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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Harvester Development of Ricinus Communis
蓖麻收穫機開發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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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ds harvest percentage of 67.1%, the max of

Abstract

fruit shell damage percentage of 11.8%, and the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research is to
develop

a

Castor

harvester.

For

seed damage percentage of 0%.

the

considerations of design need of a harvester, the

Key words: Biodiesel, Castor, Harvester

field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to collect the

摘要

information which includes the types of planting
castor and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castor in the
field.

This information is important for the

本論文旨在研發蓖麻收穫機，考量蓖麻籽
作為生質柴油的原料，以機械化取代人工採收，

The castor

加速蓖麻轉換為生質柴油原料的效率，首先調

harvesting machine is composed of units, which

查蓖麻的栽培方式與種植模式、蓖麻於收穫階

are as round-saw cutter, winding feeder and

段相關物理性質之基本資料，作為蓖麻收穫機

threshing cylinder.

研發的依據。本研究設計完成之蓖麻收穫機，

design of castor harvesting machine.

The functions of a developed
The

具有輪鋸式切刀、捲入裝置、脫粒滾筒機構等

machine can remove and feed in the main stem and

部分。本機經試驗證實具有切除蓖麻植株主莖、

branches into the separating unit.

The separating

捲斷支莖枝葉，脫粒果穗、果穗集放地上、排

units can stir and separate the seeds from the stems,

出莖葉等功能。經試驗本試驗機平均採收率為

drop the seeds on the ground and blow out the

67.1%，果穗外殼損壞率最大值為 11.8%，蓖麻

residuals of small stems and leaves.

籽損壞率為 0%。

harvester were tested in the lab and field.

The Castor

harvester has the following performance: fr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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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穫處理技術與設備，並分析關鍵參數與進行機
構研發，由於目前國內外尚無專門探討蓖麻籽
採收的研究，故本研究先由建立蓖麻栽培方式

在減緩地球暖化的考量下，世界許多國家

與籽採收相關物性等相關資料著手，將育成後

都致力於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努力在未來減少

之蓖麻品種特性及外觀性狀，根據特性研發適

使用石化燃料，逐年提高生質能源的使用比例，

合之蓖麻採收機械。

並研發各種可替代石化燃料的生質能源。以生

配合機械化採收的需要，蓖麻的栽培管理

質能源取代終將耗竭的石化燃油，是未來各國

需進行提高成熟均勻性與植秼矮化的研究，蓖

在能源發展上的主要目標之一。

麻田之栽培與栽種方式配合未來機械採收的作

台灣現今蓖麻產業的主要發展方向，一為

業需要，以預留機具於田間運作空間。蒐集蓖

持續改良品種，使其產量提高，並縮短成長期。

麻物性之相關資料，尤其是與對機械化生產收

二為開發適用的蓖麻採收機，目前收穫皆以人

穫特性有關資料進行測量，包括株高，採收部

工採收，占了極大的生產成本，故有適用的蓖

的高度，採收的範圍與果穗大小等。

麻專屬採收機械，將能減少人工並提高收穫速
度，除可降低生產成本外，更可進一步地提高

文獻探討
蓖麻學名 Ricinus communis L.（如圖 1）
，

產品品質。
本研究重點在開發蓖麻果穗利用機械化收

屬於大戟科，是蓖麻屬（Ricinus）下的唯一物

圖 1. 蓖麻田與蓖麻植秼（亞洲大學蓖麻試驗田）
Fig. 1. The Castor field and the Castor main stem and branches (The Castor experimental field of ASI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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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株高可達 4~6 m 壽命可達 10 年。其主要

收，其程序為：選別→曬乾→脫殼→收集。

產物是蓖麻籽（圖 2）
，蓖麻籽成分每 100 g 含

國內外相關或近似類型的作物收穫機械，

有 24.8 g 蛋白質、5.4 g 脂肪、57.4 g 總碳水化

包括振動式果實收穫機械、葡萄收穫機、辣椒

合物、10.3 g 纖維，具有 45~65％的含油量

收穫機、橄欖收穫機等，茲介紹與本研究收穫

。

(1)

蓖麻油含有近 90％蓖麻酸，油屬不乾性油類

機相關機械如下：

（在空氣中不會乾燥結成固體膜的油類）
，主要

一、葡萄收穫機

特性是-18℃不會凝固，並且在 500~600 ℃高
溫下不變質不燃燒

(2)

