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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业是我国的基础性产业和支柱产业袁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相关机械设备管理的投入遥 本文分析了农业机械
管理的意义及存在的问题袁并且提出了农业机械创新管理的有效措施袁以期为提升农业生产水平及推广农业机械化提
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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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Prospect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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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e is the basic industry and pillar industry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investment of related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managemen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ignificance and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management, and put forward the effective measures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nnovation
manage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promoting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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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袁耕地种植面积位居

要的意义[1-5]遥

世界前列遥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袁我国农业也由刀

1 农业机械管理的意义

耕火种向机械化作业转变遥 机械化作业在极大地减轻

1.1 有利于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

劳动强度的同时袁也促进了农业产业的迅猛发展遥 得

农业从传统耕作方式转变为现代化高效率的作

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与引导袁农业机械化快速在我国

业生产方式离不开农业机械的使用与推动袁而我国机

普及与推广袁其高效的作业率与实用性深受农业市场

械制造业对机械可靠性尧稳定性的研究有限袁在机械

欢迎遥 但是袁农业机械化过快发展所带来的各类问题

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袁面对复杂的

也逐渐浮出水面遥 农业机械管理是农业机械化关键的

作业环境袁不可靠因素多方面影响袁这往往需要在实

一环袁加强农业机械管理对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具有

际操作过程中才能够察觉[6-8]遥 因此袁必须不断地对农

重要意义遥 当前袁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袁也存在一些不合
理的农机管理问题袁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经济
的持续发展遥 因此袁分析与研究农机管理问题具有重
基金项目

塔里木大学校长基金项目野精量播种机漏种检
测装置的研发冶渊TDZKQN201803冤曰塔里木大学
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野基于机器视觉精量穴播
器性能自动检测装置冶渊TDGRI201924冤曰 科技创
新人才计划野穴播器专用焊接机器人及性能检
测系统的研制与应用示范冶渊2020CB034冤遥
作者简介 赵鹏飞渊1995要冤袁男袁山西吕梁人袁硕士遥 研究方
向院农业机械装备遥
* 通信作者
收稿日期 2020-08-14
136

业机械进行优化和创新袁通过改革创新来促进农业生
产的现代化发展遥
1.2 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经济水平
依靠传统方式的粗放型农业耕作袁不但作业效率
低袁而且费时费力袁在浪费大量劳动力的同时所产生
的经济收入也非常有限遥 传统农业生产被认为是费
力尧经济收入水平低的一种苦力劳作袁农民经济水平
无法提高袁外界资金也无法引入农村[9-11]遥采用规模化尧

机械化尧高效的管理后袁不仅能促使机械高效率地耕
作袁还可以促进农民减少成本投入袁有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去做其他事情袁进而改善农民的经济水平袁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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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业机械创新管理的有效措施

农民种植的积极性遥
1.3 有利于实现各地区的协调发展

3.1 科学完善的管理

在传统的农业作业方式下袁 农民经济效益低尧收

科学健全的管理方案与管理模式可更好地对农

入微薄袁城镇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巨大袁这种收入

用机械进行维护和保养袁提高农机工作效率并延长农

遥合

[12-15]

