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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阻抗量測應用於蝴蝶蘭病徵檢測之初探 

吳冠德[1]  邱庭毅[1]  陳澤民[1]*
 

摘  要 建立一非侵入式植物病害檢測系統為本研究之目的。本研究應用量測分析不同頻譜下蝴蝶蘭的阻抗值，經由不同頻

譜下所呈現的阻抗趨勢，期待在病徵出現前能有效篩檢出植株是否已感染根腐或軟腐等常見病害。相關研究指出，植物阻抗在

不同頻譜下會出現不同散逸現象，當植物在不同的健康狀態下植物之阻抗頻譜亦會隨之改變，所以植物的生理狀態應可以植物

的阻抗值為指標進行檢測。因此若將植物本體視為一包含輸入和輸出的系統，當輸入信號不變，植物內部因結構組成改變時，

輸出信號亦會隨之變化；因此輸入一序列不同頻率信號進入植株本體，量測所求得之頻率對應阻抗的關係可做為植物生理的參

考曲線。本研究將阻抗量測值以最小平方法建立一轉移函數模型方程組，並利用殘差運算的方式與健康模型方程式進行比較，

藉此區辨蝴蝶蘭健康植株與染病植株。當 3.5 吋蝴蝶蘭阻抗殘差模型讀值超過 50 或奈奎氏殘差模型讀值超過 5 時，系統即判

斷此植株為染病狀態，實測結果亦顯示在阻抗頻譜殘差的模型圖和奈奎氏殘差模型中皆能有效進行蝴蝶蘭染病預警與判別。 

關鍵詞：植物病害檢測、非侵入式檢測法、生理參考曲線、植物阻抗量測。 

A Basic Study on Symptoms Detection of Phalaenopsis 

by Using Electr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 

Guan-De Wu[1]  Ting-Yi Chiu[1]  Tse-Min Chen[1]* 

ABSTRACT This research established a noninvasive disease detection system for Phalaenopsis. Since the input 

signals with distinct frequency result in different impedance spectrum as responses, the electr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 is an available index to describe the physiological status of botanic tissue.  Therefore, employing the 

measured impedance trend to identify the disease-infected seedlings may be a prospective technique.  Former 

literatures indicated that the electrical impedance of plants changed depended on different frequency spectroscopy 

and different physiological status, which is called desperation, Desperation depicts the characters of a specific species.  

If a botanic tissue such as Phalaenopsis is regarded as a system that contains input signal and response and when the 

input signal is fixed and the plant's structures have been changed, the response will change simultaneously.  Thus the 

frequency spectroscopy of the impedance response of a plant illustrates the biological statues and may be referred as 

the physiological reference curve.  This thesis employs the concept of the referred physiological reference curve of 

Phalaenopsis and the least square method to organize a novel noninvasive disease detection scheme for Phalaenopsis 

seedlings.  Using the residuals of data from differen experiment days and their fitting transfer models, the Bold and 

Nyquist analysis valid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detection system for Phalaenopsis.  The limitations of check point 

value for the residual Bold model is 50 and for Nyquist model is 5.  Beyond these check points the seedling is awarded 

to be infected. 

Key Words: Disease detection system, Noninvasive detection, Physiological reference curve, Botanical impedance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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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位於亞熱帶，屬海島型高溫多溼的氣候，處於此種

生長環境下，農作物容易茲生各種病害，如褐斑病、炭疽病、

根腐病和軟腐病等等；所以如何進行植物健檢是十分值得研

究與努力的課題。目前大部分的檢測方式皆需等到植物外觀

有明顯病徵發生時，才會有主動積極的實務作為。本研究期

望能在植物害病初期，即能以非侵入式之方式，即時確認植

物的健康狀態，以提早預警和避免病害傳播。 

由系統的觀點，自然界可以視為一個系統，即輸入信號

經內部轉換程序後輸出響應。生物的阻抗與生理狀態亦可視

為一個具有輸出入對應的系統。當植物體受各種內外在因素

變動（即輸入）影響時，將透過各種生理狀態的改變呈現輸

出響應，如凋零、腐敗和趨光性等現象
[7,8,9,10,14]

