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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了提升培育優質健康蘭苗，微波流體培養液消毒機之研發，利用能量直接

導入的技術，對培養基進行殺菌消毒，沒有燃燒效應或構成物分解的顧慮；比起

傳統殺菌方法，微波流體培養液消毒機的開發，可省下不少空間及大量的時間與

能源，不會讓培養基過度在高溫之下而質變，也因為只有幾秒鐘的熱能全部用在

培養基殺菌消毒，減少培養基因高溫導致購成物的分解，因此，可減少培養基養

分構成物分解質變及完整的殺菌。 

    微波流體培養液消毒機以物理方法連續式高溫消毒，可適用於蘭花業者培養

基的消毒，降低生產成本，提高農民收益，提升栽培健康優質蘭苗。微波流體培

養液消毒機主要係令培養液以由下往上的輸送方式經由微波裝置進行加熱消

毒，其中培養液係先經由預熱、攪拌程序而過濾後才導入微波裝置，令高溫消毒、

殺菌後的培養液立即經由冷凝器冷卻後儲存，以利立即進行填充者。此外微波管

道是由一外管套置內桿而設置在殼罩內一側所組成，該內桿兩端密合外管端部而

桿面佈設複數段螺旋紋，且在內桿兩端面與桿面間設有通道，而殼罩另側則是配

置複數交錯的微波產生器，俾可供液體輸送時在微波管道內受到側方微波產生器

的微波反射持續加熱，並且在經過螺旋紋時產生均勻混合的效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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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傳統之液體如種植用的培養基或飲料、飲品、食用油、醬料等的消毒技術

中，主要都是利用高溫加熱的方式來進行殺菌，例如利用蒸氣或微波等加熱方

式，其中又以微波加熱方式具有快速殺菌的特性，但由於在結構的設計上未能全

盤考量，以及輸送管線的配置未能仔細探究，所以消毒殺菌的作業效能仍然無法

有效提高，因為傳統之液體都是以橫向輸送管線做為微波管道在微波裝置中被微

波產生器加熱、消毒，所以液體的流體會以不同速度在橫向管線中自由流動、擾

動而產生忽快忽慢的亂流，因此無法確保同一時間進入管線中的液體都會受到完

整的加熱消毒，所以必須延長消毒時間以克服此一問題，且以複數微波產生器對

單純的輸送管線進行加熱時，發射出的微波範圍不易受到控制，因此微波產生器

彼此受到微波加熱而受損的情況很高，而且消毒後的培養基在緩慢冷卻的過程中

也無法立即進行填充作業，使得一貫作業的速度受到很大的限制，不能有效降低

成本。研發成功之微波流體培養液消毒機作業過程簡單精準，操作簡便，可改善

作業環境及減少勞動力，降低生產成本、提高農民收益，促進提升栽培健康優質

蘭苗，將來可供蘭花產業使用。符合發展綠能機械研究發展方向，促進提升產業

競爭力；在產業上能被製造與使用，可供產業利用。 

 

二、微波流體培養液消毒機之設計 

    微波流體培養液消毒機之新技術，係以物理方法連續式高溫消毒，可適用於

蘭花業者培養基的消毒，降低生產成本，提高農民收益，提升栽培健康優質蘭苗。

微波流體培養液消毒機主要係令培養液以由下往上的輸送方式經由微波裝置進

行加熱消毒，其中培養液係先經由預熱、攪拌程序而過濾後才導入微波裝置，令

高溫消毒、殺菌後的培養液立即經由冷凝器冷卻後儲存，以利立即進行填充者。

微波管道是由一外管套置內桿而設置在殼罩內一側所組成，該內桿兩端密合外管

端部而桿面佈設複數段螺旋紋，且在內桿兩端面與桿面間設有通道，而殼罩另側

則是配置複數交錯的微波產生器，俾可供液體輸送時在微波管道內受到側方微波

產生器的微波反射持續加熱，並且在經過螺旋紋時產生均勻混合的效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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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微波流體培養液消毒機作業流程 

