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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盛牌CS-635型水果食品專用乾燥機性能測定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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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盛機電股份有限公司109年09月01日皆字002號申請書。 

 

二、農產品層盤(架)式乾燥機性能測定方法及暫行基準(TS109)： 

(一) 適用範圍：本基準適用以石化燃料、生質能、電能或太陽能等熱源進行農產

品乾燥之箱式或隧道式設備，其適用機種包含冷凝除濕、太陽能輔助等，並

以括弧標示測試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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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燥機型式、基本構造、乾燥機本體(全長、全寬、全高及重量)、乾燥倉

(全長、全寬、全高及容積)、層架與乾燥盤規格、數量及入出倉門規格。 

2. 電力需求：使用電源相數、電壓及最大電流。 

3. 熱源型式及作用方式 

(1)加熱器之廠牌型式、數量、產熱能力(kcal/h)、使用燃料、使用電壓、

最大功率，熱風溫度控制方式及範圍、安全防護裝置等。 

(2)風機之數量、廠牌型式及規格(使用電壓、電動機額定功率、風輪直徑

及額定風量等)。 

(3)熱交換器之廠牌型式及規格。 

(4)壓縮機(冷凝除濕乾燥機型)之廠牌型式及規格(使用電壓、額定功率及

冷凍能力等)。 

(5)太陽能輔助電熱加熱設備之廠牌型式及集熱面積、儲熱水桶容量、溫

度極限及安全防護裝置。 

4. 供料及出料方式，取樣口數量及位置。 

5. 標稱乾燥作業能量(kg/day)、平均乾燥速率(%/h)及受測農產品適合儲藏或

加工之含水率。 

6. 標稱燃料耗用率〔kg/(%．kg)〕與耗電率〔kWh/(%．kg)〕。太陽能輔助

乾燥機種標稱之無太陽能與有太陽能輔助乾燥之耗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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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測試項目及方法： 

本基準所稱之含水率(%)係指濕基含水率，測定方法以CNS 1009、5033與2896

相關規範為主，若無規範則使用烤箱法測定(溫度105℃/24小時)。有關乾燥作

業能量、燃料耗用率與耗電率計算所使用之農產品重量值以乾燥後重量為

準。 

1. 乾燥作業能量及平均乾燥速率：依照廠商標稱之最大乾燥量進行測試。

乾燥溫度依農產品特性設定，將受測農產品置入乾燥倉乾燥至適合儲藏或

加工之含水率，農產品乾燥前後每層架隨機取 5 個樣本量測含水率，記錄

乾燥溫度、乾燥時間及總作業時間(含進出倉時間)，據以計算平均乾燥速

率及乾燥作業能量。隧道式機種以標稱可容納最大層架數進行測試，於乾

燥過程中，完成乾燥之層架出倉後須再補充含待乾燥物之層架以維持滿倉

作業狀態，記錄標稱滿倉層架全部出倉之總作業時間(含進出倉時間)，據

以計算平均乾燥速率及乾燥作業能量。 

2. 燃料耗用率與耗電率：記錄整批乾燥作業所消耗之燃料量與耗電量，據以

計算平均燃料耗用率與耗電率(詳附註計算式)。 

3. 乾燥均勻度：乾燥後於上中下層各取 2 盤(若層數少於 6 層時則全取)，於

各盤中間及四個角落(距盤邊緣 5 公分內區域)取樣，量測含水率及計算其

平均值，據以判定乾燥均勻度。隧道式機種則於各層架出倉後依上述方法

進行取樣。 

4. 乾燥作業中記錄熱風溫度、大氣溫度、大氣相對濕度。太陽能輔助熱風乾

燥機另須量測累計日射量(MJ/m2)。 

5. 太陽能輔助熱風乾燥機須以二部受測機同步啟動，執行無太陽能與有太陽

能輔助乾燥之測試，以比較耗電率。 

6. 上述乾燥作業重複測定 2 次。 

(五) 暫行基準： 

1. 乾燥性能：各批次測定之乾燥作業能量及平均乾燥速率皆需達廠商標稱值

以上。 

2. 乾燥均勻度：乾燥完成後，全部樣本之平均含水率需達廠商標稱值且符合

CNS 179、1345 等規範 (若無 CNS 標準，則以廠商標稱值為準)，所取樣

本含水率均在平均含水率(%)值±2.5%(含)之間的樣本數需佔總樣本數 

90%以上。 

3. 燃料耗用率及耗電率皆須在廠商標稱值以內。太陽能輔助乾燥機種無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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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有太陽能輔助乾燥之耗電率皆須在廠商標稱值以內。 

