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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重要论述

暨纪念毛泽东主席“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著名论断发表60周年报告会隆重举行

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特肖梅·托加一行
访问中国农机院

（本报讯）4月29日，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重

要论述暨纪念毛泽东主席“农业的根本出

路在于机械化”著名论断发表60周年报告

会在江苏大学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陈竺发来贺信，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宝文，十届全国政协副

主席张怀西等领导同志出席报告会。

江苏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岳，原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国务院参事刘坚，原

农业部副部长刘成果，原中央纪委驻农业

部纪检组长宋树有，中国工程院院士汪懋

华、罗锡文、陈学庚、赵春江，农业农村

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副司长李安宁，中国

工程院二局副局长左家和，工信部装备工

业司副巡视员钱明华，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长杨时云，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理事长、中

国农机院院长王博，中国农机工业协会会

长陈志等学会、协会负责人，“中国农业

机械化发展60周年杰出人物”代表以及来

自农机行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农机

管理推广鉴定等单位的代表300多人参加

了报告会。报告会由中国农业机械学会、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中国农业工程学

会、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和中国农业机械

流通协会联合主办，江苏大学、中国农业

大学和中国农机院承办，开幕式由中国农

机院院长王博主持。

张宝文在致辞中指出，当前我国农业

机械化进入了快速发展黄金期，农业机械

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方向发展，农机装

备总量持续快速增长，我国已成为农机使

用大国。农业各领域新型机具加快增长，

农机装备结构不断改善，农机质量不断提

高，极大地夯实了我国农业生产的物质装

备基础，农机作业水平也在持续快速提

高，农业生产方式实现了历史性转变。罗

锡文、李安宁、左家和、钱明华、杨岳也

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随后中国工程院院士汪懋华、江苏

大学校长颜晓红、中国一拖副董事长蔡济

波、中国农机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方宪

法、黑龙江农垦总局副局长郭宝松、江苏

溧阳市海斌农机合作社理事长王海斌分别

围绕中国农机化60年发展的多个方面进行

了回顾和展望。下午召开的报告会“加快

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

专题论坛”对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

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

见》进行了深度解读。农业农村部农机化

管理司副司长李安宁，中国工程院院士罗

锡文、陈学庚、赵春江，中国农业大学中

国农机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敏丽教授，

江苏大学农业装备学部执行主任毛罕平教

授分别作了主题发言。

会议还表彰了“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

60周年杰出人物”，他们分别来自农业机

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教学、科研、生产、

经营（销）、管理、检测鉴定和推广应用

等领域，在我国农业机械化60年发展过程中

作出重要贡献、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示

范引领作用。我院农业工程专家华国柱，

耕作种植机械专家诸慎友、节水灌溉专

家金宏智、农业机械化工程专家方宪法

以及曾在我院工作过的老领导收获机械

专家高元恩、陈志与来自全行业的60位

专家获此殊荣。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主席在《党

内通信》中提出了关于“农业的根本出

路在于机械化”的著名论断，拉开了新

中国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的序幕。经过

60年的努力，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农机生

产大国和使用大国。2018年9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视察北大荒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时进一步强调指出，中国现代化离不

开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

在人才。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

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会议的召开正值我国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总方针，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伟大进程的关键

时期，会议的召开回顾了我国农业机械化

事业6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描绘了未来

我国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的发展宏伟蓝

图，进一步凝聚了行业共识、汇聚了发展

力量。与会代表纷纷表示，将深入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

化”重要论述及纪念毛泽东主席“农业的

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著名论断，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共同携手创造我国农业机