備註： 

  (一) T1：蒸汽桶溫度。T2：培養基暫存桶溫度。T3：入料溫度、流量、

壓力顯示。T4：出料溫度(殺菌溫度)處理回流或充填方向。T5：通

過冷凝器溫度。T6：分柱充填溫度。T7：入冷凝水溫度。T8：出

冷凝水溫度。T9：微波機體超溫警報。 

  (二) A1：131℃以下回流暫存桶，131℃以上流向儲存桶分注充填。A2：

與 A1 同步，入料前先蒸氣殺菌空桶中。A3：設定時間充填，蒸氣

時管路殺菌。A4：殺菌充填皆打開。A5：操作時皆打開。A6：操

作時皆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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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微波流體培養液消毒機之構造 

    開發成功之微波流體培養液消毒機，主要結構包含蒸汽桶、暫存桶、流量控

制器、微波裝置、蒸氣閥、微波管道、微波產生器、壓力閥、頸道、冷凝器、儲

存桶及控制箱等裝置組合而成： 

1.蒸汽桶：微波流體培養液消毒機作業前對管線消毒殺菌，作業後對管路清洗清

潔。 

2.暫存桶：係內置加熱器及攪拌器之桶體，亦可獨立設置加熱器或導入鍋爐的蒸

氣熱源進行加熱，其管線是經由過濾器而輸出。 

3.流量控制器：經由泵浦動力持續推動及流量控制閥的流量控制，以確保液體的

流速在被加熱的過程中不會產生忽快忽慢的現象。 

4.微波裝置：係令泵浦、流量控制閥導入的管線在微波管道中由下往上輸送，於

微波管道外部經由對合封閉的殼罩設 18 個微波產生器，該微波管道設在殼罩

中一側，由殼罩另側供微波產生器交錯對應固定，而在管線輸出端設有一壓力

閥。 

5.蒸氣閥：管線在進入冷凝器之前設有蒸氣閥，可在微波流體培養液消毒機每次

運作之前導入蒸氣對冷凝器冷卻管路內的管線和儲存桶進行高溫殺菌，在微波

裝置的管線輸出端與壓力閥之間設有溫度控制之切換閥，可在開始進行液體加

熱而有加熱溫度不足時，經由切換閥自動切換管路而回流至暫存桶中，確保流

入儲存桶中的液體都是經過設定溫度完成消毒後的無菌液體。 

6.微波管道：由外管套置內桿所組成，內桿兩端密合外管端部而桿面設螺旋紋，

且在內桿兩端面與桿面間設有相通的通道。 

7.微波產生器：微波產生器係以對應交錯的方式而設置於微波管道外部的殼罩兩

側，俾可均勻的對微波管道中的液體加熱，並錯開微波產生器之間的微波範圍。 

8.壓力閥：在管線末端設有壓力閥，所以培養基可以在穩定的流動速度管線中持

續受到數個微波產生器的加熱作用，因此培養基的加熱效果不僅快速、均勻，

而且可以確保流通管線的培養基都被確實的進行消毒作業。 

9.頸道：微波產生器係經由一頸道而接設微波管道，使微波產生器與微波管道間

具有較長的間距，讓微波產生器具有較佳的散熱能力，並避免受到微波管道的

高溫影響而減損使用壽命。  

10.冷凝器：係接設在經由微波裝置加熱後之管線上。 

11.充填儲存桶：是接設在經由冷凝器冷卻後的管線出口端，具有保溫加熱棒以

維持液體保持在適合填充的溫度，以利液體保持順暢流動的狀態。 

12.控制箱：係以電路連動控制各結構動作之開關機台，並具有一觸控螢幕以供

操作。 

    藉由上述之構件組成，培養基先置入暫存桶中持續經由攪拌及加熱而保持均

勻混合的狀態，再經由過濾器的管線輸出後，即可將培養基中不完全溶解的部份

及雜質予以濾除，續經由泵浦動力的持續推動以及流量控制閥的流量控制，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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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裝置的管線輸出端具有壓力閥可控制流出速度，便可讓培養基以穩定的流速

流入微波裝置中，令培養基以由下往上輸送的管線通過微波管道，讓培養基可以

在通過微波管道的過程中持續受到複數微波產生器的微波加熱效果，俾以迅速將

培養基的溫度加熱到預先設定的溫度範圍中(120~130℃之間)，藉以完成消毒、

殺菌的作業。此時消毒、殺菌完成的高溫培養基再經由管線通過冷凝器的冷卻管

路後就可迅速降溫而導入儲存桶中，不僅可以維持培養基品質穩定的狀態而有助

於品質的控管，而且可以馬上進行填充作業，令培養基的生產速度快速提昇，進

而有效果降低成本。 

 

