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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分析农业装备开发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了现代设计机械理论与方法及其体系结构。通过分析现阶段现
代机械设计理论与方法学的研究现状，重点论述了智能优化设计、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技术(CAID)、有限元分析方
法、可靠性设计、机械设备状态监测技术、智能化技术、数据处理等现代设计方法的特点及其在农业装备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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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d a modern design theory & methods and physical architecture through analyzing the serious
situation faced by the agricultural equipment development. It analyzed the present research situation of modern mechanical
design. The intelligent optimizing design, computer aided industrial design (CAID), finite element analyzing method, the
reliability design, mechanical state monitoring technology, intelligent technology, data processing etc were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ed prospects in agricultural equipment design were discussed,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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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技术、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农业装备更新换代的周期日益缩短。在经济全球化的环
境下，机械制造业的竞争本质上是产品设计的竞争。我国生产农业装备的企业，普遍存在生产成本
高、新产品开发周期长等问题，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虽然改革开放后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机
械设计整体上仍处于较低的水平[1]。我国工业严重依赖进口，进口装备约占 GDP 的 10%[2] ，而且高
价引进的部分装备不适宜国内实际情况，造成严重的浪费。因而，加大机械产品现代化设计理论方
法研究力度，加快开发研制独占性技术的新产品是必要要求。

1

现代机械设计方法理论

现代设计方法相比较于传统设计方法，是动态的、科学的、计算机化的方法，其实质是科学方
法论在设计中的应用。将现代设计方法应用到机械设计中，即为现代机械设计方法[3]。本体论、相
似论和系统论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其通用性、普适性和互补性强，对现代设计方法形成有力支撑。
从产品设计过程来看，完整的广义设计体系包括产品规划、概念设计、技术设计、施工设计和服务
设计等环节。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产品实现人性化设计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比
如，在农机产品设计过程中，结合人机工程学开发良好的操作界面，在驾驶室中安置显示屏、电子
仪器等智能装备，使得驾驶人员操作方便且提高了安全性[4,5]。
现代机械设计方法理论具有创新性、系统性、动态性、前瞻性、多学科理论和技术的交融性、
最优化等特点，以设计出功能全、成本低、性能好且符合环保概念的新产品为最终目的[6]。

2

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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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设计是从多种方案中选择最佳方案的设计方法，具有降低成本，缩短设计周期，提高设计
水平的作用。国外优化设计基本理论方法非常成熟，在实际中已广泛应用并发挥效益。我国对优化
设计研究起步较晚，相关理论及技术与国外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机械系统动态优化设计以合理的物理－数学建模为前提，考虑多变量动态特性，运用现代设计
工具，使设计更加科学、逻辑[7]。由于系统组成和结构比较复杂，影响因素比较多样，如何建立整
个系统的优化方法是科技界关注的热点。
基于模糊理论的相似优先比法，从众多有效解中选出最有效解，可明显降低人为因素的干扰，
且随着目标函数个数的增加和有效解的个数增多时，更能显出该方法的优越性[8]。山东农业大学张
晓辉教授等提出集成基于相关向量机RVM、多目标遗传算法GA和模糊推理技术的多目标动态优化
设计方法，优化气流辅助式喷杆喷雾机的风助风筒的结构设计。为增加辅助气流的减飘和穿透能力，
通过流体动力学仿真获取反映风筒结构动态响应特性的样本数据集，由稀疏RVM学习过程辨识，给
出了基于计算流体力学CFD分析的4个目标和3个性能约束。结合多目标遗传算法，通过NSGA-II算法
寻优出Pareto最优解集。物理样机试验证明优化的风助风筒的出口速度和速度均匀性，可改善其雾滴
输送能力，实现了耗气量小、高效和风速变异小的结果[9]。
机械产品广义优化设计要达到复杂机械设计对优化效率的苛刻要求，辽宁省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利用Inventor对1S-2型深松铲柄进行建模，并定义材料和进行有限元分析，实现了快速优化设计，得
到满意的深松铲柄设计模型，使设计者摆脱了繁琐的校核工作[10]。目前，在非数值优化与数值优化
的结合、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多机并行分布式优化中协同求解等关键问题上尚待深入研究。

3

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技术

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Computer Aided Industrial Design) CAID以保证产品造型质量为前提，将产
品功能和形式二者的关系协调好，实现人机一体化的智能集成设计体系。三维参数化CAD存储了设
计的整个过程，通过变动某些约束参数值来更新设计及控制设计结果，为多种方案的设计和比较提
供了有效手段，保证了产品外造型的延续性[11]。人机对话CAD可及时有效地实现CAD技术与优化、
有限元等现代设计理论方法作用的结合，构建三维实体模型，并进行虚拟装配和机构分析、动力学
分析、动态干涉检查、有限元应力分析等[12]，实现专用化、集成化，大大缩短了产品的设计周期，
提高了产品的设计质量[13,14] 。基于特征设计的CAD/CAE/CAM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机械的设计、
制造、加工等。我国科研人员采用三维CAD设计复杂曲面较多的农业机械零部件[15]。
现代 CAD 技术正向网络化、智能化、标准化、可视化等方向发展。智能 CAD 系统利用 Web 机
制，采用动态导航技术，建立知识设计仓库，解决了产品设计中对知识的需求问题。将 ICAD 技术
（智能技术）应用到农业机械设计中[16]，可明显提高产品设计水平和效率，降低劳动强度。对于功
能和结构并不复杂的农业机械，可采用变量设计技术和参数设计技术[17]，如有些企业采用 Ansys、
Dynamic Designer、Edge CAM 等第三方产品进行工程分析和辅助制造。随着概念设计理论和技术、
协同技术、网络技术的成熟和发展，机械设计制造业将向全数字化设计和制造应用方面发展。