械化的光辉未来。

◆     4月11—30日，“一带一路”国家小

型农机具使用与维修技术国际培训班在中

国农机院成功举办。本期培训班是由中国

科技部主办、中国农机院承办的多边援外

技术培训项目，共有来自巴基斯坦、菲律

宾、蒙古、斯里兰卡、泰国、伊朗6个发展

中国家的20名农业专员参加了为期20天的

学习实践活动。中国农机院副院长雷雨春

出席开、闭幕式并致辞。

培训班的成功举办，不仅让来自“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员们了解和学习了

我国先进的农机发展技术和经验，同时扩

大了中国农机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影响力，为开展更多国际合作项目打下

坚实基础。            （国际合作与外联部）

简讯

4月18日下午，埃塞俄比亚新任驻

华大使特肖梅·托加、公参阿萨耶、

秘书尤纳塔一行3人访问中国农机院，

就推动中国-埃塞农业合作进行会谈与

交流。中国农机院院长王博、副院长

雷雨春热情接待了大使一行。

在参观多功能展厅并了解中国农

机院发展历程、行业地位和业务实

力后，双方围绕苔麸机械化项目合

作和农业合作的其他问题进行会谈。

王博对特肖梅出任驻华大使表示祝

贺，赞赏大使阁下为中埃友谊作出的

贡献。他指出，中国农机院希望以苔

麸项目合作为基础，依托自有行业资

源和专业团队，立足埃塞农业本地化

发展需要，推动双方农业领域深度合

作，帮助埃塞建立农业机械化体系，

实现农业增产增收，进一步推进两国

关系发展。

特肖梅对中国农机院为埃塞农业

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他表示，埃塞是农业大国，但传统作

业方式严重制约了埃塞农业的发展。

埃方愿意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和两国政府合作框架下，与中国农

机院共同推进苔麸机械化项目的后

续合作，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化合

作，帮助埃塞全面提升农业机械化

水平。

中国农机院首席专家杨学军、中

包公司海外事业部部长徐丹、国际合

作与外联部马腾、宋晓旻等陪同参加

上述活动。      （国际合作与外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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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中国农机院党委副书记李四章，院长助理、党委工作部部长柯长松与中国农机

院青年员工代表一同观看并学习了讲话精神，院属各单位团委也分别组织青年员工及时

观看了直播，自此中国农机院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主题活动拉开帷幕。

中机建工

天顺长城

中机十院

中机三勘

卓众出版

行业中心

现代农装

4月30日，习近平出席纪念五四运

动100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切

缅怀五四先驱崇高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

神，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明

确提出了新时代发扬五四精神的重要要

求，深情寄语当代青年。现综合新华

社、共产党员网的报道，转载部分要点

与读者共同学习。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3个“伟大”

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

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

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

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

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

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

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

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

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

的志向和信心。

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

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

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

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

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

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

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

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

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

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

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做到：

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新时

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时代中国青

年的使命，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同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奋斗。

第一，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远

大理想。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对马克

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

心，到人民群众中去，到新时代新天地

中去，让理想信念在创业奋斗中升华，

让青春在创新创造中闪光！

第二，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热爱伟

大祖国。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听党话、跟

党走，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

情，不断奉献祖国、奉献人民，以一生

的真情投入、一辈子的顽强奋斗来体现

爱国主义情怀，让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

始终在心中高高飘扬！

第三，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担当时

代责任。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珍惜这个时

代、担负时代使命，在担当中历练，在

尽责中成长，让青春在新时代改革开放

的广阔天地中绽放，让人生在实现中国

梦的奋进追逐中展现出勇敢奔跑的英

姿，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勇于砥砺

奋斗。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勇做走在时代

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毫不

畏惧面对一切艰难险阻，在劈波斩浪中

开拓前进，在披荆斩棘中开辟天地，在

攻坚克难中创造业绩，用青春和汗水创

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

第五，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练就过

硬本领。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增强学习

紧迫感，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学习，

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

努力提高人文素养，在学习中增长知

识、锤炼品格，在工作中增长才干、练

就本领，以真才实学服务人民，以创新

创造贡献国家！

第六，新时代中国青年要锤炼品

德修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自觉树立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善于从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中汲取道德滋养，从英雄

人物和时代楷模的身上感受道德风范，

从自身内省中提升道德修为，明大德、

守公德、严私德，自觉抵制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

义等错误思想，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

界、更有品位的人生，让清风正气、蓬

勃朝气遍布全社会！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要点

中国农机院团委组织观看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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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丹唇、柔膝，而是深