。

由 Braud 公司所開發的葡萄收穫機，如圖
4。其作用原理為：車體採橫跨方式行駛於葡萄

外表形態觀察結果顯示，國內從不同地區

樹上方，利用車體左右側的振動輪耙將葡萄自

收集之蓖麻其外觀並沒有明顯之差異，而遺傳

樹上脫離，利用兩側之軟籃收集輸送系統，將

相似度介於 0.88～0.93 之間，顯示不同地區蓖

葡萄運往上方的收集箱，以風力進行葉片等雜

麻種原之遺傳相似度高

質的篩選工作。此若應用於蓖麻的採收，依目

(4)

。

蓖麻的收穫，蓖麻成熟的標誌是，進入成

前蓖麻高度，操作上有困難，但若能在栽培過

熟期的蓖麻中下部的葉片已陸續老化脫落，果

程中，適度的進行植株矮化，則採用類似的作

穗成熟時，外殼乾燥硬化，部分有裂紋出現即

業模式應為可行的方向。

可收穫（圖 3）

(3)

。目前收穫方式皆為人工採

圖 2. 果穗、果殼與蓖麻籽
Fig. 2. The Castor fruit, shell and s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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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蓖麻成熟性指標為：葉片老化脫落、果穗外殼乾燥有裂紋
Fig. 3. The Castor maturity indexes: Aging blade falls off; Dried fruit shell has cracks generated

圖 4. 葡萄的收穫機作用原理圖（美製 Braud 牌 SB 64 型）
Fig. 4. Illustrates the role of the grape harvesting machine principle (Braud SB 64 type US-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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輪耙以擺動方式運作，將橄欖打落，使其掉落

二、辣椒收穫機
Torregrosa (8) 研發了單行式的辣椒收穫機

車體底部的收集系統。底部收集系統採活動式

械（如圖 5）
，作用原理為：由傾斜式的輪耙向

底盤，以收集掉落下的橄欖果實並可讓橄欖樹

外拍擊，將辣椒與葉片自辣椒樹脫離，另結合

主莖穿越過底盤。

氣動力學的應用，因重量與表面積的差異，葉

材料與方法

片將會往後飛出機外，而辣椒則會掉入收集箱
中。此若應用於蓖麻採收作業，最大的困難將

一、蓖麻栽培方式與栽種模式調查

是蓖麻生長的範圍很廣，幾乎整株植株都有，

本試驗機為配合亞洲大學所育種蓖麻進行

同時其主莖的硬度遠高於辣椒樹，不易吃入進

開發，故以亞洲大學試驗田所栽種的試驗品種

行分離作業，當然亦可以截斷方式，將斷株以

LCR-13 為主要調查對象，調查其栽培方式，實

傾斜方式捲入。

際於栽種田區進行量測，瞭解蓖麻栽種模式，

三、橄欖收穫機

調查與量測各株間距離與各行間距離以作為開

橄欖果實單顆果實大小與蓖麻果實略同，

發收穫技術與機構的參考。調查項目如下：

經過改良後橄欖樹株冠高約 2.0 到 2.3 m，橄欖

(一) 噴灑矮化劑的時間與次數：包括種稙後多

樹全植株皆會生長橄欖果實，橄欖機械收穫機

久開始噴灑矮化劑、噴灑間隔時間、至可

依收穫性狀和作業特性與蓖麻相類似，此收穫

採收期噴灑的次數等。

機的作業模式與設計原理未來可作為蓖麻收穫
機的重要參考

。

(二) 噴灑落葉劑的時間與次數：於預定收穫日
前多少天噴灑及需噴灑次數。

(6)

Phillip (7) 所設計橄欖收穫機的機構如圖 6，
車體行駛於栽種的橄欖樹上，其利用左右端的

(三) 至亞洲大學試驗田調查其蓖麻栽種模式，
並量測株間距離與行間距離。

圖 5. 辣椒收穫機作用原理圖

(8)

Fig. 5. Illustrates the role of principles Pepper harvesting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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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橄欖收穫機機構圖

(7)

Fig. 6. Illustrates olive harvesting machine structure
二、調查蓖麻採收期之物性
調查蓖麻採收作業時田區狀況與作物特
性，作為設計機械化採收技術與機構的依據，
調查項目如下：

