習工廠組長、總務
處經營管理組組長及農業自動化中心主任等職
務。近年之主要研究項目包括農產品分級機
械、養殖廢水處理系統、微藻類培育系統與其
應用及稻草生物製漿等。

朱健松副教授於2014年8月1
日就任國立嘉義大學生物機
電工程學系主任兼農機研發
與訓練中心主任職務。朱教
授為中興大學農機系學士、
碩士以及生機系博士。曾任
嘉義大學助教、講師、助理
教授、副教授，也曾兼任進
修推廣部組長、課務組組長、農機工廠主任、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組長等職務。近年來主
要研究項目包括機械設計研發、機電整合實務
工程及溫室環控設施溫濕光控監測等。

周立強副教授於2014年8月1
日就任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機
電工程系主任職務。周教授
1983年畢業於正修工專電機
科 (即正修科技大學前身)，
1989年自台灣大學農業工程
系畢業，1991年取得碩士
學位，任職於宜蘭農工專校 
(即宜蘭大學前身) 土木科助教、講師，後轉任
同校宜蘭技術學院 (亦為宜蘭大學前身) 農業
機械工程系 (即生物機電工程系前身) 講師，

2005年擔任宜蘭大學生物機電工程系副教授迄
今。在2003至2006年間進修於台灣大學生物
環境系統工程系取得博士學位，其專長領域包
括生物環境監測、邏輯控制與設施環控。近年
致力於機電整合科技教育發展及水域環境毒理
模擬監測等課題，其研發成果受到中華創新發
明學會認同於2012及2013年獲頒發明國光獎
章及發明終身成就獎。

許益誠教授於2014年8月1
日就任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生
物機電工程系主任職務。許
教授於1996年自國立中山大
學機械系畢業，1998年取得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系碩士學
位，2000年於台灣積體電
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服務，
2004年取得國立中山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博士
學位。目前是中華農業機械學會及臺灣生物機
電學會會員。專長領域為光纖通訊、雷射與發
光二極體構裝與應用、光纖感測器。

苗志銘博士於2014年8月1日
就任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研發
長職務。苗教授為國立台灣
大學機械工程博士，目前就
職於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生物
機電工程系教授。曾任屏東
科技大學生物機電工程系主
任，主要研究領域為熱流分
析、風機設計與特性分析、數值模擬分析。

周楚洋副教授於2014年8月
1日就任國立台灣大學生物
能源研究中心主任職務。周
教授1978年畢業於臺大農工
系機械組，1985年獲夏威夷
大學碩士，並於1989年在美
國佛羅里達大學取得博士學
位後返國任教臺大迄今，曾
任台灣大學生物產業自動化教學及研究中心主
任，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生質能源、廢棄物處理
及農業自動化等。

謝廣文副教授於2014年8月1
日就任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
自然資源學院農業自動化中
心主任職務。謝教授為中興
大學農教系農機組學士、台
灣大學農工所機械組碩士及
生機系博士。曾任中興大學
助教、講師及副教授，也曾
兼任農業自動化中興與農機實習工廠組長。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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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氣壓工程技術士監評委員資格。近年主要研
究項目包括種苗生產自動化、設施生產環控與
節能再利用、RFID應用於家禽產銷管理、智
能型密閉室禽舍生產管理及水禽生產孵化管理
自動化等。

楊朝旺副教授於2014年8月
1日就任國立嘉義大學理工
學院自動化研究中心主任職
務，主要任務在於協助該校
理工學院提升產業自動化技
術，並培養自動化技術人
才。楊教授曾任該校理工學
院特別助理與總務處特別助
理等職務。楊教授為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
系博士，學術專長為微處理機控制、感測器原
理與應用、電子電路設計。

黃文祿助理教授於2014年8
月1日就任國立嘉義大學理
工學院能源與感測器中心主
任職務。黃教授為中興大學
農機系學士、碩士及生機系
博士，曾任上正汽車修護廠
維修員，省立嘉義農專技術
員、助理，嘉義技術學院助
教，嘉義大學講師、助理教授，具有乙級農業
機械修護技術士證照(71年)，曾開發研究與技
轉一畦二行自走式胡蘿蔔收穫機及乾式花生仁
脫膜機，目前擁有多項專利，主要研究領域包
括生物產業機械、機電整合實務、食品機械與
工程、人機界面控制等。

陳世銘教授於2014年8月1
日就任國立台灣大學生物資
源暨農學院副院長職務。陳
教授為台大農工系農機組學
士、美國紐澤西州立大學生
物與農業工程碩士、美國加
州大學化學工程碩士與生物
與農業工程博士，目前就職

於國立台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教授。
陳教授曾擔任過台灣大學農業試驗場管理組主
任、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系主任、生物能源
研究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另外於
2007～2010年期間擔任中華農業機械學會理
事長一職兩任共四年，目前也兼任財團法人農
業機械化研究發展中心主任。曾獲得明裕文化
基金會學術研究獎、中華農業機械學會「學術
成就獎」、中華農業機械學會年度論文獎 8
次、台灣農業工程學會年度論文獎2次、美國
ASABE論文獎2次。目前為「Engineering in 
Agriculture, Environment and Food」國際
期刊、「農業機械學刊」、「台灣農業機械」
雜誌等三個刊物之主編，以及「台灣農業研究
期刊」之領域主編。主要研究領域農業自動
化、生物材料非破壞性檢測、精準農業、永續
能源工程等。

張福祥博士於2014年8月1日
就任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
學校校長。張校長先後畢業
於佳冬高農、嘉義農專(二
專部)及中興大學，並取得
台灣大學農機工程碩士及生
物產業機電工程博士。歷任
國立曾文家商校長(2010年8
月-2014年7月) 、國立佳冬高農校長(2006年
8月-2010年7月)、國際扶輪3470地區麻豆扶
輪社社長(2013-2014)、登永貿易公司(1981-
1986)-「歷經維護工程師、業務代表、營業課
長及分公司主管等職務」、汽車板金工學徒
(1973-1974)、車床工學徒(1972-1973)。曾獲
頒「台灣區高職組師鐸獎」、「技術及職業教
育名人錄」及「中國工程師學會表揚產學攜手
績優單位」。張校長是中華農業機械學會及臺
灣生物機電學會會員，中華農業機械學會學刊
編輯委員 ，教育部「中等學校師資培育專門
課程審核作業」機械群-生物產業機電科審查
委員、動力機械群-農業機械科審查委員、動
力機械群-動力機械科審查委員，「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生涯探索手冊」編輯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