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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農牌 FS-526 型有機肥料撒佈機性能測定報告 

一、 依據：                                             

(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6.2.13.(96)農糧字第0961060160號令修正之『農機性能測定要點』。 

(二) 富生農機有限公司109年7月15日富字109071501號申請書。 

二、 動力施肥機(具)性能測定方法及暫行基準(TS-42)： 

(一) 適用範圍：本基準適用於堆肥、固形肥料等之步行式、附掛式或乘坐式動力施肥機。 

(二) 採樣：接受測試之測定機(具)需由廠商提供至少3部商品機中隨機抽樣，不得為特製品或特

選品。 

(三) 調查項目： 

1. 本機部分： 

(1) 機體規格：長、寬、高、重量及機身號碼等。 

(2) 動力源： 

a. 引擎之廠牌型式、編號、最大扭力及其轉速、最大馬力與對應轉速，及油箱容量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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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Ah)及數量、充電方式及時間。 

(3) 動力傳動方式、轉向裝置、主離合器型式、變速方式、制動裝置及其他附屬裝置等。 

(4) 輪胎規格、輪距、軸距及各檔之行進速度等。 

(5) 附掛式適用之載具(廠牌、型式、適用馬力...等)。 

2. 施肥機構： 

(1) 機體規格：長、寬、高、重量及機身號碼等。 

(2) 施肥機構之型式、配出口數目與肥料施用方式(撒佈或條施)及傳動方式。 

(3) 施肥量調整方式及容器容量。 

3. 廠商標稱作業能力(m2/h) 

(四) 測定項目及方法： 

1. 選擇長度 50公尺以上之二試區，每區面積 1,000 平方公尺以上，以廠商標稱之作業速

度作業，測試其施肥量；並測量總作業時間，作為計算作業能力之依據。 

2. 以每公頃所需要之施肥量或肥料量進行測試在實際作業中量取 10公尺內之施肥量或肥

料量，重複 10次，測取施肥均勻度。 

3. 乘坐式須依據農地搬運車性能測定方法及暫行基準之部份測試項目進行測定，包含行進速

度、打滑率、最小轉彎半徑、最高速度、靜態翻覆角、煞車拖動距離及坡地停駐等七項。 

4. 連續作業試驗之面積達 5公頃以上或連續作業時間達 8小時以上。 

5. 電動機型須於符合廠商標稱作業能力條件下，進行電池續航力測定，量測記錄電池每次充

電飽和後可作業之時間。 

 

(五) 暫行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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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業能力須達廠商標稱值(m2/h)以上。 

2. 施肥量在平均值之±10%以內者達 90%以上。 

3. 坡地煞車時必須能夠停駐，且於平地之煞車拖動距離(m)必須不大於時速(km/h)值之 15%。 

4. 最高速度：最高直線前進速度限 20km/h以下；空車靜態翻覆角應達 25度以上。 

5. 電動機型充電飽和後可作業之時間須達廠商標稱值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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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時間之 10%，試驗

後，機械經檢查後不得有異常磨耗之現象。 

 

三、富農牌 FS-526 型有機肥料撒佈機概要說明： 

本次測定係由3台富農牌  FS-526 型有機肥料撒佈機商品機 (機身號碼10908251、

10908252及10908253)中，隨機抽出機身號碼為10908251者為此次之測定機(以下簡稱本機)。 

本機以Hino牌EH700型最大馬力為165hp (3,200/rpm)柴油引擎為動力源，提供行走與施

肥裝置使用，前者以變速齒輪箱傳動軸導出動力，後者以傳動軸方式導出動力。行走部由2

個直條紋前輪及4個人字紋後輪所組成，採用4輪驅動方式行進，行進速度為前進5檔及後退1

檔。本機以不銹鋼施肥桶承載肥料，肥料撒佈動力係利用油門控制，油門控制使轉速提高，

進而控制三肋雙離心式撒佈盤，由輸送肥料鏈條傳送肥料至施肥桶底部之三肋雙離心式撒佈

盤，並驅動攪拌刀片旋轉攪拌肥料以防止產生架橋現象。本機適用於粒狀、小塊狀肥料撒佈，

一次最大可裝載肥料量12700公升，有效撒佈寬度為1.5m，施肥桶底部肥料配出口設有閘門，

配出口共有三段出口高度，可配合行進速度與輸送肥料鍊條速度，調整肥料配出量。 

四、 測定結果： 

(一) 本機之主要規格如表一。 

(二) 本機性能測定結果如表二。 

(三) 本機連續作業試驗結果如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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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討論與建議： 

