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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為設計與製作一台基於機器視覺
技術之可選擇性噴霧平台開發，架設於平台上方的

of the proposed platform.
Keyword: X-Y axis motion platform, 3D printing,
visual servo control, spray system, crop management.

鏡頭用於偵測區域內圖像並使用影像識別技術偵
測物件特徵以及位置，接著，一驅動裝置用來讓一

1. 前言

鋁擠型 X-Y 龍門平台上的噴霧裝置移動至該位置

現今的農業作物栽培過程中最難克服的問題

上方，最後，依據辨識物件特徵的結果實施噴藥、

為雜草對於作物的競爭與危害，前人研究顯示約有

噴肥或者噴水。噴霧裝置是使用電腦輔助製圖設計

1,800 種雜草造成糧食產量損失 9.7% [1]，引發許

並且利用3D 列印出雛型。實驗結果顯示，正確噴

多作物糧食供需不平衡的問題，很多作物因雜草競

灑機率為82%左右，相關定位與耗時性能測試也在

食水份，導致水分不足，產生生長不良或品質不佳。

本研究中說明驗證本平台使用之彈性。

但除了水分缺乏之外，作物也面臨養分不足的問題，

關鍵詞：XY 軸運動平台、3D 列印、視覺伺服控制、

一旦作物葉片邊緣呈現微微的褐色便可能是缺少

噴霧系統、作物管理。

水分，最後導致枯萎死亡[2][13]。而作物葉片呈現
黃色時，推論是水分吸收太多或者太少，導致養分

Abstract

會快速減少導致作物發育不良[3][14]。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esign and develop a

本研究探討如何處理作物生長過程中，雜草引

selective spray platform based on machine vision

起作物生長不良的問題，因此，本研究製作出可以

technology. The lens set up above the platform is used

精準施藥於雜草來抑制雜草生長，讓作物能持續成

to detect the image in the area, and the image

長的平台，也就是可以取代人工除草的機器，減少

recognition technology is used to detect the feature

因挖除雜草而造成作物根系破壞的風險，藉此作法

and position of the object; a spray device is installed

提升作物管理效能。本平台已能在溫室內初步實施

on the aluminum extruded X-Y axis motion platform.

自動噴藥，當平台上的鏡頭看到雜草時，噴頭會移

A driving device can drive the X-Y platform to move

動至雜草上方進行噴灑除草劑，當平台上的識別裝

the spray device above the object position. Finally, the

置發現作物邊緣呈現褐色時會進行噴灑水、作物呈

spray device can spray medicine, spray fertilizer or

現黃色噴灑肥料劑來確保作物穩定生長，不會意枯

spray water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object feature

萎死亡，並且可以達到減少大量使用藥劑的方法，

identification. The spray device is designed using

來減少對於土壤的危害。

computer-aided drawing and printed out a prototype
using a 3D printer.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2. 研究內容與方法

the correct spray rate is about 82%, and the

本研究內容包含機構平台設計、組立製作以及

positioning and time-consuming performance tests are

軟體程式開發。當機構完成後，再結合軟體程式，

also demonstrated in this paper to verify the flexibility

最後設計一模擬場域進行性能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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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機構設計
在平台機構部分，我們有三個機架需製作，第
一個是假定於溫室中架設的骨架以及四顆惰輪機
構的製作方法，我們使用 M4040規格的鋁擠來架
設以及使用惰輪移動；第二個是平台內部的 X-Y 軸
製作，使用3D 列印技術[4][5]製作固定架及移動平
台並由導螺桿帶動，圓棒用來固定移動平台；第三
個是噴灑系統，由三個罐子當作藥劑罐連接至噴頭，
噴頭分別霧化、霧化、直射三種噴法[6]，主要控制
方式由繼電器當噴灑開關。
2.1.1. 外部-骨架
本平台本體分為三部分，分別骨架、XY 軸平
台及噴灑系統。