4. 人員可進入倉體之機型應具備可從內部開啟倉門之裝置。 

附註： 

燃料耗用率與耗電率計算式： 

BA

C


燃料耗用率 〔kg/(%．kg)〕

 

BA

D


耗電率 〔kWh/(%．kg)〕

 

B=乾燥後農產品重量(kg) 

C=乾燥作業所消耗之燃料量(kg) 

D=乾燥作業所消耗之電量(kWh) 

 

三、皆盛牌CS-635型水果食品專用乾燥機機概要說明： 

本次測定係由3台CS-635型水果食品專用乾燥機待測商品機(機體編號/電動

機編號為101914/ A1211002117、101918/ A1211002119及101922/ A1211002123)

中，隨機抽出機體編號/電動機編號101922/ A1211002123商品機為測定機(以下簡

稱本乾燥機)。 

本乾燥機以單相/三相220V市電為動力源(本次測定機使用單相220V)，屬箱

式熱風乾燥機，係由乾燥倉、電動機、風輪、加熱器及安全裝置所組成。進出料

利用人工裝盤，乾燥倉最大可容納15盤，由6kW電阻式加熱器產生熱源，以電動

機及風輪驅動熱風進入倉體內進行乾燥作業，藉電子式溫度控制器控制熱風溫

度，且具備超溫自動斷電之安全防護功能。 

 

四、測定結果：  

(一) 皆盛牌CS-635型水果食品專用乾燥機基本規格如表一。 

(二) 皆盛牌CS-635型水果食品專用乾燥機性能測定結果如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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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與建議： 

(一) 本次性能測定之結果與暫行基準之比較如下： 

項 目 暫 行 基 準 本 次 測 定 

乾燥作業能量 
需達廠商標稱18kg/day以

上 

二次測試結果分別為18.0kg/day及

18.5kg/day，皆達廠商標稱值以上，

符合暫行基準。 

平均乾燥速率 
需達廠商標稱值1.5%/h以

上 

二次測試結果分別為 1.70%/h 及

1.74%/h，皆達廠商標稱值1.5%/h以

上，符合暫行基準。 

乾 燥 均 勻 度 

全部樣本之平均含水率需

達廠商標稱值(19.5%)，所

取樣本含水率在平均含水

率(%)值±2.5%(含)之間的

樣本數需佔總樣本數90%

以上。 

第一次測試結果，樣本平均含水率

19.58%，偏差-1.18%~1.12%。第二次

測試結果，樣本平均含水率19.87 

%，偏差-0.57%~0.63%。此二次測定

平均含水率(%)值±2.5%(含)之間的樣

本數達100%，符合暫行基準。 

耗 電 率 
需 在 廠 商 標 稱 值

0.2kWh/(%·kg) 內。 

二 次 測 試 結 果 分 別 為

0.14kWh/(%·kg)及0.14kWh/(%·kg)，

皆在廠商標稱值 0.2kWh/(%·kg)以

內，符合暫行基準。 

 

六、結論： 

皆盛牌CS-635型水果食品專用乾燥機之作業性能符合『農產品層盤(架)式乾

燥機性能測定方法及暫行基準』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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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皆盛牌CS-635型水果食品專用乾燥機基本規格表 

申請廠商：皆盛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廠牌型式：皆盛牌CS-635型 

主要規格：由廠商填寫經本所查驗 廠商地址：台南市南區新和橫路3號 

機 

體 

長(縱長)×寬×高    (mm) 840×940×1765 

本機重量     (kg) 230 

運轉電力需求 單相/三相220V、30A 

乾 

 