本次測定結果與暫行基準之比較詳如下： 

項目         比較項 暫行基準 本次測定 

作業能力(m2/h) 
作業能力達廠商之標稱值

(8,500)以上 

兩試區分別為: 8938.06及8743.7，皆達廠商標稱

值8,500(m2/h)以上 

施肥量均勻度 
施肥量在平均值之±10%以

內者達90%以上 

各樣本施肥量在平均值之±10%以內者達90%

以上，符合基準 

煞 車 性 能 

坡地煞車能夠停駐 坡地煞車停駐10分鐘後無滑移 

平地煞車拖動距離(m)不大

於時速(km/h)值之15% 

空車時：左輪1.10m/右輪1.04m，不大於時速

(18.95km/h)值之15% (2.84m)；最大可裝載肥料

量(12,700L)時：左輪2.55m/右輪2.61m，不大於

時速(17.51km/h)值之15%(2.63m) 

* 最 高 速 度 20 km/h以下 18.95 km/h 

* 翻  覆  角 
空車靜態翻覆角應達25度

以上 

  空車靜態時，側面翻覆角為左傾 28.0度、右傾

25.0度 

連續作業試驗 

連續作業8小時或5公頃以

上，機械不得有異常故障及

磨耗，且故障排除時間不得

高於總作業時間之10% 

連續作業5公頃，共耗時5時36分，無異常故障

及磨耗且無故障排除時間 

備註：*屬『農地搬運車規格範圍』之規定。 

六、  結論： 

富農牌 FS-526 型有機肥料撒佈機作業性能符合『動力施肥機(具)性能測定方法及暫行基

準』所列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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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富農牌 FS-526 型有機肥料撒佈機主要規格 

申請廠商：富生農機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 雲林縣崙背鄉羅厝村東興路156-9號 

主要規格：由廠商填寫經本所查驗 廠牌型式： FS-526型 

本 

 

 

 

 

機 

 

 

 

 

部 

 

 

 

 

份 

機 

 

體 

長×寬×高 (mm) 6,410 × 2,090 × 2,980 

重量(含油料) (kg) 6,150 

最低離地距離 (cm) 20 

機身號碼 10908251 

引 

 

 

 

擎 

廠牌型式 Hino牌 EH700型 

使用燃料 柴油 

最大扭力與轉速 (N·m/rpm) 441/2,000 

最大馬力與轉速 (HP/rpm) 165/3,200 

排氣量/油料容量 (mL/L) 6,443/130 

冷卻方式/起動方式 水冷/啟動馬達 

動力傳動方式 變速齒輪箱傳動軸 

主離合器型式 氣動乾式離合器 

轉向裝置 油壓 

制動裝置 鼓式(氣動補助) 

行 

 

走 

 

部 

輪胎規格 (吋) 8.25-16(胎厚 8.25”、輪框直徑 16”)~6輪 

輪距/軸距 (cm) 前輪距 158.0、後輪距 207.0 / 軸距 298.0 

變速方式與檔數 手排檔變速，前進 5檔、後退 1檔 

各檔之行進速度 (km/h) 
前進 1檔：4.05、前進 2檔：6.26、前進 3檔﹕10.36、前進

4檔﹕13.33、前進 5檔﹕18.95、後退檔﹕5.1 

施

肥

部

分 

肥料施用方式 撒佈 

肥料箱容量 (L) 12,700 

施肥作業出口寬度 (m) 1.5 

施肥機構之型式/傳動方式 三肋雙離心式撒佈盤/ 傳動軸 

肥料配出裝置/配出口數目 自然墜落式 / 1個配出口 

適用固形肥料種類/攪拌方式 粒狀、小塊狀肥料/螺旋及刀片式 

施肥動力控制方法 油門控制 

肥料配出口關閉方法 停止輸送肥料鏈條 

施肥量調整方式 3段式調整配出口高度及 6段輸送肥料鏈條速度 

其他裝置 無 

＊標稱作業能力 (m2/h) 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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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富農牌 FS-526 型有機肥料撒佈機作業性能測定結果 