圖 2. 內部-X 軸設計
2.1.3. 內部-X 軸滑軌
在 X 軸滑軌中，分成左右為 3D 列印固定殼，
固定殼中有兩個孔洞為圓棒固定，將兩邊固定殼連
接。X 軸滑軌是為了使 Y 軸在 X 軸平台移動時能左
右移動之滑軌。圖 3 為內部-X 軸滑軌設計圖。

模擬平台在溫室中移動，我們使用惰輪當作平
台移動的輪子，而平台鋁擠使用 M4040 的規格當
作骨架。這樣平台較穩固不易因重量或其他因素而
損毀。圖 1 表示外部-骨架設計圖。

圖 3. 內部-X 軸滑軌設計
2.1.4. 內部-Y 軸
在 Y 軸中，分成上下兩邊，上方為 3D 列印步
進馬達座，下方為 X 軸的移動平面。步進馬達座有
主要三個孔洞，左右孔洞為圓棒固定，中心孔洞為
圖 1. 外部-骨架設計
2.1.2. 內部-X 軸
平台內部 XY 軸分成三個部分，分別為 X 軸移

步進馬達經彈簧軸承連接的導螺桿，連接至 X 軸的
移動平面。兩者中的導螺桿上的是 Y 軸的移動平面，
主要放置噴頭。圖 4 為內部-Y 軸設計圖。

動平面、X 軸滑軌及 Y 軸移動平面。
在 X 軸移動中，分成左右兩邊，左邊為 3D 列
印步進馬達固定座，右邊為 3D 列印的固定殼。步
進馬達固定座有主要三個孔洞，左右孔洞為圓棒固
定，中心孔洞為步進馬達經彈簧軸承連接的導螺桿，
連接至固定殼，主要帶動 Y 軸可左右移動。圖 2 表
示內部-X 軸設計圖。
圖 4. 內部-Y 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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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內部-XY 軸結合
XY 軸結合作動方式，X 軸移動平面帶動 Y 軸
左右移動，在移動過程會拖著 Y 軸步進馬達座移動，
此時 X 軸滑軌作用是當 Y 軸帶動時的路徑，跟著往
左或右移動。Y 軸的移動方式上或下移動[7][8]。圖
5 為 XY 軸結合設計外觀。

圖 5. 內部-XY 軸結合設計
2.1.6. 內部-噴灑系統
噴灑系統說明，我們採用三個罐子當作藥劑桶， 圖 6. 基於機器視覺技術之可選擇性噴霧平台流程
罐子中溶劑分別除草劑、肥料劑以及水，對應出有

2.2.2. 程式設計

三個管子連接至所需要的噴頭。除草劑對應的噴頭
是直射，肥料劑及水對應噴頭是霧化噴射，有對應
噴頭是因各需要噴灑的面積皆為不同。噴灑系統依
據繼電器接收的訊號下達目前需要噴灑的藥劑，給
予適當的藥劑量。

2.2.

軟體設計
本章敘述程式設計應用於自動噴藥劑平台的

本 程 式 利 用 Raspberry Pi4 進 行 程 式 編 譯
[9][10][11]，使用鏡頭進行目標辨識，辨識目標顏色
及面積，再傳回至 Raspberry Pi 4[12]，並且輸出至
A4988 馬達驅動版上，使步進馬達驅動將 X 軸往左
或右移動、Y 軸往上或下移動至目標正上方。停至
目標正上方利用繼電器驅動抽水馬達進行噴灑至
目標上，噴灑結束後步進馬達會自動復歸至初始位

作動流程及影像辨識多目標物進行噴灑。

置。

2.2.1. 自動噴藥劑平台作動流程

2.2.3. 電路系統

在辨識作物之前，先將基於機器視覺技術之可

本電路系統為程式連接機構做結合，因此需要

選擇性噴霧平台移至作物上方，在按下電源開關，

做線路連接，由電池連接按鈕開關，在連接電路板，

鏡頭會照出作物周遭環境來知道作物目前有多少

再由電路板供電給繼電器以及抽水馬達。行動電源

作物需要哪幾種藥劑，確認作物數量及需要的藥劑

供電給 Raspberry Pi4，Raspberry Pi4 供電給 A4988

後 XY 軸開始移動使噴頭移置目標上方，進行噴灑

馬達驅動板及讀取鏡頭資訊傳送訊號給步進馬達

藥劑來處理作物目前的問題，當完成後 XY 軸開始

轉動以及繼電器使抽水馬達作動。

移動使噴頭復歸起始點。圖 6. 基於機器視覺技術

2.2.4. 實體外觀

之可選擇性噴霧平台流程圖。

此平台的結構組成為圖 1 至.圖 4，圖 1 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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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架是用來當作基礎支撐的架構材料，最上方的橫

