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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嫁接機械發展現況 

張金元、田雲生、林學詩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良場 

摘    要 

蔬菜嫁接苗因具有抵禦土壤傳播病害、耐逆境等優勢，已普遍應用於高經濟

蔬菜種苗之生產，其中以番茄嫁接苗需求量為大宗，因此各國均投入人力物力研

發相關嫁接機械設備，以改善人力不足及提昇嫁接技術。研發嫁接機共計有 8 個

國家、14 項機型以上，分別為臺灣、荷蘭、西班牙、義大利、以色列、日本、韓

國、中國，其中可發現機台之操作人數約為 1 至 2 人，以及穗砧苗供苗方式可分

為預先前置處理並整盤式供苗、單株供苗 2 類；嫁接苗夾持固定方式則有機械自

動或人力手動嫁接接合 2 種型式；其中茄科作物嫁接固定方式，歐洲地區多以套

管夾支撐固定，亞洲地區則採套管或塑膠夾固定穗砧苗，國內外嫁接機研發型式

多樣，可供蔬果種苗產業嫁接機應用及後續研製參考。 

關鍵詞：蔬菜種苗、嫁接苗、嫁接機 

前    言 

蔬菜嫁接苗因具有抵禦土壤傳播病害、耐逆境，已普遍應用於高經濟蔬菜種

苗之生產，由於蔬菜嫁接種苗需求量日益增加，且技術日新月異，為提升生產效

能，各國研發相關嫁接生產機械。本文將調查國內外目前重要蔬菜嫁接苗之嫁接

機械發展現況與資料統整，作為適用於我國之蔬果種苗嫁接機使用及後續研製參

考。 

為提高農作物之耐鹽性、耐水性及抗逆境等優勢，嫁接可為一種方法，將具

優勢之同屬植物作為砧木，嫁接具高經濟價值之接穗，藉以提高植物的存活率與

產量(6)。而國內嫁接苗生產以茄科與葫蘆科作物為主，皆仰賴人工為之，並應用各

類手工器具與穗砧固定夾、塑膠夾等輔助作業，人工嫁接作業效率平均為每小時

約 180 至 200 株。而後為了提高效率與減輕負荷，歷年來均有相關嫁接機械引進

測試及本土化研發，惟仍未被產業廣泛應用，因此本文將調查國內外蔬果種苗嫁

接機研製發展現況及實際應用情況，作為適用於我國之蔬果種苗嫁接機研製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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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接機械大致可概分為兩種嫁接作業方式：第一型作業流程係在機體工作台

