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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草坪的根部能告诉你它们需要多少水，什么时候需要，

你会听吗？当然你会，特别是，如果它比你现在给予的水少

需要百分之十五到三十。 

 

幸运的是，你可以接触当今无线土壤传感器技术，它可以将

数据传送到你的电脑或是甚至是你的智能电话。但是，让这

些数据变得合理化所涉及的研究和分析需要一些传感器公

司提供有价值的见解来帮助你实施。你需要建立湿润，干燥

的条件，确认这些条件的相关基准传感器数字，然后学些如

何让你的灌溉安排影响这些数字，更多地使用科学替代艺术。 

 

 “土壤水分传感器将要做的就是基本上确认你的草皮萎蔫

点，”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草坪园艺推广师 Brian Horgan 博士

说，“传感器不会告诉你如何做，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必须

学会跟踪传感器的数字，参与它们，学习你不同的灌溉管理

策略如何影响这些数字。” 

 

有一种方法去考虑这些传

感器的价值，Horgan 补充说，

就是在灌溉或是下雨之后，

考虑土壤层中水分水平的

水位下降。 

 “在根区的顶部传感器大

约在 2-4 英寸，然后在底部

的传感器在 6-8 英寸，当它

穿过土层截面，现在你就可

以跟踪水流，”他说，“一但

传感器读数接近你所在球

场的这个地点所设定的太

干基线读数，然后你就确切

知道这个区域什么时候需

要浇水。  

 

Horgan，是一名活跃在美国

高尔夫球场总监协会国家

教育研讨会话题的定期主

讲人，已完成了几个寻求不

同类型的有线和无线土壤

传感器研究项目。“外面有

一些非常漂亮的传感器进

行检测湿度，温度和盐度。

对于行业的发展方向我非

常激动，在不同的高尔夫球

场我们需要管理更小的配

件，我们知道这些传感器有

能力做到这一点。 

 

 “我们正在从农业上进行

实施这项技术，并且我们远

远落后，这很可怕，但是我

们正在取得进展。” 

 

信奉改变 

业内专家表示，在高尔夫球

场行业中遇到的挑战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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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很适应改变。很多时候，有些人说，球场总监开着车在

场地上跑，拿着测土器，去感受，然后说它需要浇 5 或者

10 分钟水，解决他们所发现的任何问题。或者是根据系统

含量可以使用的水每晚启用他们的系统浇灌 10 分钟。 

 

 “我们知道技术起作用，”Horgan 说，“但是现场具体使用

这些传感器需要球场总监

感到自信，他们可以在一段

时间使用这些数字，然后根

据他们所学到的进行调整

他们的操作。” 

 

 

自从他将三个 Toro 的 Turf 

Guard 传感器安装在新罕布

什尔州朴次茅斯的新英格兰

高尔夫俱乐部其中一个美

国高尔夫球协会标准果岭

之后，信心是正是这位 A 级

球场总监在过去两年所获

得的。 

 

 “我们坚定地相信，尝试

新技术能帮助展示一个更

好的方法去做好我们的工

作，”他说，“在管理一座高

尔夫球场方面，你不能单单

依靠一两项技术。我们把这

些传感器当做是改善我们

球场的另一种工具” 

 

Baker 说他们选择一个坐落

在其中一个低洼地区的果

岭，打算比大多数果岭要弄

得更湿些，给予它们必须处

理的厚粘土，它们的位置离

大西洋仅有几英里。 

 

 “然后我们就开始生成数

据，观察它对不同管理措施

是如何反应，”他说，“我们

也想使用它们去测试我们

便携式 SubAir 系统的有效

性。” 

 

学习水分运动 

最初，最艰难的部分就是建

立一个基线，以确立一个土

壤湿度层，美国球场总监协

会 18 年会员说。 

“我们打开半天 SubAir 配件，看看我们得到的果岭有多干，

这给予我们无水分的基线数字，” Baker 解释说，“然后我们

灌溉，确定多余水分的上限数字，这些数据确实帮助我们明

白这个系统。” 

 

“在过去大概 24 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每隔 5 分钟观察水分

数据生成之后，现在我们可以很好地处理我们需要多少水，

它在土壤层中流动速度有多快，”他补充说，“并且随着无线

设备的建立，从你的手提电脑中很容易检测到所有的东西，

没有必要不断地挖掘你的果岭。” 

 

 根据一个果岭的数据，Baker 当前将这个灌溉方案公式运用

到他的其他果岭中 

 

 “我们的确认识到我们是有点过量浇水，现在从我们使用

四个基岩井的水大大减少，既然我们不用再付用水钱，那就

意味着减少能源使用，”他说，“目前，我只关注在水分这方

面，但是计划使用水分温度制定一些趋势模式，看看我们能

否判定病害何时可能发生，帮助我们判定什么时候哪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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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药，使用多少农药和水。  

