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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近年來氣候變遷，造成旱季缺水，對於農田灌溉有重大衝擊，故近年來許多

研究專注於節水灌溉上之探討，應用 Matlab 模糊判別分析法，具有快速方便及提供參

數多的分析優點。對彰化縣田中鎮農田灌溉之 10 組已知參數推估 2組未知參數，為了

防範龐大數據之複雜分析之解決方法，可利用模糊判別分析法，結果顯示編號 11 為省

水、編號 12 不省水，由模糊判別分析能即時分析未知數據，讓未知數據能迅速分類，

達到即時解析之效能，提供省水理念上一條明確快速之機制。 

關鍵字: 農田灌溉、灌溉省水、判別分析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地區四面環海水資源豐沛，但受

地形、地貌及降雨時空分佈不均影響，使

缺水成為不可避免之天然事件，使寶貴的

水源無法存留，對水資源分配上造成重大

難題。近年來，在全球氣候變遷影響下，

台灣農田乾旱程度更加嚴重，如何防範乾

旱季節造成水資源分配不均，此為水資源

規劃者研究重點。(宋建明，2011)   本研

究對彰化縣田中鎮農田灌溉之 10 組數據

參數推估 2 組未知參數並進行探討，讓龐

大數據之複雜化能達到快速方便之效能。 

農業利用全世界約 70%水資源(劉明

德，1999)，其中約有三分之二被浪費掉的

水資源(MILLER，2000)。因此便將一部分

的農業用水，做更有效率的用途，這將提

供更多的水來應用於其他用水(民生、工

業)，以解決未來將面臨的缺水危機。農業

節水的目的使農業供水量不變或減少之情 

形下，並擴大灌溉面積，故增加農產量提

高經濟效益，最終實現農業維持穩固發展

(董克寶，2007)。節水灌溉管理技術是根

據作物需水量規律控制、調配，達到最大

滿足作物需水量要求，實現農田水紛調控

最佳的管理技術。目前我國對作物需水量

缺乏進行系統研究，無法滿足農業節水快

速發展之需求(劉學真，2009)。大力推行

節水灌溉技術，提高農業灌溉水的利用效

率。以色列在節水灌溉方面開發出一系列

的先進技術，並走向國際市場。在以色列，

滴灌一般用於溫室和高經濟價值的作物

上，灌水利用效率達 95%。微灌一般用於

果園，灌水利用效率約 85%。噴灌則用於

一般的農田作物，灌水利用效率約 70~80%

（山侖，2001） 

由上述幾篇文獻，對農田節水灌溉相

關文獻不少，以模糊判別分析之研究應用

尚未看到。因此本研究嘗試運用模糊判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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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探討灌溉數據是否省水，因應未來

對於龐大資料能迅速完成解析，並以省水

為前提，改善配套方案來達到省水機制，

提供省水理念上一條明確快速之機制。 

二、研究材料與方法  

2.1 研究區域調查 

2.1.1 地理位置 

位在彰化縣東南角，北接社頭鄉，東

鄰南投縣名間鄉，南為溪洲鄉與二水鄉，

西邊與田尾鄉及北斗鎮相接。位處八卦山

南麓的田中，林木資源豐富，特色:因位於

水田中央，四周皆為水田，故命名為田中

央，在日據時代才改為「田中」。 

 
圖 1 地理位置圖 

(資料來源 Google 地球) 

2.2 清水田噴灌數據 

本研究採用清水田噴灌數據，資料來

源於(宋建明，2011)，利用表 1 中的清水

田噴灌數據，並運用 MATLAB 多元統計

分析中的判別分析法來了解判別函數之相

關訊息。 
2.3 模糊判別分析法基本概念 

    判別分析在多元統計分析中也屬

於數值分類法，判別分析是根據已知事物

的某些觀測指標和所屬類別來判斷未知事

物類別的一種統計學方法。與聚類分析有

明顯的差別於聚類分析中的數據類別是未

知的或沒有明確應該分成幾類，完全根據

資料來確定。判別分析在化學、生物學、

地質學、石油等領域得到了較為廣泛的應

用，在化學研究中，可以根據判別函數及

判別化合物之性質求取相關函數。 

從概率的角度來看，可把判別問題集

結如下模型。設共有 n個總體： 

nξξξ ,,, 21 L  (1)

