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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农业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

位，农业经济发展对于国家的稳定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

作用。现阶段，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较高，农业机械化

发展迅速，作为重要的技术基础之一，对于农业发展具

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借助农业机械，可以使产业结构得

到有效调整，满足农村潜在劳动力的解放需求，从而与

未来农业发展趋势相符。同时，也可以对农民劳动压力

和强度进行有效控制，弥补传统人工工作模式存在的缺

陷，不断规范相关种植技术，促进未来农业健康发展与

进步。对于农业机械自动化来说，主要是指将自动化技

术合理应用在农业生产活动运输过程、销售环节，以此

来致力于不同环节工作效率的提升。基于此，对于相关

人员来说，应对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重要性予以清晰认知，

实现机械化技术在现代农业中的灵活应用，从而将现代

农业发展提升到全新的高度和深度。

1    现代农业与农业机械化的内涵分析

1.1    现代农业
与传统农业进行对比，基于自然科学的发展，现代

科学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借助科学化的技术管理手

段，并将相关国家政策落实到位，实现生产资料的合理

运用，促进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农业”的顺利进行，即

现代农业。对于现代农业来说，是农业生产技术顺利转

变为农业生产经验的重要象征。

在开展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方面，现代农业生产应与

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不断强化农业生产综合竞争力，

给予农业产业经济发展强有力的保证。为了不断完善现

代化农业生产体系，在生产过程中，应紧密融合现代化

生产方法和机械技术，弥补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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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与缺陷。

1.2    农业机械化
对于农业机械化来说，旨在将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到

最佳，推动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使先进的科学设

备在现代农业生产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改变手工工具

模式，为翻地、播种等农业劳作的生产提供极大的便捷。

同时，在我国农业生物高新技术研究中，农业机械化属

于重要的一大产物与成果，其推广，在现代农业建设进

程中起到里程碑的作用，其明确提出了对农业生产过程

的要求，也就是说，应加强机械化操作，有效降低和缓

解农民的劳动强度，并推动农业产量的提升。所以农业

机械化发展，对于现代农业生产力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

作用。

2    农业机械化发展对现代农业的影响

2.1    有利于将农业生产效率提升上来
对于传统农业生产活动来说，在生产活动实施方面，

人工劳作的方式得到了广泛应用，尤其在平整土地、施

肥、播种等环节。而且在人工生产的方式中，涉及的影

响因素较多，所以误差现象经常发生，如播种量的精准

控制水平较低等，这对农作物后续生长造成了严重的威

胁。同时，在耕地种植面积较大的影响下，仅仅借助人

工劳作方式，所需的时间较长，不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

提升。而通过农业机械设备的应用，可以弥补人工方式

带来的缺陷，不断提高农作物生产效率，节约工作所需

时间，确保农业生产效率的稳步提升。以农作物收割为

例，相比于单人工作效率，收割机的工作效率明显更高，

也就是说，一台收割机可以与数十人同时收割相当，从

而满足收割所需时间的节约化需求。

2.2    有利于确保经济效益的稳步提升
由于农村地区的年轻劳动力较多，但是在耕地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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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等制约下，无法短期内迅速解放农村大量的生产力，

造成农户经济来源较为单一化，很难推动农村地区人民

经济效益的提升。而借助农业机械的应用，可以使农村

大量劳动力得到解放，通过农业机械设备的租赁或购买，

可以促进生产管理工作的迅速完成，而且其他劳动力也

可以深入到城市，不断丰富致富手段和途径，以此来促

使农民经济来源的增加，将经济收入提升上来。此外，

在新型农业机械的支持下，可以精准化控制农业生产活

动中的种子、化肥等资源，将资源浪费现象的发生几率

降至最低，同时将生产活动中的种植成本控制在合理范

围内，从而将农业种植的经济价值充分发挥出来。由此

可以看出，新型农业机械推广，有助于农村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的提升，推动种植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提升，

从而更好地助益于社会发展与国家发展。

3    建设现代农业与农业机械化发展建议

3.1    提升专业素质与专项技能
在传统农业过渡到现代农业整个过程中，农民群体

在农业发展中的地位不可动摇。所以，应注重农民群体

综合素质及专项技能的提升，为农业机械化跨越式发展

助力，并更加便利于后续多项技术、农业机械的合理应

用。就目前而言，要想将农民群众生产技术素质、综合

能力提升上来，对于地方政府部门来说，应从农业发展

现状、发展需求出发，将技术下乡服务落实到位，加强

农业生产培训班的设置，引导基层农民群体正确认识到

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将农民机械化

发展水平提升上来，加强农民机械化操作、农业技术运

用能力的培养，在整体上推动农民综合素质的提升。在

这一方面，对于农机的使用，应对专项技能培训予以定

期进行 , 引导农机经营者、生产者借助农机推广试点的

构建，使农户对农机形成正确的理解，并具备良好的农

机操作技能。除此之外，在现代化农业人才培育中，也

要紧密联系地方农业技校、农业高校，通过密切的合作，

共同致力于现代化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这样做，不仅

可以给予农业科研项目研发人才保证，而且也是提高现

代化农业发展技术水平的重要渠道之一，从而赋予农业

建设和发展全新的生命力。

3.2    完善农业机械化发展的相关政策
首先，加强农业机械购置和使用补贴。在中央财政

补贴方面，应将农业机械的购置补贴力度提升上来，给

予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强大的制度保证，不断

强化农业机械化水平。在政府补贴、部分出资的政策扶

持基础上，建立基金、提供优惠贷款等方式也非常适用，

给予农民和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正确的引导，为农业机

械化的发展助益，将政策调控功能充分发挥出来，确保

我国农业机械装备结构得到有效优化，从而与农业结构

战略性调整需要相适应。

其次，注重财政对农业机械化科技的投入。通常来

说，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是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的重

