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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心式瓜果種子溫湯消毒機 
之 開 發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施清田、張光華、陳任芳 
蔡依真、黃　鵬、楊大吉 

一、前　言

有機栽培是目前政府極力推廣的農作物栽
種方法，在栽培過程中不能使用任何農藥及化
學肥料，是一種取得環保生態及產量平衡的生
產方式，可以維護環境、保持土壤的健康，對
於消費者而言，更有著高品質的意涵及食用安
全的保證，因此極受到消費者的喜愛而廣受青
睞。而在現今栽種過程中，只要著重田間管理
以及改用有機肥料的施作方式，便可以有效達
到有機栽培的要求，可是現今在全程有機栽培
的實施過程中，卻面臨一個急需解決的課題，
那就是種子的來源問題。尤其瓜果類作物的市
場需求量極大，而其種子往往附有蟲害及許多
病原菌，在栽培發芽之前都必須進行消毒殺菌
的程序，藉以清除許多的病蟲害，才能確保瓜
果種子順利發芽，並在將來避免成株的用藥。
開發成功之離心式瓜果種子溫湯消毒機，以物

理方法代替化學藥劑消毒，可消除西瓜種子本
身感染的蔓割病及果斑病、南瓜種子本身感染
的立枯病及苦瓜種子本身感染的萎凋病、葉枯
病及炭疽病等病害所引起之損失，減少農藥使
用及對環境污染，全面推廣每年可節省藥劑費
用1億元以上，提升生態效益及經濟效益。試
驗結果利用離心式瓜果種子溫湯消毒機消毒處
理後再浸種、催芽、播種，結果顯示比慣用法
提早2天發芽，比慣用法提早2-3天移植，且根
系生長旺盛，殺菌消毒效果良好。

二、設計與流程

離心式瓜果種子溫湯消毒機之溫湯槽是可
密封正、負加壓的結構，溫湯槽內部並設置離
心旋轉槽可容置種子袋，藉由溫湯槽與冷、熱
水槽、真空泵浦、鼓風機、排水管、排氣管、
溫度控制系統及微電腦控制器等之結構連結，
可將熱水導入溫湯槽進行瓜果種子的消毒，並
經由脫水、烘乾程序取出無菌的瓜果種子。

三、構造與功能

離心式瓜果種子溫湯消毒機主要包括溫
湯槽、離心旋轉槽、熱水槽、冷水槽、真空泵
浦、鼓風機及控制箱等裝置所構成。

1.	溫湯槽：係設置於機台上之容槽，於槽口處
設有密封環，並於上方設有一可昇降控制的
上蓋（經由油壓缸帶動），可經由槽口周緣
的複數固定夾予以結合上蓋。

離心式瓜果種子溫湯消毒機全貌

離心式瓜果種子溫湯消毒機人機介面操作台， 
分手動式或自動式操控 離心式瓜果種子溫湯消毒機作業流程

種子放入溫湯槽內的離心旋轉槽中並上蓋密封

啟動離心旋轉槽，抽出溫湯槽空氣及雜質(負壓)

熱水注入溫湯槽(正壓)，進行種子消毒

熱水排出、冷水注入溫湯槽，冷卻洗淨種子

離心旋轉槽進行脫水、鼓風機烘乾種子

取出種子進行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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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離心旋轉槽：係設置於溫湯槽內部而受動力
啟動之多孔槽，槽內分4等分之容槽，並具
有對應的槽蓋進行鎖固。

3.	熱水槽：係具有加熱器及供熱水循環進、出
溫湯槽管道的水槽。

4.	冷水槽：係具有泵浦之連結及供冷水進入溫
湯槽管道的水槽。

5.	真空泵浦：係連結溫湯槽之啟動而可讓溫湯
槽形成真空之設計。

6.	鼓風機：係於管道中具有加熱器之設計。
7.	控制箱：係配置時間、溫度、壓力、開關控

制器以連動各構件之電路箱。
8.	透明視窗：係於溫湯槽一側設置透明視窗，

以利直接透視內部離心旋轉槽的狀態。

藉由上述之構件，溫湯槽係結合開關閥控
制開關狀態的熱水槽、冷水槽、真空泵浦、鼓
風機、排氣管之管道，以及位於溫湯槽下方的
排水管，並由控制箱的線路連結所控制操作。
首先將種子袋放入離心旋轉槽之各容槽中，再
由槽蓋鎖固而將種子袋定位於容槽的內部，控
制箱下降上蓋與溫湯槽結合，固定夾鎖固上蓋
而形成密封，啟動離心旋轉槽轉動並將溫湯槽
內的空氣經由真空泵浦抽取出，使種子袋內的
一部份雜質先行排出，讓種子的毛細孔形成真
空狀態（負壓），此時在關閉真空泵浦及其管

