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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電牌 BBQ-400型循環式穀物乾燥機性能測定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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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電國際有限公司109年9月30日亞電字第1090930001號申請書及110年4月6

日亞電字第110040601號展期申請函。 

二、循環式榖物乾燥機性能測定方法及暫行基準(TS17)： 

(一) 適用範圍：本基準適用以燃油(或稻殼)為熱源且對象物為稻榖或玉米粒之穀

物乾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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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機規格(長、寬、高、重量)及進料方式等。 

2. 該機使用馬達之廠牌型式、編號、功率、使用電壓、斷電裝置及安全防

護設備等。 

3. 該機使用燃燒器之廠牌型式、編號、所用燃料、點火方式、燃料供給方

式、溫度調節範圍等。 

4. 該機使用送風機之廠牌型式、編號、迴轉數、額定功率、額定風量及靜

壓力等。 

5. 該機使用輸送器之廠牌型式及輸送能力等。 

6. 所用線上水份計(自由選擇)：使用電源、廠牌型式、作用原理、使用電

極、信號輸出方式、測定對象、微調方式、水份測定範圍，測定準確度

及直線性等。 

(四) 測定項目與方法： 

1.  以下項目之含水率(%)以濕基為基準，含水率之測定以使用紅外線水份測

定器為準。 

2. 榖物乾燥能量： 

(1) 稻穀或玉米粒自平均含水率 24%~22%至 13%之滿倉處理量，以乾燥

後榖物重(公斤/小時)表示之。作業時間包括乾燥時間、均化時間與榖

物進出機體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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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大稻穀容積重量：乾燥機能操作之最大稻穀容積，以每立方公尺

565 公斤之稻穀容重換算之重量為其最大稻穀容積重量，以公斤表

示。 

3. 重胴裂率： 

(1) 乾燥前後隨機抽樣至少 5次，每次取 100粒密封 24小時後觀察，以粒

數百分比表示重胴裂率。增加率以乾燥前後之重胴裂率差表示。 

(2) 稻穀重胴裂：米粒胚乳發生裂縫、或裂痕一條貫穿全粒、或裂痕二條

以上、或有縱向裂痕。 

(3) 玉米粒重胴裂：玉米粒胚乳發生裂痕、或玉米粒裂痕長度達全粒一半

以上者。 

4. 作業性能： 

(1) 乾燥前後抽取至少 20個樣本，測量其含水率平均值和標準誤差。 

(2) 記錄乾燥前後進出榖物之時間。 

(3) 乾燥後每 2 小時抽樣測定榖物含水率、記錄榖物溫度、熱風溫度、大

氣及排氣之溫度和相對濕度。 

(4) 記錄其所耗用人工。 

5. 作業完成後量取燃料使用量，計算耗油率。 

6. 作業完成後量測乾燥機內不流動榖物之重量及含水率。 

7. 水份計之性能： 

(1) 乾燥期間依含水率顯示值之變化，每 1%之間隔加以記錄，同時自乾

燥機內抽取樣本，樣本以烤箱法量測含水率以為標準值。 

(2) 作業完成後依水份計輸出數值與烤箱量測標準值，依標稱作業範圍分

別計算準確度與線性能力。 

8. 上述之測定工作需三重複。 

(五) 測定基準： 

1. 乾燥性能 

(1) 稻榖 

a. 平均乾燥速率：水份減低率每小時不得低於 0.6%。 

b. 重胴裂增加率：不得高於 5%。 

c. 乾燥均勻度：在平均含水率達 13%時，其樣本間含水率之標準偏

差在±1%以內，機體內部不得有死角和乾燥不均勻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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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耗油率：乾燥每噸稻榖每單位水份減低率之平均耗油率應低於 1.7

公斤。 

(2)玉米粒 

a. 平均乾燥速率：水份減低率每小時不得低於 0.6%。 

b. 重胴裂增加率：不得高於 25%。 

c. 乾燥均勻度：同稻榖。 

d. 耗油率：乾燥每噸玉米粒每單每水份減低率之平均耗油率應低於

2.0公斤。 

2. 乾燥倉內不可有死角，且榖物輸送系統良好無阻塞。 

(六) 性能定義： 

1. 準確度(P) 

P=
Y X

N


 

Y：烤箱量測含水率(%) 

X：線上水份計輸出值(%) 

N：取樣數目 

2. 線性能力 

以迴歸分析計算 

Y = 𝑎 + 𝑏 × X之標準差，相關係數(R)。 

3. 稻殼熱值以每公斤 14,605仟焦耳為基準(依據 1993 王岱淇與馮丁樹農產

品廢棄物焚化物性之研究  農業機械學刊 2(4)：1-11)，折算為等熱值之柴

油量(45773仟焦耳/公斤－中國石油技術資料)，計算系統之耗油率。 

 

