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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園割草機之開發

參、機械特點

一、四輪傳動、四輪轉向乘坐式割草

機

研成之果園割草機本機以16馬力

柴油引擎為動力，本體總成主要包括

柴油引擎、四輪傳動四輪轉向機構、

寬幅輪胎、前進六速後退二速之高低

速變速箱、可調整式座椅、手動油壓

操作系統裝置及浮動側移式割草部總

成等組成，其主要機體規格如表1所

示。

表1、果園割草機主要機體規格

機體尺寸(長×寬×高)(公分)

引擎型式

啟動方式

速度

較彎半徑(公尺)

最大速度(公里/小時)

驅動及轉向方式

輪胎

割草盤及刀具型式

割寬(公分)

最低割高(公分) 

297×106×103

16馬力柴油引擎

電動啟動

前進6速、後退2速

1.8

16

四輪傳動、四輪轉向

前輪  19×8.00-10

後輪  19×8.00-10

雙刀軸、離心式刀片兩組

95

8

名       稱 規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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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園割草機本機設計以16馬力柴

油引擎做動力，節省割草機長時間、

高轉速下作業之耗油成本，安裝於駕

駛座位後面。駕駛座位在中間，可側

移割草部設計安裝在本機之前端，操

作者作業時能清晰看到割草作業狀

況，遭遇不良地面操作者立即反應調

整割草部適應。果園割草機本機行走

速度有高、低速變速箱的設計，速度

為2.0-16公里/時，可快速到果園作

業，四輪傳動、四輪轉向機構，使其

轉彎半徑僅為1.8公尺，試驗結果顯

示，果園割草機在果園內發揮更佳田

間快速轉彎及樹冠下割草作業性

能，大幅提高工作效率的作用；座

椅可配合操作者身材前、後調整位

置，操作者有舒適感。

果園地形難免凹凸不平，刀具

離地最低高度設定為8公分，割草

盤高度的升降設計以操作手動油壓

系統之方向控制閥調整，油壓系統

其主要元件包括油壓泵浦總成、方

向控制閥、單桿型複動油壓缸及高

壓油管等組成，單桿型複動油壓缸

可伸縮桿一端固定在三點支撐架

上，底端以可浮動方式固定在本體

機架上，割草部能隨地形成浮動狀

態適應地面，浮動式割草裝置構造

二、割草部設計水平浮動式割草裝

置

(圖4)使作業中離心式刀具與地面保

持一定距離，不致遇凹凸不平地形連

續撞擊地面造成損壞。

割草盤設計以Y字型吊鏈懸吊，

加以螺栓微調，使割草部舉升在任何

一高度，割草盤均保持水平，不致成

傾斜狀，試驗結果顯示，單桿型複動

油壓缸舉升割草盤位於任何離地高

度，割草盤均保持水平，割草作業中

割草刀片負荷平均。

圖4.水平浮動式割草裝置構造及各部分名稱

1.浮動裝置  2.油壓缸  3.懸吊臂
4.割草盤    5.支撐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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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草莖向右側排出，果園割草機割草

盤由兩組離心式刀片組成，每組離心

式刀片由一刀片固定座及兩端各一支

短翼形刀片、中間以一14公釐螺絲活

動重疊連結而成。離心式刀片與固定

式刀片割草切斷力比較，其高速旋轉

下對切割較韌之草如牛筋草，其切割

力較弱，故在螺絲活動重疊連結處兩

側，增設有二個6.2公釐螺絲孔，可

視需要安裝一或二支6公釐螺絲，使

離心式刀片具有如固定式刀片切斷

三、離心式割草刀具

果園栽培環境有地面平整者、但

難免遭遇多石礫，地面凹凸不平者，

割草部若使用固定式刀片，作業中割

草刀片連續碰撞石塊及地面，受變動

負荷，容易脫落，為使果園割草機容

易作業推廣，其刀具設計安裝以離心

式刀片較適用，故設計離心式割草刀

具構造組裝(圖5)，刀具中心孔以螺絲

固定並配合安裝防鬆墊片，防止離心

式刀片脫落；並加裝導板引導，使割

圖5.離心式割草刀具之構造及各部分名稱

1.割草盤  2.離心式刀片  3.鎖緊墊片  4.支撐輪
5.可調整高度活動輪  6.導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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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螺絲並有安全銷功能，碰撞石塊

