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 44:23-34 (1994) 23

小型多功能畦間搬運車研製1 

田雲生 龍國維2 

摘  要 

本研究以現有農地搬運車之製造技術及使用經驗為基礎，設計研製一台行走於畦溝

內，並可兼具承載噴藥裝置之小型三輪式搬運車，以解決作畦栽培田內至農道間之運輸

作業需求。該機採用5.3 Hp汽油引擎為動力，並以無段變速皮帶輪或離心鼓式皮帶輪配

合前進二檔、後退一檔變速齒輪箱傳動，最高行進速度逾18 km/hr，最大載重量達300 kg，

於田間實際操作測試，本車之作業效率最高可達人工的7倍以上。其載物台除可放置農作

物、肥料等物品外，又可迅速換裝容量110 l藥液桶、2支折疊式噴藥桿與高壓泵等一體設

計之噴藥裝置，兼做病蟲害防治工作。當搬運車的行走速度設定為3.26 km/hr、噴霧壓力

調整在10 kg/cm2進行噴藥作業時，每次藥液桶滿載可噴灑1.38分地，且每分地只需耗費

7.4 min即可完成，比人工噴藥速度快約5.4倍，並可減少藥劑用量。若此，將使該搬運車

兼具多功能的作業用途，並能達到減輕農民一部分人力需求與機具設備購置成本等目的。 

關鍵字：搬運車、噴藥、多功能作業。 

前  言 

農地搬運車是為了因應台灣地區環境條件及需求，而自行研發成功的一種農業機械，可

以替代牛車與人工搬運農產品、肥料及小型農機具等(1,5,11)，確實紓解了農民在搬運作業上許

多人力負荷與辛苦。其種類可依行走裝置不同而概分為履帶型與車輪型兩種，其中車輪型又

可分為單輪、雙輪、三輪、四輪、六輪及八輪等六種(1,14,15)，而使用與作業範圍政府有訂定規

範限制，包括農田內至農道之間、農田邊至農宅之間及農田或農宅至農產品集貨場之間三部

分 (7,8,9,11)。現有之搬運車廠牌型式繁多，使用迄今已逾20年，總數亦超過45,000台(5,10)，於農

村雖十分普及，但大多數侷限在農路上之運輸，即僅適用於上述三部分之後二者，對於作畦

栽培田如瓜果、蔬菜及花卉等行列作物，農田內至農道之間一直沒有穩固理想之機具可資利

用，使得當作物收穫時，人工搬運常佔該作業工時之一半以上(3,11)，相當地費工與不便。又台

灣地區因耕地面積有限，農民均儘可能做高密度的土地耕作利用(2)，造成現行四輪式搬運車不

適合下田，且無法彈性應用。由於在農田內有作物且又有畦溝的情況下，靠人工肩挑背負作

業將倍感辛苦，若能研發機體輕便、操控容易、安全性高、價格低廉，並且可以進入行列作

物之畦溝中行進的小型搬運機具，對於種植面積廣大的行列作物而言，預估每年將有

2,500~3,000台的市場需要量(1,3,6,11)；對於農機產業而言，可以注入新的商機。鑑於農民有此需 

1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報告第 0337 號。 
2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助理、助理研究員。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第四十四期 24

