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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规模化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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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 黑龙江省西部齐齐哈
尔市、绥化市、内蒙
古东部呼伦贝尔市、
吉林、辽宁局部。

• 内蒙古中西部锡林郭
勒盟、乌兰察布市、
河北张家口市、山西
中北部朔州市等地。

• 甘肃东部、宁夏大部、
陕西西北部和青海东
部等地。

1、规模化种植



一、概述

附表1：

中国马铃薯优势区域分布

东北马铃薯优势区
黑龙江和吉林2省、内蒙古东部、辽宁

北部和西部
种植面积占全国种植面积的

12%左右

华北马铃薯优势区
内蒙古中西部、河北北部、山西中北

部和山东西南部
种植面积约全国种植面积的

19%左右

西北马铃薯优势区 甘肃、宁夏、陕西西北部和青海东部
种植面积占全国种植面积的

20%左右

西南马铃薯优势区
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和湖北、湖
南2省的西部山区、陕西的安康地区

种植面积占全国种植面积的
40%左右

南方马铃薯优势区
广东、广西、福建3省、江西南部、湖

北和湖南中东部地区
种植面积占全国种植面积的

7%左右



马铃薯种薯
切块/伴药机

悬挂式马铃薯
施肥种植机

牵引式马铃薯
施肥种植机

马铃薯
中耕施肥机

微型薯播种机
马铃薯专用
大垄成型器

植保机械

指针式喷灌机

马铃薯
专用杀秧机

悬挂式
马铃薯挖掘机

马铃薯
专用分选机

仓储设备

牵引式马铃薯输
送带输出收获机

侧牵引
料斗式收获机

自走式马铃薯
联合收获机

牵引式马铃薯
联合收获机

马铃薯
驱动式中耕机

马铃薯
深加工设备

马铃薯
专用覆膜机

马铃薯
专用运输车

撒肥机

耕整地机械
卷盘式
喷灌机

喷药机

仓储窖智能控制系统

一、概述

2、全程机械化

田地装车提升机、分选机、振动分级机、 装袋机、
U型皮带输送机、双层皮带输送机、装仓机、出仓机

种薯筛选设备



二、国内外行业发展现状

1、马铃薯机械化水平

2012年行业综合机械化水平2011年全国马铃薯机械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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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外行业发展现状

2011年北方一季作区马铃薯规模化种植机械化水平

耕整地 播种 中耕施肥

98%

80% 80%

中原

二季作区

西南一二

季混作区

南方

冬作区
喷药 挖掘杀秧

80% 80% 80%

2011年其他区域马铃薯

综合机械化水平



二、国内外行业发展现状

附表2：

中国马铃薯栽培区域化格局

北方一
季作区

东北地区的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省除辽东半岛以外
的大部，华北地区的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内蒙古
全部以及西北地区的陕西北部、宁夏、甘肃、青海

全部和新疆的天山以北地区。

我国马铃薯最大的主产
区，种植面积占全国的

48%左右。

中原二
季作区

辽宁、河北、山西3省的南部，河南、山东、江苏、
浙江、安徽和江西等省。

种植面积占

全国的5%左右。

西南一
二季混
作区

云南、贵州、四川、重庆、西藏等省（区、市），
湖南和湖北西部地区，以及陕西的安康市 。

马铃薯面积增长最快的
产区之一，种植面积占

全国的40%左右。

南方冬
作区

江西南部、湖南和湖北东部、广西、广东、福建、
海南和台湾等省（区）。

种植面积占

全国的7%左右。



二、国内外行业发展现状

2、国内发展现状—设备情况

①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发展较快
②研究以仿制发达国家先进设备为主
③基础理论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国内马铃薯设备现状

