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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大纲依据TZ 6—2019《农业机械专项鉴定大纲编写规则》编制。

本大纲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提出。

本大纲由浙江省畜牧技术与种畜禽监测总站（浙江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推广总站）技术归口。

本大纲起草单位：浙江省畜牧技术与种畜禽监测总站（浙江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推广总站）、中

联重机浙江有限公司。

本大纲主要起草人：任永业、赵树武、蒋深、应博凡、浦月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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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自走履带式耕作机

1 范围

本大纲规定了多功能自走履带式耕作机专项鉴定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鉴定内容和方法。

本大纲适用于120马力以下，速度不大于15km/h的多功能自走履带式耕作机（以下简称多功能耕作

机）的专项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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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5262-2008农业机械试验条件 测定方法的一般规定

GB/T 9480 农林拖拉机与机械、草坪与园艺动力机械 使用说明书编写规则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GB 23821 机械安全 防止上下肢触及危险区的安全距离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多功能自走履带式耕作机

以柴油机为动力，橡胶履带为行走装置，具有旋耕、播种、施肥、开沟（起垄）等作业功能的机

械。

4 基本要求

4.1 需补充提供的材料

除申请时提交的材料之外，制造商需补充提供以下材料：

a) 产品规格表（见附录 A）；

b) 样机照片（左前方 45°、右前方 45°、正后方、产品铭牌各 1 张）；

c) 企业审批的产品技术规格文件复印件（适用于产品执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时）；

d)配套发动机符合国家环保部门相关要求的排放污染物检验报告或环保信息社会公开信息文件

复印件；

e) 用户名单(内容至少包括购买者姓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产品型号名称、出厂编号、生产

日期、购机时间等，提供的用户应累计作业时间不少于 100 小时，分布在 3个主要使用（销售）区域，

数量为 5 户)；

f)产品创新性证明材料复印件。

以上材料需加盖制造商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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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样机确定

样机由制造商（申请者）无偿提供且应是近 12 个月以内生产的合格产品。鉴定机构在制造商明示

的合格产品存放处随机抽取，抽样基数不少于 5 台，抽样数量为 2 台，其中 1 台用于试验鉴定，另 1

台备用。在试验过程中，由于非样机质量原因造成试验无法继续进行时，可以启用备用样机重新试验。

试验鉴定完成且制造商对鉴定结果无异议时，样机由制造商自行处理。

4.3 生产量和销售量

申请鉴定的产品生产量不少于10台，销售量不少于5台。

5 鉴定内容和方法

5.1 一致性检查

5.1.1 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致性检查的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见表1。制造商（申请方）填报的产品规格表

的设计值应与其提供的产品执行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含柴油机使用说明书）和柴油机环保证明等

技术文件中的相关描述一致。对照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对样机的相应项目进行一致性检查。

表1 一致性检查项目、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

序号 检查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1 型号名称 一致 核对整机铭牌

2 外形尺寸
a
（长×宽×高） 允许偏差 3% 测量（包容样机最小长方体的长、宽、高）

3 结构型式 一致 核对

4 配套动力标定功率 一致 核对

5 配套动力标定转速 一致 测量

6 变速机构型式 一致 核对

7 变速箱档位数（前进/倒退） 一致 核对

8 制动方式 一致 核对

9 驾驶室类型 一致 核对

10 最小离地间隙 允许偏差+3% 测量

11 轨 距 允许偏差 2% 测量

12 履带宽度 一致 测量

13 履带节距 一致 测量

14 履带节数 一致 测量

15 联接方式 一致 核对（三点悬挂、连杆机构）

16 工作部件传动方式 一致 核对（中间齿轮、侧边齿轮、侧边链轮等）

17 发动机与离合器联接方式 一致 核对

18 工作幅宽 允许偏差 2% 测量

19 旋耕刀型号 一致 核对

20 旋耕刀总数量 一致 核对

21 播种行数 一致 核对

22 播种行距 允许偏差 3% 测量两个相邻播种器中心线间距离

23 排种器型式 一致 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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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一致性检查项目、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续）

