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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垦机械的智能化控制系统设计
叶 洲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3
摘 要: 农垦地修整机械结合智能化控制系统，能够节省大量劳动力，提高农业种植效率。本文设计了一种智能化控

制系统，能控制农垦地修整机械的行进速度，同时引入深度控制理念，可以精确控制机械的入土深度，并通过传感

器得到相关数值。根据实验结果，当农垦地修整机械的行进速度处在 8.0~11.0 km/h之间，农垦地平整度和碎土率都

在合格范围内；当修整机械的行进速度为 9.5 km/h的时候，农垦地平整度达到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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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for 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 of the Agricultural
Reclamation Machinery
YE Zhou
Zhejiang Institute of Mechanical&Electrical Engineering, Hangzhou 10053, China
Abstract:With the combination of 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 the machine can save a lot of labor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planting. In this paper, an 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 is designed, which can control the moving speed of the
machine.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cept of depth control is introduced, which can accurately control the depth of the machine
into the soil and get the relevant values through the sensor.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when the moving speed of
the trimming machine is between 8.0-11.0 km/h, the levelness and the percentage of broken soil are in the qualified range;
when the moving speed of the trimming machine is 9.5 km/h, the levelness of the trimming machine is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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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机械化和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种植农作物的各类机具也在更新换代。农垦地

修整有利于更有效地种植农作物，进而提高农作物的收成和质量[1]。智能化控制既能发挥出农垦地

修整机械的效率，又能使土壤的疏松和平整达到最佳状态，因此农垦地修整机械的智能化控制系统

开发成为农业现代化领域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从国内外研究成果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国家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有相关的论述出现。国内的研究起始于二十一世

纪初，大约晚了十多年。Indumathi等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农作物种植的智能化控制现状进行了调查

研究，发现该州的农民在土地灌溉和修整的时候，普遍采用一种联合型的机械，该机械由加利福尼

亚大学发明并在州内推广，由于智能化控制水平高，被农民广泛采用[2]。Kamel等总结了澳大利亚农

业温室种植的智能化控制现状，提出一种新型的智能化控制方案，在计算机控制的基础上加入物联

网技术，通过传感器和全球定位系统使温室土地修整达到更高的水平[3]。林力鑫探讨了智能化控制

系统在温室大棚中的应用，包括土地平整、温湿度控制、光照调节等，认为智能化控制系统能够促

进高效、高产的技术型农业生产方式[4]。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农垦地修整机

械的智能化控制系统，创新之处在于加入了深度控制理念，进一步发挥出自动化控制的效果。

1 农垦机械的工作原理与智能化控制系统设计

1.1 工作原理

农垦地修整机械能够实现挖掘、碎土、平整土地等多项操作，为农民节省大量的劳动力[5]。该

机械的工作原理：通过动力牵引进行农垦地的修整工作，其中刀具用于挖掘和碎土，镇压器用于平

整土壤。在作业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如何掌控各部件的力度和入土深度，这就需要该机械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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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调，使修整后的土地上虚下实，达到农垦地修整的目的。为使刀具的使用寿命得到延长，需要

分析刀具的应力和位置，通过试验进行结构优化，尽量避免应力的集中。刀具的运动轨迹如图 1所
示，修整机械的入土控制结构如图 2所示。

R-刀具的作业半径；x，y-坐标轴； 1.控制深度的螺栓；2.支持架
ω-刀具的角速度；u-修整机械的推进速度 3.控制深度的杆；4.控制深度的入土轮

图 1 刀具的运动轨迹图 图 2 修整机械控制深度的结构图
Fig.1 Tool path diagram Fig.2 Structural drawing of finishing mechanical control depth

1.2 智能化控制系统设计

按照修整机械的作业要求，需要在作业过程中进行智能化控制操作，具有自动反馈功能及相关

的控制程序。智能化控制系统能够读取安装在修整机械中的传感器数据，获取机具的位置信息及其

它相关信息，在计算之后根据结果选择控制模式，利用 D/A转换完成程序控制并执行相应动作。本

系统的整体流程图如图 3所示，监控人员通过上位机掌控修整机械的作业。

本系统引入了深度控制理念，即精准控制修整机械的入土深度，这是整个系统的核心所在，能

够极大地提高修整机械的智能化控制效果，使平整后的农垦地上虚下实，利于农作物生长，从而形

成更强的工作效率。修整机械入土深度控制流程如图 4所示。

图 3 系统整体流程图 图 4 修整机械入土深度控制流程图
Fig.3Overall flow chart of the system Fig.4 Flow chart for the control of the depth of the trimmingmachine into the soil
根据相应的约束条件及线性回归计算结果，以 PID闭环的方式进行自动调节和控制，实现精准

