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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昇牌 YS-460 型大斗式大型播種機性能測定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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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順農機工廠有限公司 110年 6 月 1日照字 1100601 號申請書。 

 

二、箱式育苗播種設施性能測定方法與暫行基準(TS28)： 

(一) 適用範圍：本基準適用於箱式育苗用之撒播式或點播式播種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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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設施之規格(全長、全寬、全高及重量)。 

2. 播種機構： 

(1) 撒播式播種設施： 

a. 所使用育苗箱之規格(長、寬、高)。 

b. 種子箱規格、播種方式、驅動方式、種子分配機構型式及規格。 

(2) 點播式播種設施： 

a. 所使用育苗箱之規格(長、寬、高)、格數(以橫 m×縱 n表示)及每格之

規格(長、寬、高)。 

b. 種子箱規格、播種方式、驅動方式、種子分配機構型式及規格。 

3. 其他配合之作業機構： 

(1) 育苗箱輸送機構。 

(2) 填土機構。 

(3) 箱土均平或壓實打孔機構。 

(4) 播種後撒水與覆土機構。 

(5) 積、排箱機構。 

(6) 其他附屬機構。 

4. 設施所使用之動力源型式、個數、個別之馬力與額定轉速以及整體控制方

式。 

(四) 測定項目與方法： 

1. 本測定以廠商申請之標稱作物為準，標稱作物在兩種以上者以兩種作物為

限，種子形狀不同者選球形與非球形各一種測試。 

2. 測試前量測種子含水率與千粒重，並記錄種子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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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種種子連續播種 200 箱並記錄總作業時間，決定其作業速率，並隨機取

樣 20箱以分析每個育苗箱之播種量或每格之播種粒數，並重複 2次。 

4. 連續作業試驗以一次連續播種達 8 小時以上，並記錄總作業時間及機器運

轉情形。 

(五) 暫行基準： 

1. 作業速率：達廠商標稱作業速率以上。 

2. 抽樣箱數之 90%皆須符合下述播種精度： 

(1) 撒播式播種設施，每箱種子使用量變異範圍介於±10%標稱播種量之間。 

(2) 點播式播種設施：球形種子缺播率 6%以下，非球形種子缺播率 10%以

下。 

3. 連續作業試驗中，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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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裕昇牌 YS-460 型大斗式大型播種機概要說明： 

本次測定自 3 台裕昇牌 YS-460 型大斗式大型播種機之待測商品機(編號為

460E-008、460E-007及 460E-006)中隨機抽出編號為 460E-008號之商品機為測定

機(以下簡稱本機)。 

本機為撒播式機型，作業機構入口處起依序為填土機構、第 1組灑水機構、

播種機構、第 2 組灑水機構及覆土機構，並由輸送機構將各機構串接，選配之設

備包括於入口處之自動排箱機、出口處之自動積箱機，使用輸送機構將各單元串

接以輸送育苗盤，另也可選購包括用於篩土的特殊大型圓篩、輸送土壤的輸送機

及用於將土壤分散的碎土輪座。 

空的育苗盤可手動放入或使用自動排箱機送入輸送機構，育苗盤首先會進行

填土，當空育苗盤經過遮斷型光電開關，填土斗下方輸送帶將土均勻送出落下至

育苗盤，經整平器將未落在盤內的土以整平刷掃除，並控制育苗盤土的厚度，接

著育苗盤經過第 1組灑水機構灑水後，再經過播種機構，播種輪將種子均勻撒在

育苗盤內，經整平器將未落在盤內的稻種以整平刷掃除，再經過第 2組灑水機構

灑水後由覆土機構覆土，覆土完成後經刮板將多餘的土刮除，再由人工逐盤從輸

送機構出口處取出，或是使用自動積箱機將育苗盤堆疊後再取出。 

本機使用規格 60cm×30.5cm×3.5cm (長×寬×高)之育苗盤，輸送機構利用 1hp

泰緯 TY-1 臥式馬達驅動鏈條及皮帶輸送育苗盤，填土及覆土機構為長形漏斗底

部搭配輸送帶將土均勻送出，灑水機構使用不鏽鋼噴水管，本機使用不鏽鋼雙漏

斗為種子桶，搭配播種輪，並以毛刷自動清潔播種輪。 

本機控制系統具備一控制箱，其具電源、啟動、停止、清理種子桶內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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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清理種子桶內部功能控制播種輪運轉以利清潔滯留於種子桶及播種輪間

的殘餘種子，並可以種子桶右側旋鈕控制播種輪轉速。 

 

四、測定結果： 

(一) 裕昇牌 YS-460型大斗式大型播種機主要規格如表一。 

(二) 裕昇牌 YS-460 型大斗式大型播種機以水稻種子為測定材料，性能測定結果

如表二。 

(三) 裕昇牌 YS-460型大斗式大型播種機連續作業試驗紀錄如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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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項     

