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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处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大学、许昌市烟草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东山、刘汉华、喻丽华、张富贵、卫韦、范沿沿。 

考虑到本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权，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权的鉴

别。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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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田覆膜机性能及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烟草覆膜机的术语和定义、设备功能与性能、作业规范及设备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烤烟种植区的烟田覆膜机械化作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6151.1 农业机械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第 1 部分：拖拉机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覆膜后垄高 The height of the ridge after film 

机械覆膜作业后，沟底至覆膜后垄顶的高度，cm。 

3.2  

覆膜后垄基宽 The width of the ridge base after film 

机械覆膜作业后，沟底部垄体的宽度，cm。 

3.3  

覆膜后透光面宽 The width of illuminating surface after film 

机械覆膜作业后，垄体顶部未被土覆盖的膜的宽度，cm。 

3.4  

覆土宽度 The width of coving soil 

机械覆膜作业后，土壤覆盖地膜边缘的宽度，cm。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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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土断条率 The broken bar probability of coving soil 

机械覆膜作业后，平均百米作业长度内膜边覆土未达到规定覆土宽度的长度，cm。 

4 设备功能与性能 

尽管覆膜机的类型及构造不尽相同，但其工作原理基本相同。覆盖地膜时，先将地膜覆盖机下降到

工作高度，拉出一部分地膜埋好，起步后，由配套动力牵引，带动覆膜机行走、转动，把垄体两侧垄土

分开，覆膜装置将地膜平铺到分完土的垄面上。随着机具的行走，压膜轮把平铺的地膜压住。最后，覆

土圆盘把分土圆盘犁分开的垄土收集到地膜两侧，压住地膜完成覆膜操作。性能指标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性能 指标 

覆膜后垄高、垄基宽 
平均值 90%当地的农艺设定值 

稳定性系数 ≥80% 

覆膜后透光面宽 
平均值 介于膜宽的70%～90% 

稳定性系数 ≥80% 

覆土宽度 
平均值 2.5～7.5cm 

稳定性系数 ≥80% 

覆土断条率 ≦5% 

透光面机械破损度 ≦55mm/m
2
 

覆膜紧实度 膜紧贴垄面，无皱褶，不破膜，覆膜严实 

5 试验方法 

5.1 覆膜后垄高、垄基宽、覆土宽度、覆膜后透光面宽检测方法 

5.1.1 覆膜后垄高、覆膜后垄基宽、覆土宽度、覆膜后透光面宽测量 

覆膜机完成覆膜作业后，在测点处切开垄的断面，用直尺测量沟底至覆膜后垄顶水平面的垂直高度，

即覆膜后垄高（见图1）；逐点测量并记录。参照相同方法分别测量覆膜后垄基宽、覆膜后透光面宽和

覆土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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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覆膜后垄截面示意图 

 

5.1.2 覆膜后垄高、覆膜后垄基宽、覆土宽度、覆膜后透光面宽计算 

用以下公式测算各测点指标的平均值及其标准差、稳定性变异系数： 

       ……………………………………………………………………………（1） 

      ………………………………………………………………………（2） 

       ……………………………………………………………………（3） 

       …………………………………………………………………………（4） 

式中： —各测点的指标值，cm； 

       —测点数，若单一行程测点数为 5，则往返行程测点数为 10； 

       —各测点指标的平均值，cm； 

       —各测点指标的标准差，cm； 

       —各测点指标的变异系数，%； 

       —各测点指标的稳定性系数，%； 

5.2 覆土断条率检测方法。 

5.2.1 覆土断条率测量 

在作业区段内选择1～5个20m长的测区，在测区内用米尺测量未达到覆土宽度要求的作业段的长度。 

5.2.2 覆土断条率计算 

首先，计算断条总长度 C，式为： 

      
m

icC
1

 ………………………………………………………………………………（5） 

然后，计算覆土断条率，式为： 

      %100
L

C
   …………………………………………………………………………（6） 

式中： 

    —覆土断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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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断条总长度，cm； 

    ci —第 i 个断条的长度，cm； 

    m—测区中出现的断条个数； 

    L—有效测区总长，m。 

5.3 透光面机械破损程度检测方法 

采用直尺测量破损膜的长度来判断覆膜后透光面机械破损的程度。 

在每个小区内，测量采光面上各机械破损部位的最大尺寸，按式（7）计算采光面机械破损程度。 

ba

l




1000
 …………………………………………………………………………（7） 

式中： 

 ——采光面机械破损程度，单位为 mm/m
2； 

l ——小区内各处机械破损部位的最大尺寸，单位 mm； 

a——小区长度，单位 m； 

b ——小区内采光面宽度平均值，单位 mm。 

5.4 覆膜紧实性检测方法 

采取感官测试法，整体判断覆膜紧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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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覆膜机作业、使用与贮存 