求，遂以現有農地搬運車之使用經驗及製造技術為基礎 (9,14)，設計研製一台可行走於畦溝內

之小型三輪式搬運車，同時仿效現行搬運車加裝噴霧、灌溉或堆肥撒佈裝置等 (1,11,12)，以期

能協助農友解決田間搬運及管理作業機械化等問題，使農用機具往多功能的目標發展。  

材料與方法 

材料及設備  

一、材料及零件：包括方鐵管(25.4 mm)、圓鐵管(19.0~31.8 mm)、角鐵、圓鐵、薄鐵板及不

銹鋼板等各類鐵材，用以製造搬運車架及承載台等；另有噴頭、鋼索、彈簧、卡扣、‥‥

等，用以製造噴藥裝置及控制設備。  

二、設備：包括汽油引擎、變速齒輪箱、高壓泵、‥‥等，用以組裝行走與噴灑動力系統；

另有電子秤、轉速計等測試儀器，用以檢測試驗機的作業性能。  

方法與步驟  

一、搬運車試製  

小型搬運車的造型設計示於圖一，有關附裝噴灑設施部份之側視示於圖二。此一搬

運車之各部機件或設備的預定規格則示於表一。  

二、測試及調查項目  

搬運車試製完成後，須進行下列各項測量及試驗：(1)車體尺寸規格，(2)負載能力、

爬坡能力及傾覆角，(3)傳動裝置之速比變化，(4)引擎轉速與行進速度之關係，(5)對不

同負載量與行進速度之性能關係，(6)機械與人工搬運作業之效率比較，(7)對不同迴轉

軸轉速及車速等性能資料調查及比較， (8)噴藥作業在不同噴霧壓力下之流量變化情

形，(9)對不同噴藥壓力與車速之變化比較，(10)藥液單位面積撒佈量與時間之調查等。 

結果與討論 

小型搬運車試造結果  

圖一所示為試造完成的小型搬運車雛型機，圖二則為該機附裝噴藥設備的狀況。  

雛型機自搬運車功能轉換為噴藥車使用時，車台部分不改變，只需將車體之載物台與

一體設計之噴藥裝置相交換，並加裝高壓泵傳動皮帶後，即完成整個換裝程序。其操作過

程相當地簡便，並且只需一個人花費10~15 min以內便可輕易達成。  

測試結果與討論  

一、小型多功能畦間搬運車測試性能規格結果  

研製完成之雛型機經初步操作測試，符合表一中所列之性能規格，車體各部尺寸、

性能及載重等如表一所示。  

二、無段變速皮帶輪組(Continuously Variable-speed Transmission; C.V.T.)是由兩個傳動比隨

著引擎轉速快慢不同而變化的皮帶輪所組成，包括裝載於引擎出力軸上的驅動輪及連結

在變速齒輪箱入力軸上的從動輪，可視為一種自動變速系統。其作用方式是利用引擎轉

速之增加驅動皮帶輪內部的三只離心鎚經迴轉運動產生逐漸加大且向外推擠之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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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使得其傳動半徑由小而增大；從動皮帶輪則藉由迴轉運動克服外側壓縮彈簧之彈

力，將傳動半徑由大而減小之傳動比變化，只需加油門便可自動調整上述兩個皮帶輪間

的轉速比，進而變換搬運車行進速度，與目前市面上某些摩托車之自動變速裝置非常類

似。為瞭解該皮帶輪組之動力傳遞情形是否穩定正常，針對驅、從動皮帶輪之轉速變化

加以測試，其迴歸分析結果如圖三所示。  

圖一、擬研製之小型畦間搬運車三視圖。 
Fig. 1. The three-point-view of the mini-cart for row-crop fields. 

圖二、組裝噴藥裝置示意圖。 
Fig. 2. Assembling the spraying equipments on the mini-c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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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小型多功能畦間搬運車測試性能規格結果 
Table 1. Specification of the testing mini-cart 

Items Specification 
Power 5.3 Hp / 3,600 rpm gasoline engine 
Transmission 2 forward and 1 backward speeds 
Wheel driving 2 wheels driving 
Parking brakes Mechanical brake 
Vehicle gross weights 92 kg 
Platform dimension L 130 cm, W 47 cm, H 47 cm 
Tyres 3.5-5-4PR × 2 (Driving wheels) 
 13-5.00-6 × 1 (Guide wheel) 
Tread & wheel base 37 cm, 90 cm 
Min. turning radius 110 cm 
Max. loading capacity 300 kg (level), 150 kg (slope) 
Side overturning angle 25.5°(left), 23.5°(right) 
Climbing capacity 25° 
Max. operation speed 18.78 km/hr 
Tank volume 110 liter 
Spraying rod length 125 cm 
Nozzle type & number ￠1.2 mm single, flat pattern 
 nozzle × 8 
Pump hose dimen. 1 inch 
Max. spraying pressure 20 kg/cm2 

圖三、無段變速皮帶輪驅、從動輪轉速之變化。 
Fig. 3. The revolution variation of driving and driven pulleys of C.V.T. 

由上圖可看出C.V.T.驅、從動皮帶輪間之轉速變化趨勢為三次方函數關係：當引擎

轉速低於2,000 rpm時，驅動皮帶輪只空轉而尚未將動力傳出，增速到達2,000 rpm時，

從動皮帶輪處於似轉非轉之情況，此轉速即可視為C.V.T.動力傳遞動作進行之起始點；

在 2,600 rpm以內，皮帶輪半徑還沒有明顯改變，故兩輪間轉速變化較為穩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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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2,900 rpm之間，因受到引擎加速及半徑比由小漸大等雙重影響，傳動比躍升較