“现在有这个系统，我非常

高兴。接下来我计划在果岭，

一些球道和梯台上再添加

几个传感器，最终添加到整

个球场。” 

 

  冬季期间，Baker 用传感

器进行了另外一项测试，检

测地面冻结确切点，同时他

也检测看看是否需要再移

走一些积雪，帮助判定移走

果岭覆盖膜的最佳时间。 

 

再添科学 

宾 夕 法 尼 亚 州 大 学 ， 

Carmen Magro 在标题为草

坪项目期间，他教育他的学

生要真正像草坪那样生活

和呼吸。 

 

“管理推杆速度和球道反

弹-所有都关于浇水管理时

期。那些球手所期待的特性

取决于土壤，水分和空气的

关系，没有那么简单，一个

尺寸标准适合所有灌溉理

念，”他说。 

 

在一个完美的世界，Magro

说，土壤是由一半的固体颗

粒和一半的气孔空间组成。

百分之五十的气孔空间应

该是一半是空气，一半是水分。 

  “整体来说，绝大多数的球场总监倾向过度浇水，草坪反

应消极，” Magro 说，“如果草在过多的水分中生长，比较

水分适度的草，在少水期间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为了更好地

优化你的球场，边缘的草坪张得最好，那里接近成为太干点。 

 

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可以控制的变量，一切从为健康草坪的

灌溉开始。 

 

 “6 或 7 年前，当我还在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的时候，我曾

用土壤传感器进行研究（从高级传感器技术 AST）, 早期的

产品有问题，因为它们并不像当今可用的数字传感器精确，”

他说。 

 

  Magro，是一名美国球场总监协会的 10 年会员，他依然保

留他的认证球场总监地位，意识到从这项技术的数据，一旦

确定，将会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帮助球场总监成为更好的

经理人和浇水管理者。 

 

“作为一名球场总监，我花了大约 12 左右的时间，我们从

来没有一项技术，能告诉我们接下来的四天所要来临的压力，

因为数据显示，你的水分水平已经升高，较低的土壤层已经

变干，你的根开始下降，”他说，“今天，这些传感器能传达

这个信息。” 

 

当AST与UgMO（简称‘底下检测’）一样出名时，问问 Magro，

如果他能成为农艺学的高级副总裁，他会抓住这个机会，与

这些农艺学传感器数据联姻。 

 

“他们承诺发明一个更强大的传感器和无线技术，这是我的

工作，帮助传感器使用者获取更好地明白土壤水分，温度，

盐度状况如何，导引数据，帮助我们预测地面上的趋势，”

他说。 

 

 

了解你的变量 

传感器湿度数据能教球场

总监们关于雨水事件，

Magro 说。与其下雨之后浇

灌几天水，数据证明，球场

总监们不如在浇水的间隙

可以间隔 3 天，4 天，甚至

5 天。“但是，当你把所有变

量联合起来（湿度，温度，

盐度），真正的价值才产生，” Magro 说，“温度是土壤中影

响最重要的单一因素，因为比其他变化因素更能引起生理反

应。而且草坪对盐非常敏感，因为植物所需要的水分变化是

根据可吸收水分的盐分含量水平。 

 

UgMO 从它的 ProTurf 土壤传感器系统生成一个温度-湿度指

数，由公司发明的 150 多种指数中的一种为使用者提供实时

数字，为更积极的灌溉管理增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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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农艺学家们支持

这个数据，他们帮助每一位

业主指定健康和性能目标，

以及评估你的数据，当前操

作，不断完善你的方案，” 

Magro 说。 

 

 “关于温度-湿度指数，范

围在100或以上那就意味着

草坪的受压期。 

 

“去年9月我们在沃克尔杯

时测试了指数（在宾夕法尼

亚州阿德莫尔的美浓高尔夫

俱乐部)，发现指数为 110，

显露出压力信号，但是存活

迹象很好，但是当数据达到

111或是112，草开始卷曲，

并压弯，那些重要数字帮助

球场总监获得精确的灌溉，

优化草坪，” Magro 说。 

 

 

A ‘green’ benefit 一个果岭

的效益 

  

 另外一个在土壤传感器行

业里的主要参与者是 Toro,

当它从 JLE 实验室认识 Turf 

Guard 无线监控技术时，它

于 2007 年底开始介入，现

在通过它的 Turf Guard 产品

线在市面上出炉了一个雏

形模型。 

 

“我们把土壤传感器看作

是一个天生符合我们灌溉

的系统，提供球场总监更多

的输入信息，明白如何进行

他们的灌溉操作，”  Turf 

Guard 的产品经理 John 

Fuller 说，“我们也看到早期

的适应器，我们的技术爱好

者，首先安装在果岭上，那是因为它们是整个场地最细查的

区域。他们或许从检测一个果岭开始，或是挑选一个好果岭，

一个有问题的果岭以及一个坏果岭，目标是找出如何让这些

有问题的果岭和坏果岭像好果岭那样。 

 