要影响因素之一。基于此，国家应高度支持有关科研机

构和院校从事农业机械化科技研究，加强农业机械科技

开发专项基金的构建，重点开发新型农业机械产品和配

套机具。此外，在政策扶持、科研开发等作用下，应加

强新型农业机械化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其中，企业应

处于主导地位，而科研部门、推广部门应保持较高的参

与度。

3.3    应用计算机视觉技术
在现代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大大提高了信息技术

的水平，从而推动新型化信息技术的积极研发，其中，

对于计算机视觉技术来说，是技术研发过程中不可或缺

的一大技术类型。在农业生产活动中，通过计算机视觉

技术的应用，对于现代农业的发展作用显著。其中，可

以准确检测农产品的质量、水平，将低质量的农产品识

别出来，从而切实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例如在现在的

大型打米机中，色选机得到了广泛配置，借助色选机，

可以将大米中的变质米粒筛选出来，以此来对高品质、

高质量的粮食进行提供。与此同时，计算机视觉技术在

农业种植资源管理方面也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详细记

录农作物的生产信息，切实保护好农作物生产效益，并

使种植资源得到合理化配置。需要注意的是，在农业生

产领域，计算机视觉技术的应用力度较为薄弱，所以相

关部门应给予充足的资金保证，借助有效的技术研发，

发挥出对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

3.4    加强固有农业机械装置的自动化控制
自动化技术，在农业机械装置中的应用，与现代农

业发展方向相符，不断增强机械设备的运行效率，将机

械设备的自身性能展现出来，确保自动化技术的作用得

到充分体现。对此，在未来现代农业发展方面，应将更

多机械装置与自动化技术融合在一起，不断改进和完善

现有的农业机械装置。同时，自动化技术可以避免农业

机械设备的运行状态出现异常，使农业发展的需求得到

满足。对于计算机和无线摇杆现代化技术，通过在拖拉

机中的应用，可以使自动驾驶功能得到落实，而且也可

以自动化检测池塘深度或农作物的工作宽度，避免人力

成本投入的增长，并使驾驶人员的工作压力处于合理范

围内。此外，在种植甘蔗方面，自动化技术可以促进自

动剥叶处理的顺利实施，在投入甘蔗后，设备可以实现

自动断尾，并及时收集完成剥叶的甘蔗，使剥叶处理迅

速完成，从而确保理想的收获效果。

3.5    加大农机推广服务力度

3.5.1    农机推广服务体系

为了更好地达成农业现代化发展目标，农机推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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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体系应予以不断完善，将非营利性农机服务推广的主

导地位展现出来，而农机科技示范户、农机大户等应处

于主体性地位，借助农机销售、生产企业的辅助，实现

农机推广服务体系的顺利构建，满足功能齐全、形式多

样需求。同时，应与现代农业建设相结合，加大自动化、

精准化农业机械的研发力度，赋予农业机械更多的科技

含量与元素，从而将农业机械优化升级、更新换代推向

全新的高度。此外，也要注重农业机械配套机具的研发，

借助一系列实施举措，确保土壤良好的蓄水保墒能力，

将土壤的生态条件改善到最佳，避免土壤荒漠化或水土

流失现象的出现，在整体上保证农业健康发展。

3.5.2    推进农机服务社会化

为了实现农业机械化发展目标，应基于农机合作社，

加强完善的运行机制的构建，将“谁投资、谁持股”的

原则落实下去 , 实现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顺利构建。

例如在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农机合作社、农机股份

公司应发挥出龙头的作用，而农机中介、农机大户应分

别扮演好各自的纽带性、主体性角色。同时，加强农机

服务模式的创新，如订单作业和预约作业等，积极建设

农机批发销售平台，实现农机品牌的顺利构建，确保较

高的市场影响力，对农机经营售后服务体系进行不断完

善，以此来保证农机普及推广。此外，为了将农机服务

社会化水平提升上来，也要积极构建农机信息平台，基

于省市区等加强农机信息交流网络的构建，定期对相关

农机信息进行发布，如农机维修服务、产品供应等，如

图所示。

4    结语

从上文我们能够深刻地认识到，目前，在工业化发

展过程中，机械化发展在诸多区域农业生产活动中得到

了广泛应用，借助机械应用扶持，将农业生产效益提升

上来，满足劳动生产力的解放需求，基于科技创新，给

予农业发展强有力的保证。此外，借助现代技术和各类

机械设备的融合，可以更好地助益农业现代化生产，全

面化增强各类作物生产效率，从而将农业一体化发展进

度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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