控制修整机械入土深度的目的。在这里要考虑到修整机械的作业位置、作业力度、行进速度、偏离

角度和垂直运动范围等相关的影响因素。

2 实验与分析

2.1 实验条件设置

本实验通过设计好的智能化控制系统对农垦地修整机械进行控制操作，实验地点为农田，在相

关的影响因素中选择行进速度和偏离角度作为关键性因素，设定的标准数值如表 1所示。
表 1 关键性因素的标准数值设定

Table 1 Standard value setting of key factors
等级
Grade

行进速度/(km/h)
Speed

偏离角度β1/°
Deviation angle β1

偏离角度β2/°
Deviation angle β2

等级一 8.0 7.0 9.0
等级二 9.5 9.0 11.0
等级三 10.5 11.0 13.0

在实验过程中需准确记录实际数值，除了关键性因素数值之外，还有单位面积和深度的整体土

量和实际碎土量，然后计算碎土率和农垦地平整度，其中平整度用标准差表示，单位为 cm，要求＜

0.9 cm才合格，且越小越好，而碎土率则要求＞95%才合格。碎土率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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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式中，GS为实际碎土量，GN为整体土量。

农垦地平整度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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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实验结果分析

农垦地修整机械智能化控制的主要手段是改变机械的行进速度，使修整后的碎土率和平整度符

合农作物生长要求。通过数据记录及相关计算，本实验的最终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实验结果统计

Table 2 Statistics of experimental results
编号
No.

行进速度/(km/h)
Speed

农垦地平整度/cm
Flatness

碎土率/%
Hack percentage

1 8.0 0.81 97.2
2 8.5 0.79 97.4
3 9.0 0.79 98.6
4 9.5 0.77 98.7
5 10.0 0.80 98.7
6 10.5 0.81 98.8
7 11.0 0.83 98.9
8 11.5 0.92 99.1
9 12.0 0.92 99.3
10 12.5 0.93 99.5
11 13.0 0.94 99.6

根据实验结果分析如下：

（1）农垦地修整机械的行进速度在 8.0~11.0 km/h之间，农垦地的平整度最高为 0.83 cm，最低

为 0.77 cm，都在合格范围内，而碎石率最低为 97.2%，最高为 98.9%，也处在合格范围内。但是当

农垦地修整机械的行进速度超过 11.0 km/h，虽然碎土率更高，处于合格范围内，但是平整度的标准

差数值大幅上升，在农垦地修整机械的行进速度为 11.5 km/h时，平整度达到了 0.92 cm，超出了合

格范围。且行进速度越快，平整度越高。由此可见，在确保碎土率处于合格范围的条件下，需要对

农垦地修整机械行进速度进行一定控制，合理范围是 8.0~11.0 km/h之间。

（2）对比分析农垦地修整机械各行进速度所产生的结果，当行进速度处在 9.5 km/h的时候，农

垦地平整度降到最低水平 0.77 cm，且碎土率合格，说明这个行进速度可以让农垦地平整度达到最佳。

因此在系统参数设定时，尽量控制行进速度在 9.5 km/h左右。

4 结 论

通过智能化控制系统实现农垦地修整机械的智能控制，能够同时进行多项作业，包括翻地、碎

土、平整等，极大地节省了劳动力，还能提高农业种植的工作效率。本文在分析农耕地修整机械工

作原理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智能化控制系统，并引入深度控制理念，使农垦地修整机械的入土深

度得到精确控制，有利于刀片、镇压器的入土控制，并通过传感器得到单位面积和深度的整体土量、

实际碎土量数值，方便农垦地平整度和碎石率的计算。根据实验结果，在智能化控制系统的帮助下，

可以实时调节农垦地修整机械的行进速度，当行进速度为 9.5 km/h的时候，农垦地平整度达到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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