其中 1ξ 是 m維隨機變量，其分布函數為 

nixxF mi ,,2,1  ),,,( 1 LL =  
而 ),,( 1 mxx L 是表示總體特性的 m 個隨機

變量的取得值。在判別分析中稱 m 個變量

判 別 因 子 。 現 有 一 個 新 的 樣 本 點
T

mxxx ),,( 1 L= ，要判斷此樣本屬於哪個總

體 (許國根與許萍萍，2005)。 

三、案例應用 

3.1 噴灌函數 

資料由(宋建明，2011)，取 1公頃清

水田以噴灌的方式來澆灌高麗菜田面積之

數據，以總差合等於 7 作為省水高低的界

限，測定 10 個不同方案之澆灌面積對差總

合之數據，對 2個未知省水之方案進行判

別。 
表1   10組澆灌方案之參數值 

 
3.2 模糊判別分析模型建立 

設表示 2組未知省水之方案 

程式碼解析: 
x1=[34.698 14.7487  13.9665  8.0992
 7.3168  3.7     3.6     1.57      
    1.49    0.77]'; 
x2=[21.3227 9.0636  8.5827  4.9772
 4.4963 23.58   23.04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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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9     4.97]';  
x3=[26.3627  11.2059 10.6114 6.1536
 5.5591 22.14 21.64  9.41   
    8.91     4.67]'; 
x4=[41.1917 17.5091 16.5803 9.615
 8.6861 21.32 20.84  9.06      
    8.58     4.5]'; 
x5=[60 30 30 20 20 60 60 30
 30 20]'; 
training=[x1 x2 x3 x4 x5]; 
group=[1 1 1 1 1 2 2 2 2 2 2]'; 
sample=[33.9155 20.8419 25.7682 
40.2628 60;0.85 5.5 5.17 4.98 20]; 
class=classify(sample,training,group) 
3.3 模糊判別分析之相關函數 

用表 2相關函數來達到模糊判別分析。 

表2  模糊判別相關函數 

 
四、結果與討論 

4.1 模糊判別分析結果 

class = 
     1 
     2 

即 2個未知省水參數類別為 1、2分別

為省水、不省水，與實際結果完全一致。 

(1)由模糊判別分析結果，得出 2 組判別參

數結果類別為 1、2 分別屬於省水及不

省水結果，此結果表示運用更多組參數

能將未知結果一一顯現出來，讓研究者

能快速得到結果，並做更深入之研究及

探討。 

(2)本研究數據是 1 公頃清水田運用噴灌之

澆灌高麗菜田，探討是否較為省水，數

據中:差總合33.9155初期20.8419盛期

25.7682 後期 40.2628 蓄水高度 60，分

析結果為省水，差總合 8.5 初期 5.5 盛

期 5.17後期 4.98蓄水高度20，分析結

果為不省水，此結果顯示經由10組的訓

練後，代入 2 組方案後，差異明顯，證

明此模式可以幫助一些用水量較大的使

用者，分析用水量並以省水為前提，改

善配套方案來達到省水機制。 

五、 結論與建議 

1.本研究運用模糊判別分析，判別2組是否

省水方法，由表 1結果顯示編號 11 較為

省水，反之，編號 12 較為不省水，此模

式可以幫助一些用水量較大的使用者，分

析用水量並以省水為前提，改善配套方案

來達到省水機制。 

2.本研究利用模糊判別分析，除了使用於省

水理念，也能在化學、生物學、地質學、

石油上應用，其參數值只要有相關性，都

能將龐大數據一一分析解析，具有方便、

快速和提供分析參數多的優點。 

3.本研究採用噴灌的澆灌數據，尚未考慮其

他的灌溉方式是否能與噴灌方式一起進

行分析，此相關課題還需進一步探討及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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