。然而這些明

顯病徵都是病害或者其他外在因素已經影響一段時間後植物

所展現的具體外觀表象，且往往已達到無法挽救的階段。由

於植物發生微小變異時阻抗將產生變化，特別是散逸區間

(Dispersion)的位移，所以應用生物組織阻抗的量測，即時檢

測植物的生理狀態，應是一個呈現植物生理變化快速、有效

且實用的工具
[2,9,12]

。 

電阻抗量測是一種接觸式非侵入性的量測方式，應用電

壓和電流關係檢測生物組織導電率和電阻抗的技術
[1,3,4,6,10]

。

電阻抗量測可提供植物阻抗值長時間的量測與快速即時的檢

測，對於建置植物生長生理的參考曲線將有極大之助益。本

論文將量測所得阻抗值建立一對照方程組後，將各日數據以

殘差的型態與原對照方程組進行比較，並標定其差異點，以

做為檢測判定染病與非染病植株之依據。 

二、文獻探討 

植物會因內外因素的變異而改變其外觀和其內部的結

構，除必要的生存條件外，各種疾病對植物的生理所造成的

影響最為劇烈。一般而言病菌係由植株較脆弱的部份侵入植

株本體，如：軟腐病和炭疽病由植物葉片上的傷口侵入植株。

所以大部分植物生病皆由葉部、莖部、根部依序出現病徵，

然部分的植物病害並非如此，如因潮濕引起的根腐病，病菌

在適合的環境中快速繁衍，並抑制根部傳輸養分和水分的功

能，葉部將因長時間缺乏水份與養分而率先產生萎凋的病徵。 

(一) 幾種蝴蝶蘭常見之病害與病徵： 

1. 蝴蝶蘭在低溫且無光照的環境下，容易發生寒害的狀況。

低溫會抑制植物的葉綠素形成，因此植物的葉片部分會

呈現黃化、褐化、甚至因凍傷導致植物組織發生軟腐化

等病況 (圖 1)
[15]

。 

2. 蝴蝶蘭的軟腐病（圖 2）好發在潮濕且高溫的環境中，

特別是台灣地區的梅雨季節和颱風季節，由於高溫潮濕

和風力之影響，導致葉片相互摩擦產生傷口。病菌便藉

由葉片傷口侵入植株中，病菌分泌的酵素，可將植物細

胞中層和細胞壁中的果膠物質分解，造成細胞整體崩解。

受感染的植物細胞因此呈現軟腐的外觀。最後終因養分

無法向下傳導至根部而導致植株死亡
[11]

。 

3. 蝴蝶蘭的根腐病（圖 3）則是因為土壤中水分過多，植

物的根部長時間浸泡於水中，進而引發真菌性的病菌大

量繁殖導致植物根部受損。感染根腐病的蝴蝶蘭會因為

水分與養分無法傳導至葉片，導致葉片萎凋
[16]

。 

(二) 植物組抗量測 

 

圖 1 寒害病徵 

Fig. 1 symptoms of chilling injury 

 

 

圖 2 軟腐病病徵 

Fig.2 symptoms of bacterial soft rot 



 農林學報 63(1): 65-73 (2014) - 67 - 

 

量測植物阻抗有許多種方式，依取樣時是否侵入植株可

分成非侵入式和侵入式二種。非侵入式電極量測法的種類有

二極法、三極法、四極法與多極法數種，其中二電極法是目

前較容易且較常使用的量測方式之一
[1,3,4]

。圖 4 為二電極量

測法之示意圖。在待測植株兩端加入兩個電極後，通過一個

微小而穩定的交流電流源，最後利用電壓和電流表讀值計算

其待測物兩端的等效阻抗值。徐等曾應用四極法進行蝴蝶蘭

阻抗量測
[4,6]

。蘇則應用二極法量測細胞電阻抗值，並將其應

用於細胞數量的檢測
[13]

。 

植物的各部組織皆由最基本單位—植物細胞所組成，生

物的各項反應其實就是細胞的反應
[2,5,7]

。生物在微小的體積

密度下，生物阻抗與細胞數量可視為線性的關係，例如：量

測單一細胞時，在相同頻率下，則此細胞可等效電容和電阻

複合組成，所以其阻抗是固定的；然而量測生物組織時，則

會因為太多未知因素如串並聯接合、離子的種類與分佈等，

導致阻抗值與細胞數量呈現非線性的關係
[9]