(六) 果穗拉斷力：以手持機械式推拉力計（最
大量測範圍 20N）量測果穗與果梗間的抗
拉力，作為設計脫粒作業之重要數據。
三、收穫機試驗

(一) 植株高度：調查蓖麻生長高度，所調查的

為測試試驗機實際收穫狀況，先針對機構

最大與最小值為未來收穫機尺寸大小的重

各別性能進行測試，如測試脫粒滾筒的拍打方

要依據。

向與量測本機各部的轉速，並找出可進行收穫

(二) 果穗生長範圍：調查蓖麻果穗散佈的區域

作業的轉速比。試驗方法為將含有蓖麻果穗、

範圍，所調查的最大值為收穫機尺寸大小

葉片的蓖麻部分植株，依性狀分析後的生長高

的考量依據。

度，用人工方式餵入，再由捲入裝置夾送。測

(三) 主、支莖直徑：量測蓖麻主莖、支莖直徑，
為設計切割刀尺寸依據。
(四) 果穗離地高度：量測果穗串離地高低，以
調查所得最小值為收穫時的設計依據。
(五) 單顆果穗直徑：以游標尺量測果穗直徑以
設計合適的脫粒機構。（圖 7）

試項目如下：
(一) 脫粒滾筒拍打方向：測試脫粒滾筒該由順
時針向上拍打，或由逆時針向下拍打，經
脫粒滾筒打落蓖麻果穗後，量測殘留在果
梗上的蓖麻果穗數量，觀察其脫粒率，並
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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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量測果穗大小示意圖
Fig. 7. Illustrates the Castor fruit measurements
(二) 轉速測試：量測本機各部轉速數值，量測
項目為：輪鋸式切刀、捲入裝置與脫粒滾
筒之轉速及車體前進速度。並調整各部轉
速，使其達到適合收穫作業的轉速比。
四、完整植株試驗

結果與討論
一、栽培方式與栽種模式調查結果
由亞洲大學研究團隊栽種的試驗品種
LCR -13 為本調查重點，因需縮小生長範圍噴

考慮主莖部無蓖麻果穗串生長，及留宿根

灑矮化劑，統一成熟度於收穫前噴灑落葉劑。

的方式栽培，將整植株送入本機進行試驗，主

蓖麻籽於播種後 14~20 天移植田間，移植後 21

莖經輪鋸式切刀切斷，支莖、葉與果穗由捲入

天噴灑第一次矮化劑，之後每隔 14 天噴灑一

裝置捲入後，由脫粒滾筒的順時針（向上）拍

次，共噴灑矮化劑三次。而落葉劑於預定收穫

打使果穗與果梗分離。試驗項目如下：

日的前 7 天噴灑一次。

(一) 蓖麻收穫率試驗：每次採收一植株後，量
測其殘留於果梗上之果穗數。

赴蓖麻試驗品種 LCR-13 產區進行栽培狀
況與性狀調查，採單行單株方式栽培（圖 8）。

(二) 排出機構性能試驗：經由連續試驗，測試

採無田畦種植方式，進行行距與株距量測，栽

收穫作業時支莖、葉片與果穗串是否會纏

種株距平均距離為 93.4cm，行距平均距離為

繞運轉中的捲入裝置或脫粒滾筒，當然此

142cm。因蓖麻作物本身需水性低，故夏季等多

亦會造成排出口阻塞。

雨期需採築畦種植方式以利排水。另亦有為提

(三) 蓖麻籽損壞率：經試驗後的蓖麻果穗，隨

高單位面積產量採密集式種植或隔行交叉種植

機採集檢驗其蓖麻果殼與蓖麻籽的損壞情

等方式，此種種植方式仍處試驗階段。

形，分為果殼損壞率與蓖麻籽損壞率。

二、蓖麻物性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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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單行單株蓖麻栽培方式
Fig. 8. The line of single plant Castor cultivation
赴蓖麻田調查栽培成熟可採收之物性，為

(四) 果穗離地高度：最小值為 72 cm 為設計捲

設計相關機構的依據，調查項目如下：

入裝置及切割刀離地高度與脫粒滾筒的最

(一) 植株高度：量測結果經分析它的最大值為

低下限。

185 cm，此將作為捲入機構最小的作業尺

(五) 單顆果穗大小：最大值為 2.55 cm 為捲入

寸與試驗機機體高度的考量依據。最小值

裝置間隙的設計參數，最小值 1.75 cm 為

為 136 cm，作為本機的捲入裝置與脫粒滾

脫粒滾筒設計考量參數。

筒高度的設計參數。
(二) 果穗生長範圍：最大值為 156 cm 與最小值
80 cm，為本機捲入裝置與脫粒滾筒設計的
重要參考。

(六) 果穗拉斷力：果穗脫離果梗的拉斷力量測
結果，其最大值為 8.3 N，為脫粒滾筒設計
必須考量的重要數據。
三、收穫機試驗結果

(三) 主、支莖直徑：主莖最大值為 4.6 cm，支

研製完成之蓖麻收穫機之機構組成如圖 9

莖為 2.8 cm；主莖最小值為 3.2 cm，支莖

及圖 9 中說明符號所示，將含有果穗串的蓖麻

為 1.9 cm。其中主莖最大值為本機切割部

植株支莖，用人工方式餵入蓖麻收穫機（圖 10）

輪鋸式切刀的重要參考，支莖最大值為捲

進行試驗，量測脫粒效果與檢查殘留於果梗上

入裝置設計作業間隙的考量參數。

的果穗數量。作業功能與順序為：切斷植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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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輪鋸式切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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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捲入裝置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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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脫粒滾筒
4. 輪子
5. 發電機
6. 操控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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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00