序号 检查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24 排种器数量 一致 核对

25 种箱容积 允许偏差 3% 测量

26 排种量调节方式 一致 核对

27 施肥器型式 一致 核对

28 施肥器数量 一致 核对

29 肥箱容积 允许偏差 3% 测量

30 排肥量调节方式 一致 核对

31 开沟器型式 一致 核对

32 开沟器数量 一致 核对

33 起垄器型式 一致 核对

34 起垄行数 一致 核对

a
整机停放在水平硬化场地上，刀辊部件着地时测量。

5.1.2 判定规则

一致性检查的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表1要求时，一致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一致性检

查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2 创新性评价

5.2.1 评价内容和方法

对制造商提供的创新性证明材料进行核查，核查项目与要求见附录B。

5.2.2 判定规则

创新性证明材料核查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附录B要求时，创新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

创新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3 安全性评价

5.3.1 安全防护

5.3.1.1 易产生危险的外露旋转件应有防护装置，防护装置应牢固可靠，无尖角和锐棱。防护罩的涂

漆颜色应区别于旋耕播种机的整机涂色；防护装置的安全距离应符合 GB 23821 的规定。

5.3.1.2 旋耕、起垄工作部件左右下悬挂点到左右两侧之间应设置前部防护，防护从工作部件最外端

运动轨迹向前延伸不小于 200mm。采用间隔式防护的，防护帘间隙不大于 60mm。

5.3.1.3 旋耕、起垄工作部件左右两侧应设置端部防护，防护从工作部件最外端运动轨迹分别左右两

侧延伸不小于 200mm（工作状态下机具两侧防护罩能覆盖地面以上工作部件的除外）。采用间隔式防

护的，防护帘间隙不大于 80mm。

5.3.1.4 旋耕、起垄工作部件顶部防护应覆盖工作部件轨迹最外端区域且不于运动工作部件接触。

5.3.1.5 旋耕工作部件后部防护应能覆盖整个工作部件，并在旋耕播种作业时始终与地面接触。

5.3.1.6 动力输出万向节传动轴防护罩和动力输入连接装置防护罩间直线叠量应不少于 50mm。

5.3.1.7 外置式排气管外侧应设有防止热灼伤的防护装置。

5.3.1.8 料箱的上边缘距地面或装载台的垂直距离应不大于 1250mm，料箱边缘至装载台相邻边缘处

垂直平面的距离不大于 200mm。

5.3.1.9 种（肥）箱盖开启时应有固定装置，作业时不能因振动颠簸或风吹而自动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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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10 电气装置和电器应连接可靠，不应振动而松脱，不应发生短路和断路；电线应捆扎成束、