4

绿色设计

探索资源节约和优化利用是当前大力发展制造业的有效途径，设计、制造、使用维修和回收再
利用等产品全过程均影响节约型机械产品创新设计。因此要考虑将人机工程学、消费心理学等学科
应用到产品的绿色设计(Green Design)和研究产品资源消耗模型、能量消耗的控制模型、计算机优化
设计的资源节约的设计[18]。
我国的农业机械制造业存在的问题有：一是资源和能源不能得到优化利用，造成浪费；二是资
源的回收与再利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三是企业对废弃物处理消极，对治理污染不加重视；四是
未能综合考虑面向环保的诸多环节的设计，阶段性与实践性未能相结合。
在产品设计时尽量采用容易分解的材料，要尽量减少工业“三废”的排放。绿色选型设计要加快
开发新能源发动机，研制新型装备，降低对能源的大量需求并将VR/可视化技术应用到设计环节[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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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视研发适应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农业机械，以及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再利用与处理设备。
如发展起垄双条分层施肥机械、打顶抑芽消毒机械、残秆处理机械和复合联合作业机械等。

5

有限元法

有限元法能够设计分析结构的力学问题，随机理论、结构拓扑理论等已引入其中，目前已应用
到振动、热传导、流体力学等诸多领域。有限元法对复杂结构的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已发展得比较
成熟，正向断裂力学分析、疲劳分析方向发展[19]。
有限元法高效、灵活、通用，易于掌握，应用有限元法进行结构的自动设计，在当前结构设计
中发展的相对成熟。山东农业大学张晓辉教授研制的葡萄园立体喷杆风送式喷雾机 [20] ，使用
Pro/MECHANICA有限元分析软件对机架结构进行了分析，使用FLUENT流体仿真软件对气流流场进
行了模拟，使整机结构更加可靠。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胡进鑫对R175A-8柴油机曲轴进行
了有限元分析，曲轴的材料最终选用QT700-2，明显降低了生产成本[21]。浙江理工大学的赵匀等利
用有限元分析软件ANSYS对水稻插秧机车架进行了有限元分析，经过优化，车架质量得到极大提高
[22]
。将有限元分析方法应用到其他农业机械的分析中，可为农业机械的设计和改良提供更为准确的
理论依据。
机械设计部门可根据产品设计的需要，利用网络技术、可视化技术和高性能数据库技术等信息
处理技术及网络中各种典型程序，将一些常用计算方法、图表等编成专用程序，建立有限元分析远
程服务系统。常用的计算数学内容有：方程求根、代数插值、数值微积分和曲线拟合等。

6

可靠性设计

可靠性设计是一门应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方法确定构件在一定可靠度下安全寿命的学科，机械
产品的可靠性可实现对零件、机器、系统的工作可靠性进行预测。主要研究内容有质量控制方法学、
可靠性预测模型、试验设计[19]，应系统掌握常用材料性能的概率分布规律、典型零部件的载荷概率
分布规律及失效概率。
机械零部件在工作中受到的破坏主要为疲劳破坏。近年来，各国广泛使用了电子计算机控制的
电液伺服疲劳实验设备进行各种波形的程序疲劳实验。如波兰华沙工程机械研究院对装载机进行了
疲劳强度试验，并进行样机摸拟试验，发现了各个部件或整机的薄弱环节，通过动态分析测定了其
振动特性[23]。
为保证农业机械的可靠性，所研制的农业机械应能适应季节性强、施工周期短、施工条件差等
要求。如在沿海地区多为盐碱地，土壤对设备的腐蚀较严重，必须考虑到这一因素。精密播种机的
特殊性决定了可靠性的特殊性。在我国，农民的购买力低下，播种机的价格应在其能接受的水准上，
所以价格也是影响播种机可靠性的因素。简化系统的结构，提高单元的可靠度，可提高精密播种机
的可靠度[24]。
结合农机特点且要考虑到疲劳影响因素很多，通过疲劳寿命可靠性研究及结构疲劳模拟试验来
检验其可信程度，可提高农机结构的使用寿命和可靠度。提高农机产品使用寿命和可靠性需要全社
会整体技术、管理水平的提高[25]。