道後，熱水槽的泵浦將熱水注入溫湯槽並加壓
（正壓）浸泡瓜果種子（熱水的溫度經由循
環、加熱器加熱而保持恆溫，壓力經熱水槽泵
浦的輸入而形成加壓），使瓜果種子在離心旋
轉槽的轉動中被熱水強力沖洗、揉搓，達到充
份洗淨的效果，讓熱水藉由加壓而更順利滲透
入瓜果種子的毛細孔進行洗淨、殺菌、消毒。
直至熱水浸泡、沖洗的時間完成後，即可由排
水管排出熱水並啟動冷水槽之泵浦，讓溫湯槽
一邊排出熱水一邊注入冷水而冷卻、浸泡，讓
旋轉中的瓜果種子瞬間快速藉由冷水而降溫、
洗淨雜質，等到冷水停止注入並完全排出後，
啟動鼓風機注入熱風、開啟排氣管，不僅可由
離心旋轉槽的旋轉離心力提供脫水的效果，而
且持續輸入的熱風順利滲入瓜果種子之間，快
速烘乾瓜果種子，讓水氣經由排氣管排出，直
到瓜果種子完全乾燥後，即可停止鼓風機、離
心旋轉槽、鬆放固定夾，再將上蓋上昇、取下
槽蓋，而拿出種子袋，以利立即進行分裝作
業，達到一貫化作業的完整功能。

四、結　論

開發成功之離心式瓜果種子溫湯消毒機，
以物理方法溫湯消毒代替化學藥劑消毒，可
適用於有機及慣行栽培之種子消毒，減少農

打開溫湯槽上蓋 溫湯槽內之離心旋轉槽裝置 本場研究人員觀摩考評離心式 
瓜果種子溫湯消毒機現場操作解說

南瓜種子經溫湯消毒處理後 
與對照組比較明顯無立枯病發生

南瓜種子經溫湯不同溫度與時間 
處理後發芽提早且根系生長良好

南瓜西瓜苦瓜種子溫湯 
處理後育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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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瓜種子經溫湯處理後育苗期間無病害
發生且生長整齊旺盛

藥的使用及對環境的污染，降低生產成本，提
高農民收益，提供有機栽培健康優質種苗。使
用該機可消除西瓜種子本身感染的蔓割病及果
斑病、南瓜種子本身感染的立枯病及苦瓜種子
本身感染的萎凋病、葉枯病及炭疽病等病害所
引起之損失，提升生態效益及經濟效益。試驗
結果利用離心式瓜果種子溫湯消毒機消毒處理
後播種，結果顯示比慣用法提早2天發芽，比
慣用法提早2-3天移植，且根系生長旺盛，殺
菌消毒效果良好。本機已獲得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發明專利（專利號碼第I362274號），相關
技術已透過非專屬授權方式
技術移轉「三群有限公司」
商品化量產製造，以嘉惠	
農民，所以「離心式瓜果種
子溫湯消毒機」的推出，對
農民及消費者都是一大福
音。（作者施清田之聯絡電
話：03-8528198）。2013臺灣農業機械暨資材展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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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訊

農機中心新網頁已開張

本中心之網頁已於日前重新設計，除了注
入新穎活潑的圖面設計外，也增加網路互動的
功能，本中心發行的「台灣農業機械」各期雜
誌也可以在此網站上查詢下載，網址為http://
www.tamrdc.org.tw，歡迎大家瀏覽。

農機中心新版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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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正宏名譽博士

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十週年院慶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於2003年正
式成立，至2013年已邁入第10年，因此國立
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於2013年11月1日舉辦
成立「十週年院慶暨楊正宏名譽博士學術研討
會」。宜大生物資源學院的發展植基於「精
緻生產，優質生活，永續生態」之「三生概
念」，培育學生成為「培育三生產學關鍵性人
才的養成基地」。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
目前共有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食品科學
系、森林與自然資源學系、園藝學系和生物機
電工程學系，共五個系所，一個碩士在職專
班，另有農業推廣委員會、實驗林場等行政組
織編制。

在十週年院慶活動中，同步舉辦楊正宏名
譽博士學術研討會，由宜大生物資源學院邱奕
志院長開場，介紹宜大生資院之成長與蛻變；
同時邀請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講座教授及宜大前
校長－劉瑞生教授、農委會國際處許桂森處
長、臺灣福昌企業集團董事長楊正宏名譽博士
擔任主講人。議題涵蓋生物資源領域三大面向
「從古今談到未來、自台灣放眼國際、探索業

