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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初級選別機之開發與最佳化研究
張光華 、簡宏諭 、邱淑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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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應用傾斜輸送帶平台開發大豆初級選別機，應用物料滾動特性之差異，選別良、劣質大豆。
研發過程進行選別效率最佳化試驗、機械性能調查與成本效益分析。最佳化試驗結果顯示當橫向傾斜角
度 4º ；縱向傾斜角度 3º ；輸送帶速度為 20 m/min 時，機械有最佳的淨選別效率 91.1%，可有效分離良、
劣品大豆。本機應用在不同混雜程度的物料時，仍維持劣品選別效率達 99%以上。本機作業能力達 55.8
kg/hr，平均淨選別效率為 91.0%，破損率為 1.22%。採用此機械取代人力選別可節省作業時間 86%，處
理每公噸大豆可節省人力成本 13,482 元。試驗得知本機亦可應用於紅豆等圓粒狀物料之選別作業，且發
現於物料長寬比大於 0.79 時適用情形良好。
關鍵詞：有機大豆、選別機、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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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初級選別機之開發與最佳化研究

前 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 102 年起推動「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鼓勵農友轉（契）作雜糧及地方
特色作物，大豆（包含黃豆與黑豆）是主要品項之一。其中黃豆是我國主要的豆製品及加工原料，需求
量大且自給率尚低（吳 2013），因此在消費者日益重視食品安全且願意支持國產農產品的市場氛圍中，
成為農友轉作的熱門選項作物。全國黃豆耕作面積由 800 ha 逐年增加到 2,000 ha 以上。其中花蓮有機大
豆因為兼顧了食用安全和農產品質，在市場上供不應求，售價為全國最高。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的積極
推動及輔導之下，大豆的有機栽培技術日益成熟，產量提升（余 2012；余 2015）。在市場需求、政策配
合以及技術支持等多重因素配合之下，104 年在花蓮的有機大豆種植面積已達 200 ha。
然而有機栽培受自然條件影響，產量與農產品質較差，產銷前有選別、分級之必要（許 2004），且
農產品經選別、分級處理後，可獲得較高之利潤（扶 1988）。但檢視我國目前在有機大豆的生產鏈中，
耕地零散且規模迷你，不足生產規模的大豆，因為在市場上沒有價格合宜、處理量適當的選別機輔助，
只能仰賴人力緩不濟急的挑揀選別，因此抑制了雜糧復耕和有機大豆擴大種植的能量。經調查，人力選
別大豆之效率約 5-8 kg/hr，以有機栽培的產量約 1,200 kg/ha 計算，至少需耗費 150 工作小時，嚴重影響
產業串接（張 2015）。為此本研究團隊以低成本為目標，積極開發符合產業需求的小型選別機械。
現有的選別設備多以篩網配合震動，依網目大小對物料進行選別分級，因原理限制，無法就物料的
表面特性和飽滿度進行汰選。但在大豆收穫後的混雜物料中，必須過濾外觀破損、未充實飽滿、蟲蛀、
病害的不良豆子，以及枯梗、豆莢、碎石等雜質，因此篩網選別分級機並無法完美篩選。本研究開發二
維度的傾斜輸送帶作為選別平台，利用良、劣大豆在斜面上有不同的滾動特性，藉由不同滾動路徑達到
選別目的。本研究同時進行機械的參數最佳化試驗以及性能調查與效益分析。

材料與方法

一、 試驗設備與材料
（一）大豆初級選別機之開發所需元件與材料：
直流感應馬達（Luyang,120W）、減速機（NMRV030,Reduction ratio 15）、調速器、輸送帶（PVC）、
傳動皮帶（PU）、自製皮帶輪（POM）、儲料桶（Stainless Steel）、螺旋出料器、物料蒐集槽、毛
刷導板、良（劣）品蒐集槽、斜度調整螺桿、載台、鼓風機（90W）、水平儀等。圖一為大豆初
級選別機之零組件設計圖。
（二）試驗用雜糧品種：
大豆花蓮 1 號、2 號、高雄 10 號；黑豆台南 3 號、5 號；紅豆高雄 8 號、9 號、10 號；花生
花蓮 1 號。
（三）量測工具：
轉速計（儀泰電子，RM1501）、碼表（CASIO，LAP MEMORY 10）、電子天平（DERHER，
DHAW-3）、捲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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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大豆初級選別機之零組件設計圖

Fig. 1. Exploded View of the preliminary sorter of soybean.

