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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国民经济的脊梁，是国家安全

和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是我国经济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升

级的主战场。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2010 年以来，我国制造

业增加值连续五年超过美国，成为制造大国，一些优势领域已达

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创

新能力、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仍有明显差距，大而不强。因此，实

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是新时期我国制造业应着力实

现的重大战略目标。 

为了推进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国务院组织编制并于 2015 年

5 月 8 日正式发布了《中国制造 2025》，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和跨越发展作了整体部署，提出了我国制造业由大变强“三步走”

战略目标，明确了建设制造强国的战略任务和重点，是我国实施

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  

制造业覆盖面很广，为了确保用十年的时间，到 2025 年，

迈入制造强国行列，必须坚持整体推进、重点突破。《中国制造

2025》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重大需求，选择 10 大优势

和战略产业作为突破点，力争到 2025 年达到国际领先地位或国

际先进水平。十大重点领域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

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

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业装备、新

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为指明十大重点领域的发展趋势、发展重点，引导企业的创

新活动，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特组织编制了这些领

域的技术路线图，汇总成册，称为“《中国制造 2025》重点领域

技术路线图”。由于封面为绿色，也可称为“《中国制造 2025》

重点领域技术创新绿皮书”。 

技术路线图的编制于 2015 年 4 月中旬启动，动员了 48 位院

士、400 多位专家及相关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参与，广泛征集了来

自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专业学会协会的意见。如汽车领域技

术路线图编写组，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组织，来自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骨干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89 位专家参与了讨论和编

写工作，对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的技术发展方

向和发展路径进行了充分讨论，形成了基本共识，并绘制了技术

路线图。10 大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多次广泛征求意见，六易其

稿，已趋成熟，并于 2015 年 8 月 25日提交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

略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会后根据与会委员们的意见

又作了修改完善，现以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名义正

式予以发布。 

“《中国制造 2025》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是参与编制工作

的院士和专家们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

性、具有十分重要参考价值的咨询报告。“技术路线图”的发布，

可以引导广大企业和科研、教育等专业机构在充分进行市场调

研、审慎考虑自身条件和特点的基础上，确定发展方向和重点；

也可引导金融投资机构利用自己掌握的金融手段，支持从事研



   

 

发、生产和使用“技术路线图”中所列产品和技术的企业和项目，

引导市场和社会资源向国家的战略重点有效聚集。“技术路线图”

也可为各级政府部门支持重点领域的发展提供咨询和参考。 

考虑到技术发展和市场变化速度很快，“技术路线图”将每

两年滚动修订一次，希望为各界提供与时俱进的参考和指引。 

感谢参与编制工作全体同志的努力和贡献！感谢各级政府及

产业界、学术界同仁们给予的鼎力支持！期望本“技术路线图”

的发布，能为《中国制造 2025》的实施和十大重点领域的突破

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 

                 

                                

                             2015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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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农业装备 

8.1 农业装备 

农业装备是融合生物和农艺技术，集成机械、电子、液压、

信息等高新技术的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先进装备，发展重

点是粮、棉、油、糖等大宗粮食和战略性经济作物育、耕、种、

管、收、运、贮等主要生产过程使用的装备。农业装备是不断提

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实现农业现代化最基

本的物质保证和核心支撑。 

8.1.1 需求 

近年来，我国农业装备产业快速发展，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农

业装备生产和使用大国。但占市场需求 90%以上的国产农业装备

为中低端产品，不能全面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要，信息化、智能

化技术的快速应用进一步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新型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推进，保障粮食、

食品、生态三大安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要求农业装备产业拓展领域、增加品种，并加快向自动化、信息

化、智能化发展。 

8.1.2 目标 

2020 年，构建形成核心功能部件与整机试验检测开发和协

同配套能力。农机工业总产值达到 6000 亿元，国产农机产品市

场占有率 90%以上，200 马力以上大型拖拉机和采棉机等高端产

品市场占有率达 30%。变量施用技术产业化，化肥和农药有效利

用率达到 40%。掌握核心零部件制造和可靠性关键技术，拖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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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联合收割机平均无故障时间分别提高至 250 小时和 60 小时。 

2025 年，大宗粮食和战略性经济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品种齐

全，农机装备信息收集、智能决策和精准作业能力显著提高，形

成面向农业生产的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农机工业总产值达到

8000 亿元，国产农机产品市场占有率 95%以上，200马力以上大

型拖拉机和采棉机等高端产品市场占有率达 60%。智能播种施肥、

植保、收获机械等投入使用，化肥和农药有效利用率达到 50%以

上。全面掌握核心装置制造和整机可靠性关键技术，拖拉机和联

合收割机平均无故障时间分别达到 350 小时和 100 小时。 

8.1.3 发展重点 

1. 重点产品 

(1) 新型高效拖拉机 

200 马力及以上，8 速及以上动力换挡拖拉机，主变速电控、

主离合器电液控制的 CVT 无级变速拖拉机。发动机、传动系统、

控制系统等关键零部件国内自主配套。 

(2)变量施肥播种机械 

稻麦、玉米、大豆等变量施肥播种机，配套动力 100 马力及

以上，气力式排种，实现免耕、变量分层施肥一体化作业，具备

导航作业、漏播及堵塞监控等功能。 

(3) 精量植保机械 

大型高地隙、轻型水田自走式喷杆喷雾机，离地间隙 800 毫

米及以上，静液压驱动、地隙轮距可调，具备自动防滑、变量作

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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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效能收获机械 