2013先進資通技術應用於精準農業 
與永續經營國際研討會

由國立台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生物
產業自動化教學及研究中心主辦，本中心、台
灣大學生農學院、Intel-臺大創新研究中心、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中華農業機械學
會、台灣生物機電學會、台灣農業資訊科技發
展協會、中華民國農業團體幹部聯合訓練協
會、台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等單位協
辦之「2013先進資通技術應用於精準農業與
永續經營國際研討會」於2013年11月7日至8
日在台灣大學博理館召開。本研討會邀請的講
者包括英國Coventry	University的Kuo-Ming	
Chao教授、日本Mie	University的Takaharu	
Kameoka教授、日本中央農業總和研究中
心	 (NARC,	NARO)	的Tomokazu	Yoshida
博士、紐西蘭Massey	 University的Subhas	
Mukhopadhyay教授、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
研究中心周天穎主任、屏東科技大學生物機電
工程系苗志銘主任、台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李育杰副教授、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
學系岳修平主任、以及台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
工程學系陳世銘教授。研討會以目前被廣泛應
用於精準農業的資通訊技術為主題，並探討如
何運用這些技術來促進亞太地區農業的永續發
展。國內多所大學相關科系的老師、學生、研
究人員、以及實務工作人員一共兩百餘人前來
參與研討會。會後，與會學者參觀了位於嘉義
的一所蘭園，該蘭園利用了多項資通訊技術來
管理蘭花栽植。之後還拜訪了逢甲大學地理資
訊系統研究中心，該中心致力於地理資訊系統
的研發，並將其運用於環境監測。兩天的參訪
活動讓與會者有機會進一步瞭解資通訊技術在
台灣農業和環境監測上的應用。

研討會部份與會人員合影（左起：Kuo-Ming Chao、
Tomokazu Yoshida、Takaharu Kameoka、 

Subhas Mukhopadhyay、徐源泰院長、江昭皚、陳世銘）

研討會由江昭皚主任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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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日在宜蘭大學召
開。此國際學術會議，乃
由台灣、日本、韓國農業
機械、生物機電領域之許
多學者專家，多年來努力
合作所衍生出來的國際會
議，每兩年輪流在台灣、
日本、韓國召開，由該國
的農業機械學會主辦，並
歡迎所有國家相關領域之
學者專家參加。此會議之
前身為East	Asia	Forum,	
ISAMA	 2007（於台北
國際會議中心召開）等
不定期召開之國際學術
會議；而台、日、韓正式
結盟後第一次ISMAB會

議則於2002年在台灣嘉義舉行，2004年在日
本神戶、2006年在韓國首爾、2008年在台灣
台中、2010年在日本九州，2012年在韓國全
州，這是一個很有活力及極具意義的國際學術
會議，每次會議都可以感受到國際交流的熱
度，提供的平台不但促進學者間的交流、合作
與互動，並讓參與的學生獲得國際經驗，有助
於國際觀之培養。ISMAB	2014國際學術會議
的網址為：http://www.2014ismab.tw，歡迎
大家報名參加，並踴躍投稿。各項重要事項的
截止日期如下：

重 要 事 項 截止日期

1st	Announcement 2013/03/15

Submission of Abstract 2014/01/31

2nd Announcement 2014/01/15

Letter of Acceptance
Notification

2014/02/15

Early Bird Registration 2014/03/15

Submission of Full Paper 2014/03/15

Final Notice (Handbook) 2014/04/15

界經營實務之內涵」。楊正宏名譽博士並於院
慶當天，捐贈新台幣100萬元，獎助優秀向學
的生資學院學生。

歡慶宜大生物資源學院十週年院慶的同
時，當天更於校內生資大樓前舉辦【小農。手
作。慢生活市集】，邀請藍天畫布、日安。手
作生活、安安農場、源禾綠的農場等近20個品
牌，進駐校園，展示手作小物及農產品；並舉
行拍照臉書打卡送好禮活動，同學與參觀民眾
大排長龍，熱烈參與，有效達到宣傳宜大生資
學院的目的！

十週年院慶當天貴賓雲集，計有超過400
位貴賓蒞臨與會，包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王政
騰副主任委員、畜牧處長黃國青處長、國際處
許桂森處長、畜試所黃英豪所長、宜蘭縣政府
陳鑫益秘書長、農機中心田林妹董事長、農機
中心陳世銘主任等，場面熱鬧溫馨。一同見證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走過十週年之成長
與蛻變，共創宜大生資學院的璀璨新紀元！

ISMAB 2014 國際學術會議

ISMAB	 2014國際學術會議（The	 7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achinery	
and	Mechatronics	 for	 Agricultural	 and	
Biosystems	 Engineering）將於2014年5月

院慶研討會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