二、 大豆初級選別機之選別原理
大豆初級選別機的選別原理，是在物料輸送的過程中，設計可調整傾斜角度的結構，使良、劣物料
因為滾動特性的差異，在輸送表面產生不同的滾動方向及路徑，達到選別分級的目的。圓潤、飽滿的大
豆容易滾動，在平台上受重力牽引而滾動集中至側邊的良品收集槽；而扁皺、蟲蛀的劣質大豆和豆莢等
雜質因為滾動性較差，在相同重力之下不滾動，將隨著輸送帶送至尾端收集。大豆初級選別機設計圖及
物料動線說明如圖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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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大豆初級選別機設計圖及物料動線說明圖

Fig. 2. The engineering drawing and goods pathway of the preliminary sorter of soybean.

三、 選別效率最佳化試驗
（一）標準品準備：以花蓮 1 號有機大豆為試驗樣品，以人力挑選出 800 g 良品大豆與 200 g 劣品大豆作
為試驗用標準品。（良品定義為飽滿、圓潤之物料；劣品定義為扁平、皺褶或破損之物料）
（二）試驗關鍵因子與重要性論述：探討橫向傾角（ψH）、縱向傾角（ψV）及輸送帶速度對於選別效率
的影響，依實際應用情形探討參數重要性。橫向傾角（ψH）定義為輸送平台向良品蒐集槽傾斜的
角度；縱向傾角（ψV）定義為輸送平台向儲料桶方向傾斜的角度（如圖二）。
（三）選別效率計算（盧 1986；Peleg 1985）：參考前人研究，將選別精度分別以良品選別效率（Superior
sorting efficiency, ୗ ）及劣品選別效率（Inferior sorting efficiency, ୍ ）進行量化，以正確被選別進
入良（劣）品蒐集槽的良（劣）品大豆百分比表示。將二者乘積為淨選別效率（ Net sorting
efficiency, ୬ୣ୲ ），作為選別機之綜合效能指標。選別效率計算公式如下：
η

η

η

良品區之良品物料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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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機械性能調查
（一） 作業能力（kg/hr）：以碼表量測機械選別 1 kg 大豆花蓮 1 號所需時間，換算為每小時可選別的物
料量，即為機械作業能力。
（二） 混雜物料耐受性測試：以大豆花蓮 1 號為試驗樣品，試驗不同良率的混雜物料在最佳條件下之選
別效率。
（三） 破損率（%）：機械造成物料之損傷程度。以自動供料方式選別 1 kg 完整大豆花蓮 1 號，量測破
損大豆的重量。破損率計算公式如下：
破損大豆重量
破損率
入料良品大豆重量
（四） 適用性：以各品種黃豆、黑豆、紅豆及花生為樣品，測試本機適用性。以主觀判定為適用（Applicable）、
有瑕疵但可接受（Defective），以及不適用（Inapplicable）三種結果。
% 

 100%

結果與討論

一、 大豆初級選別機之開發
傳統的選別機大多採用震動篩型式選別，以篩網大小來選別分級物料，並採震動加速選別作業。但
物料良窳與大小之間並不完全相關，因此市面上也有利用斜坡輸送帶剔除扁平物料的選別機。不過斜坡
輸送帶有效選別面積較小，容易彼此碰撞，且物料分流情況不良，因此選別效能並不高。
為此，本研究參考前人雛型機樣態（全国農業改良普及協会 2000），開發具有二維度傾斜的輸送帶
作為選別平台，可依物料飽滿與否進行選別，有效提高選別效率。作業時馬達動力經減速機帶動傳動軸
使輸送帶行進，並連動螺旋出料器。大豆裝入儲料桶後，經由螺旋出料器均勻落在輸送帶上，在輸送過
程同時滾動。因良、劣質大豆表面特性不同，滾動過程自然因路徑分流而自然選別分級。選別機採工業
常用的 PVC 輸送帶作為核心平台，具有生產技術成熟，品質穩定、容易取得等優點，且因量產而價格合
宜，可大幅降低本機生產成本。由於大豆收穫後常夾雜枯枝、枯梗、豆莢、沙土等雜質，本機於劣品收
集槽設置鼓風機及狹窄風口，可吹除質地輕的雜質。已開發之大豆初級選別機實體如圖三。