中所遇到的模擬情境，來當做我們的實驗模擬溫室

桿是用來架設鏡頭，而圖 2 至圖 4 分別是 XY 軸的

栽培盆。圖 8 為作物模擬栽培盆外觀示意。

組成結構，組合後如圖 5 所示。圖 7 為平台實體。

圖 8. 作物模擬溫室栽培盆

2.4. 實驗數據
圖 7. 平台實體

2.3. 實驗規劃
本研究自動噴藥劑平台參考 3D 列印平台架構
所設計出來，利用 XY 軸移動噴灑系統至鏡頭所辨

2.4.1. 色卡辨識噴灑實驗
(1) 色卡分布情形
利用鏡頭拍出色卡分布情形進行框選及辨識
該噴灑哪種藥劑。圖 9 為色卡分布情形。

識出作物的需求進行噴灑，達到消除雜草的危害及
作物生長。我們實驗為影像辨識出作物在溫室中生
長情境做出對應的藥劑處理。假設作物正常顏色為
綠色時探勘成長情形進行所需的噴灑。將實驗分成
兩種方式進行辨識。第一種辨識是以色卡方式進行
辨識，作為噴灑作物之前的測試方式。綠色對應除
草劑，黃色對應肥料劑，褐色對應水，因經過文獻
探討得知雜草為綠色植物，當發現時須立刻噴灑除
草劑進行消滅的動作，而作物的部分得知當作物葉
片呈現黃色時是因攝取水分過多或過少導致養分
會快速流失，需補充養分，以及作物葉片邊緣開始
捲起呈現褐色是枯萎的症狀，原因是缺少水分的緣
故。進行噴灑作業方式，先確定是否能辨識出顏色
及準確噴灑包含所需時間;第二種辨識是以模型作
物來辨識，辨識出作物噴灑的藥劑是否正確以及噴
灑的準確度。每一組實驗作業都將進行計時，來得
知完成的時間。
2.3.1. 實驗模擬溫室栽培盆
本次實驗模擬溫室栽培盆是以穴盆栽培過程

圖 9. 色卡分布情形
(2) 座標辨識
利用公式(總步數/像素座標)計算出步進馬達
與螺桿的轉動圈數及拍攝的影像，找出色卡座標位
置。表 1 表示色卡座標位置。
表 1. 色卡座標位置
座標

X 座標

Y 座標

褐色

60

207

褐色

199

113

綠色

156

255

綠色

248

206

色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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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

60

112

圖 10. 模型雜草及模型作物狀態分布情形
(2) 座標辨識

(3) 噴灑系統準確度
當光照為 85lux、範圍 82~85lux 的情況下，利

利用公式(總步數/像素座標)計算出步進馬達

用找尋到的座標使噴灑系統移動至目標正上方進

與螺桿的轉動圈數及拍攝的影像，找出模型雜草及

行噴灑[17]。總共色卡數目為五項，需辨識三種色

模型作物座標位置[15][16]。表 3 表示模型雜草及模

卡。當噴到一塊色卡機率為 20%，但要以相對應的

型作物的座標位置。

噴頭做噴灑才算成功，我們將測試十次實驗來記錄
準確度。表 2 表示噴灑系統數據。

座標

X 座標

Y 座標

不須作動

不須作動

221

211

雜草

106

247

雜草

110

56

65

141

作物

表 2. 噴灑系統數據
數目

表 3. 模型雜草及模型作物座標位置

作物

五項

作業時間

第一次

100%

1 分 53 秒

作物

第二次

80%

1 分 44 秒

(缺肥)