布置整齐、固定卡紧、接头牢固并有绝缘套，导线穿越孔洞处应设绝缘套管；电线应设置在不触及发

热部件，不接近运动部件或锋利边缘位置；蓄电池应固定牢固，其极柱和未绝缘电气件应进行防护，

防止水、油或工具等造成短路。

5.3.2 安全信息

5.3.2.1 旋耕刀等必须外露的功能件，应在其附近固定永久性安全标志。应在显著位置粘贴“机器运

转时，请勿靠近”、“机器作业时，防护板应拖地”、“机器运转时，禁止攀爬”等安全警示标志。

驾驶台、加油口、排气管消声器出口和防护罩等对操作者存在或有潜在危险的明显部位应设置醒目的

永久性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警示标志应符合 GB 10396 的要求。

5.3.2.2 在驾驶员可视的明显位置，应设置“注意”及“播种时不可倒退”的标志。

5.3.2.3 安全警示标志应在使用说明书中复现，并说明其粘贴位置。

5.3.2.4 使用说明书应有提醒操作者使用、保养和维护的安全注意事项，其编写应符合 GB/T 9480

的规定。

5.3.3 安全装备

5.3.3.1 整机应设置驻车制动和驻车制动锁定装置，锁定装置应可靠，没外力不能松脱。

5.3.3.2 旋耕部件应设置防止旋耕部件升起后意外下降的机械保护装置。

5.3.3.3 旋耕部件应设置倒挡互锁装置，在倒退、转弯时应能可靠切断动力，旋耕刀轴（辊）应停止

运转。无互锁装置时，应设置“倒退时，必须切断动力传输”的安全标志。

5.3.3.4 旋耕部件应有措施确保只有在旋耕部件未结合时才能启动。

5.3.3.5 整机至少应设置作业用前、后灯各 1 只。

5.3.3.6 整机后方应安装反射器，反射器应能保证夜间距离 150m 处用前照灯照射时，照射位置能确

认其反射光。

5.3.3.7 整机应设置 2 只后视镜、倒车喇叭和行走喇叭。

5.3.3.8 上、下机器的位置应设置扶手，保证操作者能安全方便的进入操作位置。

5.3.3.9 所有工作台和踏板表面应防滑，工作台的各边应有挡脚板，必要时踏板的边上应有凸缘。

5.3.4 安全性能

5.3.4.1 驾驶员操作位置处噪声不大于 95 dB（A）。发动机油门处于最大位置，作业耕深不小于 10cm

时，采用 “A”计权“慢档”测量驾驶员耳位噪声，测 3 次取平均值。

5.3.4.2 整机能可靠地停在 30%干硬纵向坡道上。

5.3.5 判定规则

安全防护、安全性能、安全装备和安全信息均满足要求时，安全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

则，安全性检查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4 适用地区适用性评价

5.4.1 评价方法

采用产品性能试验与用户调查意见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5.4.2 评价内容

评价内容包括种子破损率、各行排种（肥）量稳定性变异系数、总排种（肥）量稳定性变异系数、

平均接地压力、最小离地间隙、最大行驶速度、植被覆盖率、耕深、耕深稳定性系数、碎土率、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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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合格率、播种均匀性变异系数、种肥间距合格率、开沟深度、开沟深度稳定性、垄高合格率、垄

间距合格率和用户调查意见。

5.4.3 试验条件

a)试验样机：应符合制造厂的使用说明书要求，检验合格，技术状态良好；

b)试验用种子和肥料：按说明书的要求选择试验用种子和肥料。种子的千（百）粒质量、含水率

和原始破损率各取 3 个样品进行测定，测定结果取平均值。原始破损率测定时，大粒种子每个样品质

量约 100g（小粒种子约 50g）。记录种子、肥料的名称和肥料的物理形状；

c) 试验地：根据产品的适用范围，选取有代表性作业条件的地块进行性能试验，性能试验时测

区长度应为 20 米，两端各留不少于 10 米的稳定区，测区宽度至少满足 3 个作业幅宽要求；

d) 对试验地状况及环境条件进行调查：记录前茬作物、植被种类和土壤质地，按 GB/T 5262-2008

规定的 5 点法测定土壤含水率、坚实度、植被自然高度、植被密度、植被含水率，取平均值；

e) 在试验前后测量环境温度、湿度各3次，取范围值；

f) 田间性能试验时只对一种主要作物进行试验。

5.4.4 试验方法

5.4.4.1 种子破损率

从各个排种器排出的种子中取出3份种子样品，每个样品质量约100g，选出其中破碎损伤的种子称

其质量，称量精度不低于0.1g，计算破碎损伤种子质量占样本总质量的百分比取平均值，再减去试验

前测定的种子原始破损率。

5.4.4.2 各行排种（肥）量稳定性变异系数

机器处于静止空运转状态下，进行排种（肥）试验，以不计行走打滑的理论速度按行进50m折算的

时间收集种子和肥料，测定行数不少于6行，少于6行的应全测。按公式（1）、（2）、（3）计算平均

排量、各行间排量一致性的标准差、变异系数。

� 麸 �麸m
� ���
�

∙∙∙∙∙∙∙∙∙∙∙∙∙∙∙∙∙∙∙∙∙∙∙∙∙∙∙∙∙∙∙∙∙∙∙∙∙∙∙∙∙∙∙∙∙∙∙∙∙∙∙∙∙（1）

� 麸 �麸m
� �����䁈��
��m

∙∙∙∙∙∙∙∙∙∙∙∙∙∙∙∙∙∙∙∙∙∙∙∙∙∙∙∙∙∙∙∙∙∙∙∙∙∙∙∙∙∙（2）

v 麸 �
�
� m�∙∙∙∙∙∙∙∙∙∙∙∙∙∙∙∙∙∙∙∙∙∙∙∙∙∙∙∙∙∙∙∙∙∙∙∙∙∙∙∙∙∙∙∙（3）

式中：

�—— 平均排量，单位为克（g）；

��—— 每行排量，单位为克（g）；

�—— 测定行数；

�——排种（肥）稳定性标准差；

v—— 排种（肥）稳定性变异系数。

5.4.4.3 总排种（肥）量稳定性变异系数测定

与各行排种（肥）量稳定性变异系数同时检验，按公式（1）、（2）、（3）计算平均值、总排量

一致性的标准差、变异系数。

式中a为每次总排量，单位为克（g）；n为测定次数；ai为每次平均总排量，单位为克（g）。

5.4.4.4 平均接地压力

测定整机的重量和行走装置接地面积，其比值即为整机对土壤的平均接地压力。测定质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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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加满油、水，驾驶员按65kg计算。在场地上测定履带的接地长度（第一支重轮中心到张紧轮中

