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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農牌TN-73花改型大豆選別機性能測定報告 

一、依據: 

(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6年2月13日(96)農糧字第0961060160號令修正之『農機

性能測定要點』。 

(二) 統農機械有限公司105年1月8日統字第1102號申請書。 

二、農畜產品分級機(選別機)性能測定方法及暫行基準： 

(一) 適用範圍：本基準適用於以粒徑、重量、比重或光譜等為依據之農畜產品

(蔬果、蛋品與豆類等)選別/分級機。 

(二) 採  樣：接受測試之測定機(具)需由廠商提供至少3 部(含)以上之商品機

中隨機抽樣，不得為特製品或特選品。 

(三) 調查項目： 

1.本機之長、寬、高及重量。 

2.動力源 

(1) 引擎：廠牌型式、編號、額定馬力、額定轉速、油箱容量及燃料別

等。 

(2) 電動機：廠牌型式、編號、使用電壓、額定功率、轉速與減速比，

以及電池之廠牌型式、數量及容量(Ah)、充電方式及時間。 

3.供料及出料型式與規格。 

4.選別/分級機構之作用型式、基本構造、調整方式、精度、級數、標稱

作業能力與量測範圍等。 

(四) 測定項目與方法： 

1.蔬果分級機種： 

粒徑式分級機，水果無特殊規定，重量式分級機測定之對象以任

選兩種損傷時易於褐變之水果(高接梨、橫山梨、青皮或黃皮之蘋果、

水蜜桃、番荔枝)為原則。其測定項目與方法如下： 

(1) 作業能力：測定 3 次，每次 20 分鐘，以人工供果或自動供果所處

理之蔬果粒數為評判之依據。 

(2) 機械造成損傷程度：以霉腐劣化增加率決定之，於分級前隨機選取

受測水果 75 粒以為損傷之對照樣本，而於每次作業能力測定後各

選取經分級之水果 50 粒作為損傷判定之樣本，將所有樣本置放於

高溫高濕(30℃，90﹪RH 以上)之恆溫恆濕器中三至五日，再以目視

觀察其霉腐劣化情形，據以求算霉腐劣化增加率。 

(3) 分級精度：由每一級中取 20 粒量測，以為計算分級精度之依據。 

(4) 連續作業試驗，以一次連續作業達 8 小時以上。 

2.蛋品分級機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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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定之蛋品由雞蛋或鴨蛋中任選一種為原則，其測定項目與方法

如下： 

(1) 作業能力：測定 3 次，每次 20 分鐘，以人工供蛋或自動供蛋所處

理之蛋品粒數為為評判之依據。 

(2) 機械造成損傷程度：以破損增加率決定之，於分級前隨機選取受測

蛋品 50 粒以為破損增加率之對照樣本，而於每次作業能力測定後

選取經分級之蛋品 50 粒作為破損判定之樣本，目視檢查蛋品是否

有破裂情形，據以計算破損增加率。 

(3) 分級精度：由每一級中取 20 粒量測，以為計算分級精度之依據。 

(4) 連續作業試驗，以一次連續作業達 8 小時以上。 

3.豆類選別機種： 

測定項目與方法如下： 

(1) 作業能力：測定 3 次，每次 20 分鐘，以人工供料或自動供料所處

理之豆類重量為評判之依據。 

(2) 機械造成損傷程度：以破損增加率決定之，於每次選別前隨機選取

受測豆類至少千粒重量以為破損增加率之對照樣本，而於每次作業

能力測定後選取經選別之豆類至少千粒重量作為破損判定之樣本，

目視檢查豆類是否有破裂情形，以重量為計算破損增加率之依據。 

(3) 選別效率：由各品區中至少取樣千粒重量進行判定，做為計算選別

效率之依據。(劣品定義為扁平、皺褶或破損之豆類顆粒) 

(4) 連續作業試驗，以一次連續作業達 8 小時以上。 

 

(五) 暫行基準： 

1.作業能力，蔬果及豆類分級機種達廠商標稱能力以上，蛋品分級機種

達每小時 2400 個(含)以上。 

2.蔬果霉腐劣化增加率或蛋品破損增加率在人工供料時機械損傷增加率

在 5%(含)以下，自動供料時機械損傷增加率在 10%(含)以下；豆類機

械損傷增加率在 5%(含)以下。 

3.蔬果與蛋品分級精度平均達 90%(含)以上。 

4.豆類選別之選別效率達 90%(含)以上。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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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時間之 10﹪以上，試驗後機械經檢查，不得有異常磨耗之現象。 

