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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城县大田作物植保机械应用历程及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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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阐述了蒙城县大田作物植保机械应用历程袁分析了大田作物植保机械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袁并提出
了发展对策袁具体包括政府支持尧技术创新尧加大培训力度等方面内容袁以期为大田作物植保机械的发展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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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城县地处黄淮平原南部袁 大田作物一年两熟袁

导致环境污染袁需要人力作为动力袁使用起来有一定

常年单季大田作物面积 12 万 hm2 左右袁 大田作物植

的劳动强度遥 随着背负式电动喷雾器的推广应用袁该

保机械推广应用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袁 至今有近

喷雾器逐渐退出市场遥

60 年的历史遥 2000 年以前袁大田作物植保机械创新改

1.4 18 型机动背负式喷粉喷雾机

的植保机械逐步推广应用遥

动力为一缸四冲程汽油机袁使用混合油袁汽油机油混

1 大田作物植保机械应用历程

合比为 20颐1袁经过不断改进袁性能提升袁是一种高效尧

进速度不快袁近 20 年来发展速度加快袁一些先进实用

1.1 丰收-5 型胸挂式手摇喷粉器

该机械是我国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的产品袁使用

优质尧适应范围广尧多用途的植保机械遥该机械于 20 世

该喷粉器于 20 世纪 50 年代研制并批量生产袁并

纪 70 年代后期在蒙城县国有农场示范袁之后在 80 年

主要用于防治豆天蛾尧甘薯天蛾和其他大田作物的食

大面积应用在棉花生产上袁 对棉铃虫进行统防统治遥

叶害虫曰80 年代初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后袁 该喷粉器满

该机械购机成本偏高袁对操作技术要求较高袁机器比

足不了防治需要袁而且喷粉时受风力影响较大袁粉粒

较沉重袁劳动强度大袁维修不便遥 目前袁除了个别种植

易飘散袁对环境造成污染袁以致不再被使用遥

大户和农场职工保留部分该机械用于植保作业以外袁

1.2 552 丙型肩挂式压缩喷雾器

大面积植保作业不再使用该机械遥

于 60 年代中期开始在蒙城县基层生产队推广应用袁

该喷雾器是 20 世纪 50 年代定型的产品袁60 年代

中期开始在基层生产队推广应用袁主要在面积较小的
棉花地进行植保作业遥 该喷雾器药液桶容量 7 L袁容量

代前期乡镇高产示范田进行推广应用曰90 年代前中期

1.5 背负式电动喷雾器

该机械从 21 世纪初开始进入市场袁 经过不断改

进袁到 2007 年得到普遍应用遥 药液桶容量 14~16 L袁由

小尧储气少尧工作压力较低袁1 桶药液要打气 2~3 次才

电机带动液泵袁1 桶药液 10~15 min 打完袁充电 1 次可

农-16 型背负式手动喷雾器替代遥

负式手动喷雾器的 2 倍或更多袁目前仍是大部分农户

能喷完袁功效不高袁在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后很快被工
1.3 工农-16 型背负式手动喷雾器

该喷雾器是 20 世纪 60 年代设计定型的产品袁之

后又经过很多改进遥 药液桶容量 16 L袁20 世纪 70 年代

中后期开始在基层的每个生产队里配备 1~2 台袁农村
土地承包到户后得到快速和广泛的应用袁适合小面积

植保作业遥 该喷雾器有跑尧冒尧滴尧漏现象袁喷射部件单
一袁配置的圆锥喷头雾化性能不良袁农药浪费较重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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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作业 5~6 h袁可打药 1 d袁作业效率是工农-16 型背
植保作业的主要机具遥 但是袁该机械防治高大作物病
虫害时存在施药不便和用药安全问题曰在作物生长茂
密的田间进行病虫害防治时袁行走不便袁易碰伤植株袁
影响产量曰背负沉重袁喷射部件需要改进遥
1.6 植保热雾机
为了探索玉米中后期病虫害防治不便的难题袁从
2011 年开始袁 作为实施玉米振兴计划项目的配套措

施袁利用植保热雾机对玉米中后期病虫害防治进行试
验示范袁取得了较好效果遥 该机械药液消耗低尧防治无
死角尧防治高度较高袁可施药 1~2 hm2/h袁具有节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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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尧工作效率高等优点遥 该机械价位较高袁配药时需要

费尧环境污染[3-4]袁高温时节施药不安全袁分散种植与连

的专用助剂在市场上不易购买袁配件维修不便袁操作

片作业之间的矛盾袁市场化植保服务与确保药效的利

时稍有不慎就会发生烫伤现象遥 随着玉米振兴计划项

益不平衡袁植保劳力老龄化尧劳动力不足等遥

目结束袁该机械没有得到大范围的推广使用遥

3 发展对策

1.7 喷杆喷雾机

从 2010 年开始袁 种植大户引进悬挂式喷杆喷雾

3.1 政府支持
政府加大购机补贴力度袁提供重大病虫害植保服

机袁 率先在小麦年后除草时进行示范应用曰2015 年以

务袁科学组织作业袁促进大田作物植保机械的更新换

后袁自走式喷杆喷雾机得到了快速推广遥 该机械喷液

代和推广应用袁更好地满足农业生产需要遥 同时袁政府

量分布均匀袁喷洒质量好袁药箱容量 600~1 000 L袁喷杆
延伸作业宽度可达 10~18 m袁 喷药时间长袁 作业效率

高袁适合大面积喷洒遥 经过不断改进袁加之政府购机补
贴力度加大袁 到 2018 年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推广使用
达到了高峰袁2017 年和 2018 年大面积用于政府统一