心垂线的水平距离）和宽度（履带宽度），计算面积。

平均接地压力按公式（4）计算。

� 麸 9.8�
�t

× m��∙∙∙∙∙∙∙∙∙∙∙∙∙∙∙∙∙∙∙∙∙∙∙∙∙∙∙∙∙∙∙∙∙∙∙∙∙∙∙∙（4）

式中：

�——平均接地压力，单位为千帕（kPa）；

�—— 自走旋耕机整备质量，单位为千克（kg）；

�——履带宽度（左右履带宽度之和），单位为米（m）；

t——履带的接地长度，单位为米（m）。

5.4.4.5 最小离地间隙

整机置于水平硬质地面上，刀棍升起后，测定履带间的机架、驱动箱、消声器等部位离地间隙，

取最小值即为最小离地间隙。

5.4.4.6 最大行驶速度

在坡度不大于1%的干硬道路上划60m的测区，两端留有适当的预备区，耕作机挂最高档，以最高速

度稳定通过测区，记录通过测区的时间，计算最高行驶速度，往返各测2次，取平均值。

5.4.4.7 植被覆盖率

植被覆盖率与生产查定同时进行。在查定区域内选3个点，取1m×1m的面积，测定耕后植被，并计

算出3点平均值，按公式（5）计算植被覆盖率。

�� 麸
�����

��
× m�∙∙∙∙∙∙∙∙∙∙∙∙∙∙∙∙∙∙∙∙∙∙∙∙∙∙∙∙∙∙∙∙∙∙（5）

式中：

��—— 植被覆盖率；

��—— 耕前植被平均值，单位为克（g）；

��—— 耕后植被平均值，单位为克（g）。

5.4.4.8 耕深

在测区内，沿机组前进方向每隔 2m 左、右两侧各测 1 个点，各测 11 次，按公式（1）计算耕深平

均值。

式中：�为耕深平均值，单位为厘米（cm）；��第i个点的耕深值，单位为厘米（cm）；�测定点数。

5.4.4.9 耕深稳定性系数

按公式（1）、（2）、（3）计算耕深标准差、耕深变异系数。

按公式（6）计算稳定性系数。

u 麸 m � v∙∙∙∙∙∙∙∙∙∙∙∙∙∙∙∙∙∙∙∙∙∙∙∙∙∙∙∙∙∙∙∙∙∙∙∙∙∙∙∙∙∙∙∙∙∙∙∙∙∙∙∙∙（6）

式中：

v —— 耕深变异系数；

u ——耕深稳定性系数。

5.4.4.10 碎土率

在已耕地上测定0.5m×0.5m面积内的全耕层土块，土块大小按其最长边分为小于4cm，4cm～8cm，

大于8cm三级。并以小于4cm的土块质量占总质量的百分比为碎土率，每一行程测定3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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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11 播种深度合格率