快；而超過2,900 rpm後，傳動變化又漸趨穩定；再加速至約3,600 rpm時，迴歸曲線有

收斂的現象發生。整體而言，在起始傳動後至引擎轉速3,500 rpm的範圍內，變化曲線

迴歸結果雖為三次方，但亦為極近似斜率之直線，表示其傳動變速增減穩定，相當符

合油門控制引擎轉速及扭力變化之特性，可確定該裝置性能及設計均屬良好。  

三、無段變速皮帶輪組之傳動變化和穩定性能，影響了搬運車車速操控容易與否，也由於

C.V.T.驅動皮帶輪裝載於引擎出力軸上，故量測引擎轉速與車輛行進速度之關係，即可

知道該車行駛操控的情形，亦可探究C.V.T.傳動變化之穩定性。以變速齒輪箱前進高、

低二速及後退一速等三個檔位的測試結果如圖四所示。  

圖四、引擎轉速與行進速度之關係。 
Fig. 4. The relationship of engine revolution and ground speed. 

由上圖可看出，當引擎達額定轉速3,600 rpm時，高、低速及後退檔最大行進速度分

別是18.78、5.30及3.91 km/hr，而引擎增速與三個檔位之車速變化均呈正比例關係，且

變化不至於太急劇，表示該車車速操控較易，行進安全性也很理想，對照前項驅、從

動皮帶輪變速關係曲線，可再次驗證C.V.T.傳動加速性能良好。  

四、對於採用無段變速皮帶輪組傳遞動力之雛型機而言，其載重能力與行走情形以固定引

擎轉速2,800 rpm加以試驗，測試結果如表二所示。  

雛型機負載重物時，行進速度會隨著載重量之增加而輕微下降，自無負載至載重360 

kg為止，載重量對行進速度均影響不大，且行走仍很正常，此部分試驗採實際對地面

平均速度量測之結果。其中該搬運車驅動輪係採用人字型輪胎支撐行走，在無負載狀

態下，輪胎表面與地面摩擦力較小，以致行進速度之高速與後退檔量測結果為11.59、

2.46 km/hr，略低於載重30 kg時的11.78、2.47 km/hr。另本搬運車雖可載重至360 kg或

更高，但考慮農產品、肥料包等被載物若堆積太多時，車體重心將會提高，甚至因放

置不平均而偏斜，使得本車不僅操控困難，亦恐有側傾覆的危險與顧慮，所以建議負

載重量以300 kg為上限，可確保行車作業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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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載重量與行進速度之關係 
Table 2. The relationship of loading capacity and ground speed 

Transporting speed 
Loading 

High Low Reverse 
kg -------------------------------------- km/hr -------------------------------------- 

0 11.59 3.32 2.46 
30 11.78 3.25 2.47 
60 11.59 3.22 2.43 
90 11.23 3.21 2.38 

120 10.85 3.15 2.37 
150 10.49 3.05 2.37 
180 10.21 3.01 2.36 
210 10.01 2.89 2.33 
240 9.92 2.73 2.31 
270 9.87 2.60 2.31 
300 9.48 2.42 2.30 
330 9.20 2.37 2.26 
360 9.11 2.28 2.16 

五、搬運車若於田間以固定引擎轉速2,800 rpm、低速檔進行搬運測試，其作業情形如圖五，

由於需考慮田間狀況及操作者行走能力等因素，當其最大安全負載量為300 kg時，參照

表二可知該車行進速度是2.42 km/hr，與人工肩挑背負重量約80 kg、行走速度1.2 km/hr

作一比較，顯見本雛型機作業效率最高全負載是人工的7倍以上，並可減輕相當多的人

力負荷與辛苦。  

圖五、搬運車雛型機田間作業測試情形。 
Fig. 5. The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 of mini-cart test run in field. 

六、搬運車雛型機另外一種動力傳遞裝置為半防水型離心鼓式皮帶輪(Centrifugal pulleys)，

其亦連結於引擎出力軸上，而作用原理是利用引擎轉速增加時，該裝置內之兩塊離心式

內鼓向外擴張，靠摩擦力來帶動皮帶輪迴轉。當該搬運車改為附載噴藥裝置時，引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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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得分別供給予行走及噴霧兩部分使用，若變速齒輪箱採用低速檔、噴霧壓力維持在

10 kg/cm 2、藥液桶裝載100 l的水加以測試，則動力分導、傳動與行走性能等試驗結果

如表三所示。  

表三、引擎及各皮帶輪轉速與行進速度之關係 
Table 3. Testing results and relationship of engine, all relative mechanism revolution and ground speed 