三、亞電牌BBQ-400型循環式穀物乾燥機概要說明： 

本次測定係由3台亞電牌BBQ-400型循環式穀物乾燥機待測商品機(機號

200915001、200915002及200915003)中，隨機抽出編號為200915001之商品機作

為本次測定機(以下稱本機)。 

本機主要由乾燥倉本體、稻穀動力輸送裝置、燃燒器、排風機、集塵裝置

及人機介面控制器(含線上水份計)及安全裝置所組成；其中稻穀動力輸送裝置包

含撥料迴轉閥、底部落料器、提升機及頂端分散裝置等，其作用為輸送及循環

稻穀以進行乾燥與均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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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機燃燒器使用柴油為燃料並以齒輪泵進行供油，高壓放電自動點火，以

加熱空氣產生熱風。乾燥作業方式係將加熱後之空氣分別由上、下兩個熱風通

道入口進入穀物乾燥層，因此穀物乾燥層亦可區分為上、下兩段熱風乾燥層；

上段乾燥層之熱風係由穀物乾燥層的右側通過，下段乾燥層之熱風乃由穀物乾

燥層的左側通過，形成上下前後雙面式的穀物乾燥方式。熱風管入口處設有熱

風感溫器，以感測調整控制熱風溫度，並調節燃燒器爐火大小。排風機設於機

體之後方，用以抽入機體前方之熱風，進入機倉內乾燥稻穀，再將流經穀物後

濕度較高之熱風排出。 

除塵裝置裝設於乾燥機底部乾燥層之下方，其結構包含3個抽吸風口與導

管、1個集塵箱與1個排風口，排風口位於集塵箱後側的上方並與乾燥機後方的

排風管互相銜接用以形成集塵裝置的負壓。集塵箱中間裝置有1個擋板，可透過

擋板的開度調整進行集塵箱除塵負壓力的調整。當稻穀通過撥料迴轉閥下方與

集料漏斗之間的除塵裝置抽吸風口時，較輕的稻殼、粉塵、夾雜物及不稔粒等

就會除塵裝置吸入集塵箱收集，比重較大的細碎夾雜物就會沉降到集塵箱底

部，再由下方排料出口落下而排出機外；而更細碎的粉塵微粒就會被集塵箱上

方的排風口吸入而排出機外。人機介面控制器除了可顯示整體乾燥機的乾燥作

業循環運作情形之動畫外，尚包含穀物含水率、穀物溫度、熱風溫度及乾燥作

業時間等設定值與實際值的線上即時顯示，而控制模式選項包括進料、循環乾

燥、出料及通風循環等模式，乾燥模式尚可依照不同含水率的目標設定值，進

行不同乾燥溫度的多段式乾燥。另外，人機介面控制器可即時檢知及顯示包括

撥料軸、提升機、分散盤、排風機等部位之轉速異常或馬達跳脫，以及點火異

常、風壓異常及滿載等狀況之警示等。 

 

四、測定結果：   

(一) 本機主要規格詳如表一。 

(二) 本次測定所使用榖物為台南11號稉稻，性能測定之結果如表二。 

(三) 耗電率調查：本機使用三相380V市電為電源，於試驗中每批次量測乾燥機

耗電率平均為21.83kW，各線電流約為 57.4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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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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乾燥速率        (%/h) 不得低於0.6 
三重複分別為0.62、0.69、0.66，皆

符合暫行基準(不得低於0.6)之規範。 

重胴裂增加率          (%) 不得高於 5 
三重複分別為2.4、3.2、3.2，皆符合

暫行基準(不得高於 5)之規範。 

乾燥均勻度 
含水率之標準偏差

在±1%以內 

1. 第一測試序，樣本含水率在平均

值 

-0.75%~0.75%之間。 

2. 第二測試序，樣本含水率在平均

值 

-0.36%~0.34%之間。 

3. 第三測試序，樣本含水率在平均

值 

-0.24%~0.36%之間。 

以上3次測定結果皆符合暫行基準

(±1%以內)之規範。 

耗油率(柴油)     

                  (kg/Ton×%) 
低於1.7 

三重複分別為1.37、1.29及1.36，皆

符合暫行基準(低於1.7)之規範。 

輸送榖物系統 

輸送榖物系統良

好，不可有死角或

阻塞現象。 

試驗中機械無異常故障，榖物輸送系

統無死角亦無發生阻塞現象。 

 

六、結論： 

亞電牌BBQ-400型循環式穀物乾燥機之作業性能符合『循環式榖物乾燥機

性能測定方法及暫行基準』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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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亞電牌BBQ-400型循環式穀物乾燥機主要規格 

申請廠商：亞電國際有限公司                 廠牌型式：亞電牌BBQ-400型  

主要規格：由廠商填寫本所查驗        廠商地址：宜蘭縣蘇澳鎮仁愛路18號 

機 

 

 

 

體 

長×寬×高                     (mm) 6,900×4,500×15,900 

機體重                         (kg) 9,000 

編號 200915001 

標稱進料重量                (kg) 40,000(最大稻穀容積：3.0m×3.0m×8.0m) 

