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順牌TS－814型再生稻割樁機性能測定報告 

一、依據：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78.11.29(78)農糧字第8020889A號公告──「農

機性能測定要點」。 

    (二)建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82.06.22日申請書。 

二、再生稻割樁機性能測定方法及暫訂標準： 

   （一）適用範圍：本標準適用於以中耕管理機（簡稱中耕機）附掛之再

生稻割樁機。 

   （二）採樣：接受測試之測定機需由廠商提供至少三部(含)以上之商品

機，從中隨機抽樣，不得為特製品或特選品。 

   （三）調查項目： 

         1、再生稻割樁機機身尺寸：全長、全寬、全高(cm)及重量(kg)。 

         2、割樁裝置之組成、刀具型式、及保謢與週邊設施等。 

        3、割樁機動力傳動方式、離斷型式、變速方式、以及變速段數

等。 

        4、附掛再生稻割樁機所用中耕機之限制與配合調整事項。 

        5、調查供測試用再生稻之品種、行株距、母莖數、再生苗數、再

生苗高度以及土壤表土硬度等。 

   （四）測定項目與方法： 

         1、作業性能部份： 

            (1)共測定二試區，每試區為500平方公尺之面積，且以長方形

為原則。 

            (2)測試點以長為10ｍ，寬為一次機械作業寬度之面積為準，

並隨機選取之。 

            (3)每試區共取五測試點，測量每一測試點內該機之直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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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並取其平均值，以為計算直線作業速度之依據。 

            (4)每一測試點內隨機抽樣稻樁20樁，調查割樁前再生苗數、

割樁後未剪斷再生苗數、母莖之切面高度與整齊度，以作

為計算漏割率、割樁高度與割樁整齊度之依據。 

         2、連續作業試驗部份：連續作業面積需達 3.0公頃以上，並測量

總作業時間，以作為推算作業能力之依據。同時再隨機選取測

試點五點調查割樁整齊度，以作為計算割樁整齊度之依據。 

   （五）暫訂標準： 

         1、為確保再生稻之產量與米質，每樁平均割樁高度在３∼５公分

以內者，需達抽樣樁數之８０％以上（此係兩試區十測試點之

平均值）。 

         2、前進作業速度需達0.5m/sec以上。 

         3、再生苗總平均漏割率需低於５％。 

         4、割樁整齊度以每樁之最高株及最低株切面差距在３公分以內為

合格，且以作業性能測試與連續作業兩部份割樁整齊度之平均

計算之，其合格率需達９０％以上。 

         5、作業能力需達 0.2 公頃/小時以上。 

         6、連續作業試驗中，機械不得有異常故障，且故障排除時間不得

高於總運轉時間之 10 % 以上，試驗後，機械經分解檢查，不

得有異常磨耗之現象。 

三、大順牌TS－814型再生稻割樁機概要說明： 

大順牌TS－814型再生稻割樁機乃以大順牌TS－700K型動力中耕機之機

體為主，卸下中耕耕耘部，以原固定座與螺絲安裝割樁裝置，其將輪軸

接管延長，且將左右車輪由一輪增加為二輪，使輪距增為 60 cm，輪寬

增為20cm，以增大跨距提高機體平衡穩定；割樁裝置以方鐵主樑前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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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圓型刀座支架，上置聯合收穫機之割刀與動力傳動機構而達成割樁作

動需求；動力採用最大馬力7 Hp之四衝程空冷式汽油引擎，至於行走、

轉向、進退與速度控制等方面，均未改變中耕機原先之設計，僅加裝割

樁裝置之離合器，以控制割刀之作業。附表一為大順牌TS－814型再生

稻割樁機之主要規格。 

四、測定結果： 

   （一）性能項目之結果如附表二。 

   （二）連續作業試驗結果如附表三。 

五、討論與建議： 

   （一）本次測定之性能結果與暫訂標準之比較如下： 

比較項目 暫訂標準 本次測定 

平均割樁高度在3至5cm以內者 達抽樣數80%以上     90% 

前進作業速度 達0.5m/sec以上  0.56m/sec 

再生苗漏割率 需低於5%      1% 

割樁整齊度 達90%以上     95% 

作業能力 達0.2ha/hr以上 0.33ha/hr 

連續作業故障排除時間比率 不得高於10%     1.5% 

   （二）本機割樁裝置之割刀鋒利且支架尖銳，考慮行走或搬運時之人員

安全，建議廠商應加裝割刀安全護套之設計。 

六、結論： 

大順牌TS－814型再生稻割樁機之作業性能符合「再生稻割樁機性能測定

方法及暫訂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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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大順牌TS-814型再生稻割樁機主要規格 

申請廠商：建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臺南縣麻豆鎮麻口里1之16號 

主要規格：由廠商填寫經本所查驗。廠牌型式：大順牌TS-814型 

機體部份 

  中耕機本機號碼 

 

  機身尺寸：長 x 寬 x 高 （cm） 

             重量（Kg） 

  輪胎規格與個數 

  輪距 

  主要裝備 

  行走、轉向及速度控制等 

 

