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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豆，驗證設備耐用性。以大豆花蓮 1號

來說，整體分級精度可達 98.58%，作業效

率達每小時 300公斤以上，且可連續作業。

經測試各品種大豆得知，大豆花蓮 1號、2

號、高雄選 10號、十石 (金珠 )、台南 3號、

台南 11號等主要品種，皆可使用本機進行

分級作業。

成本效益方面，如將本機銜接於選別機

之後，單人便可同時完成除雜、選別、分級

等採後處理作業，且不會增加人事成本。

經分級完成的大豆，每公噸售價可提高約

5,000元。如以獨立使用分級機作業來說，

以每小時工資 150元計算，每公斤大豆分級

成本約 0.5元。本機已取得智慧財產局新型

專利保護 (新型第M598190號 )，並技術授

權予「三升農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註」量產

製造。

結   語

大豆採收後需要經過除雜、選別、分級

等作業，此次開發完成之大豆粒徑分級機可

技轉廠商： 
三升農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3-9893175

接續在選別機之後，在選別的同時接續完成

良品大豆的粒徑分級作業，將兩個步驟一起

完成，可省去以往分級的農事辛勞及時間成

本，快速完成採後處理作業。大豆經機械分

級後不僅提高產品品質，更可達到分級銷售

之目的，創造更好的農產價值，同時提供銷

售市場更多更平價優質的國產有機雜糧。

粒徑分級機大豆
/ 簡宏諭、張光華 /

▲黑豆經機械選別 ( 下排 ) 及分級 ( 上排 ) 後之成效

▲小農使用選別機串接分級機，同時完成除雜、選別及

分級作業 大豆粒徑
分級機

多層震動
分篩機

日本進口
分級機

作業能力
(kg/hr) 300 400 200

分級精度
(%) 98.58% 94% 95%

設備成本
(萬元 ) 10 10 －

※大豆粒徑分級機比較

分級機影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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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場近年來積極輔導及推動大豆有機

栽培，同時也致力於有機大豆的機械設備研

發，已成功開發兩款大豆選別機械，可快速

完成採收後的形狀選別作業，剔除劣品及雜

質。但選別完成後的飽滿大豆尚有大小分級

的需求，以因應零售、批發、加工原料或留

種等不同用途。因此本場積極研發大豆粒徑

分級機，接續在選別機械之後，同步完成選

別及分級作業，將大豆依大小細分為三級，

提升產品品質，提高產品競爭力。

原理及機械結構

大豆粒徑分級機的設計原理，是利用大

豆粒徑大小不一的特性，於分級機內部設置

傾斜之沖孔分級滾筒，滾筒上設置兩種不同

孔徑之沖孔篩網，小孔在前大孔在後。當大

豆依序經過孔網時，小於孔徑的大豆會滾落

至蒐集槽完成分級，最終可依照沖孔尺寸將

大豆分為 A、B、C等三級。主要機械結構

有分級滾筒、入料斗、防架橋裝置、進料調

整開關、蒐集槽、各級出料口、駐鋤腳、移

動輪、蓋板、馬達及調速器等。

分級機功能說明

操作時將待分級物料放入入料斗，將物

料引導進入分級滾筒中。防架橋裝置利用連

桿與分級滾筒連動，以穩定的頻率揮動撥桿

擾動物料，防止物料架橋影響供料。另於入

料斗下方設置進料調整開關，可調整入料開

口大小。

分級滾筒設計兩種不同孔徑之分級篩

網，當物料經過篩網且小於孔徑時，自然落

下進入至蒐集槽中完成分級。並於分級滾筒

內加裝 7道阻隔板及 3道擾動板，其中阻隔

板的主要功能是延長大豆停留的時間，並將

物料隔成小區，以提升分級精度；擾動板的

功能是在滾筒轉動時擾動大豆，使上下層物

料交換混合，避免大豆在滾筒中滑動而影響

分級效果。分級滾筒由變頻馬達透過鍊條帶

動，設置無段式調速器，可同時調整馬達及

分級滾筒的轉速。

本機於出料口末端設置開閉閘口，當下

方盛裝物料的容器滿時，可手動關閉閘口，

暫停物料排出，方便更換盛裝容器。另外於

機體搬運或收納時，可將各級出料口拆除，

避免碰撞造成毀損。

分級機操作技巧

大豆品質會因氣候及栽培管理的不同而

有所差異，分級機可調整入料量及滾筒轉速

因應。分級精準度佳時，分級後各級大豆粒

徑大小均一；反之則會混雜他級大豆。調整
▲開閉閘門可在當物料盛滿時暫停出料，方便更換容器

分級精準度的重點在於控制

分級滾筒內的大豆總量以及

大豆停留於分級滾筒的時間。

當分級滾筒內部大豆過多時，

其接觸到篩網的比例降低，

將導致分級精準度降低，入

料量應適度降低；調整滾筒

轉速可控制物料停留機體時

間，轉速慢則分級精準度也

越高。以篩選品質較差的大豆為例，當分級

精準度差時應優先降低入料量減低分級滾筒

的負荷，將分級精準度提升，再微幅調整分

級滾筒轉速，將精準度調整至理想值。

機械性能與效益分析

大豆粒徑分級機研發過程中與在地有機

農戶進行試驗合作，累計分級超過 30公噸

▲ 大豆經粒徑分級後之差異

▲分級滾筒內部加裝阻隔板及擾動板，增加分級精度

A 級品

分級滾筒

防架橋裝置

入料斗

馬達 & 傳動系統

A 級品 ( 大 ) 出料口

B 級品 ( 中 ) 出料口

進料調整開關

C 級品 ( 小 ) 出料口

蒐集槽

B 級品 C 級品

▲ 大豆粒徑分級機結構說明

阻隔板 擾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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