在使用说明书规定的作业速度下作业，在往返1个行程内预先交错选定好的3个小区内进行测定，

各小区内测5点。播种覆土后，扒开土层，测定种子上部覆盖土层的厚度，计算覆土深度为（h±1）cm

［当播深小于3cm时，覆土深度为（h±0.5）cm］范围内的点占测定点数的百分比。测定并记录样机的

作业速度。

5.4.4.12 播种均匀性变异系数

机器在不旋耕只播种器状态下，以正常的速度恒速行驶，将种子播在细碎、无秸秆杂草、平整的

地表上作业1个行程。沿长度方向按每100mm分段，记录每段含有的种子数。测定行数不少于6行，选左、

中、右各2行，少于6行的应全测。重复5次。每行连续取30段，按公式（1）、（2）、（3）计算平均

值、播种量标准差，变异系数。

式中：ai为每段种子粒数；n为测定段数；a为平均每段种子粒数。

5.4.4.13 种肥间距合格率

种肥间距合格率与播种深度合格率同时测定。

沿机器前进方向的作业区域内测6行，少于6行的全测。测定时，将土层横断面切开，每行随机选3

个点进行测量，计算种肥间距合格率。种肥间距不大于3cm。

5.4.4.14 开沟深度

在原地表与两沟壁交线之间放一直尺，测量沟底中心点到直尺的垂直距离作为测量点的开沟深度。

沿机组前进方向每隔 2m 取一个测量点，每条沟测定至少 10 个点，结果按公式（1）计算。

式中：ai为第 i 个点测量点的测量值，单位为厘米（cm）；n 行程内的总测量点数；a 开沟深度平

均值，单位为厘米（cm）。

5.4.4.15 开沟深度稳定性

根据5.4.3.14测得的数据，结果按公式（1）、（2）、（3）、（6）计算行程内的开沟深度标准

差、变异系数和稳定性系数。

5.4.4.16 垄高合格率

在测区内等间隔选5个点，以当地农艺要求的垄高A±3 cm为合格，按式（1）计算垄高合格率。

lg 100h

z

QF
Q

  %..........................................................................(1)

式中：

lgF ——垄高合格率；

hQ ——合格垄高数，单位为个；

zQ ——总的垄高数，单位为个。

5.4.4.17 垄间距合格率

在测区内等间隔选5个点，以当地农艺要求的垄间距C± 3cm为合格，按式（3）计算垄间距合格率。

100h
lj

z

JF
J

  %...........................................................................(3)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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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jF ——垄间距合格率；

hJ ——合格垄间距数，单位为个；

zJ ——总的垄间距数，单位为个。

5.4.5 用户调查

5.4.5.1 从用户名单中选取 5 户进行调查。

5.4.5.2 用户调查可采取实地、电话、信函之一或组合的方式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及调查表格式样见

附录 C。

5.4.6 判定规则

作业性能试验结果和用户调查意见均满足表2要求时，适用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评

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当作业性能试验结果不满足表2要求时，用户调查不再进行，适用性评价结

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可以采信具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依据有关标准出具的性能试验报告，也可以采信省级农业机械

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或委托县级以上农机鉴定、推广、科研单位开展的田间实地试验验证报告进行判

定。

5.5 综合判定规则

产品一致性检查、创新性评价、安全性检查、适用地区性能试验指标均符合大纲要求时，专项鉴

定结论为通过；否则，专项鉴定结论为不通过。指标分级与要求见表2。

表2 专项鉴定综合判定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项 目 单位 要求

一致性检查 1 共检查 28项（见表 1） / 符合本大纲第5.1的要求

创新性评价 1 创新性证明材料核查 / 符合本大纲第5.2的要求

安全性评价

1 安全防护 / 符合本大纲第5.3.1的要求

2 安全性能 / 符合本大纲第5.3.2的要求

3 安全装备 / 符合本大纲第5.3.3的要求

4 安全信息 / 符合本大纲第5.3.4的要求

适用地区性

能试验

1 种子破损率 /
小麦：≤0.5%，大豆：≤1.0%，

玉米：≤1.2%

2 各行排种量稳定性变异系数 /
小麦：≤3.9%，大豆：≤6.5%

玉米：≤6.5%，谷子：≤5.2%

3 总排种量稳定性变异系数 /
小麦：≤1.3%，大豆：≤3.9%

玉米：≤5.2%，谷子：≤2.6%

4 各行排肥量稳定性变异系数 / ≤13%

5 总排肥量稳定性变异系数 / ≤7.8%

6 平均接地压力 kPa ≤22

7 最小离地间隙 mm ≥280

8 最大行驶速度 km/h ≤15

9 植被覆盖率 / ≥60%

10 耕深 cm ≥8

11 耕深稳定性系数 / ≥85%



DG 33/Z 006—2020

9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项 目 单位 要求

12 碎土率 / ≥60%

13 播种深度合格率 / ≥75%

14 播种均匀性变异系数 / ≤45%

15 种肥间距合格率 / ≥90%

16 开沟深度 cm （1±0.1）说明书明示的沟深

17 开沟深度稳定率 / ≥80%

18 垄高合格率 / ≥75%

19 垄间距合格率 / ≥75%

20 用户适用性调查项 /
所有适用性调查项的评价结果为“好”和“中”

的项数不低于适用性调查项总数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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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产品规格确认表