TS700K 81-0160（由81-0160、

82-0855與82-0744中抽出） 

165 x 140 x 76 

99（包含割樁裝置，不含引

擎） 

350—7，4個（兩邊各2個） 

60cm 

板手、工具袋、行走輔助輪 

同TS700K型動力中耕管理機 

配用引擎 

  廠牌型式 

  編    號 

  行程數與使用燃料 

  排氣量（c.c.） 

  最大馬力與轉數（Hp/rpm） 

  最大扭力與轉數（Kg．m/rpm） 

  冷卻與潤滑方式 

  重量（Kg） 

 

Mitsubishi Meiki G711L 

361689 

四行程，汽油 

267 

7/2000 

2.70/1400 

空冷，強制飛濺潤滑 

20 

割樁裝置 

  尺寸：長 x 寬 x 高 （cm） 

  重量（Kg） 

  主樑 

  刀座支架 

  割刀 

 

 

  動力傳動方式：傳動第一軸至割樁

軸 

                 割樁軸至割刀曲

柄軸座 

  動力離合方式 

  變速方式 

  安全設備 

  可配掛之中耕機牌型 

 

80 x 140 x 57 

60.8 

2吋方鐵管 

1吋圓鐵三支 

聯合收穫機用割刀、長135cm、

有效割寬130cm，承刀27片、切

刀26片、片寬5cm、割刀下傾15

度 

皮帶 

連桿 

張力輪 

配合主機前進檔數 

無 

大順牌TS—700K與TS—651型中

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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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體部份 

  中耕機本機號碼 

 

  機身尺寸：長 x 寬 x 高 （cm） 

             重量（Kg） 

  輪胎規格與個數 

  輪距 

  主要裝備 

  行走、轉向及速度控制等 

 

TS700K 81-0160（由81-0160、

82-0855與82-0744中抽出） 

165 x 140 x 76 

99（包含割樁裝置，不含引

擎） 

350—7，4個（兩邊各2個） 

60cm 

板手、工具袋、行走輔助輪 

同TS700K型動力中耕管理機 

配用引擎 

  廠牌型式 

  編    號 

  行程數與使用燃料 

  排氣量（c.c.） 

  最大馬力與轉數（Hp/rpm） 

  最大扭力與轉數（Kg．m/rpm） 

  冷卻與潤滑方式 

  重量（Kg） 

 

Mitsubishi Meiki G711L 

361689 

四行程，汽油 

267 

7/2000 

2.70/1400 

空冷，強制飛濺潤滑 

20 

割樁裝置 

  尺寸：長 x 寬 x 高 （cm） 

  重量（Kg） 

  主樑 

  刀座支架 

  割刀 

 

 

  動力傳動方式：傳動第一軸至割樁

軸 

                 割樁軸至割刀曲

柄軸座 

  動力離合方式 

  變速方式 

  安全設備 

  可配掛之中耕機牌型 

 

80 x 140 x 57 

60.8 

2吋方鐵管 

1吋圓鐵三支 

聯合收穫機用割刀、長135cm、

有效割寬130cm，承刀27片、切

刀26片、片寬5cm、割刀下傾15

度 

皮帶 

連桿 

張力輪 

配合主機前進檔數 

無 

大順牌TS—700K與TS—651型中

耕機 

 

 

3 5



表二、大順牌TS-814型再生稻割樁機性能測定結果 

測定日期 82.7.1—82.7.2 

測定地點 臺南縣西港鄉后營村大山里 

 試              區 一 二 

再生稻品種 臺梗八號 

行株距 30cm,18cm 

平均每樁母莖數 21支 

平均每樁再生苗數 17支 

平均再生苗高度 37 cm 

平均土壤表土硬度 1.0 

測試面積（m2）長x寬 516，40 x 12.9 

作業時間（min）        15.25       15.83 

割樁高度在3-5cm以內者佔

抽樣樁數之百分比平均90% 

90，85，95，100，

95 
100，55，100，80，100 

作業速度(m/sec)平均0.56 
0.56，0.58，0.58，

0.56，0.58平均0.57

0.55，0.51，0.52，

0.58，0.52平均0.54 

再生苗漏割率(﹪)平均1% 
0，0，0，0，1平均

0% 

1，1，1，0，1平均1% 

割樁整齊度(﹪)平均94.5% 
100，95，95，85，

90平均93% 

90，100，90，100，100 

     平均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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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大順牌TS-814型再生稻割樁機連續作業試驗結果 

測定日期            82.7.2—82.7.3 

測定地點           臺南縣西港鄉后營村大山里 

        連續作業面積(m2)         作業時間(hr) 

           560 

         2,750 

         1,719 

         2,040 

         3,790 

         6,082 

         3,451 

         3,176 

         4,978 

         2,205 

     合計30,751 

 

          0.22 

          0.65 

          0.43 

          0.61 

          1.35 

          1.91 

          0.95 

          0.87 

          1.44 

          0.7 

       合計9.13 

另因皮帶鬆脫與割刀螺絲鬆動計

處 理 0.14hr ， 佔 總 作 業 時 間

(9.27hr)之1.5%。 

作業能力平均為0.33 ha/hr 

割樁整齊度(%)  95  100  95  90  100   平均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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