圖 9. 蓖麻收穫機機構示意圖
Fig. 9. Illustrates the Castor harvest machine construction

圖 10. 蓖麻收穫機
Fig. 10. The Castor harv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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莖→捲入植株及攪碎支莖與葉片→蓖麻果穗與

深（d5）25 mm。考量果穗生長範圍與果穗離地

果梗的分離→蓖麻果穗排放，主要機構及其與

高度最小值，脫粒滾筒離地高度為：下滾筒（h1）

蓖麻物性之關係說明如下：

700 mm 與上滾筒（h2）1050 mm。由於果穗拉

(一) 輪鋸式切刀

斷力的最大值僅需 0.85 kgf，頁柱擊打力在減

作用在將蓖麻植株的主莖與根部分離。為
配合種植位置上的可能差異與主莖粗細差異，

速比 1:90 的情況下會遠大於果穗拉斷力（馬達
額定扭力為 0.65 kg-m）。

單片切刀半徑（r）175 mm，弧形部切刀半徑（rd）

收穫機測試結果整理如表 1，由表 1 可知

採用主莖直徑最大值的 1.5 倍，半徑為 35 mm。

以順時針（向上）拍打方向效果較好（平均收

以切斷主莖為設計，兩片切刀總長為 650 mm，

穫率約 67.7%，遠高於逆向拍打之 31.4%）
。

重疊部分距離（d0）為 50 mm。其它參數包括

本試驗機進行試驗時，其車體前進速度為

h：切刀厚度 20 mm、α：切刀角度，25°、hd：

0.25 m/s、輪鋸式切刀轉速為 45 rpm、捲入裝置

切刀離地高度 300 mm。

轉速為 23 rpm、上脫粒滾筒轉速為 38 rpm、下

(二) 捲入裝置

脫粒滾筒的轉速為 45 rpm。這些轉速只是說明

作用在將蓖麻植株向內拉。配合蓖麻植株

此次之試驗條件，不代表最佳轉速。因本機為

的株冠高度，捲入裝置採長(l)1200mm、傾斜角

試驗機型，故上述之轉速皆為可調整設計。

度（α1）為 60。考慮支莖果穗的物性防止捲入

四、完整植株試驗結果

時堵塞，兩捲入器相距（w）100 mm、丁柱長

(一) 蓖麻收穫率試驗結果

（ld）50 mm，捲筒半徑（r1）為 100 mm，單一

整植株送入本機進行試驗，經輪鋸式切刀

捲入器有 6 排丁柱，兩具捲入器的丁柱採交叉

切除主莖，由捲入裝置捲入支莖、葉片與果穗，

方式排放。考量果穗離地高度的最小值，捲入

試驗次數為 30 次。其結果如表 2 所示。滾筒的

裝置離地高度（hd1）為 700 mm。其它參數包括

順時針（向上）拍打達到脫粒效果，其平均收

d1：左捲入器第一丁柱間格 50 mm、右捲入器

穫率為 67.1%±6.8。探討收穫率低下主因為捲

第一丁柱間格 100 mm、w1：所有丁柱間格距離

入裝置與脫粒滾筒相距過遠，使捲入後的植株

100 mm。

無法受到拍打，若縮短兩機構間距，將可增加

(三) 脫粒滾筒

受拍打面積提高收穫率。

作用在將捲入後的蓖麻植株經拍打方式，

(二) 排出機構性能試驗結果

將果穗串上果穗與果梗分離。配合捲入裝置的

將植株餵入本機試驗，測試收穫作業時支

捲入角度，脫粒滾筒採傾斜角度（α2）60。滾筒

莖是否會纏繞運轉中的捲入裝置或脫粒滾筒，

半徑（r2）150 mm、滾筒寬度總長（w2）630 mm，

造成排出口阻塞，試驗次數為 20 次。結顯示，

脫粒滾筒間距（d）200 mm。單一滾筒有 12 片

單株其支莖的纏繞率最高為 33.3%，當蓖麻植

頁柱，上下滾筒的頁柱採用交叉方式排放，頁

株支莖數超過 3 支時，纏繞現象發生率較高，

柱高（lh）60 mm，頁柱缺口長度（d4）50 mm、

主要纏繞於捲入裝置上的丁柱，捲入裝置仍可

J. Agri. & Fore. 2013. 62(1): 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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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進行作業，收穫機仍可繼續作業並無卡住