①结构简单，质量和性能有待进一步提高
②专用设备以播种、中耕、挖掘设备为主

③机型配套动力覆盖30～120马力所有拖拉机

①价格便宜，价格为国外同类设备10%～40%
②售后服务网络健全，零配件供应及时

③用户以中、小种植户为主（500亩以下）

①进口设备基础上改进，以适应国内种植模式
②粘性土壤收获等国际难题逐步被攻克
③关键部件核心技术创新取得一定进展

研究

设备

市场

发展

作业设备机型少，机械化
程度低，全程机械化目前

处于发展阶段。

作业设备功能单一，大型联
合作业设备缺乏，先进技术
在该领域设备上应用较少。

缺 点

缺 点



二、国内外行业发展现状

2、国内发展现状—主要专用设备

挖掘机中耕机播种机

• 悬挂式马铃薯施肥种植机、中耕施肥机和挖掘机是国内马铃薯机械化专用机型；

• 马铃薯耕整地机械、植保机械、杀秧机械等一般采用大田作物通用机械；

• 种薯切块机械、种薯筛选机械、微型薯播种机械等设备尚未普及应用；

• 大型联合作业机具只在部分特大种植户和薯业公司应用，地方只作为示范样机；

• 中、小种植一般采用65cm行距或110cm大垄，配套40马力左右拖拉机，大种植户和薯
业公司种植采用国际通用的80cm或90cm行距，配套80～120马力拖拉机。



二、国内外行业发展现状

2、国内发展现状—行业情况

主要生产企业：

主要科研院校：



二、国内外行业发展现状

2、国内发展现状—部分产品



二、国内外行业发展现状

3、国外发展现状—行业分类

国外马铃薯装备

德国Grimme和WM公司、美国Double L
和Lockwood公司、比利时AVR公司、
挪威TKS公司、 意大利IMAC公司、

荷兰APH公司等

意大利F .SPEDO公司、
西班牙J.J.Broch公司、

荷兰O&P公司、
日本EZOX公司等

大中型成套马
铃薯种植装备

结构复杂
结构较简单、
机型比较单一

配备先进的电子控制、电子
监控、液压驱动等先进技术

发展迅猛，技术先进，
质量比较可靠 、

完善的技术与装备体系

价格昂贵,售后服务和零配
件供应不及时，与国内种
植农艺多样性有一定差异

按企业 档次分类

适用于小面积
马铃薯种植作业

优点缺点



二、国内外行业发展现状

3、国外发展现状—大型装备

WM公司Falcon 875牵引式马铃薯播种机



二、国内外行业发展现状

Grimme公司GT170

牵引式马铃薯输送带输出收获机

Grimme公司DR1500

牵引式马铃薯联合收获机

3、国外发展现状—大型装备



二、国内外行业发展现状

Double L公司马铃薯专用分选机 DOWNS公司马铃薯仓储设备

3、国外发展现状—大型装备



二、国内外行业发展现状

3、国外发展现状—中小型装备

JJBroch公司马铃薯播种机 J.J.Broch公司马铃薯挖掘机



二、国内外行业发展现状

F .SPEDO公司马铃薯挖掘机

3、国外发展现状—中小型装备

F .SPEDO公司宣传彩页



二、国内外行业发展现状

日本EZOX公司单行马铃薯联合收获机

O&P公司VISSER马铃薯专用分选机

3、国外发展现状—中小型装备



三、行业发展意义

1、政策导向

为提高马铃薯生产机械化水平，促进马铃薯产业发展，农业部2012年7月6日印发了《马铃薯

机械化生产技术指导意见》。

• 《意见》突出农机农艺融合，围绕播前准备、播种、田间管理、收获等四个重点环节，对
品种选择、种薯处理、播前整地、播种质量、栽培模式、中耕施肥、病虫草害防控、节水
灌溉、机械化收获等都提出了明确要求。

• 《意见》强调：机具选择要与马铃薯的种植品种、区域条件、土壤特性、经营规模相适应，
作业质量要符合相关机械化作业标准，促进马铃薯高效高产。

• 《意见》要求：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细化技术内容，逐步规范马铃薯种植，探索全程机
械化的合理生产模式，完善适宜本地区的马铃薯机械化生产技术体系和操作规范。积极扶
持马铃薯生产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促进适度规模经营，提高社会化服务能力，推进马铃薯
生产标准化、规模化、专业化，为实现马铃薯全程机械化生产创造条件。



三、行业发展意义

2、经济效益

• 据2013年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工程科学研究院
马铃薯收获调研数据：

普通单台马铃薯两行挖掘设备一天10小
时可挖掘马铃薯100亩，需配备捡拾人员140
人，人均日工资120元/天 ，平均人工捡拾成
本为：140×120÷100=168元/亩；

• 随着国家城市化进程推进，土地资源合理流
转，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劳动力严重不足，
劳动力成本逐年提高；