進料方式 頂部入料 

電 

動 

機 

廠牌 型式 馬力(hp) 編號(系列號) 功      用 

萬鑫 立式 1/2  2020-08 撥料馬達 

東元 立式 1/2 EA195105025 分散盤馬達 

東元 臥式 30 E6201601001 排風機馬達 

東元 立式 5 E3206062007 提升機馬達 

蒝鈦峰 立式 1 2020.08-3 柴油幫浦馬達 

合計 37hp (27.6kW) 

使用電壓/功率 (V) 380 

斷電裝置 總無熔絲斷路器 

安全防護裝置 無熔絲斷路器、緊急按鈕開關、過載保護 

燃 

燒 

器 

廠牌型式 蒝鈦峰、LT-55W型 

所用燃料 柴油 

燃料供給、點火方式 齒輪幫浦、高壓點火 

溫度調整範圍 室溫~(室溫+45)℃ 

排 

風 

機 

廠牌/型式/數量 亞電牌/離心式/ 1個 

直徑、迴轉數 (cm/rpm) 100/1,122 

最大馬力/轉速 (hp/rpm) 30/1,122 

額定風量 (m3/cm) 800 

靜壓力 (mm/Ag) 50 

輸 

送 

器 

廠牌 亞電牌 

型式 12吋皮帶提升 

輸送能力                (Ton/h) 50 

線 

上 

水 

分 

計 

使用電源 AC90~250V 

廠牌型式 亞電牌800型 

作用原理 高週波電容式 

使用電極 電容式 

信號輸出方式 數位顯示 

測定對象 穀類 

微調方式 數值顯示觸控微調 

水分測定範圍 10~40% 

安全裝置  
熱動電驛、風壓開關、滿載警報、定時開關、燃燒器熄

火警示、異常過熱警示及保險絲等 

備註  



 7 

表二、亞電牌BBQ-400型循環式穀物乾燥機性能測定結果 

 測試序別 一 二 三 

 測試日期 110/07/12~7/13 110/07/14~07/15 110/07/16~07/17 

 測試地點 新竹縣芎林鄉富林路二段495巷22號芎林鄉農會農民直銷中心乾燥廠 

 測試材料 台南11號稻穀 台南11號稻穀 台南11號稻穀 

 最大稻穀容積重量 (3.00m×3.00m×8.0m)×565kg/m3≒40,680 kg 

穀 

重 

 入倉    (kg) 40,150.0 40040.0 40,010.0 

 出倉            (kg) 35447.0 34603.6 34718.8 

最 

初 

含水率平均值 (%) 22.64 22.05 21.54 

標準差 0.22 0.27 0.37 

最 

終 

含水率平均值 (%) 11.95 12.36 12.04 

標準差 0.33 0.19 0.16 

偏差(乾燥均勻度) -0.75%~0.75% -0.36%~0.34% -0.24%~0.36% 

作 

業 

狀 

況 

進料時間   (h) 2.0 1.83 1.63 

乾燥時間   (h) 17.33 14.0 14.5 

出料時間   (h) 1.17 1.12 1.12 

總時間               (h) 20.50 16.95 17.25 

大氣溫度        (℃) 28.6~32.6 26.6~33.1 26.9~33.1 

大氣相對溼度     (%) 68.1~79.2 62.5~82.2 63.2~83.3 

熱風溫度           (℃) 63.4~86.7 78.5~94.5 83.5~94.5 

排風溫度           (℃) 35.5~41.3 35.0~42.5 32.4~43.5 

穀物溫度            (℃) 28.2~33.8 28.2~32.9 32.4~37.8 

乾燥速率        (%/h) 0.62 0.69 0.66 

重胴裂增加率      (%) 2.4 3.2 3.2 

不流動穀物量         (kg) 56.2 60.8 59.2 

不流動穀物含水率   (%) 15.5 13.3 17.0 

耗油量(柴油)       (kg) 518.3 431.3 449.7 

耗油率         (kg/Ton×%) 1.37 1.29 1.36 

線
上
水
分
計 

準確度      (%) 0.89 0.03 1.75 

線性能力 Y=-15.33126+1.80216X Y=-37.60481+3.18084X Y=-22.85028+2.24681X 

標準誤差 0.88 2.10 1.25 

相關係數 R=0.9776 R=0.9246 R=0.9437 

入倉穀物含水率說明 

入倉濕榖平均含水率

22.64%，故無預乾燥

處理。 

入倉濕榖平均含水率

22.05%，故無預乾燥

處理。 

入倉濕榖平均含水率

21.54%，故無預乾燥

處理。 

備                  註 

1. 乾燥速率計算公式如下： 

乾燥速率=(作業性能測定初含水率－終含水率)/乾燥時間 

2. 耗油率計算公式如下： 

耗油率=耗油量/出倉穀重/(初含水率－終含水率) 

3. 耗用人工量說明：此次測定本乾燥機搭配外部輸送設備，入料、
出料及乾燥只需1人操作本機及外部設備按鈕即可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