。細胞內的細胞 

 

圖 3 根腐病病徵 

Fig.3 symptoms of bulb mites 

 

圖 4 二電極法量測示意圖 

Fig. 4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two-electrode pole 

mode measurement 

核和細胞質其導電特性與電阻相似，而細胞內的液泡其導電

特性則與電容相似，故亦可將生物組織等效成一組電容和電

阻串並聯的電子元件模型（圖 5）
[2-7,13]

。 

由於植物阻抗值和細胞數量的關係並非線性關係，故不

同頻率的電源信號通過植物組織會產生不同的阻抗響應，細

胞膜的電容效應亦會改變電流通過植物組織的路徑。由於植

物組織可以等效成電阻和電容串並聯組合，故在較低頻率的

電流通過植物組織時，細胞的細胞膜與液泡所造成的電容效

應會使容抗值會增加，導致植物細胞的阻抗值增加，迫使電

流僅能通過細胞與細胞間阻抗值較低的外液組織。當較高頻

率電流通過植物組織時，細胞內的容抗效應將降低，電流頻

率大於臨界值時，容抗效應幾乎消失，電流可直接通過組織

（圖 6）
[2]

。 

 

R：等效電阻 equivalent resistor 

C：等效電容 equivalent capacitor 

Z：探針阻抗 probe impedance 

圖 5 生物體組織阻抗量測之等效電子元件模型 

Fig. 5 equivalent electronic component model of the 

biological tissue impedance measurement 

 

 

 

圖 6 不同頻率電流通過植物組織的路徑示意圖 

Fig. 6 schematic diagram of current trajectories with 

vary frequencies passing through the plant 

tissue 

V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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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將植物等效為一包含輸出入的系統時，當有信號

輸入時，必定會產生對應響應輸出。若輸入不同頻率正弦信

號時，所產生的對應阻抗響應頻譜將可作為植物生理的參考

曲線（圖 7）。 

三、 材料與方法 

(一) 實驗設備 

1. 可調式恆溫恆濕植物生長箱： 

本研究採用生長箱做為植物電阻抗量測平台之核心，其

規格如下： 

(1) 溫度範圍：0℃~50℃ ±0.3℃之內。 

(2) 濕度範圍：25％RH~98％RH ±3％RH 之內。 

(3) 溫濕度控制方式：RS-485 通訊介面及 PID LED 台達電

數字型微電腦可控制器，具有 8 組每組 8 段之程序控制，

每段可設 15 小時。 

(4) 內部光照系統：NEC 三波長燈管（太陽燈管）30W，15

隻，分別在左、右、上三面平均分佈，獨立開關。24HR

日夜燈照控制。 

 

圖 7 阻抗頻譜應用於植物生理參考曲線建置之示意圖 

Fig.7 schematic diagram of building up the 

impedance frequency spectrum as plant 

physiological reference curve 

2. 阻抗量測設備： 

日本 HIOKI 公司生產的 3532-50 LCR 測試儀器，其規

格如下： 

(1) 量測係數：│Z│、θ 

(2) 量測頻率：42Hz~5MHz 

(3) 量測精度：│Z│：±0.08%、θ：±0.05 度 

(4) 量測方法：恆壓 10mV~5V(42Hz~5MHz) 

3. 阻抗分析軟體：LabVIEW8.6 圖控程式語言。 

(二) 實驗材料 

1. 蝴蝶蘭品種：Dtps. Ganlin Fairy "Sun Flower" 

2. 蝴蝶蘭規格：3.5 吋 

3. 蝴蝶蘭數量：9 株 

(三) 實驗方法 

為製造檢測用病徵，本研究將健康的蝴蝶蘭植株培育於

對應環境下（表 1），並執行固定時序之樣本處理（表 2），

使其產生預期之染病效果。 

本研究使用二極法搭配 LCR 進行蝴蝶蘭阻抗量測（圖 

8、圖 9）。於蝴蝶蘭葉片長度之半前後各取 1 cm 的距離作

為量測點，將測試端分別接在 3532-50 LCR 兩個量測點上，

進行量測。 

本實驗有關蝴蝶蘭阻抗值分析之步驟： 

1. 利用 LabVIEW 程式中的 System Identified 模組中的

Model Estimation VI 以最小平方法的方式對首日歸類

為健康蝴蝶蘭株的阻抗頻譜 Bold 圖和奈奎氏圖進行建

模。 

2. 將次日所取得量測數值對首日建立的模型作殘差比較。 

3. 將所有的殘差值繪製殘差圖 

 