 

附註： 

1.分級精度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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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總數不在設定級距內之農畜
分級精度

 
2.選別效率計算公式(以重量計算) 

100%×=
良品區總物料量

良品區之良品物料量
良品選別精度  

100%×=
劣品區總物料量

劣品區之劣品物料量
劣品選別精度

 
選別效率=原料中良品所占比例 ×良品選別精度+原料中劣品所占比例 ×

劣品選別精度 

三、吉農牌TN-73花改型大豆選別機概要說明：  
本次測定係由3台吉農牌TN-73花改型大豆選別機(機號105001001/馬達編號

004151214，機號105001002/馬達編號003151203，機號105001003/馬達編號

002151203)中，隨機抽出機號105001001/馬達編號004151214者為測定機，測定

材料使用花蓮一號大豆。 
吉農牌TN-73花改型大豆選別機(以下簡稱選別機)主要由載台(含輪子、調

整腳架及簡易氣泡式水平儀等)、進料系統(含進料斗、螺旋輸送機構及其螺桿

等)、傾斜輸送帶系統(含輸送帶、傳動軸及軸承等)、干擾毛刷、傾斜度調整螺

桿、收集槽(含良品2級及劣品1級)、動力源裝置(減速馬達及變頻器)及鼓風裝置

(鼓風機及導風槽)等部分所組成。 

選別機之動力源採用120w之交流減速馬達(減速比15)，由其變頻器控制轉

速，減速馬達動力輸出直接帶動輸送帶之傳動軸而帶動傾斜安裝之輸送帶。當

大豆被置入進料斗後，由螺旋輸送機構將大豆導出使之落於輸送帶上。因輸送

帶為傾斜及作動狀態，大部分形狀正常之大豆落下後呈現滾動之狀態並往良品

之收集槽滾動；部分形狀正常但滾動不佳及劣品級大豆則被輸送導引接觸到干

擾毛刷，經由干擾毛刷之刷毛觸動後，使形狀正常之大豆於輸送帶上再次呈現

滾動之狀態，如此可減少部分良品因掉落輸送帶時滾動不佳使之輸送到劣品之

收集槽，以提高其選別效率。輸送帶之直線速度快慢可由變頻器調整控制，螺

旋輸送機構之螺桿轉速則與輸送帶之傳動軸同步，輸送帶變快時螺桿同步變

快，反之亦然，使出料速度能配合輸送帶速度之變化。當選別機作動時，若原

料中夾帶有雜質，在輸送帶輸送往劣質品收集槽方向時，可利用鼓風裝置將雜

質於掉落收集槽之前吹離，避免與劣質品混合，方便劣質品另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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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測定結果： 

(一) 吉農牌TN-73花改型大豆選別機主要規格詳如表一。 

(二) 吉農牌TN-73花改型大豆選別機性能測定結果詳如表二。 

(三) 吉農牌TN-73花改型大豆選別機連續作業測定結果詳如表三。 

五、討論與建議： 

本次測定之性能測定結果與暫行基準之比較如下： 

項目\比較項 暫行基準 本次測定結果 

作業能力 
達廠商標稱能力(50kg/h)以
上 

三次測定結果分別為54.26、

55.53及55.41 kg/h 

機械損傷增加率 在5%(含)以下 
三次測定結果分別為0.69、
0.93及0.33% 

選別效率 達90%(含)以上 
三次測定結果分別為97.9、

98.0及98.3% 

連續作業試驗 

機械不得有異常故障，且

故障排除時間不得高於總

作業時間之10﹪以上，試

驗後機械經檢查，不得有

異常磨耗之現象 

連續作業試驗無異常故障；

試驗後機械經檢查，無異常

磨耗之現象 

六、結論： 

吉農牌TN-73花改型大豆選別機之作業性能符合『農畜產品選別機(分級機)
性能測定方法及暫行基準』中「豆類選別機種」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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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吉農牌TN-73花改型大豆選別機主要規格 
申請廠商：統農機械有限公司           廠牌型式：吉農牌TN-73花改型 

地        址：台中市太平區鵬儀路364號           主要規格：由廠商填寫本所查驗 

適用產品 大豆 

本 
 
 
 