燥 

 

倉 

縱深×寬×高     (mm) 750×635×1295 

倉門規格    (mm) 厚50×寬665×高1,330 

層架規格 內建於倉壁，單疊/15層 

可容納乾燥盤數 15盤 

乾燥盤長×寬×高  (mm) 700×620×40 

進料容量          (L) 250 

電 

動 

機 

與 

風 

輪 

電動機廠牌、型式  富田、臥式 

電壓              (V) 依需求選配單相/三相220V 

功率           (kW) 0.75 

斷電裝置 保險絲 

風輪廠牌、型式 建煜、捲齒式風輪 

風輪驅動方式 經聯軸器直接驅動 

風輪直徑      (mm) 230 

額定風量     (L/min) 23,000 

安全防護  過載保護開關 

加 

 

熱 

 

器 

廠牌、型式 日本鋼鐵株式會社、電阻式 

電壓             (V) 220 

功率             (kW) 6 (兩段加熱器，可分開加熱) 

溫度極限        (℃) 160 

溫度控制方式 電子式 

安全防護裝置 超溫自動斷電 

供料及出料方式 人工供料及出料 

取樣口數量與位置 無取樣口，直接開倉門取樣 

附屬裝置或設備 無 

標稱乾燥能力   (kg/day) 18 

平均乾燥速率        (%/h) 1.5 

標稱耗電率  (kWh/(%．kg)) 0.2 

備註 本次測定使用單相220V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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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皆盛牌CS-635型水果食品專用乾燥機性能測定結果 

測試農產品 龍眼 

農產品前處理說明 剪去果梗，使成單粒之帶殼龍眼 

目標含水率   (%) 19.5 

測定序 一 二 

測試地點 台南市南區新和橫路 3 號 台南市南區新和橫路 3 號 

測試日期 110/8/12~8/13 110/8/18~8/19 

大氣溫度     (℃) 28 ~ 34 27 ~ 33 

大氣濕度     (%) 56 ~ 68 59 ~ 70 

進料重量     (kg) 120 120 

乾燥熱風溫度  (℃) 70  70  

乾燥前含水率   (%) 
80.4 80.6 80.8 80.6 80.6 80.5 80.3 80.5 81.4 80.8 

平均:80.6% 平均:80.7% 

總作業時間 (h) 38.7 38.0 

乾燥時間 (h) 36.0 35.0 

乾燥 

後含 

水率 

(%) 

上 層 
19.2 19.5 19.5 19.5 19.6 19.5 20.4 19.3 19.4 20.0 

19.2 19.0 19.2 19.5 19.7 20.3 19.5 19.4 19.6 19.9 

中 層 
18.4 20.0 19.5 19.5 19.9 19.4 20.0 19.8 19.4 20.2 

18.6 18.8 19.1 19.6 19.2 19.5 19.4 19.7 19.4 19.5 

下 層 
20.3 20.1 20.1 20.4 20.7 20.3 20.5 20.5 20.5 20.3 

19.5 19.6 19.5 20.3 20.4 19.7 20.2 20.4 20.4 19.9 

平 均 值 19.58 19.87 

含水率偏差 -1.18~1.12 -0.57~0.63 

均 勻 度 
平均含水率(%)值±2.5%(含)之

間的樣本數達100% 

平均含水率(%)值±2.5%(含)之
間的樣本數達100% 

乾燥後重量   (kg) 29.1 29.3 

乾燥能量  (kg/day) 18.0 18.5 

平均乾燥速率 (%/h) 1.70 1.74 

耗電量     (kWh) 246 241 

耗電率 (kWh/(%·kg)) 0.14 0.14 

備註 

依據 CNS1345 規範，龍眼乾果之水分含量限制最高 25%，

又依據產業習慣，含水率 15~20%之帶殼龍眼乾具最佳品

質，因此，廠商標稱對應乾燥作業之目標含水率為 1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