DG 33/Z 006—2020

11

企业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附 录 B

序号 检查项目 单位 设计值

1 型号名称 /

2 结构型式 /

3 外形尺寸（长×宽×高） mm

4 配套动力生产企业 /

5 配套动力型号名称 /

6 配套动力标定功率 kW

7 配套动力标定转速 r/min

8 整机质量 kg

9 工作幅宽 mm

10 变速机构型式 /

11 制动方式 /

12 驾驶室类型 / 封闭式□ 普通式□ 无驾驶室□

13 最小离地间隙 mm

14 作业小时生产率 hm
2
/h

15 单位作业量燃油消耗量 kg/hm
2

16 作业速度范围 km/h

17 轨 距 mm

18 履带宽度 mm

19 履带节距 mm

20 履带节数 节

21 工作部件传动方式 /

22 发动机与离合器联接方式 /

23 联接方式 /

24 耕 深 mm

25 播种行数 行

26 播种行距 mm

27 旋耕刀型号 /

28 旋耕刀总数量 个

29 排种器型式 /

30 排种器数量 个

31 种箱容积 L

32 排种量调节方式 /

33 施肥器型式 /

34 施肥器数量 个

35 肥箱容积 L

36 排肥量调节方式 /

37 开沟器型式 /

38 开沟器数量 个

39 起垄器型式 /

40 起垄行数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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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附录）

创新性材料核查表

企业名称： 产品型号名称：

创新性材料类型：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新产品或科技成果鉴定证书□

科技查新报告□ 其他□

名称：

颁发机构： 颁发时间： 文件编号：

序号 核查项目 要 求 核查结果 单项判定

1 生产企业信息
创新性材料上企业信息与企

业工商注册的信息一致。

2
创新性材料的

相关性

创新性材料上产品名称型号

与专项鉴定申报材料一致。所

获得的专利应实际应用在申

报专项鉴定的产品中。。

3 结论性描述
应具有创新性评价内容（专利

证书除外）。

综合判定

核查人： 确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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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用户调查记录表

调查单位： 调查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用户

情况

姓名 电话

地址

机具

情况

规格型号 结构型式

生产企业 购买日期

适用

性调

查项

目

种子破损率 好□ 中□ 差□ 植被覆盖率 好□ 中□ 差□

排种量稳定性 好□ 中□ 差□ 耕深 好□ 中□ 差□

排肥量稳定性 好□ 中□ 差□ 耕深稳定性 好□ 中□ 差□

通过性能 好□ 中□ 差□ 碎土率 好□ 中□ 差□

播种深度合格率 好□ 中□ 差□ 播种均匀性 好□ 中□ 差□

种肥间距合格率 好□ 中□ 差□ 开沟深度 好□ 中□ 差□

开沟深度稳定率 好□ 中□ 差□ 垄高合格率 好□ 中□ 差□

垄间距合格率 好□ 中□ 差□

调查方式 □实地 □信函 □电话

用户签名

备注 实地调查需用户签名，其他方式不要求签名。

注：调查内容有选项的，在所选项上划“√”；调查方式为实地、信函调查时，用户应签字；特殊情况在备注中说明。


	目  次
	前   言
	多功能自走履带式耕作机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4.1　需补充提供的材料
	4.2　样机确定
	样机由制造商（申请者）无偿提供且应是近12个月以内生产的合格产品。鉴定机构在制造商明示的合格产品存放

	4.3　生产量和销售量

	5　鉴定内容和方法
	5.1　一致性检查
	5.1.1　检查内容和方法
	5.1.2　判定规则

	5.2　创新性评价
	5.2.1　评价内容和方法
	5.2.2　判定规则

	5.3　安全性评价
	5.3.1　安全防护
	5.3.1.1　易产生危险的外露旋转件应有防护装置，防护装置应牢固可靠，无尖角和锐棱。防护罩的涂漆颜色应区别于旋耕播
	5.3.1.2　旋耕、起垄工作部件左右下悬挂点到左右两侧之间应设置前部防护，防护从工作部件最外端运动轨迹向前延伸不小
	5.3.1.3　旋耕、起垄工作部件左右两侧应设置端部防护，防护从工作部件最外端运动轨迹分别左右两侧延伸不小于200m
	5.3.1.4　旋耕、起垄工作部件顶部防护应覆盖工作部件轨迹最外端区域且不于运动工作部件接触。
	5.3.1.5　旋耕工作部件后部防护应能覆盖整个工作部件，并在旋耕播种作业时始终与地面接触。
	5.3.1.6　动力输出万向节传动轴防护罩和动力输入连接装置防护罩间直线叠量应不少于50mm。
	5.3.1.7　外置式排气管外侧应设有防止热灼伤的防护装置。
	5.3.1.8　料箱的上边缘距地面或装载台的垂直距离应不大于1250mm，料箱边缘至装载台相邻边缘处垂直平面的距离不
	5.3.1.9　种（肥）箱盖开启时应有固定装置，作业时不能因振动颠簸或风吹而自动开启。
	5.3.1.10　电气装置和电器应连接可靠，不应振动而松脱，不应发生短路和断路；电线应捆扎成束、布置整齐、固定卡紧、接