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恋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 

青春气贯长虹，勇锐盖过怯弱，进取压倒苟安。如此锐气，二十

后生而有之，六旬男子则更多见。年岁有加，并非垂老，理想丢弃，

方堕暮年。 

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废必致灵魂。忧烦，

惶恐，丧失自信，定使心灵扭曲，意气如灰。 

无论年届花甲，拟或二八芳龄，心中皆有生命之欢乐，奇迹之

诱惑，孩童般天真久盛不衰。人人心中皆有一台天线，只要你从天

上人间接受美好、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的信号，你就青春永

驻，风华常存。 

一旦天线下降，锐气便被冰雪覆盖，玩世不恭、自暴自弃油然

而生，即使年方二十，实已垂垂老矣；然则只要树起天线，捕捉乐

观信号，你就有望在八十高龄告别尘寰时仍觉年轻。

《青 春》

中国农机院团委组织开展五四主题团日活动

“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

5月6日，为纪念五四运动100周

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农机院团

委举办了五四主题团日活动。院党委书

记、院长王博，院党委副书记李四章，

院长助理、院党委工作部部长柯长松，

院副总会计师、资产财务部部长李霞，

部分所属企业负责人及青年员工代表共

计10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

团的章程，执行团的决议，履行团员义

务，严守团的纪律，勤奋学习，积极工

作，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为共产主义

事业而奋斗。”活动在重温入团誓词中

正式开始。

行业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赵庆

亮，机电所党支部书记、副所长毛文

华，农机试验站党支部书记、站长杨瑞

学三位嘉宾分别通过个人成长经历，所

在团队的队伍建设等展示了在中国农机

院的人才培养体系，并勉励大家在今后

的工作、生活中要积极进取，勇于创

新，勤于奋斗。

听完三位嘉宾的分享，王博院长用

塞缪尔·厄尔曼的《青春》，分享了自

己对青年人“弘扬五四精神，勇立时代

潮头”的期盼，以及对青年员工争做新

时代追梦人、圆梦人的鼓励。

随后，院领导为荣获国机集团青年

岗位能手的孙姗、华荣江、牛康，青

年安全示范岗的行业技术服务中心车

辆公告组，青年文明号的北京卓众出

版有限公司和中机十院国际工程有限

公司建筑方案工作室等个人和单位颁

发了奖牌。

活动最后，大家齐唱《共青团团

歌 》 ， 在 歌 声 中 体 会 青 春 最 亮 丽 的

底色。

作为“青春心向党·建功新

时代”系列活动，院属企业也分

别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

呼和浩特分院绘制主题巨画行业中心组织徒步拓展活动

中机十院组织环保骑行活动

新疆中收组织读书活动

中机十院组织赴北大、国博参观学习

中包公司组织登山、参观军博活动

文/塞缪尔·厄尔曼



20世纪8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

术的发展，农业机械自动化和智能化

技术从农业机械装备的配角转变为主

角，特别是在2017年7月9日，国家科

技部批准首个创新型企业建设的国家

重点实验室——土壤植物机器系统技

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下设田间工况模

拟研究室、农业雾化工程技术研究室

和农业装备智能化技术研究室3个研

究单元，重点开展土壤-植物-机器

系统应用基础、土壤和植物信息获取

及病虫草防控技术与装备、农业雾化

工程技术与装备、农业装备智能化技

术等研究；自“十一五”以来，国家

为农业机械智能化研究领域投入了大

量的科学实验条件建设，在国家的支

持下，中国农机院农业装备智能化研

究取得了多项成果。

精准农业智能化装备技术
的突破

精准农业技术承载着节本、增

产、增效、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任，

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中国农机院

围绕农业增产增效、品质提升、节约

资源、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经过

10余年的努力取得如下突破：

首创了作业对象信息精确获取