• 马铃薯收获受天气等诸多不稳定因素影响较
大，收获时间较为紧迫。

• 采用先进的马铃薯装备，能降低种植成本，
为种植户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联合作业机具发展



三、行业发展意义

3、社会效益

• 实现马铃薯规模化种植全程机械化，研究农机与农艺相结合，探索全程机
械化的合理生产模式，从理论基础着手，研发马铃薯规模化种植成套机械
化装备，全面提升国内马铃薯装备的科技含量。

• 响应农业部《意见》政策的具体措施，加快马铃薯生产机械化的发展，使
马铃薯生产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不仅可以提高马铃薯品质，而且有利
于提高生产效率、解决劳动力不足和降低劳动强度，对推进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发展农村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有重要意义。

• 为国家《马铃薯加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提供有力保障，带动国内农

机制造产业的全面发展。



三、行业发展意义

4、发展目标

发展目标

研制马铃薯
专用成套装备

探索规模化种植
全程机械化模式

减轻用户劳动强度
提高机械化水平

实现规模化种植
全程机械化

经济效益

研发单位和生产企业
经济效益

降低用户作业成本
提高种植经济效益



四、行业发展趋势和前景

1、发展趋势

发展趋势

微型薯专用设备的开发

大型联合作业装备的推广

标准化种植成套装备的普及

国外先进装备和技术的引进

仓储设备的全面应用



四、行业发展趋势和前景

1、发展趋势—微型薯专用设备的开发

法国ERME气力式微型薯播种机缺点：

①播种前种薯大小需筛选分级，播种时需频繁更换吸种盘；

②作业时种薯与吸种孔产生摩擦，种薯损伤严重。



四、行业发展趋势和前景

1、发展趋势—微型薯专用设备的开发

荷兰APH带式微型薯播种机：
优点：带式排队、低位投种，不用考虑种薯大小，播种时损伤率极低；

缺点：投种时拖拉机时速过快容易造成播种株距不均匀，影响播种质量。



四、行业发展趋势和前景

1、发展趋势—微型薯专用设备的开发

APH带式微型薯播种机输送单体



四、行业发展趋势和前景

1、发展趋势—微型薯专用设备的开发

微型薯分级机

微型薯点数机



四、行业发展趋势和前景

1、发展趋势—仓储设备的全面应用

田地装车提升机



四、行业发展趋势和前景

1、发展趋势—仓储设备的全面应用

输送料斗和滤土器（两台设备配套使用）



四、行业发展趋势和前景

1、发展趋势—仓储设备的全面应用

U型皮带输送机

标准皮带输送机

专用皮带输送机



四、行业发展趋势和前景

1、发展趋势—仓储设备的全面应用

装袋机



四、行业发展趋势和前景

1、发展趋势—仓储设备的全面应用

装箱机



四、行业发展趋势和前景

1、发展趋势—仓储设备的全面应用

双层皮带伸缩机（该设备与布薯器配套使用）



四、行业发展趋势和前景

1、发展趋势—仓储设备的全面应用

布薯器/装仓机（该设备与双层皮带输送机配套使用）



四、行业发展趋势和前景

1、发展趋势—仓储设备的全面应用

出仓机和出仓伸缩皮带输送机



四、行业发展趋势和前景

1、发展趋势—仓储设备的全面应用

张北县仓储设备作业现场



四、行业发展趋势和前景

1、发展趋势—大型联合作业装备的推广

一次作业能完成施肥、
播种、喷药、覆土、成
垄等功能的牵引式马铃
薯播种机。



四、行业发展趋势和前景

一次作业能完成挖掘、输
送、去土、分秧、存储等
功能的自走式马铃薯联合
收获机。



四、行业发展趋势和前景

1、发展趋势—大型联合作业装备的推广

杀秧、收获一次作业完成



四、行业发展趋势和前景

1、发展趋势—国外先进装备和技术的引进

刀片式还田机

锤爪式还田机

引进—消化吸收—提高

国产化仿形专用杀秧机国外仿形专用杀秧机

作业 效果



四、国内行业发展趋势和前景

采用

挂胶

部件

结构

全面

改进