圖三、大豆初級選別機

Fig. 3. Preliminary sorter of soyb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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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選別效率最佳化試驗
（一）橫向傾角（Horizontal Angle ; ψ ）
在多數情況下，收穫後的混雜大豆中良品佔比例高，故良品區的選別正確性應高於劣品區，
以避免重覆選別耗時費力。橫向傾斜角度影響進入良品區物料良窳的比例，因此優先探討。此外，
橫向傾角越大，物料滾動速度越快，也意味著更高的作業能力。經試驗得知，橫向傾角越大，不
論瑕疵大豆或飽滿大豆，皆更容易滾入良品區。因此良品選別效率將提高，而劣品選別效率因正
確選別進劣品區的瑕疵大豆減少而下降。不同橫向傾角的選別效率試驗結果如表一所示。
當橫向傾角於 6º 時有最高的淨選別效率 90.6%，但劣品選別效率只有 97.4%。意指在此條件
下，待選物料中的劣質品將有 2.6%誤選至良品區。考量實際應用情況，劣品選別效率過低將造成
良品區物料之不良率過高，致使商品品質不符消費者要求。本研究選擇劣品選別效率優於 99.5%
（低於 0.5%劣品大豆落入良品區）的橫向傾角，以 ψ =4º 進行其他參數的探討。
表一、橫向傾角對於選別效率之影響
Table 1. The effects of horizontal angle (ψ ) on sorting efficiency.
Net sorting
Horizontal angle
Superior sorting
Inferior sorting
efficiency ( ࢋ࢚ )
(ψ )
efficiency ( ࡿ )
efficiency ( ࡵ )
2∘
17.1%
100.0%
17.1%
4∘
83.2%
99.5%
82.7%
6∘
93.1%
97.4%
90.6%
8∘
96.0%
91.4%
87.7%
10 ∘
97.9%
81.8%
80.0%
（二）縱向傾角（Vertical Angle ;ψ ）
在橫向傾角 4º 條件下，調整縱向傾斜角度，試驗良、劣品選別效率，結果如表二。試驗過
程可觀察到，提高縱向傾角（ψ ），將使原本進入劣品區的物料，轉而滾入良品區的機率提高。
其中良品大豆因為滾動性佳，會優先反應出此變化，因而提高良品選別效率。但當縱向傾角過高
時，部分劣品大豆亦會滑動至良品區，造成劣品選別效率降低。本研究選擇縱向傾角 3º （ψ =3º）
為最佳條件，此時劣品選別效率優於 99.4%（低於 0.6%劣品大豆落入良品區），且良品選別效率
由 83.2 %提高至 91.3 %。此時亦有最高的淨選別效率 90.8%。
表二、縱向傾角對於選別效率之影響
Table 2. The effects of vertical angle (ψ ) on sorting efficiency.
Vertical angle
Net sorting
Superior sorting
Inferior sorting
(ψ )
efficiency ( ࢋ࢚ )
efficiency ( ࡿ )
efficiency ( ࡵ )
0∘
83.2%
99.5%
82.7%
1∘
86.0%
99.4%
85.5%
3∘
91.3%
99.4%
90.8%
5∘
92.0%
97.0%
89.3%
H

H

H



H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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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輸送帶速度
選別機的輸送帶速度可無段調整，且與出料螺旋出料器連動，因此輸送帶速度與處理量成正
比。調查在最佳化的傾角條件下，選別效率隨輸送帶速度變化情形如表三所示。當輸送帶速度越
快，不論良品或劣品皆容易被帶入劣品區，因此良品選別效率隨速度提高而降低；劣品選別效率
隨速度提高而提高。本研究選擇輸送帶速度 20 m/min 為最佳條件，此時有最高的淨選別效率 91.1%，
且劣品選別效率 99.5%，符合農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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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輸送帶速度對於選別效率之影響

Table 3. The effects of speed of conveyor belt on sorting efficiency.
Inferior sorting
Speed of conveyor
Superior sorting
efficiency ( ࡵ )
belt
efficiency ( ࡿ )
10 m/min
92.5%
97.5%
15 m/min
91.8%
97.5%
20 m/min
91.5%
99.5%
25 m/min
86.1%
99.2%

Net sorting
efficiency ( ࢋ࢚ )
90.3%
89.5%
91.1%
85.4%

三、 機械性能調查
（四）作業能力與破損率調查
經試驗結果得知，本機作業能力為 55.8±0.1 kg/hr。且經連續作業 8 hr 以上，無異常故障或磨
耗。為評估機械進料造成物料破損情形，進行破損率調查，經試驗得知破損率為 1.22±0.10 %，破
損率穩定且合理。其他機械尺寸、重量、電功率等規格，經調查整理如表四。本研究成果商品化
後送農業試驗所進行農機具性能測定，結果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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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新型農機補助條件。
表四、大豆初級選別機性能調查表
Table 4. The specification table of the preliminary sorter of soybean.
The specification table
Dimensions (mm)
Weight (kg)
Power (W)
Performance (kg/hr)
Rupture rate (%)
Net sorting efficiency (%)
z

1670 x 1000 x 1230
90
210
55.8 ± 0.1z
1.22 ± 0.10
91.0 ± 0.45

n=3

（五）混雜物料耐受性調查
大豆產率受栽培期間之天候及病蟲草害等環境因素影響，其中採行有機栽培所面臨考驗更加
嚴峻，因此各農戶採收之物料良率差異性大。為了解本機在不同混雜程度物料之選別性能表現，
調配不同比例之良、劣大豆標準品 1 kg，於最佳化條件進行選別試驗，結果如表五。當物料良率
逐漸下降時，良品選別效率及淨選別效率皆隨之降低。但劣品選別效率皆能維持在 99%以上，可
知本機應用於不同混雜程度的物料選別時，皆能確保良品區物料的品質。
表五、混雜物料耐受性調查
Table 5. The sorting efficiency table with different yield rates of crop.
Inferior sorting
Superior sorting
Yield rate of crop
efficiency ( ࡵ )
efficiency ( ࡿ )
80%
94.1%
99.4%
70%
92.4%
99.2%
60%
86.0%
99.1%
50%
82.7%
99.0%
40%
77.1%
99.0%
30%
70.2%
99.3%
20%
65.6%
99.2%

