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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友好型产品与服务的发展史
插秧机的进化史

　久保田集团为了减轻插秧作业的负担，于1968年首次推出垫栽苗用步行式插秧机。之后，为了满足务农人员减少和
高龄化带来的省力化需求，不断改进插秧机，使其可乘坐、大型化、可以同步作业等。今后，通过提出高效的栽培方
法、利用ICT并由自动运行实现务农作业的精密化，为进一步省力化和减少环境负荷做出贡献。

■插秧机的进化史和环境贡献
年代 日本社会动向 插秧机的进化 环境贡献
1950 ・经济高度成长

・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大城市
・着手开发插秧机

1960 ・  虽然拖拉机、粘合剂相继登场，
　但是插秧的机械化却落后了
・兼职农户、老年务农人员、女性
　务农人员增加

・开发、发售步行式插秧机SP型（2行插秧） （1968年）

1970 ・从“步行式农业”向“乘坐农机的
　农业”转变 
・ 农机热潮到来
・经济高度成长期结束
・ 在琵琶湖发生赤潮（1977年）

・发售步行式插秧机SPS型（2行插秧）  （1970年） 
・ 开始量产SPS系列
（销售台数︓第1年18,000台，第2年86,000台） 
・发售久保田首台乘坐式插秧机SPR600（6行插秧）
〔拖拉机搭载型〕（1976年）

1980 ・ 减轻务农作业负荷的需求高涨 ・发售减少施肥量，防止水 质污染的带有施肥机的乘坐式　
　侧排插秧机NSR系列（1980年）

之后，开发撒药等同步作业功能
・ 发售乘坐式插秧机NSR85-D（8行插秧）〔插秧  专用机〕
（1984年）
・ 发售旋转式乘坐式插秧机S1-600R（6行插秧）（1988年）

1990 ・小型轻量插秧机和大型乘坐式插秧机不断两极分化
・发售实现大型化后的乘坐式插秧机SPM10（10行插秧）（1995年）

2000 ・发售具备提升操作性的新功能“U优转弯”、“U优移动”的乘坐式　
　插秧机WELSTAR系列（2000年）

・发售可以高效作业的1机5用乘坐式插秧机NSD8（8行插秧）
 （2007年） 
・ 提出稀植（2009年）

2010 ・ 向大规模农户农地集约的趋势加深 
・ 燃料涨价
・ 利用ICT技术的精密农业登场 
・向“无需乘坐农机”的农业发展

・发售铁包衣用直播机“铁makichan”（2010年） 
・ 发售业界首台具备怠速停止功能“e Stop”的乘坐式插秧机
　RACWEL系列（2011年）

・发售业界首台附带保持直行功能的乘坐式插秧机EP8D-GS
 （8行插秧）（2016年）
・ 证实密播（2017～）
・ 株間キープ・施肥量キープ・直進キープ機能付き乗用形
田植機发售附带保持株距、保持施肥量、保持直行功能的
乘坐式插秧机NAVIWEL系列 （2019年）

2020 ・发表将发售业界首台自动运行农机“AgriRobo插秧机”NW8SA
※  比较按照以下条件种植时的燃料消耗量。（据本公司调查，根据条件不同，燃料消耗量的数值会发生变化）　 
　 插秧机行数︓8行，田地面积︓50a，苗箱数︓20箱/10a，施肥︓40kg/10a，人数︓操作员1名、辅助人员1名

用育苗箱培育的垫栽苗

【U优转弯】
仅操作方向盘即可顺畅转弯
【U优移动】
可防止急走，以超低速平稳前进

照片︓WORLD系列的U优转弯

【e Stop】
通过简单的拉杆操作，即可以在补给
苗株和肥料时关闭发动机，减少约
12%※ 的燃料消耗量

【旋转式】
利用旋转式的种植机构，使作业速度
提高了1.5倍，实现了高效率作业

照片︓1991年开发的“Miracle Rotary”

利用精密
农业排除
浪费

提出
高效的
栽培方法

实现乘坐式
插秧机大型化
以及单位马力的
轻量化

使乘坐式插秧机
可以同步作业 

步行式插秧机的
轻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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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行式插秧机的轻量化
　1968年开发的步行式插秧机在20世纪80年代增加附加功能后，虽然重量有所增加，但是由于使用铝制变速箱体和树

脂浮板等而成功轻量化、简单化，实现了省资源、高效化。

＜2行步行式插秧机的重量和马力的发展＞

发行年份 1968 1970 1981 1987 1990 2003
型式 SP SPS-2 NS300-D S1-25 S1-20 SP-2
质量（kg） 100 60 80 108 91 88