測定日期 109年9月7日 

項目\試區 第一試區 第二試區 

測定地點 雲林縣土庫鎮新庄里 雲林縣土庫鎮新庄里 

肥料種類 雞糞混粗糠 

試區 

大小 

長 (m) 117.1 117.1 

寬 (m) 15.8 14.93 

面積 (m2) 1850.18 1748.74 

直線作業速度 (m/s) 1.125 1.125 

作業時間(含轉彎掉頭時間) 12分42秒 12分01秒 

施肥作業寬度 (m) 1.5 1.5 

作業能力 (m2/h) 8938.06 8743.7 

使用肥料量 (kg) 3655 5482.5 

換算每公頃施肥量 (kg) 19754.83 31351.14 

施肥均勻度 (g) 

次別 第一試區 第二試區 

一 3.745 3.475 

二 3.650 3.550 

三 3.447 3.387 

四 3.272 3.387 

五 3.442 3.412 

六 3.530 3.540 

七 3.692 3.412 

八 3.877 3.877* 

九 3.667 3.367 

十 3.362 3.427 

平均值 3.571 3.483 

施肥量在平均值之±10%以內者，第一試區為100%，第二試區為90%(超出

範圍者加註＊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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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二) 

平 

 

 

地 

 

 

試 

 

 

驗 

測定日期 109年 9月3日 

測定地點 雲林縣崙背鄉 

地面狀況 平坦之柏油路面 

測定距離 (m) 20 

載重量 空  載 最大可裝載肥料量(12,700L) 

前 

 

進 

時間 (s) 37.1 33.6 

車輪回轉一圈行走距離 (m) N0=0.261、N= 0.259  N0= 0.260、N=0.256  

速度 (km/h) 1.94 2.14 

打 滑 率  (%) 0.77 1.53 

後 

 

退 

時間 (s) 37.6 29.8 

車輪回轉一圈行走距離 (m) N0=0.258、N=0.257  N0=0.273、N=0.259  

速度 (km/h) 1.91 2.42 

打滑率 (%) 0.39 5.13 

最高速度 (km/h) 18.95 17.51 

拖動距離 (m) 左輪: 1.10  / 右輪: 1.04    左輪: 2.55  / 右輪: 2.61     

最小轉彎半徑 (m) 左轉 : 20.3   右轉 : 20.3 

空車靜態側面翻覆角 (°) 左傾 : 28° 右傾 : 25° 

坡 

 

 

地 

 

 

試 

 

 

驗 

測定日期 109年 9月3日 

測定地點 新虎尾溪河堤 

地面狀況 平坦之柏油路面 

坡度 (°) 16.0° 

測定距離 (m) 20 

載重量 空  載 最大可裝載肥料量(12,700L) 

上 

 

坡 

時間 (s) 14.9 15.3 

車輪回轉一圈行走距離 (m) N0=0.261、N=0.259    N0=0.260、N=0.254  

速度 (km/h) 4.83 4.71 

打滑率 (%) 0.77 2.31 

下 

 

坡 

時間 (s) 13.3 14.1 

車輪回轉一圈行走距離 (m) N0=0.261、N=0.271  N0= 0.260、N=0.268  

速度 (km/h) 5.41 5.11 

打滑率 (%) -3.83 -3.08 

爬坡能力 空載與最大可裝載肥料量時之爬坡能力正常 

坡地煞車停駐 上坡與下坡皆可停駐，無發現滑動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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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富農牌 FS-526 型有機肥料撒佈機連續作業試驗結果 

測 定 日 期 109年9月4日 

測 定 地 點 雲林縣土庫鎮新庄里 

肥 料 種 類 雞糞混粗糠 

開始與結束作業時間 開始時間:上午10:00   結束時間:下午17:45 

合 計 作 業 時 間 
5小時36分鐘(已扣除補肥時間129分鐘，第一批：11:00~11:31、

第二批:12:46~13:14、第三批:14:26~14:59、第四批:16:11~16:48)                                                                                                                                                                                                                                                                                                                                                                                                                                                                                                                                                                                                                                                                                                                                                                                                                                                                                                                                                                                                                                                                                                                                                                                                                                                                                                                                                                                                                                                                                  

連 續 作 業 試 驗 結 果 機械無異常故障，且試驗後，機械經檢查無異常磨耗之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