表 1 蝴蝶蘭生理狀態的環境對應處理 

Table 1 Phalaenopsis physiologies vs environmental 

status treatments 

生理狀態 溫度(℃) 濕度(%) 照度(lux) 控制因素 

健康 16~22 70 12000  

寒害 13~15 70 0 
置於低溫

的環境 

軟腐病 16~22 70 12000 
接種軟腐

病病菌 

根腐病 16~22 70 12000 
每天澆水

5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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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實驗樣本處理 

Table 2 Experimental sample processing 

實驗樣本 

     

     

     

各種不同的實驗狀況 寒害 健康 根腐病 健康 軟腐病 

實驗天數 1~27 1~27 1~27 27~36 27~36 

 

 

圖 8 二電極法搭配 LCR 進行阻抗量測 

Fig. 8 two-electrode poles mode of LCR in impedance 

measurement 

 

 

圖 9 二電極法搭配 LCR 進行阻抗量測示意圖 

Fig. 9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two-pole electrode 

collocation LCR in impedance measurement 

 

4. 對殘差圖上每一個點做根均方誤差(RMSE)。 

5. 實驗照片與每一天的 RMSE 值對照。 

6. 重複步驟 2-5 至明顯病徵出現。 

7. 規範出現病徵時的 RMSE 值。 

實驗流程則如下： 

 

 

將 9株健

康樣本置

於對應的

實驗環境

下

使用LCR

搭配二極

法量測方

式，量測

實驗首日

蝴蝶蘭於

全頻段的

阻抗值

使用迴歸

分析最小

平方法建

立 健 康

（首日）

蝴蝶蘭個

別之生理

參考曲線

模型

使用LCR

搭配二電

極 量 測

法，定時

量測實驗

期間蝴蝶

蘭每日的

阻 抗 大

小，直至

明顯病徵

出現

將每日測

值進行模

型建置並

與實驗首

日所建置

之健康模

型進行比

對

對比每日

之模型取

得 殘 差

值，並建

立對應殘

差圖，最

後將所有

的殘差值

做 RMSE

值處理

依據明顯

病徵出現

之測值，

定義染病

植株阻抗

與奈奎氏

的 RMSE

臨界值

驗 證 量

測：當待

測蝴蝶蘭

植 株 之

RMSE 值

大於臨界

值時，即

預警為染

病狀態，

並與日後

病徵比對

驗證

AC 電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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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使用日本 HIOKI 公司生產的 3532-50 LCR 測試

儀器並搭配二極法量測方式進行蝴蝶蘭阻抗量測並將量測數

據以阻抗頻譜之波德圖(Bold Plot)以及奈奎式圖(Nyquist 

Plot)方式呈現，圖 10 為分析介面所繪製之蝴蝶蘭阻抗波德

圖及奈奎氏圖。 

圖 11 為利用 LabVIEW 圖控程式所撰寫之阻抗分析人

機介面；本人機介面可依據輸入數據進行模型的擬合，並進

行兩組不同日數據之分析比較。 

本研究將比較健康蝴蝶蘭植株和染病蝴蝶蘭植株的阻抗

差異。將所測得之蝴蝶蘭阻抗值進行信號處理後，比較蝴蝶

蘭在各種不同狀態下阻抗值的變化。本研究將樣本分成健康、

感染軟腐病以及感染根腐病三種，並進行三種不同模型分析。

首日（歸類健康狀態）取得之數據透過 LabVIEW 程式的

System Identified 模組以最小平方法擬合成一個系統的轉

移數學模型： 

𝑌(𝑘) =
𝐵(𝑥)

𝐴(𝑥)
𝑈(𝑘) 