Centrifugal pulleys revolution 
Driving pulley Driven pulley Engine speed 

unload spr. load unload spr. load 
Pump pulley Ground speed

rpm ------------------------------- rpm ------------------------------- rpm km/hr 
1,450 1,450 - - - - - 
1,585 1,585 1,335 689 0 472 0.00 
1,800 1,800 1,520 786 0 537 0.00 
2,000 2,000 1,570 870 0 556 0.00 
2,100 2,100 1,654 915 721 580 1.75 
2,200 2,200 1,837 962 839 679 1.98 
2,400 2,400 2,137 1,046 924 744 2.21 
2,600 2,600 2,300 1,146 993 804 2.39 
2,800 2,800 2,502 1,229 1,085 873 2.62 
3,000 3,000 2,837 1,332 1,236 998 2.97 
3,200 3,200 3,092 1,403 1,345 1,076 3.26 
3,400 3,400 3,268 1,495 1,433 1,141 3.43 
3,600 3,600 3,526 1,588 1,547 1,246 3.72 

由上表結果顯示，引擎轉速為1,450 rpm，當轉速增為1,585 rpm時，離心鼓式皮帶

輪開始傳動，但至約2,100 rpm以內，離心鼓離心張力不足以產生足夠的摩擦力，故傳

動效率並不好，在增加噴藥負荷後，搬運車甚至根本無法行進。但當轉速增至2,200 rpm

以上，其傳動略呈現穩定變化，而在有噴藥負荷時，離心鼓式皮帶輪轉速亦稍為下降。

因此在使用此型傳動之雛型機時，引擎工作轉速應提高至2,200 rpm以上，以便使傳動

作業較為確實，且可避免因離心鼓磨秏，造成元件不當使用而損壞。  

七、搬運車拆卸載物台並安裝噴藥裝置後，便成為一台三輪式噴藥車。在噴藥作業時，噴

霧壓力的高低會影響藥液單位時間之流量 (4)，當引擎轉速是3,200 rpm，經測得在5、10、

15及20 kg/cm2四種壓力下，二支噴藥桿合計有8粒單孔扇形噴頭，且噴嘴寬1.2mm，其

流量與時間變化測試結果如圖六所示。當噴霧壓力為10 kg/cm2時，8粒噴頭之標準吐出

量約為10.8 l/min，且壓力與吐出量成正比例關係。  

八、當測試噴霧作業時，曾有因壓力調整過高、引擎負荷過重，致使動力傳遞裝置之轉速

降低，造成行走功能受連帶影響之情形發生，因此表四係為探討噴藥壓力對行進速度之

變化與影響。當引擎轉速3,200 rpm，搬運車採低速檔行走，而藥液桶負載100 l的水加

以測試，則可看出噴霧壓力在20 kg/cm2以內，車輛行進速度略降且變化不大，顯示此時

引擎動力輸出足以負擔行進與噴霧負荷之需求，但壓力調整至25 kg/cm2時，車速銳減而

呈現不穩定狀況，故可知本車操作使用時，勿使噴霧系統負荷過大，以免影響到行走動

作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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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不同噴霧壓力之流量變化。 
Fig. 6. The volume variation of different spraying pressure. 

表四、噴霧壓力與行進速度之變化 
Table 4. Testing results and relationship of spraying pressure and ground speed 

Spraying pressure Ground speed 
kg/cm2 km/hr 

5.0 3.32 
10.0 3.26 
15.0 3.22 
20.0 3.20 
25.0 2.33 
30.0 - 

 

九、噴藥車進行田間噴霧測試時，參酌圖六及表四等試驗結果，其測試條件如下列四點：  

(1)搬運車引擎轉速3,200 rpm時，行進速度為3.26 km/hr(V)。  

(2)噴霧壓力10 kg/cm2，8粒單孔扇形噴頭流量約10.8 l/min(q)。  

(3)試驗田長50 m、寬20 m，面積0.1ha。  

(4)噴藥桿左、右各一支，長1.25 m，合計為2.5 m(L)。  

則藥液單位面積(0.1 ha)撒佈量(Q)(13)：  

Q＝60q/L×V 

＝60×10.8(l/min)÷[2.5(m)×3.26(km/hr)] 

＝79.5(l/0.1 ha) 

單位面積撒佈時間(T)：  

T＝60/L×V 

＝60÷[2.5(m)×3.26(km/hr)] 

＝7.4(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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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述條件進行噴藥作業，若於西瓜、冬瓜等匍匐作物田區時，噴藥桿必須採用水

平式操作，田間作業測試情形如圖七，其藥液撒佈寬(L)是噴藥桿的總長度，如果不含頭

地換畦之作業時間，該車每分地需藥液約80 l，並且只需花費7.4min即可完成。但若應用

於一畦一行式玫瑰等花卉田區時，噴藥桿得變換為垂直式操作，其作業情形如圖八，因

此撒佈寬應該以行列作物之行距計算之，且單支噴藥桿長度不得低於作物高度為宜。而

人工噴藥採用每次每行一來回，作業速度則以1.2 km/hr計(4)，每次撒佈時間約為40 min，

藥液用量為135 l，可知該車作業速度是人工的5.4倍，且藥液用量亦較為節省。 

圖七、噴藥桿採水平式操作於冬瓜田測試情形。 
Fig. 7. The testing condition of horizontal spraying rods in whwaxte gourd fields. 