Net sorting
efficiency ( ࢋ࢚ )
93.5%
91.7%
85.2%
81.9%
76.3%
69.7%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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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田間試驗調查
機械開發完成後，配合本場農民輔導業務進行大量田間試驗。圖四為經選別後之良、劣品區
大豆，二者品質差異明顯。其中良品區之大豆飽滿、圓潤，瑕疵品與雜質微乎其微，利於農友直
接包裝銷售；劣品區含有部分良品大豆，需集中後進行二次選別，但本區佔總量比例低，並不增
加作業負擔。田間試驗調查結果與最佳化試驗結果相符。

圖四、選別後之良、劣品區大豆，品質差異明顯

Fig. 4. Quality difference of soybean between superior and inferior area after sorting.

（七）物料長寬比對適用性之影響
為了解本機擴大應用於其他豆類作物之適用性，本研究進行各種黃豆、黑豆、紅豆與花生品
種之選別試驗。適用情形與物料之長寬比（Aspect ratio）性狀調查結果如表六。可知大豆初級選
別機可適用於黃豆、黑豆與部分紅豆，但不適用於花生。依表六推測物料之長寬比與本機之適用
情形相關，長寬比越接近 1 之物料，滾動特性良好，容易與劣質品分流，適用本機選別。反之長
寬比越低，物料滾動特性越差，則不適用以此原理選別。依據表六建議，本機適用於長寬比大於
0.79 之物料。
表六、各品種豆類農產長寬比調查及適用大豆初級選別機情形
Table 6. The aspect ratio of grains and the applicability to the sorter.
Variety
Applicability
Soybean Hualien No.1
○
Soybean Hualien No.2
○
Soybean Kaohsiung No.10
○
Black Soybean Tainan No.3
○
○
Black Soybean Tainan No.5
Adzuki Bean Kaohsiung No.10
○
Adzuki Bean Kaohsiung No.9
△
Adzuki Bean Kaohsiung No.8
△
Peanut Hualien No.1
╳
y

n=50

○Applicable △Defective

╳Inapplicable

Aspect ratioy
0.86±0.04
0.81±0.05
0.89±0.03
0.87±0.04
0.86±0.03
0.79±0.05
0.76±0.03
0.69±0.04
0.58±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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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本效益分析與產業應用
本機械作業能力 55.8 kg/hr，約為人工之 7 倍，取代人力可節省作業時間 86%，且因操作輕鬆可連續
作業。以選別 1 噸大豆計算，人力需要 125 hr 以上，本機僅需 18 hr 即可完成，大幅減輕農友選別勞動
力以及時間成本。經換算採本機械選別每公噸可節省人力成本 13,482 元（以最低時薪 126 元計算），以
有機栽培產量計算，使用 4ha 即可回收設備成本，是符合小規模生產的新型農機。本機械研發完成後，
取得專利保護智財（新型第 M498630 號），並經商品化技術移轉，量產銷售情形良好。期間積極輔導轄
內青年農民、原民部落等有機小農採取小型農機取代人力，促進研發成果落實於產業。

結 論

本研究開發適用我國小農生產規模之大豆初級選別機，與傳統方法差異在於本設計可依飽滿程度選
別良品大豆。經機械性能調查得知本機作業能力為 55.8 kg/hr，最佳淨選別效率達 91.1%，破損率為 1.22%。
研究中針對產業需求，探討橫向傾角（ψH）、縱向傾角（ψV）與輸送帶速度對於選別效率之影響，進行
參數最佳化以求得選別大豆之理想條件。結果顯示當 ψH =4º 及 ψV =3º ；輸送帶速度為 20 m/min 時有
最佳綜合效能，且可耐受於選別混雜物料。本研究亦進行本機於不同品種之黃豆、黑豆、紅豆及花生之
適用性調查，推測機械適用性與物料長寬比有關，當物料長寬比大於 0.79 時適用此選別機。研發成果已
取得專利並完成商品化，經送請農業試驗所測定其機械性能，確效且通過新型農業機械暫行基準，符合
新型農機補助規定。本機相較於人力可提高作業效率 7 倍以上，換算可節省作業時間 86%。採用機械選
別每公噸可節省人力成本 13,482 元，設備成本回收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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