機 

全長 (cm) 165 

全寬 (cm) 103 

全高 (cm) 121 

重量 (kg) 88 

馬 
 
 
 

達 

廠 牌 如陽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型 式/型號 交流調速式/MS-120-001F-AK-11 

馬力 (W) 120 

使用電壓 (V) 110 

斷電安全裝置 無 

安全防護設備 無 

選 
 
 
 

別 
 
 
 

部 

供料方式 
人工供料進料斗經由螺旋輸送機構供料給傾斜輸

送帶 

出料方式 選別後由各品級收集槽出料 

作用方式 
以大豆良品及劣品於傾斜及移動之輸送帶上滾動

位置之差異進行選別 

基本構造 
載台、進料系統、傾斜輸送帶系統、干擾毛刷、

傾斜度調整螺桿、收集槽、動力源裝置及鼓風裝

置等，詳如概要說明 

選別調整方式 
調整輸送帶平面二維(x 及 y軸)之傾斜角度及其直

線速度 

選別效率 95% 以上 

選別級數 (級) 3(良品 2 級、劣品 1 級) 

作業能力 (kg/h) 50 以上 

鼓

風

機 

廠 牌 建煜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規格/型號 1/8hp、110VAC/CY120A2P1 

風量 (m3/min) 7.3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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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吉農牌TN-73花改型大豆選別機性能測定結果 

測試日期 105年 1月 20 日 

測試地點 統農機械有限公司(台中市太平區鵬儀路364號) 

測試材料 花蓮一號大豆 

良品平均千粒重 (g) 231.7 

測試序別 一 二 三 

耗費時間 (min) 20 20 20 

原

料

比

例 

良品 (g) 17,340 17,360 17,585 

劣品 (g) 2,670 2,655 2,560 

原料中良品比率 (%) 86.66 86.73 87.29 

原料中劣品比率 (%) 13.34 13.27 12.71 

選

別

作

業

能

力 

良品區1 (g) 12,760 13,145 13,295 

良品區2 (g) 2,520 2,535 2,445 

劣品區 (g) 2,805 2,830 2,730 

良、劣品區合計 (g) 18,085 18,510 18,470 

作業能力 (kg/h) 54.26 55.53 55.41 

取

樣 

良品區1及2 (g) 241.4  243.7  267.1  237.7  257.7  260.9  263.5  270.4  267.8 

劣品區 (g) 264.8  259.6  247.4  250.0  256.8  237.0  238.4  233.9  236.1 

選

別

效

率 

良品區中良品重 (g) 241.4  243.7  266.9  237.0  257.7  260.3  263.0  270.2  267.0 

劣品區中劣品重 (g) 231.1  218.3  204.4  224.3  216.6  201.6  220.4  209.2  193.4 

良品選別精度 (%) 100.0 100.0 99.9  99.7  100.0  99.8  99.8  99.9  99.7  

劣品選別精度 (%) 87.3  84.1  82.6  89.7  84.3  85.1  92.5  89.4  81.9  

選別效率 (%) 98.3 97.9 97.6 98.4 97.9 97.8 98.9 98.6 97.5 

選別效率(平均) (%) 97.9 98.0 98.3 

損

傷

增

加

率 

取樣量 (g) 275.1 284.9 309.9 262.7 297.9 295.6 281.0 294.9 309.7 

損傷量 (g) 3.4 3.6 3.4 6.2 3.0 2.8 2.8 1.6 3.2 

損傷率 (%) 1.25 1.27 1.09 2.38 1.02 0.95 0.98 0.54 1.03 

損傷率(平均) (%) 1.21 1.45 0.85 

損傷增加率 (%) 0.69 0.93 0.33 

備       註 
1. 良品區1及2皆視為選別之良品。 
2. 選別前損傷率平均為0.52。 
3. 測定時輸送帶之直線速度為20.1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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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吉農牌TN-73花改型大豆選別機連續作業測定結果 

測試日期 105 年 1 月 21 日 

測試地點 統農機械有限公司(台中市太平區鵬儀路 364 號) 

原料名稱 花蓮一號大豆 

連續作業起迄時間 上午 8 時 30 分開始，下午 4 時 52 分結束 

連續作業測定時間 8 小時又 22 分鐘 

異常故障情形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