普通抖土链条
缺点：土豆往复滚动，伤薯现象严重。

1、发展趋势—国外先进装备和技术的引进



四、国内行业发展趋势和前景

巴西Jacto风幕式喷杆喷药机

①采用风幕式防飘技术，即使在有

风的天气也能正常作业，减少雾滴

飘移损失；

②通过气流辅助的方式增强雾滴的

穿透性，使作物叶子正反两面药液

达到均匀一致。

1、发展趋势—国外先进装备和技术的引进

风幕式喷药机的引进，能适当减轻晚疫病危害



四、国内行业发展趋势和前景

• 航空植保无人直升飞机的投入使用



四、国内行业发展趋势和前景

1、发展趋势—国外先进装备和技术的引进

种薯切块机的引进，能极大的降低农民种薯切块劳动

强度，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精准切块和病毒防治。
四子王旗种薯切块现场



四、国内行业发展趋势和前景

1、发展趋势—国外先进装备和技术的引进

种薯筛选设备的引进，能提高种薯品质，降低种

薯病害的感染率，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成本过高。



四、行业发展趋势和前景

1、发展趋势—标准化种植成套装备的普及

规范种植 农机推广
有利于

种植行距

900mm850mm800mm700mm650mm

国外马铃薯主要种植行距800～900mm，主要装备紧跟种植农艺；

国内农机装备发展紧跟国外农机装备，非主流模式将逐渐边缘化。

农艺规范
实现



四、行业发展趋势和前景

1、发展趋势—标准化种植成套装备的普及

• 标准化种植，能提高马铃薯单位面积产量；

• 标准化种植，利于成套设备的选购和作业；

• 标准化种植，配套装备紧跟国际主流发展。

推动

标准化种植 配套装备的普及



四、行业发展趋势和前景

2、发展前景

发展前景
2015年全国马铃薯规划
种植面积达到1.2亿亩

2020年主产区马铃薯机械
种植和收获水平力争达到
30%以上，综合机械化水

平突破40%。



五、机械化模式探索

播种时垄两侧深施肥

• 可调整的垄侧深施肥，能有效防止种、肥混合，以免造成肥烧种现象；

• 可调整的垄侧深施肥，能有效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生态环境的污染；

• 一次进地完成施肥、播种，减少机车进地次数，降低种植作业成本。

播种前撒肥

对
比

1、撒肥和垄侧深施肥



五、机械化模式探索

马铃薯挖掘机（带侧输出）

全喂入马铃薯输送带输出收获机

2带2收获模式

一个箭头代表一垄马铃薯，蓝色箭头用带侧输出普通挖掘机

收获，马铃薯铺放在两红色箭头中间，再用全喂入马铃薯收

获机收获两红色箭头，一次四行马铃薯全部装车。

2带4收获模式

两侧蓝色箭头分别用带侧输出普通挖掘机收获，马铃薯均

铺放在两红色箭头中间，再用全喂入马铃薯收获机收获两

红色箭头，一次六行马铃薯全部装车。

优点：1、提高作业效率和设备利用率，降低作业成本；
2、增加马铃薯收获集中度，减少马铃薯的损伤率。

2、大小收获机配套使用



五、机械化模式探索

一次收获直接装车 二次分选机筛选 三次人工筛选平台筛选

沙土、普通砂壤土可实行
一次收获装车直接入库

粘性较重砂壤土、普通粘性
土壤实行一次收获装车，二
次分选机筛选然后入库

黑粘土及相近土壤实行
一次收获装车，二次分
选机筛选，三次人工筛
选平台刷选，最后入库

3、粘性土壤收获解决方案



五、机械化模式探索

3、粘性土壤收获解决方案



五、机械化模式探索

通用机型适应能力更强

覆土圆盘起垄土壤蓬松，利于马铃薯的出苗生长

起垄铧在粘性土壤雨水较大季节任可正常起垄作业

大垄成型器在中耕时成垄型较好，利于保水保墒

4、播种机配套起垄机构



五、机械化模式探索

• 三次中耕用户播种
深度10～12mm，两
次中耕用户播种深
度12～15mm较为适
宜,风大地区可适
当播深，不同土壤
条件有一定差异。

• 机械化精量播种株
距我们建议控制在
15～20mm之间较为
适宜，不同区域和
农艺有一定差异。

5、机械化播种深浅和株距

通过实验：



五、机械化模式探索

理想

垄形

6、中耕垄形选择

• 垄形表面积增大，增加垄体表面积温，确保单位面积马铃薯产量；