馬力（PS） 3.0 1.7 1.4 2.1 2.3 2.3
质量/马力（kg/PS）

［NS300-D比较］
33.3 35.3 57.1 51.4

［-10%］
39.6

［-31%］
38.3

［-33%］

■实现乘坐式插秧机大型化以及单位马力的轻量化
　1976年发售的乘坐式插秧机为了提升作业效率，推进了大型化（多行化）的发展。但是，插秧机越重越容易陷入田地，导致无法行驶。因
此，在实现大型化和提升马力的同时还致力于轻量化，通过减少单位马力的重量，实现了省资源、高效化。

＜乘坐式插秧机的大型化和重量、马力、种植能力的发展＞　　

发行年份 1976 1984 1995 2014 2019
型式 SPR600

（久保田首台乘坐式、
拖拉机搭载型）

NSR85-D
（首台插秧专用机）

SPM10
（首次10行种植）

EP10D NW8S-GS

行数 6行 8行 10行 10行 8行

质量（kg） 530 490 978 970 960
马力（PS） 9 6.2 16.0 21.0 24.6
质量/马力

（kg/PS）
［NSR85-D比较］

58.9 79.0 61.1 46.2
［-42%］

39.0
［-51%］

10a的种植所
需时间（分钟）

25～30 7～ 7～ 7～

■ 使乘坐式插秧机可以同步作业
　以前，虽然插秧后在田地内进行均匀施肥，但是过多播撒的肥料流出，是导致1977年滋贺县琵琶湖发生赤潮的原因之一。因此，久保田开发
了在种植的同时，只将必要量的肥料埋入苗根的“侧深施肥机”。这不仅可以防止过多播撒的肥料流出，还可以通过同步作业大幅减轻劳动量并
减少肥料使用量，从而节省经费。之后，随着同步作业的发展，2007年开发出了可用1台同时进行种植、施肥、撒除草剂、撒杀虫剂、田地整
平这5项作业的产品，实现了大幅省力化和高效化。

初代步行式插秧机 SP型

插秧机5项同步作业

①移植

②施肥

⑤撒除草剂
④撒杀虫杀菌剂

③田地整平

附加功能轻量化

大型化 大型化

轻量化

［-23%］

单位马力的轻量化

15～20

提升作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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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高效的栽培方法
　育苗和移植作业所需的劳动时间约占所有水稻栽培作业的30%。久保田集团提出可以减少育苗箱数量或不需要育苗的栽培方法，以减少育苗
和移植作业所需的劳力、时间和成本。
　通过减少育苗所需的苗株、育苗箱、育苗温室等，可以减少在环境方面投入的资源，减少维持管理育苗温室所需的能源。

＜久保田集团提出的栽培方法＞

栽培方法 内容

稀植栽培
（2009年～）

　扩大株距，降低栽植密度的栽培方法。通过降低密度，可以减少所需的苗株数量，并将育苗箱数量减少40%
～50%。
　虽然穗数略有减少，但是由于单穗颖花数增加，所以每单位面积的颖花数与常规栽培相同或略少。

铁包衣直播栽培
（2010年～）

　将包铁粉的种子撒向田地表面的播种方法。与移植栽培相比，无需育苗。　
 如果使用铁包衣用直播机“铁makichan”，则可以同步进行高速点播、施肥、撒除草剂、开槽作业，能够大幅
缩短劳动时间，也随之实现节能。

密播
（高密度播种苗移植栽培）
（2017年～）

　利用在一个育苗箱里培养比通常更多的苗株的“密播苗”，用插秧机将苗株逐步少量挖取后种植的栽培方法。
与幼苗相比，密播苗的育苗箱数量可以减半。
　久保田插秧机几乎全部机型都支持密播。

铁包衣×密播 　久保田集团建议通过“铁包衣直播”和“密播”的组合，
削减育苗箱、分散作期、扩大规模。通过可以实现大幅
省力化的铁包衣直播和将一部分移植改为密播，能够削
减苗箱。