螺絲斷裂，刀片離心後退，不致損

壞，發揮離心式刀片功能，刀片固定

座上裝置防草盤，防止割草作業中發

生割草軸纒草情形，避免割草軸之軸

承損壞。

離心短刀片可為平板式或翼形刀

片式(圖6)，草生栽培果園割斷草莖若

想平舖在地面上，則採用平板式短刀

片，割斷草莖若想排至樹冠下，則採

用翼形式短刀片，若需在雨後割草，

草莖含高水份，以翼形式短刀片較適

用，翼形式短刀片在高速旋轉下產生

風量，可使排草順暢。

對遇割斷草莖高度在70公分以上

或多石礫地割草作業，可使割草部離

地適當高度，刀片經P.T.O軸及變速

箱傳動，在3,100轉/分轉動下，仍能

順利進行割草作業，刀片不易損壞。

圖6.翼形式(A)及平板式(B)割草刀片之構造

Ｂ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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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割草盤前置式且割斷草莖細碎化

乘坐式割草機割草盤安裝位置有

位於四輪中間者、四輪後端者或四輪

前端之前置式者，位於四輪中間者機

身較短，但以二輪傳動者居多，割草

盤離地高度低，在地形高、低變化大

時，割草盤容易碰撞地面，鬆軟地或

石礫地作業，容易打滑，較適合草莖

短時割草，草莖長時割草作業割斷草

莖排草性能較差；割草盤位於四輪後

端者，機身較長，容易壓抑草莖，造

成殘留；割草盤位於四輪前端者，機

身雖長，但作業中容易掌握割草狀

況，採用四輪轉向方式縮短轉彎半徑

(圖7)，則可改進機身長之缺點，同

時適合草莖長或短時割草，故果園割

草機採用割草盤位於四輪前端之構

造，一般圓盤式乘坐割草機割草刀轉

速設計在1,400-1,600轉/分，割斷草

莖平舖在地面上，本果園割草機割草

刀轉速特別設計在2,600-3,100轉/

分，可將割斷草莖細碎化，並利用翼

形式刀片高轉速下產生之風量，將割

斷草莖排至樹冠下，敷蓋在地面上，

草莖容易腐爛還原成有機質肥料，果

園割草機同向多次作業，同向排草累

積草莖敷蓋在地面，可減少樹冠下草

之生長。

圖7.果園割草機四輪傳動四輪轉向方式轉彎半徑小可適應各種環境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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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割草盤側移裝置及手動油壓系統