 

圖八、噴藥桿採垂直式操作於玫瑰園測試情形。 
Fig. 8. The testing condition of vertical spraying rods in rose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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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一、研製完成之小型多功能畦間搬運車雛型機經初步測試結果，其具有機構簡單、操控容

易、行進速度選擇範圍大、可隨心所欲調整、附加之噴藥裝置拆裝容易、便於更換等優

點，已達成原始設計目標與預定功能。  

二、雛型機經測試之結果，載物台可同時放置三個大型或四個中型塑膠籃或紙箱等裝載貨

物，可避免行走路面因不平整而使車輛左右搖晃，造成承載物品損傷。其最大載重量在

平地達300 kg以上，而於25°之坡地則約為150 kg左右，故知該車之承載能力堪稱理想，

不僅省卻部分人力負荷之辛苦，亦藉此可減少總搬運次數。  

三、就雛型機機體設計而言，由於受到行走道(畦溝)及Ｔ型齒輪箱寬度之限制，底盤輪距過

窄而僅為37 cm，致使左、右側傾角在空車時也只有25.5°和23.5°，當行進速度過快且操

作不當時，極易造成側邊翻覆的狀況發生，若於車台兩側各加裝一組支撐輪，或許可解

決側翻的危險，但卻有壓壞作物的顧慮；而對畦溝不及40 cm寬之作物而言，本機輪距

又嫌稍寬，有時根本無法入農地內操作行走。該如何在「有機具輔助搬運作業」與「作

物密集栽培習慣」上加以選擇或尋求一個平衡點，似乎應與農民再多溝通及適度地宣導

了。  

四、搬運車載物台卸下，換裝使用一體配備之噴藥裝置時，只需各拆、裝四個螺絲及裝上

傳動皮帶等步驟，即可完成操作手續，相當地簡便。若於行走速度為3.26 km/hr、噴霧

壓力調整在10 kg/cm2時進行噴藥作業，則每桶藥液容量可噴灑1.38 l/0.1 ha，且0.1 ha只

需7.4 min即可噴撒完畢，工作速率非常地高，且約為人工的5.4倍，可知該搬運車噴霧

作業功能相當地理想。  

五、搬運車附加噴藥裝置之二支噴藥桿長度，可隨作物畦面寬度或高度之不同而自由調整，

並且又可分別控制其垂直豎起或水平放下，前者可噴灑於花卉及篷架式瓜果、豆類等；

而後者則適用於低莖、匍匐作物如西瓜、冬瓜等噴藥作業，已兼具多重應用對象與選擇

需求。  

六、為使本搬運車有更多的附加功能與配備可選擇，除了已完成之搬運和噴藥作業外，其

他用途之裝置與附件仍待發展，例如應用於茶園之弧型噴藥架、蔬菜園之掘溝施肥機

構，或其他中耕管理附件等，均是實用且有必要性的多功能機構，故將繼續再研究開發，

以提供予農民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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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Multi-purpose Mini-Cart Used in 
Row-Crop Fields1 

Yun-Sheng Tien and Gwo-Wei Long2 

ABSTRACT 

A three-wheel mini-cart was designed and developed in this project for row-crop 
fields to provide transportation between in-field and farm roadside. The cart may also 
travel in furrow with a spraying apparatus attached. A 5.3 ps gasoline engine with a 
continuously variable-speed transmission or with a transmission gear box plus centrifugal 
pulleys was employed as the power uni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achine was set up as 
over 18 km/hr ground speed while loading 300 kgs goods. The testing results showed 
that it is over 7 times higher than human labor in transporting efficiency. In addition to 
loading plastic baskets or paper boxes, the cart may rapidly attach or deattach a spraying 
equipment for concurrent function of crop protection. A tank of 110 l in volume is 
equipped for agricultural chemical. The spraying device may apply the chemical over 
0.14 ha of field within 7.4 min. It is 5.4 times of human labor equivalently in capacity 
when the spraying pressure is 10 kg/cm2 and the cart speed is 3.26 km/hr. This 
multi-purpose cart, that is inexpensive comparatively, may help the farmers reduce the 
cost of labors. 

Key words: cart, spraying, multipurpose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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