分配的不平衡亦会导致一系列社会治安问题

理有效的农机管理与农业机械化应用的出现和不断

机使用寿命袁进一步促进农业机械健康全面发展[18]遥

3.2 加大科技投入

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袁是缩

我国大部分地区独特的地貌与环境使很多机械

小城乡差距的有效途径袁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尧实现

无法普及使用袁 急需新型可靠的农业机械投入使用遥

各地区协调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遥

加大科研投入是促进农机研发创新的最佳途径袁可以

2 农机管理存在的问题

促进机械快速发展袁 使农业机械的应用更加科学化尧

2.1 人员素质不高
工作人员作为农机使用与农业劳作的主要责任

自动化尧规范化[19]遥

3.3 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

人袁承担着农机维护与使用的直接义务袁但目前从业

农业生产的直接劳动者尧技术员尧管理者的个人

者以受教育程度不高尧文化程度低的农民为主袁对农

素质和知识能力水平是直接影响农机生产的关键所

机的接触与认知刚刚起步袁他们认为农机就是一种工

在[20]遥 管理人员要懂管理袁积极履行个人义务袁关心管

具袁使用时使其无休止尧无养护地持续工作袁并不参考

辖范围内的设备与人员袁合理调度农机数量袁正确把

使用手册与说明进行精心维护保养遥 同时袁农户在购

握耕作时机与农机使用量袁同时严管理尧抓制度袁确保

买农机时袁由于收入水平低尧对农机了解少袁购买只关

农机维护维修到位袁能够高效运转遥 技术人员要坚守

注成本而不注重质量遥 这种重使用尧轻养护尧重成本尧

工作岗位袁认真负责地完成规定的任务袁及时发现问

轻质量的现象使农机管理困难重重[16]遥

题并消除隐患袁同时接受定期的培训袁不断进步袁丰富

作为农机的创业者与作业者袁 大部分没有实际

知识水平与操作能力袁了解农机袁关注管辖范围内的

农业生产体验与实际劳作袁 对农业生产缺乏客观真

设备袁让设备时刻保持最佳状态遥 作为种植人员袁要坚

实的认知袁存在两极分化现象遥 一类认为农业生产只

守岗位袁善于发现问题并及时上报问题袁对于不合理

是种植尧灌溉尧收获的简单过程袁另一类则以书本知

的机械或者管理要敢于纠正袁 尽到应尽的责任与义

识为引导袁不因地制宜袁不结合实际遥 同时袁管理者也

务袁接受企业培训与教育袁学习先进技术与种植方法袁

存在思想消极怠慢问题袁他们认为农民交流困难袁农

并积极创新遥

业管理困难落后袁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机械的

3.4 加强信息技术利用

有效利用率遥

建立以专业组织为依托的农机作业专业化服务

2.2 管理体系不健全袁技术水平不高

和一站式服务平台和多元化合作模式遥 农机管理部门

虽然我国农机发展起步比较晚袁但推广力度与扶

要扶持发展创造一批技术过关尧能力够强的专业服务

持力度可观遥 现阶段袁在人均耕地有限的大环境下大

组织与社会化服务团队袁 以现有网络平台为基础袁开

型联合作业机械推广困难袁小型作业机械所带来的收

发一套全系列尧多领域的智能服务咨询平台袁通过一

益有限袁推广进程缓慢袁导致部分地区没有完善的农

站式服务尧全套专业指导来帮助农民合理应用农业机

业机械管理体系袁更有甚者出现无人管理现象 遥农机

械袁实现农业现代化高效生产[21-23]遥

[17]

管理体系发展应用时间短袁 缺乏经验与相关制度袁地

4 结语

方实力不足袁相关法律法规落实困难袁监督体系与管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袁农业经济是我国发展的重

理体系不健全袁管理监督松散遥 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

中之重袁要积极应用现代化农业与信息技术袁实现信

较差袁对农机维护与保养知识欠缺袁不能有效地对农

息的全覆盖与共享袁利用科学完善的管理机制袁加大

机及时进行维修与保养袁 致使农机使用周期年限短尧

科学技术研发投入袁 进一步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

成本增加遥 同时袁单个区域农机设备不齐全袁无法独立

质袁大力加强信息技术利用与大数据分析遥 农业工作

依靠机械化实现全部作业袁导致劳动力过剩遥 此外袁我

者要结合实际问题袁集思广益尧献计献策袁要为政府当

国现有农机的适应性不够广袁很多特殊地貌无法实现

好参谋袁积极促进农机研发与实际结合袁促进农机管

机械化袁或者只能实现局部机械化袁导致农民对机械

理健康发展遥

化难以认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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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提升综合效益

需要更加全面和深入地开展物联网技术研究袁将更先

通过对先进科技的投入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袁在传
统种植经验和技术的基础上袁将物联网技术应用于设

进的管理系统融入农业生产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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