四、微波流體培養液消毒機之功能及特性 

    微波流體培養液消毒機主要係令培養基以由下往上的輸送方式經由微波裝

置進行加熱消毒，其中培養基係先經由預熱、攪拌程序而過濾後才導入微波裝

置，令高溫消毒、殺菌後的培養基立即經由冷凝器冷卻後送至充填儲存桶分柱，

因此在實施後將可達到下述之效能： 

1.微波流體培養液消毒機是先將培養基持續預熱、攪拌再過濾，所以可令培養基

具有良好的混合均勻程度，此時再以由下往上的管線輸送入微波裝置中進行加

熱，管線末端設有壓力閥，所以培養基可以穩定的流動速度在管線中持續受到

複數微波產生器的加熱作用，因此培養基的加熱效果不僅快速、均勻，而且可

以確保流通管線的培養基都被確實的進行消毒作業。 

2.微波產生器：微波管道及複數微波產生器之間是各別設置在殼罩的一側，使複

數微波產生器之間以交錯對應的方式而設置，因此微波產生器與微波管道之間

在固定的空間狀態下可以產生較大的微波距離，而且各個微波產生器之間具有

一定的間距而產生分隔範圍，所以微波產生器係經由反射方式而對微波管道內

的液體進行加熱作用，可以確保微波產生器之間不被微波影響而受損。 

3.殼罩係供微波產生器磁控管穿入之孔是具有凸緣，俾可供微波產生器鎖固結合

在殼罩時，由孔之凸緣抵緊磁控管外緣的密封圈，以防止微波外洩。 

4.微波管道於殼罩內是經由複數固定板夾置而固定在殼罩一側，避免微波管道與

殼罩直接接觸而影響微波反射加熱。 

5.微波產生器採用水冷式設計，可有效防止微波產生器溫度過高，而且每一微波

產生器獨立配置一變壓器，變壓器亦附設有水冷設計連接水冷器之水冷管，俾

可由變壓器的電壓調控而視液體的加熱需求以改變微波強度者。 

6.本機針對消毒完成的培養基再流入冷凝器的冷卻管路後而儲存，因此高溫殺菌

後的培養基快速冷卻維持品質穩定的狀態，不僅有助品質的控管，而且可以馬

上進行填充作業，使培養基的生產速度快速提昇，進而有效果的降低成本。 

7.微波流體培養液消毒機之創新技術係利用能量直接導入，可快速對流體培養液

進行殺菌消毒，沒有燃燒效應或構成物分解的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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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微波流體培養液消毒機的開發，可節省作業空間及時間與能源，營養液不會過

度暴露於高溫之下而質變，因為只有幾秒鐘的熱能全部用在培養基殺菌消毒，

減少培養基因高溫導致購成物分解，因此，可減少培養基養分構成物分解質變

及完整的殺菌。 

9.微波加熱殺菌法與傳統加熱殺菌法之最大差別在於能量傳遞方式，傳統加熱殺

菌法屬於間接加熱，要靠熱媒介作熱傳導，將物料做表面向內加熱殺菌；微波

加熱殺菌法係以輻射方式傳遞不需媒介，屬於整體加熱，物料由內部極性分子

進行摩擦生熱殺菌。 

10.本機對培養基之殺菌消毒作業能力每小時 150公升以上。 

11.加熱均勻、熱效率高、產值高、加熱過程自動化、省力化；主要能縮短製程，

增加產能，提升產品品質，降低能源損耗，大幅減少設備投資。 

12.微波流體培養液消毒機使用作業過程簡單精準，操作簡便性，可改善作業環

境及減少勞動力，降低生產成本、提高農民收益，促進提升栽培健康優質蘭苗，

將來可供蘭花產業使用。 

13.符合發展綠能機械研究發展方向，促進提升產業競爭力，在產業上能被製造

與使用，可供產業利用。 

 