第三次

80%

1 分 41 秒

第四次

100%

1 分 51 秒

第五次

100%

1 分 51 秒

第六次

80%

1 分 44 秒

第七次

100%

1 分 53 秒

作物

第八次

60%

1 分 13 秒

(缺水)

第九次

80%

1 分 33 秒

第十次

60%

1 分 12 秒

總平均率

84%

1 分 40 秒

次數

2.4.2. 模型作物辨識噴灑實驗
(1) 模型作物分布情形

(正常)

(3) 噴灑系統準確度
同樣地，當光照為 85 lux、範圍 82~85 lux 的情
況下，利用找尋到的座標使噴灑系統移動至目標正
上方進行噴灑[18]。總共模型作物數目為五項，需
辨識的模型作物為兩種。當辨識成功一株作物機率

利用平均均子濾波將鏡頭拍出模型雜草及模

為 20%，但要以相對應的噴頭做噴灑或不噴灑才算

型作物狀態及分布情形進行框選。圖 10 表示模型

成功，我們將測試十次實驗來記錄。表 4 為噴灑系

雜草及模型作物分布情形。

統準確度成功機率。
表 4. 噴灑系統數據
準確率 (5 個物件)

作業時間

第一次

100%

1 分 18 秒

第二次

100%

1 分 21 秒

第三次

100%

1 分 19 秒

第四次

100%

1 分 18 秒

第五次

80%

1 分 00 秒

第六次

100%

1 分 18 秒

第七次

100%

1 分 18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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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次

100%

1 分 21 秒

(4) 噴頭能夠調整霧化及直噴。

第九次

100%

1 分 18 秒

(5) 能夠準確噴灑作物。

第十次

100%

1 分 21 秒

(6) XY 軸平台能夠移動至我們所需要的位置。

總平均率

98%

1 分 17 秒

未來規劃有以下三點：(1) 機構上 XY 軸平台的 42
型步進馬達改為固定式以及使用皮帶帶動 XY 軸使

2.5. 實驗結果與討論

得平台運作機能更加流暢；(2) 噴灑系統將藥劑罐

由表 2 色卡及表 6 模型作物做精準度數據比較。 移至低於噴頭處擺放去除虹吸現象；(3) 軟體設計
表 2 因光線問題會有反光，所以經過實驗十次的準
確率為 84%，綠色顏色較不易辨識。表 6 因光線的

上增加輪廓辨識，增加作物辨別能力。

4. 參考文獻

強弱，所以經過實驗十次的準確率為 98%，模型雜
草有可能少數較不易辨識。兩組準確率比較下來顏
色是因反光的因數，而模型作物是不易反光，所以
提升了辨識的準確率。相對由表 3 及表 7 作業完成
時間來看，當辨識的準確率不同所完成的時間差異
較大。以下小結： (1)色卡實驗因本身會反光的緣
故，導致可能辨識及噴灑準確度下降，實驗結果成
功率為 84%。(2) 模型作物實驗使用影像均值濾波，
能夠提高辨識及噴灑準確度提升，實驗結果成功率
為 98%。此外，尚有其他問題歸納如下：(1)辨識過
程中都與光源相關都會使成功機率不同；(2)由於我
們反覆實驗導致平台 3D 列印的 X 軸滑軌圓棒固定
端洞口磨鬆，使 XY 軸移動不順；(3)抽水馬達壓力
不足使噴頭只能稍微呈現霧化效果；(4)完成噴灑作
業時會有虹吸現象會不斷出水。
目前能夠解決方法為：(1)利用板子將周圍為起來，
利用同一方向的燈光照，使辨識能力增強，增加穩
定性；(2) XY 軸平台須加上固定處須加上防震套，
減少洞口磨開問題；(3)抽水馬達壓力不足可以更換
壓力較強烈的抽水馬達即可解決霧化問題；(4)完成
噴灑作業時會有虹吸現象，可在管中裝入單向流量
閥可減少虹吸現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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