其中：𝑌(𝑘)為輸出信號、𝑈(𝑘)為輸入信號、
𝐵(𝑥)

𝐴(𝑥)
為系統的轉移

函數 

當各日之數據組完成模型建置後，即可與實驗首日所擬

合的數學模型進行殘差比較，由阻抗波德圖數據以及奈奎氏

圖數據之殘差比較，結果如圖 12~圖 17；其中 為預

計感染根腐病植株(A)， 為預計感染根腐病植株(B)，

為健康植株， 則為寒害植株。 

綜合前述結果，本研究之阻抗殘差以及奈奎氏殘差以病

徵初現日為基準，分別前推選定建置建議染病判別模型讀值

如表 3，3.5 吋蝴蝶蘭植株之波德殘差模型檢驗讀值(Bold 

Check Point)可設定為 50（圖 15）和奈奎氏殘差模型檢驗

讀值(Nyquist Check Point)可設定為 5（圖 17），當讀值超

過檢驗讀值時，系統即判斷此植株為染病狀態。 

五、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將健康蝴蝶蘭植株分別培育於不同之環境與管理

狀態，以形塑不同之生理變異，並利用非侵入式二電極法量

測建置阻抗頻譜。阻抗量測之結果則透過信號分析之程式設

計，進行植物阻抗的波德圖與奎氏圖比較分析，建立染病預

警 之 機制 。最 後利 用 蝴蝶 蘭 （ Dtps. Ganlin Fairy "Sun 

Flower"品種）驗證本研究所設計完成之信號量測與比較分

析系統在植物染病預警之實用性。本研究試驗結果顯示，透

過植株阻抗頻譜殘差模型圖和奈奎氏殘差模型之分析比較，

即能有效進行蝴蝶蘭的染病預警，當 3.5 吋蝴蝶蘭植株阻抗

殘差模型檢驗讀值超過 50 且奈奎氏殘差模型檢驗讀值超過

5 時，系統即可判斷此植株為染病狀態。 

未來研究方向將可繼續改良模型建置的精度並降低量測

誤差，若能配置更高精度之模型與低誤差之量測系統，並建

置病害阻抗頻譜資料庫，將可使植物病害的預警與檢診防治

更積極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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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染病判別殘差模型 

Table 3 Residual models for diagnosis 

蝴蝶蘭狀態 健康 
根腐病無

病徵 
寒害 軟腐病 

阻抗殘差模

型讀值 
50 以下 50 以下 50 以上 50 以上 

奈奎氏殘差

模型讀值 
5 以下 5 以下 5 以上 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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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蝴蝶蘭阻抗波德圖及奈奎式圖 

Fig. 10 Bold plot and Nyquist plot of the impedance of Phalaenopsis 

 

圖 11 利用 LabVIEW 圖控程式所撰寫之阻抗分析人機介面 

Fig. 11 impedance analysis interface by LabVIEW programming  

系統設定 
殘差分析圖 

檢驗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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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以首日為基準，各種狀態下植株的連續二十六天數據

的阻抗頻譜殘差比較圖 

Fig. 12 the 26-day residual impedance models 

referred to the 1
st

 test day of Phalaenopsis 

with various statuses  

 

圖 13 各種狀態下植株的連續二十六天數據的相位頻譜殘

差比較圖 

Fig. 13 the 26-day residual phase models referred to 

the 1
st

 test day of Phalaenopsis with various 

statuses 

 

圖 14 以第一天為基準，各種狀態下植株的連續二十六天數

據的奈奎氏殘差比較圖 

Fig. 14 the 26-day residual Nyquist models referred 

to the 1
st

 test day of Phalaenopsis with various 

statuses 

 

圖 15 各種狀態下蝴蝶蘭的阻抗殘差模型 

Fig. 15 Phalaenopsis residual impedance models with 

various statuses 

 

 

 

圖 16 各種狀態下蝴蝶蘭的相位殘差模型 

Fig. 16 Phalaenopsis residual phase model with 

various statuses 

 

 

 

圖 17 各種狀態下蝴蝶蘭的奈奎氏殘差模型 

Fig. 17 Phalaenopsis residual Nyquist model with 

various statuses 

 

 

發生病徵 檢驗點 

發生病徵 檢驗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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