面的兩側，將砧木、穗木苗裁切適合之長度及斜切角度後，移動至中央區集合對

齊完畢，再使用塑膠夾等物進行嫁接接合，每次嫁接處理數量為 1 株，為單株供

苗模式；第二型作業流程係先經過前置處理作業，例如苗盤上的砧木全數切割完

畢，整盤苗供應進入至嫁接機械內部，接穗再逐株或一次數株方式進行嫁接作業，

使嫁接可連續不中斷方式作業，因此第二型可較第一型嫁接速率快速。 

嫁接機研發相當多樣，並且已有商品化的國家共計有 8 個國家、14 項機型以

上，分別為臺灣、荷蘭、西班牙、義大利、以色列、日本、韓國、中國，其中已

有相關成品及產品發表的機型有荷蘭：ISO Graft 1000、1100、1200、西班牙：

EMP-3、 INJESTAR、義大利：GR 300/3、以色列：plant-grafting robot、日本：

GRF800-U、GRF803-U、韓國：GR600C-S、臺灣：百香果種苗嫁接機、套管式蔬

果種苗嫁接機、中國： 2JC-600B、2JC-1000B，共計 14 項機型。 

荷蘭 ISO-Group 公司發展的嫁接機有 3 款，機型編號分別係 ISO Graft 1000、

1100、1200 型(13)，係針對茄科作物採斜切或平接作業，適用茄科作物，3 型作業

方式分別如下： 

Graft 1200 型係使用 PU 材質塑膠夾，嫁接方式為砧木和接穗採平切或斜切嫁

接苗，作業流程係先將整盤砧木苗經前置裁切處理後供入嫁接機台，而單株接穗

苗則由人員依序供入機台，經由氣壓缸裁切後，將砧木及接穗苗相互靠近後再同

時裁切，藉以確保裁切位置及角度準確，最後再以塑膠夾嫁接固定，作業人數為 1

名，即作單株接穗供苗作業；Graft 1100 型則係將原先整盤砧木苗須經前置裁切處

理作業，改以作業人員單株供入機台方式取代，因此作業人數增加為 2 名；Graft 

1000 型穗砧固定方式係使用三角耳套管為其特點，三角耳套管與國內手工嫁接常

用之套管功能類似，惟其套管上具有 3 個鰭片，經拉伸後可打開套管開口，使苗

株可直接插入接合後嫁接，作業人數為 1 至 2 名。上述 3 型機台作業效率皆可達

每小時 1,000 株，主要在於機台單株供苗循環時間快速，約介於 3 秒至 4 秒區間，

荷蘭 ISO Graft 1200、1100、1000 嫁接機機型如圖 1、圖 2、圖 3 所示。 

 

 

 

 

 

 
 

 
圖 2. 荷蘭 ISOGraft 
1100 型嫁接機

圖 1. 荷蘭 ISOGraft 1200 型

嫁接機 
圖 3.荷蘭 ISOGraft 1000 型

嫁接機 



國內外嫁接機械發展現況 
 
101

西班牙有 2 間公司研發嫁接機，分別係 Conic-System公司研製的 EMP-300(10) 

型與 Agrupamex 研製的 Injestar(8) 型，其中 EMP-300 型為半自動單人操作，穗

砧苗由單人分別左右手持，供應苗株給予氣壓缸夾持後進行斜向裁切，再經由氣

壓缸向中間集合，進行套管夾嫁接接合作業，嫁接機構自動以套管夾固定，最後

由手臂夾持至輸送帶匯集，作業效率每小時可嫁接 300 至 500 株，適用於茄科及

葫蘆科作物，而其特點為訴求孩童亦能操作之嫁接機，ISO EMP-300 實體如圖

所示。 

西班牙 Injestar 型則為更加精簡形式，適用於茄科作物，機械嫁接作業分別

為裁切穗砧苗，以及套管夾夾持固定 2 大機械作業區塊，其餘取苗、置苗、調整

等細節動作，皆由 1 名人力完成，因此其操作熟練度將影響作業效率與嫁接成功

率，最大作業效率預估為每小時 450 株。Injestar 特點為屬於非自動化單人操作

機械，為輔助機具類型，僅能協助完成苗株剪切及輔助嫁接接合作業，其餘工作

皆須由人力完成，因此在長時間操作下，人員亦將有作業疲累產生，仍有可能造

成嫁接品質與速度下降疑慮，而其優點為可協助進行剪切及嫁接作業，並且每顆

苗株所剪切之切口角度一致，以及無須拿取套管夾嫁接，作業人員僅需要拿取苗

株即可，可減少苗株作業道次，如作業人員取刀斜切以及取夾嫁接之 2 項作業項

目，Injestar 實體如圖所示。 

 

 

 

 

 

 

 

圖 3.西班牙 ISO EMP-300 型嫁接機 圖 4.西班牙 Injestar 型嫁接機 

 

義大利 Atlantic Man 公司研發之 GR 300/3(9)機型，為單人操作，適用於莖粗

範圍介於 1.4mm~4mm 之茄科及瓜類作物，嫁接作業方式為瓜類裁切根砧留單子

葉，接穗採靠接嫁接，茄科則採穗砧苗斜切方式嫁接，其中茄科作物機械嫁接作

業包含斜切接穗、砧木，輸送穗砧苗至中央接合處等 2 項主要作業動作，而供應

苗株及塑膠夾嫁接作業則由單人操作完成，與西班牙 Injestar 嫁接機設計精神上

有相似處，預估每小時約可嫁接 300 株。嫁接動作流程係先以人工放置砧木、接

穗於機台上，固定在刀口，啟動後由氣壓缸裁切苗株後，再將砧木、接穗苗移動



種苗產業發展新趨勢研討會專刊 102

輸送至中央嫁接區集合，以人工方式對齊切口，手持塑膠夾進行嫁接。此機型特

點為苗株於中央嫁接區為懸空狀態，作業人員須以手指輔助扶持苗株，並且觀察

切口間是否接合，再使用塑膠夾(葫蘆科)或套管夾(茄科)夾持苗株，以完成嫁接

作業，GR 300/3 之實體如圖所示。 

以色列 Virentes 公司於本(104)年度發表 1 台未販售的自動化嫁接機(14)，適用

葫蘆科作物，可同時將接穗和砧木苗進行裁切，以及塑膠夾嫁接固定雙排 14 株

穗砧苗，作業效率預估約 840 株。此機型特點為嫁接動作係同時裁切及嫁接 14

株作物，然而因每棵苗株物理性狀條件皆不盡相同，嫁接機在同時作業時，苗株

相關嫁接距離與角度，與苗株整齊度有關，將影響裁切與嫁接成功與否，Virentes

發表之嫁接機如圖所示。 

 