操作

研製之割草盤側移裝置總成(圖

8)主要元件包括油壓泵浦總成、並聯式

手動方向控制閥、單桿型複動油壓缸、

雙桿型複動油壓缸、高壓油管、雙導桿

固定座及滑動座等組成，由手動並聯油

壓操作系統操作。

果園割草機進行果樹行間割草作業

時，割草部位於機體中央(圖9)，欲進

行果樹冠下割草時，可以手控操作油壓

控制閥桿，使單桿型複動油壓缸縮回，

割草盤降至地面割草高度；再操作另一

油壓控制閥桿，使雙桿型複動油壓缸動

作，割草盤水平方向向右側移30公分，

伸入果樹冠下進行割草作業(圖10)，割

草部總成之舉升或側移採以手動操作油

壓並聯式方向控制閥動作，操作輕便、

反應靈敏，不會有一般二輪傳動割草盤

位於四輪中央之乘坐式割草機連桿式操

作笨重之感覺。果園割草機割草部側移

機構設計若採用單桿型複動油壓缸伸縮

側移割草部總成，在地形不良地面割草

時，油壓缸固定座有翹起情形，經重新

設計為雙桿型複動油壓缸左右伸縮側

移，油壓缸動作穩定性良好，即使在地

形不良地面割草仍能順利作業。

   圖8.側移割草裝置之構造及各部分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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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割草盤  2.側移雙向油壓缸  3.導桿   4.操作桿
5.滑座  6.吊鏈  7.驅動軸  8.活動支撐輪  9.舉升油壓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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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果園割草機割草部位於機體中央進行果樹行間割草作業

圖10.果園割草機割草部伸入果冠下進行割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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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離心式刀片：刀片座與離心式刀

片之1/2吋固定螺絲帽不需鎖緊，

需讓刀片維持能活動狀態，使刀

片碰撞到石塊後退後能再甩出回

復原狀割草，否則刀片後退後因

鎖緊不能再快速甩回原狀，會有

割短草莖殘留情形。

(四)防草盤：防草盤隨刀片旋轉，使

割藤蔓草莖或牛筋草等割草軸不

致因轉速降低而被纏繞發熱，造

成軸承損壞；割草休息時，請注

意割草軸是否有纒草情形，若有

纒草需用刀具清除。

六、使用注意事項

(一)柴油引擎：操作機械前依保養手

冊檢查如是否有柴油、冷卻水、

煞車系統；過濾網是否積草堵塞

需清潔；操作中注意方向盤下之

柴油引擎溫度錶(圖11)顯示溫度

是否升高等。

(二)吊鏈及活動輪調整：割草盤舉升

在任何高度設計均保持水平，使

割草作業刀片平均負荷，為保持

此功能則請調整前活動調整輪著

地時，吊鏈需保持在鎖緊狀態，

另為方便田間轉彎，則後固定輪

需調整為離地約1吋，即不著地。

圖11.方向盤下之溫度錶顯示柴油引擎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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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側移導桿潤滑：果園割草機使用

後請注意機體清潔，並將側移導

桿以防銹油潤滑，使動作滑順並

避免導桿用久生銹。

(六)多用途利用：果園割草機割草盤

若安裝固定式刀片，也可用在小

樹枝之斬碎作業，當然最好在小

樹枝稍為腐爛後進行，可減輕刀

片之作業負荷，斬碎效果更佳。

研成之果園割草機本機以16馬力

柴油直接噴射引擎為動力，割草部前

肆、結語

置式、可向右水平方向側移，一次割

寬達95公分，本機設計可高、低速檔

行駛，使用高速檔快速至田間，割草

作業時可使用高速一檔或低速一、二

檔作業，作業馬力充足。果園割草機

之割草部前置式設計，操作者可隨時

清楚掌握作業中狀況，即時反應，雖

然機體較長，但本機設計為四輪傳

動、四輪轉向方式，減少轉彎半徑，

與一般二輪傳動、割草部設計於四個

輪胎中間者，轉彎半徑差異略同，果

園田間運轉更靈活，不致影響田間轉

彎作業，提高工作效率。

圖12.果園割草機在番荔枝果園進行割草操作示範觀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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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草部刀具採用離心式刀片，在

石礫地果園作業有更佳之適應性，割

草軸轉速在2,600-3,100轉/分時，採

用離心式翼形刀片，可將割斷草莖細

碎化，並排至果樹冠下，覆蓋在地面

上，腐爛還原為有機肥，改善土壤地

力，割草部可側移，使果園割草機可

從事果樹行間或伸入果樹樹冠下進行

割草作業。本割草機已在產銷班內辦

理操作示範觀摩 (圖12)。由機械割草

及人工割草成本分析得知經營果園面

積若在3.1公頃以上，採用本果園割

草機投資機械設備成本可比使用人工

背負式割草機割草，更符合經濟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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