技术，突破了智能化变量作业技术瓶

颈。发明了农田肥力自动评价方法，

实现了土壤养分准在线快速检测从无

到有的重大突破；发明了基于称重法

的粮食产量计量方法，实现了联合收

割机粮食产量计量的原理性创新，田

间综合测量误差≤3%；发明了多特

征智能杂草识别方法，实现了实时高

精度定位的重大技术突破，杂草识别

率达到94%。

突破了农业装备作业状态自适应

调控技术，解决了农业投入物机械化

精准施用的技术难题。发明了基于物

料信息融合的流量反馈控制方法，提

出了自适应校正的物料流量动态测量

方法，采用电容法测量瞬态流量、称

重法测量稳态流量，将瞬态流量与稳

态流量进行信息融合，构建流量反馈

自适应的闭环控制系统，实现了种肥

精准施用，误差小于5%，处于国际

先进水平；针对多跨同步行走远程遥

控变量作业瓶颈问题，发明了平移式

喷灌机的变量控制方法，提出了基于

速度变化的降雨量控制、基于作业处

方图的变量喷灌、基于卫星与惯性传

感的组合导航方法，研制了转角传感

各跨自动同步行走系统。

创新了农业装备作业过程智能化

监测与远程控制系统管理技术，提升

了农业生产信息化技术水平。发明了

基于土壤打滑智能识别与补偿控制的

自动导航方法，通过建立打滑补偿控

制数学模型，解决了轮胎—土壤打滑

率变幅大的自适应问题，智能化插秧

机自动对行精度9cm；发明了联合收

割机喂入量信息融合分析方法，实现

了基于喂入量的收割机作业速度精确

控制和产量精准实时测量；开发了联

合收割机可视化监控系统，监测参数

包括喂入量、滚筒转速、滚筒扭矩等

16项技术参数，并可对凹板间隙、滚

筒转速、行走速度以及割台高度等关

键参数进行自动控制；研制了联合收

割机远程监测、调度管理系统，率先

迈入“互联网+农机管理”的时代。

应用上述创新性技术成果，研制

开发了土壤样本准在线分析系统、联

合收割机智能测产系统以及自动变量

配肥施肥机、智能化变量喷药机等13

种精准作业装备新产品，变量免耕施

肥播种机节肥15%、节种4～5斤/亩，

分布式变量控制喷灌机节水14%，智

能化自动对靶除草机自动识别行间杂

草，识别准确率94%，智能化变量喷

药机节药10%，构建了我国主要粮食

作物精准作业装备体系，多项创新性

发明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获发明专利

21项；制定国家标准4项。

农产品品质与安全快速
自动检测装备技术的突破

在国内农产品加工、贸易和流通

过程中，缺乏快速品质检测手段，因

此中国农机院开发了多种农产品品质

快速自动检测装备，推动了我国农产

品品质检测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水平的

新发展。

首创谷物品质快速自动评定方

法，以小麦、玉米和稻谷等主要粮食

品种为对象，研究谷物品质快速自动

检验方法，并编写了谷物样品品质快

速自动分析方法标准。研制了谷物内

部品质近红外快速分析系统，谷物含

水率检测范围8.0%～20.0%，检测精

度±0.3%；谷物粗蛋白含量检测范围

10.0%～30.0%，检测精度±0.9%。

研究开发了微波粮食水分在线

式测量仪器，广泛用于粮库和农产品

加工生产线水分快速自动无损检测；

在国内首次开发出基于声频探测方法

的粮虫自动检测技术的便携式虫害自

动检测仪器，为解决现场快速检测虫

害提供了好的解决方案，探测对象：

第一食性的粮虫3种以上，粮虫分辨

能力：≤5头/L。乳品酸化非开包快

速自动检测仪，采用转动惯量测量原

理的UHT乳制品成品的无损检测方

法，获得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动惯量

测量结构。储藏粮食的活性与霉变检

测装置，创建气味电子鼻自动探测方

法，解决了探测器性能稳定性难题，

建立粮食活性与霉变模型，霉变检测

正确率高于90.0%。谷物外部品质图

像自动分析装置，通过图像自动分析

方法实现稻米、小麦和玉米的分类检

测功能。

开发了田间谷物蛋白分布信息

的在线获取装备。针对小麦品质在线

检测需求，研究了激光红外光谱在线

检测技术、小麦品质光谱信息解耦技

术、特征指纹信息提取方法和激光红

外光谱粮食品质自动分类技术，研制

激光红外小麦品质在线检测系统，实

现小麦蛋白和水分等主要成分的在线

检测。研究成果在小麦联合收割机上

应用示范，用于精准农业粮食品质分

布信息的自动获取。

农业机器人引领行业创新
技术高速发展

开展农业机器人研究，不仅对适

应市场需求、降低劳动强度、提高经

济效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且对跟

踪世界农业新技术、促进我国农业科

技进步，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有着重

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农机院研制出我国第一代