A.1 安全 

A.1.1 发动机器时，排档杆必须置于空档位置。 

A.1.2 作业、转移和地头转弯时，机具上不得站人，并应避开行人和障碍物。不得将手脚伸入机组工

作区域，与作业无关人员不得靠近作业机组。 

A.1.3 换装地膜、清除堵塞杂物时，应停机熄火，拉起手刹将机具置于升起状态并稳定支撑。 

A.1.4 作业中听到异常声音，应立即停机检查，排除故障。 

A.1.5 严禁将覆膜机交给不熟悉操作的人员使用。 

A.1.6 禁止疲劳或酒后操作机器。 

A.2 使用与保养 

A.2.1 调整前准备 

在平坦的地面上将覆膜机水平架起、支撑牢固，使整机离开地面，便于检查调整。 

A.2.2 机组挂接与调整 

A.2.2.1 机组挂接 

将机具的挂接点与拖拉机的上下拉杆正确连接，采用拖拉机动力输出驱动的机具，应将拖拉机动力

输出轴与机具动力输入轴进行正确连接。 

A.2.2.2 覆膜宽度调整 

调整时，应注意开沟器与压膜滚筒同时调整，使开沟器尖端与滚筒边的中间位置在同一直线上，调

整好开沟器的开沟深度(4～7cm)，保证地膜的两边能压入足够深度。 

A.2.2.3 覆土圆盘调整 

保证充分覆盖的前提下尽量少覆土，可以通过改变圆盘入土深度和倾斜角度达到目的。 

A.2.2.4 膜筒调整 

覆膜机使用前检查膜轴是否固定，其转动是否灵活。安装膜筒时首先将膜筒管插入薄膜筒内，然后

将膜筒管的一端配套入机具盖板下在左侧板的轴销内，再将膜筒管套入右侧板的轴销内（先压缩弹簧或

调节膜管螺栓），最后，把膜筒调节到中心位置后，锁紧侧板两边螺丝固定好膜管，注意塑料薄膜需从

膜筒下方拉出，覆膜松紧程度可用调节螺栓作调整。 

A.2.2.5 压膜轮高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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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旋转压膜轮手柄调节适当位置。压膜轮过低，易造成薄膜刮破；压膜轮过高，造成压膜土流失。 

A.3 试作业 

拖拉机进入地头后，缓慢放下机具，覆膜机应与待铺垄的中心线对正，将地膜从卷轴上拉出50～

100cm长的预留地膜并用土紧密压实、压平，即可进行试作业。 

机具全部调整后，应再次进行试作业，直至机具达到正常作业状态，然后将各个调整部位全部拧紧

锁死。 

A.4 作业要求 

a) 按使用说明书的规定对拖拉机和覆膜机进行调整、保养，并按作业要求做好各项检查和准备工

作，保证覆膜机具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b) 观察周围情况，确认安全后按事先规划好路线起步进行作业。 

c) 覆膜作业前应观察覆膜机有无异常反应，如发现异常应立即停机检查。检查电器开关、制动等

部件是否灵活可靠，严禁违规操作。 

d) 作业中，应按作业机具使用说明书规定的作业速度进行作业，避免中途停机、变速。 

e) 作业中，辅助人员要经常检查起垄、铺膜、压膜、覆土等作业质量，一旦发现问题，立即停机

检查。 

f) 机组在地头转弯时，留足地头的地膜用量，剪断后，再人工补铺，然后压牢。 

g) 地膜厚度应按当地农艺标准进行选用，幅宽比垄面宽 200～300mm。 

h) 在换装地膜过程中，穿膜者和操作机器者必须是同一人同时严禁非工作人员操作设备，以防误

伤他人。 

i) 进入新地块作业时，应按 5.1各项规定进行检查，确认作业正常。 

j) 应按照要求配备操作人员和辅助人员。操作人员应经过技术培训，熟悉机具性能、安全作业要

求、调整使用方法及农艺要求；辅助人员应具备基本的作业知识和安全常识。 

A.5 贮存 

a) 作业结束后清除各处的泥土、灰尘和油污。 

b) 存放前对转动部位应拆卸清洗后加注润滑油，然后实施装配。检查各个零部件、紧固件有无损

坏、松动、丢失。 

c) 清洗海绵压膜轮并悬空。 

d) 机具尽量存放在简易凉棚里，防止日晒、雨淋。如有磨损、损坏零件及早更换，已经脱漆的部

位，喷涂防锈漆，没有油漆的部位要涂上防锈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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