喂入量 10 公斤/秒及以上大型谷物联合收获机、喂入量 8 公

斤/秒及以上高通过性水稻联合收获机，以及新型玉米籽粒收获

机、采棉机、甘蔗收获机、油菜收获机、饲草料收获机。静液压

驱动，具有导航定位、故障诊断、主要参数实时采集与自动监控

功能。 

(5)种子繁育与精细选别机械 

玉米、小麦、水稻、蔬菜等小区精细种床整备、父母本精量

交错播种、去雄授粉、洁净收获机械；种子数控干燥、精细分选、

智能丸化、活性和健康检测、计数包装与溯源等设备。 

(6)节能保质运贮机械 

大型粮食节能干燥机械，具备精准在线水份监测、精准自动

温湿度控制功能。粮食、果蔬等农产品物理环境、微生物滋生时

间历程标示等智能运、贮设备。 

(7)畜禽养殖机械 

环境精准调控、畜禽个体行为与生长健康状况智能识别、个

体精量饲喂、畜产品采集等智能化设备。 

(8)农产品加工机械 

小麦、稻米等谷物及油料智能化、自动化加工成套设备。果

蔬高效低损清洁、多规格切制、分等分级、自动化功能包装等设

备。牛羊屠宰及畜禽、水产品自动化分割、剥制等设备。禽蛋高

通量检测及分级包装设备。乳品品质无损检测、高速无菌灌装等

设备。农产品加工副产物绿色多元化利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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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键零部件 

(1)农用柴油机 

非道路国Ⅳ排放，扭矩储备 35%以上，动力输出接口 3 个及

以上，噪声声功率级不高于 114 分贝；电控系统、后处理系统国

内自主配套。 

(2) 转向驱动桥及电液悬挂系统 

转向驱动桥为 200马力及以上拖拉机、喂入量 10 千克/秒及

以上联合收获机配套。电液悬挂系统基于控制器局域网络（CAN）

总线控制，具有力调节、位置调节、高度调节及力、位置比例的

综合调节功能。 

(3) 农业机械专用传感器 

施肥播种机械作业深度、行走速度、作业质量等测控传感器。

植保机械前进速度、喷量、压力、喷洒面积等测控传感器。收获

机械喂入量、清选与夹带损失、割台高度、滚筒转速、产量流量

和谷物水分等测控传感器。 

(4) 农业机械导航与智能化控制作业装置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导航定位、对象跟踪装置，定位精度不

低于厘米级；种、苗输送与栽播自动化识别等智能化控制作业装

置。 

3. 关键共性技术 

（1）农业机械数字化设计实验验证技术 

突破农业机械关键部件及整机数字化建模、虚拟设计、动态

仿真验证等技术，解决创新设计与先进制造融合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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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业机械可靠性技术 

突破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重点产品可靠性试验方法、检测

控制等技术，实现服役环境主动可靠性设计技术应用。 

（3）农业机械关键零部件标准验证技术 

突破农业机械关键零部件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技术，推

进农业机械产品组合化、模块化发展。 

（4）农业机械传感与控制技术 

突破土壤、植物、环境和水、肥、种、药，动物行为与环境，

农业机械及其作业工况的传感、监测与控制及数据管理技术，实

现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 

8.1.4 应用示范工程 

1. 智能化农机生产线应用示范工程 

集成农机数字化设计、制造工艺规划、制造过程控制等技术，

开发拖拉机变速系统、联合收割机底盘和脱粒清选关键总成系

统，在拖拉机、联合收获机企业应用示范。 

2. 智能化农场应用示范工程 

集成智能化的种、肥、药施用与收获等机械，以及畜禽个体

饲喂、牛奶采集等养殖设备，形成主要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畜

禽养殖和畜产品采集种养结合的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在大型农

场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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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战略支撑与保障 

1.支持建立国家农业装备产业创新中心。建立研发、设计、

检测、标准等数据平台；开展基础前沿技术、关键共性、重大战

略装备等协同创新；开展研发设计、科技服务、检验检测、信息

服务等公共技术服务；构建适应国情、立足产业、协同高效、支

撑发展的农业装备产业创新体系。 

2.支持实施农业装备制造发展行动。推进基础前沿、关键共

性技术及重大关键装备研发及产业化；推进企业“两化”融合，

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推进农业装备企业研发全球化布局及

产业国际化发展；完善农机关键零部件及整机税收优惠、农机新

产品购置补贴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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