 

 

 

 

 

 

 

圖 5. 義大利 GR 300/3 型嫁接機 圖 6. 西班牙 Virentes 型嫁接機 

 

日本 ISEKI 公司研發 2 款適用於葫蘆科的嫁接機，分別為單人作業的

GRF800-U 型，以及 3 人作業的 GRF803-U 型(12)，其中 GRF800-U 型作業方式為

由 1 名人工放置穗砧苗，以及在輸送帶拾取嫁接苗 2 項作業外，其餘均由機台作

業，機械可自動取苗為其關鍵，斜切根砧，並留存單片葉，接穗與根砧接合後，

再以塑膠夾固定，並採斷根法嫁接，即嫁接苗無介質塊，作業效率估約 800 株。

而 803 型則將機械自動取苗功能，改為 2 名人工分別供應穗砧苗，因供苗速度較

機械為快，因此嫁接速率更提高至 900 株。嫁接流程係先扶正根砧苗進行第一級

裁切後搬移，運輸過程中旋轉葉面方向，使之可定位及固定單邊葉面後，再由下

而上斜面裁切，最後移動到中央嫁接區進行接合作業，夾持砧木，根部一同被裁

切後進行嫁接，GRF800-U 如圖所示。 

韓國 Helper Robotech 公司研發之 GR600C-S 型(11)，由 2 人供給穗砧苗，以

及 1 人自輸送帶取嫁接苗之嫁接機械，機械採圓弧切割，以及塑膠夾固定苗株，

固定時有輔助支撐機制，作業效率為每小時 600 株。嫁接作業流程係先將砧木、

穗木夾持後採圓弧裁切，最後旋轉至中央嫁接區進行接合，使用塑膠夾嫁接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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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中可發現因刀具是以軸心旋轉裁切，因此苗株裁切傷口不是一傾斜平面，

而是一圓弧面，嫁接之接觸面積將會比一般斜面大，為其特點， GR600C-S 如

圖所示。 

 

 

 

 

 

 

 

圖 7. 日本 GRF800-U 型嫁接機 圖 8. 韓國 GR600C-S 型嫁接機 

 

中國針對葫蘆科瓜類頂插接嫁接作業研發有 2 款嫁接機，型號分別為

2JC-600B、2JC-1000B。其中 2JC-600B 機型係 2 人操作，作業流程係以人工將

砧木放置在氣壓缸上夾持，並以手撥開葉面，再以氣壓缸帶動尖頭針，自根砧子

葉葉脈向根砧斜插穿刺 1 小孔洞，將另 1 人工供給之接穗苗，經由氣壓缸將接穗

苗插進孔洞內，嫁接苗再由機械夾持置於特定區域，作業效率 600 株，2JC-600B

如圖 9 所示。 

機型 2JC-1000B 則將先經過前置處理之整盤砧木與接穗供入機台，機台會一

次剪切一整排為 5 株之砧木苗，搬運至嫁接區移植入苗盤，氣壓缸再於砧木苗於

頂部葉脈戳洞，緊接著則相同裁切一排 5 株接穗苗，並移送至嫁接區苗盤上方，

將裁切後之接穗苗插入洞裡，已完成嫁接作業，2JC-1000B 機型因可同時裁切及

嫁接一排 5 株苗之砧木刺孔、接穗插接等動作，作業效率為 1,150 株，2JC-1000B

如圖所示。 

 

 

 

 

 

 

 

 

圖 9. 中國 2JC-600B 型嫁接機 圖 10. 中國 2JC-1000B 型嫁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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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嫁接機研發多樣，其中以試驗單位目前研發成果發表計有 2 款，分別係