果实自动采摘机器人。重点研究了农

业机器人鲁棒控制技术、多传感器信

息融合的果实空间自动定位技术与机

械臂空间避障等技术，提出了基于特

征光谱的果叶高光谱成像自动识别方

法，实现了原始创新与自主开发，对

提高农业机器人的智能装备水平有着

重要的意义。

研制出我国第一代葡萄等果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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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国农机院首席专家   张小超

取得多项突破，中国农机院持续
推动中国农业机械智能化发展

党建快讯

◆ 中机十院洛阳建筑工程设计研究院谢朝芳荣获

“河南省劳动模范”，中机十院洛阳建筑工程设

计研究院杨新全荣获“洛阳市五一劳动奖章”。

中机十院综合保障部物业班荣获“洛阳市工人先

锋号”。

◆ 4月20日上午，中机试验党委召开了2019年第

二季度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学习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及中国农机院2019年党建工

作要点、纪委工作要点。

◆ “五一”节前，现代农装和呼和浩特分院分

别召开了党风廉政建设主题会，传达了国机集

团纪委、中国农机院纪委2019年一季度工作例

会的有关精神和中国农机院《关于严明2019年

“五一”、端午期间有关纪律要求的通知》。

◆ 4月23日，中机三勘召开党委（扩大）会议，

传达了湖北省国资委党建工作会议及中国农机院

党建工作会议精神，对2019年党建工作进行了全

面布置。

专家论坛

国有企业职责定位的
“六种力量”

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

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

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

“ 一 带 一 路 ” 建 设 等 重 大 战 略 的 重 要 力

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

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胜利的重要力量。

学习园地

动套袋机器人。采用深度相机的信息融合技术，自

动选择不同深度区域进行对象识别，实现了果实自

动识别、定位技术研究，及从底盘、多自由度机械

手到套袋末端执行器的研制，原始性创新方面取得

突破性进展，提出和建立一系列机器人实用化设计

方法、理论及技术。

研制出我国第一代畜禽养殖自动管理机器人。

重点研究开发了猪场和鸡场消毒巡检机器人，具备

四轮独立驱动底盘装备和自动喷药系统，装备热红

外摄像机疫情自动预警系统。

目前，我国发展农业机器人的时机已经成熟。

一是社会条件比较成熟，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老

龄化速度也在加快，劳动力短缺；二是技术条件，

计算机、传感器、互联网、卫星定位，这些技术为

农业机械的研究和应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可

能；三是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进程创造了良好

的外部环境。项目团队为我国农业机器人的开发研

究奠定了好的基础。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

60年来，中国农机院使我国农业机械智能化技术实

现了从“了解、跟踪、追赶”到并跑的跨越式发

展。特别在精准农业和农业机器人领域，部分技术

达到了领跑的阶段。但同时也应看到，与世界科技

强国相比，我国仍属于后发国家，在原始创新、颠

覆性创新、协同创新等方面仍存在不小的差距。我们

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坚定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奋力加强自主创新，突

出以科技创新带动全面创新，充分发挥创新对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引领作用，奋勇向前，为建成创新型国家

和世界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而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