五、結語 

    為了提升培育優質健康蘭苗，微波流體培養液消毒機之研發，利用能量直接

導入的技術，對培養基進行殺菌消毒，沒有燃燒效應或構成物分解的顧慮；比起

傳統殺菌方法，微波流體培養液消毒機的開發，可以省下不少空間及大量的時間

與能源，不會讓營養液過度暴露於高溫之下而質變，也因為只有幾秒鐘的熱能全

部用在培養基殺菌消毒，減少培養基因高溫導致購成物分解，因此，可減少培養

基養分構成物分解質變及完整的殺菌。微波加熱殺菌法與傳統加熱殺菌法之最大

差別在於能量傳遞方式，傳統加熱殺菌法屬於間接加熱，要靠熱媒介作熱傳導，

將物料做表面向內加熱殺菌；微波加熱殺菌法係以輻射方式傳遞不需媒介，屬於

整體加熱，物料由內部極性分子進行摩擦生熱殺菌。因此，加熱均勻、熱效率高、

產值高、加熱過程自動化、省力化；主要能縮短製程，增加產能，提升產品品質，

降低能源損耗，大幅減少設備投資。未來具有市場潛力，而且對產業穩定成長有

幫助，及提高品質，減少藥劑費用及污染大地，增加農民收入，可供產業上製造

利用，將來具有產業利用性。本機已獲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新型專利 2 件(專利

號碼第 M429475號及第 M442153號)。相關技術已透過技術移轉方式專屬轉移

「三群有限公司」商品化量產製造，以嘉惠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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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D of medium microwave disinfection machine is to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excellent health orchid seedlings. The medium is disinfected and 

sterilized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technology of direct energy introduction. Thus, 

there is no worry of burning effect or decomposition of constitution.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sterilizating methods, the development of medium microwave disinfection 

machine can save a lot of space, time and energy; besides, the quality of medium 

won’t be changed after being exposed too long under high temperature. Because only 

a few seconds of heat is used for disinfecting and sterilizing the medium, the 

decomposition of constitution of the medium caused by high temperature is thus 

reduced. This can lower the qualitative change of the medium nutrient constitution 

and can sterilize the medium. The medium microwave disinfection machine takes 

advantage of the physical method of continuous high temperature sterilization, which 

suits for sterilizing the medium of orchid farmers. This can reduce the farmers’ 

planting cost, increase their benefits and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healthy orchid 

seedlings. The medium microwave disinfection machine can heat and sterilize the 

medium by transporting the medium upward through the microwave device. The 

medium is led into the microwave device for disinfection and sterilization with high 

temperature after being preheated, stirred and filtered. Then, the medium is 

immediately sent to the condenser for cooling and storing. This allows the practice of 

immediate filling. Besides the microwave pipeline installed at one side in the shroud 

consisting of an internal rod with an external tube. Both ends of the internal rod are 

tightly fitted with the external tube end. The rod surface is laid with multi segments of 

spiral patterns; also, between end surface and rod surface is a channel. Installed at the 

other side of the shroud is the staggered configuration multi microwave generator, so 

that the fluid delivered through microwave pipeline can be reflectively heated by the 

microwave generator, and reach the effect of even mixture when passing through the 

the spiral pattern. 

Key words：Culture medium, microwave, sterilizing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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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培養基暫存桶、蒸氣桶 圖二、微波流體培養液消毒機 

 

 

 

圖四、微波流體培養液消毒機控制箱裝置 

 

圖三、微波流體培養液消毒機微波裝置、

蒸氣閥、微波管道、微波產生器、壓力

閥 

 

壓力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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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泵浦、流量控制器 圖六、觸控螢幕-待機中 

 

  

圖七、觸控螢幕-充填桶殺菌 圖八、培養液經微波消毒後無菌充填 PP

培養盒 

 

流量控制器 泵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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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培養液經微波消毒後無菌充填 PP

培養盒 
圖十、培養液經微波消毒無菌充填後 

圖十一、培養基經微波消毒後蝴蝶蘭瓶

苗生長情形 

圖十二、培養基經微波消毒後蝴蝶蘭瓶苗

生長情形 

圖十三、培養基經微波消毒後蝴蝶蘭瓶

苗生長情形 

圖十四、培養基經微波消毒後蝴蝶蘭瓶苗

生長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