7

机械设备状态监测技术

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应用，为机械系统的状态检测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活力。将物联网技术
引入可监测性设计理论，研究基于物联网条件下的可监测性设计理论体系和关键应用技术，以实现
历史数据收集、网络信息抓取和物联网实时采集等功能。如物联网的母猪养殖机械装备中猪舍通风
温控系统及母猪电子发情鉴定，利用结合 RFID 的物联网技术取代人工行为，极大的提高了数据的
精确性、稳定性、连续性[26] 。
目前状态监测技术有性能参数监测、油液分析监测和振动监测等，各种监测设备和新型传感器
更加多样和细密[27] ，嵌入机械系统中相互之间在物理上隔离，实际状态监测利用率不高。有些农业
装备在设计时没有预留监测所需要的监测部位或接口，需要重点监测的设备无法进行有效的监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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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物联网下状态监测技术的快速发展，机械设备应准确实时获取状态信息，加强监测点优
化布置，形成从设计－状态监测－故障诊断－维修－…－报废－再设计的全生命周期内的健康管理
闭环体系，提高产品智能化、自动化水平。采用微纳米、智能材料、光纤传感等技术，积极研发基
于微型化、无线网络、超低功耗以及非电池供电的在线监测传感器和便携式监测仪器设备，嵌入机
械设备中具备物联网中物的基本特征属性。充分利用在线监测设备和离线便携式设备资源，采用多
传感器信息融合故障诊断系统，构建专家知识库建立基于网络的分布式资源状态监测故障诊断系统。
如中国农业大学的何雄奎教授采用红外传感器监测果树，设计了自动对靶控制喷雾机构，实现了变
量施药，提高了农药利用率，减少了农药对环境污染[29] 。
国内外科研机构已经开展了通过测量动力机械的温度、压力、转速、功率等性能参数来监测诊
断系统的故障[30] 。振动监测技术的优点有诊断速度快、准确率高，许多技术先进的国家已将其成功
应用于机械设备状态监测实践中。加强集成技术研究是今后发展机械维修保障系统的必然趋势。

8

现代设计方法中的智能化技术

现代设计方法中的智能化技术有人工神经网络、知识仓库、仿真等。人工神经网络应用在建模、
搜索、选择、评价、经验知识的获取和表达等方面；知识仓库又称资源仓库，主要应用于知识管理
与知识重用问题。通过计算机建立数学物理模型并进行仿真，在农业装备产品设计中可以提高设计
质量、缩短开发周期和降低设计成本。将现代智能收割机与遥感技术、卫星导向系统相结合，可实
现收割作业无人操作。常用于智能设计的推理技术主要有基于规则的推理、基于实例的推理、基于
原型的推理和定性推理等。先进制造技术创新包括产品、制造技术、产业模式三个方面的创新，智
能化技术是新的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
如利用卫星高光谱遥感技术可在区域和全球尺度上从高空监测作物长势。便携式高光谱仪诊断
法通过测定绿色植物叶片的反射率、透射率和吸收率来测定叶绿素含量，简便快速、损伤率低。野
外便携式高光谱仪具有更多的波段数和更高的光谱分辨率。诊断法主要包括：被动遥感光谱仪法、
主动遥感光谱仪诊断－Green Seeker 法。用 Green Seeker 可动态监测作物氮素丰缺状况，如与施肥机
具相结合可诊断养分亏缺状况并进行变量施肥。
智能化技术在性能方面正朝着高速高精度、工艺复合性、实时智能化方向发展，在功能方面正
朝着用户界面图形化、科学计算可视化、多媒体技术应用方向发展，在体系结构方面正朝着集成化、
模块化、网络化方向发展[31]。应充分研究物联网技术在智能化技术中的应用，开发网络化数据采集
和管理分析系统，加快农业装备技术发展。

9

数据处理的常用方法

实现物联网下机械产品状态监测技术网络化需求，需具备以下条件：各种监测分析方法的数据
的提取、保存、查询，浏览历史数据、进行趋势分析；可支持分布式应用，能够随装备或机动采集
车一起使用；采用配置式软件模式，支持新增加传感器、分析仪器；能够调用和共享各种知识，实
现对监测数据实时性处理、分析[32]。
采用以下方法可以快速及时的处理测试数据和计算所得的数据：借助电子表格类软件处理简单
的数据；通过 MATLAB 的各种功能函数处理复杂的设计[33] ；采用神经网络方法处理信息量大、规
律性差、参数信息多的数据；采用数值插值方法来处理离散数据；采用牛顿插值及样条函数插值可
提高插值的精度[34] 。通过分析处理的数据可以找到盐碱地水盐的长期变化规律、改良盐碱地的最佳
方法、土壤综合性能变化规律，为科学改良土壤和品种筛选、施肥及管理提供合理依据。
除上述方法外，现代设计方法还有机械产品模块化设计、价值分析、相似设计等。

10

结 论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将现代机械设计方法与农业机械设计相结合，可大大缩短农业机械的
设计周期，提高产品的性能，为农业机械带来更大的推广应用价值[35] 。对现代设计理论和方法的大
力推广和应用，可使机械产品设计向自动化、智能化、精准化等现代化设计方向发展。我国应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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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由引进、仿制国外先进机械向消化、吸收、改进和创新转移，推动我国企业产品开发技术的现
代化。总之，随着农业装备的智能化、网络化和信息化，应用传感器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CAN
总线技术、农机物联网技术，提高农机作业技术标准，是未来农业装备的发展方向[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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