項目 
暫 行 基 準 本 次 測 定 

作業速率 
達廠商標稱作業速率 (2,500

盤/小時)以上。 

兩次試驗分別為 2,677 盤/小

時及 2,835盤/小時 

抽樣箱數之 90%皆須

符合之播種精度 

撒播式播種設施，每箱種子使

用量變異範圍介於±10%標稱

播種量之間 

水稻(台南 11號)，抽樣種子使

用量變異範圍兩次試驗介於

-4.7%~7.0%及 -4.7%~3.1%標

稱播種量之間 

連續作業試驗 

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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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經檢查無異常故障與磨

耗 

 

 

六、結   論： 

裕昇牌 YS-460 型大斗式大型播種機之作業性能符合『箱式育苗播種設施性

能測定方法及暫行基準』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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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裕昇牌 YS-460 型大斗式大型播種機主要規格 

申請廠商：照順農機工廠有限公司 廠商地址：雲林縣虎尾鎮惠來里 76-15 號 

主要規格：由廠商填寫本所查驗 廠牌型式：裕昇牌 YS-460 型 

機 

體 

長×寬×高        (cm) 1,212×155×196 

動力源 單相 220V，7個馬達 

播 

種 

器 

播種方式 調速器控制播種輪速度，調整種子落至苗盤量 

目標作物種子 水稻(台南 11 號) 

種子形狀 台南 11 號粒型短圓胖 

育苗盤規格(長×寬×高)  (cm) 60×30.5×3.5 (水稻育種用，無隔成小格子) 

標稱每盤撒播種子量 (g/盤) 380 

動力源 

2 個 100W 直流馬達 

廠牌：通力；型式：立式 CFSD18-1601020，
90V，1,800rpm 

編號：N1GN0100006、N1GN0100023 

種子分配機構(長×寬×高) (cm) 
不鏽鋼雙漏斗(100×55×62.5)，搭配雙播種輪於
漏斗下方。 

機 

構 

型 

式 

規 

格 

育苗盤輸送機構 

1hp臥式馬達驅動鏈條及皮帶輸送苗盤 

廠牌：泰緯，型式：TY-1，220V，1,720rpm 

編號：TY-210184 

填土機構 

1/2hp 臥式馬達驅動鏈條及皮帶輸送苗土至苗
盤 

廠牌：城邦；型式：CH-3，220V，1,720rpm 

編號：210502953 

鎮平機構 整平刷含座，可調整高低以控制苗土厚度 

打孔機構 無 

灑水機構 

1/2HP 九如牌泵浦，3,420rpm，2台 

臥式馬達；型式：SP500AH 

編號：S5AF0619121803 及 S5AF0619091339 

不鏽鋼噴水管可調整水量 

覆土機構 

1/2HP 臥式馬達驅動鏈條及皮帶輸送苗土至苗
盤 

廠牌：城邦；型式：CH-3，220V，1,720rpm 

編號：210502954 

附 

屬 

設 

備 

排箱機構(選配) YS-530自動排箱機構 

積箱機構(選配) YS-520自動積箱機構 

其他機構(選配) 

YS-720特殊大型圓篩(篩土用) 

YS-210輸送機 

碎土輪座 

標稱作業速率 (盤/小時) 2,500 

整體控制方式  電磁開關配合感測器、馬達調速控制 

安全裝置 漏電斷路器、鏈條保護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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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裕昇牌 YS-460 型大斗式大型播種機性能測定結果 

 測試日期 110年 10月 7日 

 測試地點 雲林縣莿桐鄉 

 作業人數  2人置放育苗盤，2人取出育苗盤，1人巡視 

 種子名稱與形狀 水稻(台南 11 號)，短圓胖 

種子含水率 (%) 12.0 8.1 9.8 
抽樣平均： 

10.0 

千粒重 (g) 22.3 24.1 24.2 
抽樣平均： 

23.5 

 測定序別 (一) (二) 

作業盤數 (盤) 200 200 

作業時間  4分 29秒 4分 14秒 

 作業能力 (盤/小時) 2,677 2,835 

 平均作業能力 (盤/小時) 2,756 

種子播種量 (g) 

(隨機取樣 20盤) 

386.2 390.1 412.0 382.6 382.8 372.2 376.6 388.7 

375.6 389.5 407.8 388.1 384.5 379 379.9 386.5 

377.4 370.4 397.9 379.7 368.2 358.8 372.5 380.0 

375.5 375.3 393.2 382.5 373.4 365.6 382.5 373.6 

384.1 372.3 402.9 367.7 382.4 369.4 378.5 381.7 

平均播種量 (g) 385.5 376.8 

以標稱播種量為分母之變

異範圍 (%) 
-4.7 %~7.0% -4.7 %~3.1%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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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裕昇牌 YS-460 型大斗式大型播種機連續作業試驗結果 

測     試     日     期 110年 10月 8日 

測     試     地     點 雲林縣莿桐鄉莿桐村中山路 2-10號 

種  子  名  稱  及  形  狀 水稻(台南 11號)，短圓胖 

連 續 作 業 起 迄 時 間 上午 8時 27分開始，下午 4時 28分結束 

連 續 作 業 試 驗 時 數 8小時 1分鐘 

異  常  故  障  情  形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