百香果種苗嫁接機(1)、(2)與套管式蔬果種苗嫁接機(3、4、5、7)。其中百香果種苗嫁接

機為臺中區農業改良場與中興大學、嘉義大學共同合作開發，由單人供給穗砧

苗，由機械切削、頂劈接合與塑膠夾固定，作業效率達 200 株。作業流程係先以

人工將穗砧苗分別置於氣壓夾抓上，夾持砧木、接穗苗後各自進行裁切，再將砧

木與接穗苗移動至中央處接合，而嫁接夾應用震動盤機構，可將嫁接夾自動送入

夾持機構，為其特點，最後將嫁接夾與嫁接苗夾上，完成嫁接動作。 

臺南區農業改良場與臺灣大學、宜蘭大學共同合作開發研發之套管式蔬果種

苗嫁接機，由單人供給穗砧苗，作業流程同樣先以人工分別供應穗砧苗給予機台

進行裁切後，再將套管撐開後，再將砧木與接穗移動至中央嫁接處，此時機台會

將套管撐開，爾後穗砧苗分別由上下位置伸進撐開的套管內，最後放鬆套管完成

嫁接作業，讓套管綁緊嫁接後的砧木與接穗，嫁接速度可達每小時 300 株以上。 

 

 

 

 

 

 

 

 

圖 11.臺灣百香果種苗嫁接機 圖 12.臺灣套管式蔬果種苗嫁接機 

結    語 

國內嫁接苗生產皆仰賴人工為之，作物以茄科與葫蘆科為主，並應用各類手

工器具與穗砧固定夾等輔助作業，因人工嫁接作業效率平均每小時僅達 200 餘

株，並且長時工作疲勞更將降低作業速率。為提高嫁接效率與減輕作業人員辛

勞，歷年來皆有嫁接機具之引進與本土化研發，包括種苗改良繁殖場引進之日本

GR-800 葫蘆科用嫁接機，臺中區農業改良場等研發之百香果種苗嫁接機，臺南

區農業改良場等研發之套管式蔬果種苗嫁接機，為國內最具代表性。而綜合上述

國內外嫁接機型之發展現況與資料統整，可歸納研發趨勢方向如下： 

蔬果嫁接苗主要對象：以葫蘆科與茄科作物為主要對象，葫蘆科作物採用頂

插接方式嫁接，應用苗株插入穿刺孔洞加以固定，無須塑膠夾固定。而茄科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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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採斜切或平切方式嫁接，並使用塑膠夾、套管夾等塑膠零件輔助固定。 

嫁接固定方式：在茄科作物方面，歐洲地區之荷蘭、以色列、西班牙、義大

利多以套管夾支撐固定，而亞洲地區之臺灣、日本、韓國及中國，則採套管或塑

膠夾固定穗砧苗。 

自動化程度：依供苗進料、穗砧固定方式，可分為單株或整排批次處理 2 種

類型。若採單株供苗，又可分為 1 人供應穗砧苗，或 2 人各別供應穗砧苗，2 種

型式，如荷蘭、西班牙、義大利、日本、韓國、臺灣機型，因採單株供苗處理，

作業效率介於每小時 200 株至 1000 株範圍，進一步研究發現差異在於單株供苗

循環時間，如荷蘭機型，在供苗熟練情況下，以及自動化程度較高，單株循環時

間約為 3 秒至 6 秒區間，因此嫁接速率可達每小時 1000 株；若以整排批次處理

方式之機械自動化供苗作業，在不計算前置處理作業人員數，則機台操作人數可

降低為 1 人，並且作業效率每小時均可達 600 株以上，如荷蘭、以色列、日本、

中國機型，其中又以荷蘭嫁接速率最高，達 1000 株以上，而國內研發之百香果

種苗嫁接機以及套管式蔬果種苗嫁接機，則因單株供苗循環時間平均為 15 秒以

上，並且已無法在提高速度。此外，上述機型之嫁接速率，亦將取決於作業人員

熟練度。 

國內外嫁接機研發現況多樣，其中可發現機台合適之操作人數約為 1 至 2

人，以及穗砧苗供苗可分為預先前置處理並整盤式供苗、單株供苗方式 2 類；嫁

接苗夾持固定方式則有機械自動或人力手動嫁接接合 2 種型式，若以此嫁接苗夾

持固定方式區別嫁接機自動化程度，則可較為簡易概分為自動或手動，因此機械

嫁接已可細分為上述數種樣式；而在機械嫁接成功與否，進一步發現關鍵在於穗

砧苗裁切及嫁接接合動作的定位方式與準確度，其與機台自動化研發方式有關，

各國機構研發皆有所差異，如荷蘭採用如紅外線感測等高度自動化設備，但相對

的其機械售價亦與其嫁接速率同屬高單價，因此，現階段研發方向除應考量嫁接

速度外，在顧及未來商品機售價及嫁接速率是否符合市場需求，研發一種在合適

的嫁接速率下符合市場接受之嫁接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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