增加农业机械研发资金袁鼓励相关企业研发先进的植
保机械[5]遥

3.2 技术创新
相关部门及人员应不断创新改进大田作物植保
机械袁 将新技术运用于大田作物植保机械的研发袁主

购买的小麦赤霉病防控服务遥 由于大部分耕地由农户

要改善喷雾作业的喷头性能袁力求精准施药和变量喷

分散种植袁该机械小面积分散作业不便袁不是统一安

雾袁在低量施药尧静电喷雾尧雾滴防飘移等方面进行改

排的情况下不使用袁目前仅部分粮食种植大户使用和

进[6]袁加强种子处理研究遥

少数农资经销商开展售后植保服务袁主要用于作物生

当前袁由于存在农户小面积分散种植和土地集中

长前期植保作业遥

流转给大户规模化种植的情况袁会出现几种大田作物

1.8 电动植保无人飞机

植保机械并存发展的现象遥 基于多数农户小规模种植

蒙城县自 2015 年开始引进电动植保无人飞机袁

的现实袁轻简化植保机械渊如电动喷雾器冤在一定时期

经过持续改进袁2017 年在小麦上进行赤霉病防控作业

内还将占据一定地位袁小型喷杆喷雾机械也应有所发

示范袁2018要2019 年在小麦赤霉病防控上进行推广袁

展遥 但是袁轻简化并不是简单化袁而是仍要采用高科

2020 年尧2021 年小麦赤霉病防控作业全部由电动植

保无人飞机完成袁解决了农村劳力不足尧不易统一时间
[1-2]

防治的问题遥 该机械的防治效果得到了有关研究

的

验证袁特别是在 2020 年秋季暴发的玉米锈病防治中袁

技袁比如使用先进的喷头袁提高药效袁减少浪费和污
染曰采用低容量或超低容量喷雾方式袁降低药液量袁减
轻劳动强度曰改装新型材料轻便喷杆袁增加施药喷幅
或高度袁提高作业效率遥 面对土地集中流转给大户进

表现出很好的防治效果袁体现了明显的优势袁解决了

行规模经营的现状和趋势袁注意统筹兼顾尧综合应用遥

高秆作物植保作业不便和施药安全的难题遥 该机械人

既要考虑作物前期除草作业的特殊性袁例如适宜的喷

药分离作业袁自动控制袁叶面正反面同时受药袁药效发

头尧施药速度尧药液量等袁也要考虑病虫害防治时效

挥好袁作业效率高袁每台施药 30~55 hm /d袁目前最新机
2

型可作业 100 hm /d遥 近年来袁电动植保无人飞机推广
2

性袁例如可防不可治的某些病害尧不利的作业天气尧作
业的速度和药效等遥 因此袁要加大科研力度袁尤其在新

应用迅速遥 这得益于政府购机补贴和统一采购防控小

技术尧多功能尧智能化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袁促进先进

麦赤霉病的植保服务袁以及农资经销商购买农机后开

机型不断涌现袁便于种植大户开展植保作业[7]遥

展售后植保飞防服务遥
1.9 种子包衣渊拌种冤机

3.3 加大培训力度

为做好政府购买的一些重大病虫害防控及从事

近年来袁种子包衣渊拌种冤机在很多农资门店为农

市场化病虫害防控的植保服务袁相关部门要对施药人

户开展小麦种子包衣渊拌种冤服务袁解决了农户包衣

员进行技术培训袁提升其对智能化尧专业化农业机械

渊拌种冤的不便遥 经过药剂处理的种子袁能有效控制种

的操作能力袁鼓励其学习专用药剂知识袁促进其熟悉

传病害及地下害虫的危害袁延缓土传病害的侵入和发

病虫害发生发展特点袁做到农业机械尧农业技术尧农业

病时间袁降低苗期病害发生程度袁省种省药袁可减少环

信息充分结合袁从而达到精准施药尧提高作业效率尧保

境污染遥

证防治效果的目的遥

2 大田作物植保机械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各类植保机械推广使用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袁
如喷片孔径偏大和雾滴偏粗造成的药效下降尧用药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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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规划设计与审批相结合袁注重项目的可批性

地总体建筑物的风格应尽可能协调统一遥 在基地规划

农业科研单位以政府投资为主袁项目从可行性研

过程中袁要推演今后的运行机制问题袁考虑运行成本袁

究报告编制尧初步设计到概算袁每个环节都有相关的

除保障科研外袁还要考虑自身的野造血功能冶遥 要提前

规定及流程袁且要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批遥 基地的规划

设计农业基地与本部研究所的有机联络机制袁确保地

设计有其特殊性袁政府主管部门不一定全部了解遥 对

理位置的割裂不会造成科研人员相互交融的分区遥 加

于带有住宿尧培训尧办公等功能的房屋建设项目袁需要

强基地与本部之间的良性互动袁例如增开基地与本部

明确用途并有充足的理由遥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及初

之间来往班车袁对个别研究所科研人员的特殊科研要

步设计文本中的项目名称均应符合当前要求遥 在项目

求提前布局沟通遥 规划设计科普和知识讲座的必备软

启动前袁要清晰了解各个阶段审批的要求袁明确每个

件和硬件设施袁 紧密联系科研人员与一线生产农户袁

环节的前置条件袁提前准备各阶段所需材料遥 在规划

将基地的科研功能发挥至最大遥 例如袁为定期组织科

设计过程中袁项目建设单位尧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单

研人员培训讲座提供必要条件袁可将种植农户带到科

位尧项目规划设计单位要紧密配合袁与审批主管单位

研基地袁结合先进的基地科研设施条件袁让人们了解

及项目建设地的当地政府形成良性互动袁按照审批单

优良品种的选育过程袁让农户相信科学袁充分尊重科

位的要求袁及时调整规划袁从而提高工作效率袁加快项

研工作者的劳动结晶袁 助推科研成果和优良品种快

目建设进度遥

速落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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