同时使用铁包衣

普通苗20ha
×

20块/10a

直播10ha 直播10ha

密播10ha
10块/10a
1,000块

普通苗10ha
×20块/10a
2,000块

普通苗30ha
×

20块/10a

仅移植 直播1/3 直播1/3
密播1/3

同时使用铁包衣和密播

6,000箱
4,000箱

3,000箱

苗箱数
20个

（每10a）

苗箱数
12个

（每10a）

常规栽培 稀植栽培

约减少40％

铁包衣直播专用机6行铁makichan
（WELSTAR WORLD WP60D-TC）

无

苗箱场地、温室
（每10a） 2坪 无

原材料费
（每10a） 1.92万日元 1.43万日元

育苗～移植、点播的
劳动时间
（每10a）

5.38时间 1.51时间
※2015年日本全国农业系统化研究会（山形）

苗箱数
16～20箱

（每10a）

移植栽培 铁包衣直播

不需要

不需要

约减少26％

约减少72％

苗箱场地、温室
（每10a） 2坪 1坪

育苗资材费※

（每10a） 1.92万日元 1.59万日元

※因地区而异，详情请参考各地区的指导资料。（2013年度 日本全国农业系统化研究会（日本全国农业改良普及支援协会）制作）

常规　每箱的播种量（干稻）140～180g 密播　每箱的播种量（干稻） 230～250g

大幅减少

大幅减少

约减少2成

约减少3成

苗箱数
16～20箱

（每10a）
稻种的
密度

苗箱数
9～12箱

（每10a）
稻种的
密度

30cm 30cm

16cm

28cm 80

作业时间
（每1ha） 1.25时间 0.86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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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借精密农业排除作业中的浪费，为降低环境负荷做贡献
　在日本国内，向大规模农户农地集约的趋势不断加深，为了满足大农户“增收”、“节约经费”的需求，开发高性能、高精度的产品十分重要。久
保田集团在2016年领先其他公司发售了具备“保持直行功能”的插秧机，之后又相继开发了可实现高精度插秧的各种功能。即使不熟悉插秧操作
的人，也可以简单正确地插秧，而经验丰富的人则可以减少疲劳，提升作业效率。

＜利用GPS的ICT功能＞

功能名称 内容 环境贡献

保持直行（GS）、
行间辅助

　“保持直行”功能是利用GPS（全球定位系统），可以在直行时自动转向，即使不熟悉
操作的人也可简单地直线插秧。并且还同时使用“行间辅助”功能，可以修正相邻行间的
偏差。

保持直行

行间辅助的目标路线

　因为可以直线种植，所以
能够减少燃料消耗、资材
（苗株、肥料、农药等）的
浪费。

保持株距、
保持施肥量

　插秧机是在田地的泥泞中一边打滑一边前进，因此以往与车轮联动的种植结构由于打
滑程度不同，苗株的间隔也会产生偏差。
　“保持株距”和“保持施肥量”功能是利用GPS的实际车速数据，准确把握前进距离，一
边控制种植爪的旋转速度和施肥辊的旋转速度，一边进行种植，因此能够按照设定在株
距进行种植和施肥。

按照以保持施肥量功能设定的施肥量，均匀投放。 保持以保持株距功能设定的株距。

　农家为了弥补由于插秧机打
滑造成的误差，会准备超出计
划10%左右的多余苗株和肥
料。而通过“保持株距”、“保持
施肥量”功能，可以减少预备的
苗株和肥料，从而能够减少准
备苗株所需的资材和能源，减
少作为资材的肥料。

可变施肥
（NW8S-PF-GS）

　利用KSAS※，可以创建一个可
视化的施肥图，以显示田地内哪
个位置需要多少肥料。
　具有“可变施肥”功能的插秧机
可以通过与该地图联动，实现最
适量的施肥。

※ 久保田智慧农业系统（KSAS）是
　 久保田提供的利用ICT的务农和服
　 务支援系统

　通过优化施肥量，抑制了
水稻的生长偏差，使水稻口
味和产量稳定，因此能够抑
制每单位产量的资源投入
量。

　并且，在2020年发表了自动运行农机“AgriRobo插秧机NW8SA”。虽然插秧是由操作员和
负责补苗等的辅助人员搭档作业，但是通过实现插秧机自动运行，可以达到省人化、提升工作
效率的效果。此外，通过自动制作行驶路线，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苗株重叠种植，可确保苗株稳
定生长，同时减少燃料消耗和资材的浪费。

AgriRobo插秧机NW8SA

从整个田地 变为田地内︕

该区域
今年多施
肥吧︕

该区域去年
施肥过多，
所以此次
设定少些吧。

可以将田地划分为网格（5m、10m、15m、20m），
针对各网格设定施肥量︕
※手动进行设定（输入）。

此处设为基本量吧

在确认插秧的同时自动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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