• 垄形饱满结实、蓄薯空间大，利于马铃薯的后期生长，在积温充足地区减少中耕次数；

• 凸梯形垄形设计，雨水经过垄体时间延长，渗入垄体水量增加，保水保墒性好；

• 垄形规范和压实程度好，能有效防止马铃薯后期生长塌现象发生。

凸梯形垄优点：

梯形 弧形 三角形



六、黑龙江省机械化种植概况

• 根据规划，到2015年，黑龙江马铃薯种植面积550万亩，总产将达到1100万吨，
种薯面积发展到100万亩。

克山农场批量引进侧牵引料斗式收获机 克山农场引进的国际先进自走式联合收获机



六、黑龙江省机械化种植概况

• 依安县新发乡新建的2万平米马铃薯仓储窖，标准储量为5万吨，常规储存可达8万吨，
是国内最大的单体马铃薯地下仓储窖之一；

• 整个仓储物流中心预计总投资将达1.1亿元，年交易量可达10余万吨。

• 2011年，黑龙江省在全国率先开通马铃薯专列，破解马铃薯外销运输难题。



七、公司研发设备现状

• 2CMZ—2/4马铃薯施肥种植机

一次进地可完成施肥、开沟、播种、

喷药、覆土等多项功能；高频电机

振动装置的运用，有效降低重播率。

1、新型设备的研制



七、公司研发设备现状

1、新型设备的研制

喷药系统：整体合理配置，关键部件原装进口，
为用户展现最佳的雾化喷雾效果。

后横梁机构：仿形可调整横梁，可根据用户
的不同需要配备起垄铧、覆膜机构等部件。

单体仿形机构：仿形轮根据地面高低带动开沟靴
上下仿形浮动，保证不同地形播种深浅一致。



七、公司研发设备现状

1、新型设备的研制

• 3ZG—3/5/7马铃薯中耕施肥机

一次进地作业完成垄间碎土、深松、垄上培土成形、施肥等多项功能，同时进

行作物苗期垄间除草作业。



七、公司研发设备现状

1、新型设备的研制

• 中耕施肥机配套成型器

垄体成形，增加垄体截面积使形成垄形蓄薯空

间大，增加垄体表面积有利于增加积温。



七、学科梯队发展现状

1、新型设备的研制

卷盘式喷灌机

滴
管
带

PE

管
喷
灌



七、公司研发设备现状

1、新型设备的研制

• DYP系列中心支轴式喷灌机

该机是在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及部分其他省份旱作区的实际

情况，创新研发的带有自动化智能控制系统的新型高效大型喷灌设备。



七、公司研发设备现状

1、新型设备的研制

智能控制系统

远程控制灌溉系统、环境监测和反馈系统、设备运行智能监控系统、可视化多功能

操作界面等先进技术在中心支轴式喷灌机上全面应用



七、公司研发设备现状

1、新型设备的研制

• 4MFS-2/4马铃薯仿垄专用杀秧机

该设备是根据我国马铃薯农艺要求，在吸收国

外装备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研制而成，适合我国

国情的马铃薯专用彷垄仿形杀秧设备。



七、公司研发设备现状

1、新型设备的研制

仿垄杀秧效果



七、公司研发设备现状

1、新型设备的研制

• 4MS-2悬挂式马铃薯挖掘机

该设备一次进地可完成仿形限深、挖掘、切秧、分离升运和放铺集条作业，适应

土壤含水量在25%以下的粘重土壤、黑钙土、砂壤土地区的收获需要。



七、公司研发设备现状

2、科研项目—样机参观学习

技术人员在甘南县兴十四村进行
样机参观学习

2013年7月内蒙古武川县

微型薯播种机样机参观



七、公司研发设备现状

3、学术交流

2013年重庆巫溪中国马铃薯大会

2012年乌兰察布市中国马铃薯大会

2013年四川农机

院学术交流

2013年新疆农垦科

学院学术交流



七、公司研发设备现状

4、市场调研

马铃薯机械学科成员2013年春季在

内蒙古调研马铃薯播种机、微型薯

播种机、中耕施肥机等相关情况



七、公司研发设备现状

4、市场调研

河北张家口市薯业公司调研

克山县春季马铃薯播种调研

依安县秋季马铃薯收获调研



七、公司研发设备现状

5、农机展会

集宁市马铃薯装备展会 巫溪县马铃薯装备展会



谢 谢 大 家 ！

2013年全国秋季各地马铃薯收获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