“当场地开始检测它们的球道和长草时，最大的节省将来临，

因为它们占领了绝大多数灌溉的英亩数。” 

 

随着球场总监们的口头相传，帮助草坪保卫的实验和使用方

案，Fuller 说他们看到更多主流球场试着使用这种传感器。 

 

“他们正看到节约用水的效益，那就意味着节约用水的成本

和/或是能源成本，同时通过保护水源，变得更绿，提供了

环境效益。 

 

盐碱管理，特别是对于使用污水的场地，是这些土壤传感器

提供的另外一项效益。 

 

 “随着你的灌溉，你可以看到盐分含量随着增加，然后你

可以知道冲洗果岭的精确时间和持续多长时间，” Fuller 说，

“这些数据会告诉你冲洗效果。 

 

“另外一个我们将看到的趋势就是一个传感器正在安装在

球道上的登录区，”他补充说，“球场总监们希望找到满意点，

那将提供密实，快速的草坪，以便改善足够的水分，取得并

保持平衡，使草坪看起来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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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er 说 Toro 继续提高它

的新推出的 Lynx 灌溉控制

软件，因此它可以用一个传

感器与一座高尔夫球场上

的多个地方联合起来。“既

然球场总监们知道他们有

果岭和球道需要相同的管

理，他们可以使用从传感器

的读数，比如 7 号果岭，很

多相同的果岭运用相同的

灌溉策略到，相同的道理，

它也可以运用于球道，长草

或是梯台。” 

 

随着使用者获得几年传感

器数据，在浏览数据历史时，

不管是找出什么土壤趋势

导致问题发生，或是复制引

导最佳条件的管理决定，它

都有一个重大价值。“比如，

对于你的会员比赛，这个场

地的质量是非常的理想，你

希望重新做你曾做过的事

情，你可以回头浏览，当你

把它干透，它需要多长时间，

温度是多少，” Fuller 补充

说。 

 

 

史料价值 

在俄克拉荷马埃德蒙的橡

树国家俱乐部的A级球场总

监 Bret Proctor 说，他计划

用这个冬天从他设定的土

壤水分传感器得到的历史

性数据价值的两个理由，

“明白发生了什么，学习我

做点不同的事情，提高场地

质量。” 

 

 大约在 2 年前，美国球场

总监协会的 13 年会员使用

土壤传感器，试着使用

TORO 和 UgMO两种传感器。 

“大概 15 个月前，我们仅在一个果岭安装 15 个 UgMO 传感

器，向整个场地扩展，试着并减少时间花费很和使用人工制

造的 TDR 传感器在人工敏感的水分测试。”他说。 

 

多亏了传感器数据，Proctor 说他们已经减少了百分之二十

五的果岭冲刷时间，从 60 分钟降到 45 分钟，每次冲刷节省

了 25,000 加仑水。 

 

“一场雨之后，”他说，“我们可以判定果岭是否需要冲刷，

如果它们没有彻底冲刷，我们将会进行足够浇灌，直至完成

工作。” 

 

  伴随着高湿度和温度，沿着植物背阳的阴凉处，他面临着

场地不同部位问题丧失很多水分问题，Proctor 计划未来增

加他现在所拥有的传感器数量。 

 

“最终，我希望每个果岭有两个传感器，几个梯台和地势低

的球道也有，”他说，“这项新兴的技术确实非常受益，就像

我们所使用的气象站和 ET 率使用，这些土壤传感器会帮助

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了解事情为什么发生。并且，UgMO

在每天传送温度-湿度压力指数上非常有帮助，此外，我每

天查看网站 5-6 次，看看我们的灌溉策略如何降低我们草坪

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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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未来？ 

在一个典型的 18 洞高尔夫

球 场 全 部 安 装 UgMO 

ProTurf 土壤传感器系统的

费用在 72,000 -75,000 美元

之间，分三年的时间进行，

Magro 说。 

 

“很明显，你能花一小部分

作为开始，我们愿意做任何

大小的系统，”他说，“我们

的商业模型就是让这项技

术为所有高尔夫球场所能

购买，从小型的高尔夫球场

到会员制的乡村俱乐部-人

们会忽略这笔开支是因为一个系统能传达他们所期望的数

据，管理能力和节省开支。” 

 

当水源和水质量变得更紧迫的时候，这种技术的需求才能改

善，明尼苏达大学的 Horgan 说。 

 

“我们看到更多限制或是限量水的使用，特别是在美国的东

南部和西南部，”他说，“这项技术，根据他们从土壤收集到

的资料，这些传感器让一个草坪经理轻易地实现用水减少计

划， 

 

根据 Horgan，当球场总监们在人类肉眼可以发现它之前使

用远程技术看到植物承受的压力，我们离这一天也不远了 。

那会与土壤水分传感器读数相关，软件与这些读数相沟通，

这些软件管理存在于一个高尔夫球场的所有不同微量气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