式切刀、捲入裝置、脫粒滾筒機構等部分。

或停止轉動等情況，改進方法為捲入裝置後方

本機經試驗證實具有切除蓖麻植株主莖、

加裝擋版。

捲斷支莖枝葉，脫粒果穗、果穗集放地上、

(三) 蓖麻籽損壞率結果

排出植株與莖葉等功能。

蓖麻果穗經過脫粒試驗，因脫粒滾筒與其

二、本機採順時針（向上）拍打方向可得較高

它機構的旋轉拍擊，造成果穗外殼受力而碎裂，

收穫率，其收穫的轉速比為：輪鋸式切刀

檢查碎裂的果殼與蓖麻籽，試驗結果表 3 所示，

45 rpm、捲入裝置 23 rpm、上脫粒滾筒 38

果穗外殼損壞率最大值為 11.8%，而蓖麻籽損

rpm、下脫粒滾筒 45 rpm，車體行進速度

壞率為 0%。成熟後的蓖麻因外殼與籽殼堅硬，

為 0.25 m/s。

不易受外力而損壞，而外殼的如受力損壞亦不

三、本研究的蓖麻收穫機經試驗結果各機構已

影響其內的蓖麻籽。

達原先設計的功能，但收穫設計上尚需做
部分改良。本機平均收穫率為 67.1%±6.8，

結論

果殼損壞率為 5.7%，蓖麻籽損壞率為 0%。

一、本研究設計完成之蓖麻收穫機，具有輪鋸
表 1. 脫粒滾筒順逆拍打方向結果
Table 1. The results of threshing cylinder beat direction.
拍打方向

最大收穫率（%）

最小收穫率（%）

平均值

標準差

順（向上）

78.7

54.4

67.7

7.17

逆（向下）

45.0

25.4

31.4

5.23

表 2. 完整植株蓖麻收穫率試驗結果
Table 2. The Castor fruit seeds harvest percentage of full main stem and branches .
作業條件

果穗高度 120 cm

果穗高度 100 cm

平均值（%）

標準差（%）

收穫率

77.4%

53.4%

67.1

6.83

表 3. 蓖麻果殼與蓖麻籽損壞率結果
Table 3. The damage percentage of the Castor fruit shell and seed.
項目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標準差（%）

果穗外殼損壞率

11.8

1.2

5.7

2.84

蓖麻籽損壞率

0.0

0.0

0.0

0

- 44 -

Study on the Harvester Development of Ricinus Communis

建議
一、本機的捲入裝置後方可加裝一固定擋板，
使植株捲入後防止纏繞現象。改良捲入後
可進行植株翻轉之機構，增加受脫粒滾筒

術。中國農業出版社。
4. 蘇沂婷。2009。蓖麻不同收集系農藝性狀之
變異及親緣之關係。碩士論文。嘉義大學農
藝學系暨研究所。
5. Braud 牌 SB 系列葡萄收穫機型錄。2003。
美國。

的拍打面。
二、本機的捲入裝置與脫粒滾筒間距可大幅度

6. Louise Ferguson.

2006.

Trends in olive

縮短，減少脫粒無效區的範圍，提高果穗

fruit handling previous to its industrial

脫粒率與縮短車體長度。

transformation.

三、本研究的蓖麻收穫機經試驗結果各機構已
達原先設計的功能，但收穫設計上尚需做
部分改良。

Department

of

Plant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7. Phillip.

2004.

Automatically adjusting

shaker head harvester with steering correction

四、未來蓖麻收穫機可參考橄欖收穫機的方式
進行開發，為跨行株的大型機械。包含振
動式脫粒機構與活動式底盤收集裝置。
五、開發活動式底盤收集裝置，車體前進時接
觸到植株主莖受力而推開底盤，與通過後

and improved shaker head mounting United
States Patent 6832469.
8. Torregrosa.

A.

1997.

Harvesting of Paprika Peppers in Spain.
Departamento de Mecanizacio’n Agraria.

自動閉合的功能，使脫落的果穗掉落於底
盤上，底盤可稍有傾斜，使果穗滑入兩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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