	5.3.2　安全信息
	5.3.2.1　旋耕刀等必须外露的功能件，应在其附近固定永久性安全标志。应在显著位置粘贴“机器运转时，请勿靠近”、“
	5.3.2.2　在驾驶员可视的明显位置，应设置“注意”及“播种时不可倒退”的标志。
	5.3.2.3　安全警示标志应在使用说明书中复现，并说明其粘贴位置。
	5.3.2.4　使用说明书应有提醒操作者使用、保养和维护的安全注意事项，其编写应符合GB/T 9480的规定。

	5.3.3　安全装备
	5.3.3.1　整机应设置驻车制动和驻车制动锁定装置，锁定装置应可靠，没外力不能松脱。
	5.3.3.2　旋耕部件应设置防止旋耕部件升起后意外下降的机械保护装置。
	5.3.3.3　旋耕部件应设置倒挡互锁装置，在倒退、转弯时应能可靠切断动力，旋耕刀轴（辊）应停止运转。无互锁装置时，
	5.3.3.4　旋耕部件应有措施确保只有在旋耕部件未结合时才能启动。
	5.3.3.5　整机至少应设置作业用前、后灯各1只。
	5.3.3.6　整机后方应安装反射器，反射器应能保证夜间距离150m处用前照灯照射时，照射位置能确认其反射光。
	5.3.3.7　整机应设置2只后视镜、倒车喇叭和行走喇叭。
	5.3.3.8　上、下机器的位置应设置扶手，保证操作者能安全方便的进入操作位置。
	5.3.3.9　所有工作台和踏板表面应防滑，工作台的各边应有挡脚板，必要时踏板的边上应有凸缘。

	5.3.4　安全性能
	5.3.4.1　驾驶员操作位置处噪声不大于95 dB（A）。发动机油门处于最大位置，作业耕深不小于10cm时，采用 
	5.3.4.2　整机能可靠地停在30%干硬纵向坡道上。

	5.3.5　判定规则

	5.4　适用地区适用性评价
	5.4.1　评价方法
	5.4.2　评价内容
	5.4.3　试验条件
	5.4.4　试验方法
	5.4.4.1　种子破损率
	5.4.4.2　各行排种（肥）量稳定性变异系数 
	5.4.4.3　总排种（肥）量稳定性变异系数测定
	5.4.4.4　平均接地压力
	5.4.4.5　最小离地间隙
	5.4.4.6　最大行驶速度
	5.4.4.7　植被覆盖率
	5.4.4.8　耕深
	5.4.4.9　耕深稳定性系数
	5.4.4.10　碎土率
	5.4.4.11　播种深度合格率
	5.4.4.12　播种均匀性变异系数
	5.4.4.13　种肥间距合格率
	5.4.4.14　开沟深度
	5.4.4.15　开沟深度稳定性
	5.4.4.16　垄高合格率
	5.4.4.17　垄间距合格率

	5.4.5　用户调查
	5.4.5.1　从用户名单中选取5户进行调查。
	5.4.5.2　用户调查可采取实地、电话、信函之一或组合的方式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及调查表格式样见附录C。

	5.4.6　判定规则

	5.5　综合判定规则


	附 录A
	（规范性附录）
	产品规格确认表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创新性材料核查表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用户调查记录表
	用户
	情况
	姓名
	电话
	地址
	机具
	情况
	规格型号
	结构型式
	生产企业
	购买日期
	适用
	性调
	查项
	目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备注
	实地调查需用户签名，其他方式不要求签名。
	注：调查内容有选项的，在所选项上划“√”；调查方式为实地、信函调查时，用户应签字；特殊情况在备注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