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讯 （余磊 张平 记者过国忠）眼下，正是小麦除

草、施药、施肥关键期。记者来到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县宜陵镇

韩村时，种粮大户韩宝龙正在扬州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张瑞宏

教授科研团队指导下，使用北斗导航大数据精准对行除草施

肥机对小麦田施肥。

记者了解到，这台北斗导航大数据精确对行除草施肥机，

是张瑞宏教授团队的科研成果，以卫星导航为基础，通过远程

网络技术服务平台，能够完成对行施药、施肥等。在作业时，

经由导航决策系统计算出转向角，通过转向操纵系统实现农

机的转向。

“当农机运动偏离目标路径时，系统会实时纠偏，使农机平

滑地接近目标路径，沿指定的目标路径前进。”张瑞宏说，为实现

对行调节，农机以机器视觉导航为核心，并在其施药架上连接对

行调节驱动器和对行调节杆，保证了对行施药的精准性。

“春节后，因遇疫情防控，无法组织大量劳动者下田作业。

尤其进入 3月，眼看病虫害高发期将来到，心里非常着急。”韩宝

龙说，没想到，张瑞宏教授团队远程操控的智能式施肥机“神

器”，及时解了他们种粮户田间管理的难题。

我国化肥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率达 40%—60%，但也存在施

肥施药方面成本高、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张瑞宏带领科研团

队，通过集成北斗导航、物联网、大数据等多方面技术，成功研制

出北斗导航大数据精确对行除草施肥机。至今，已发表论文 4

篇，申请发明专利 5项，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10项。

扬州大学相关专家介绍，今年，除疫情影响，暖冬也影响了

小麦的生长，导致夏粮抗寒锻炼不够、生育期提前、病源基数大

等一系列问题。如果不及时采取科学应对措施，对于后期小麦

生长和产量，都会产生不小的影响。对此，张瑞宏团队成员深入

田间地头观察调研，听取了农业技术一线人员的意见和需求后，

快速改进了北斗导航大数据精确对行除草施肥机，并开设远程

网络技术服务平台，系统指导种粮户及时投入使用。目前，该成

果正在江苏农业生产一线大显身手。

北斗导航远程指挥

除草施肥机小麦田里精准作业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延斌 通讯员程娟）“青江，你看看物料

输送流，滚筒到喂入辊、再到主机的输送路线是否顺畅？这是关

键点。”近日，在位于济南市桑园路 19号的山东省农机科研院会

议室里，荐世春研究员手指大屏幕，正在划重点。

非常时期的这场科研论证会透露着不同。专家们相互间

隔、戴好口罩是必须的，但此时 120公里之外工程师们的隔空参

与，大家一起“头脑风暴”才是最大看点。

将新鲜的青贮玉米、高粱等作物收割、输送、切碎、抛送、装

车，这是青贮机械的主要作业流程。动力系统、行走系统、青贮

割台、切碎抛送系统构成了其四大部件，而位于机械最前方的

“青贮割台”是核心所在。

眼前的这场科研论证会，就是围绕这一核心进行的。

“立式双圆盘青贮收获割台”项目成员、山东省农机院高级

工程师李青江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市场上的青贮机械多数采用

滚刀式“割台”，速度慢，功耗大，切碎质量不好是其三大弊端。

而拥有多年技术积累的农机院团队显然颇有心得，提出的方案

可完美解决三大难题，也让 120 公里之外的德州鑫驰农机制造

公司找上门来。

课题是年前敲定的，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科研人的

计划。

好在，这段时间，研发没有放下。李青江和同事们明白，有

两大挑战摆在前面：一是前方“割台”与中间主机的匹配问题；二

是物料流能否形成流畅输送链问题。

还好，项目组除了孙志民、李青江等青年科研骨干外，“农机

院大咖”钟波、荐世春、杜建刚、周进等也现身会场，指点迷津。

杜建刚研究员提出疑问：“两级空档是否会导致青贮物料堵

塞？”钟波研究员着重强调，“方案设计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借用现

有零部件的原则，减少设计和生产时间，加快项目进程。”

……

现场气氛热烈，也严肃得像一场考试——企业出题，专家答

题，产研转换的顺畅与否，此时交流最关键。

“青贮割台物料能不能送过去？物料输送是否流畅？物料

能否顺利喂入主机？”

李青江告诉记者，上述问题是讨论的重点，也是形成“头脑

风暴”的地方。你一言，我一语，大家瞄准难题，或答疑解惑，或

查漏补缺。转眼间，一两个小时过去了。

“方案略有瑕疵，但稍加改进便可成型。”争辩之后是共识，

大专家“一锤定音”。“方案做成了，整个项目就推进了三分之一

了。”来自企业、大咖们的肯定，让李青江倍感欣慰。但对他和同

事们来说，还远未到松一口气的时候，因为接下来要整理图纸，

样机试制，产品试验……

非常时期，科研者采用“互联网+”的论证方式，借助微信群

聊、视频会议等工具，与工程师们进行网络连线，就设计方案、关

键技术要点进行论证。李青江说：“会议如此高效，出乎意料。”

原本的“无奈之举”竟然收获奇效，也让鑫驰农机公司负责人

李强喜在心里，“这场论证会，方式新颖，人员专业，既给力又及时，

特别是青贮收获割台这款产品，外观漂亮、结构紧凑、传动简单，

通过理论计算和虚拟模拟，切割效果和夹持过程很稳定”。

“如果和主机匹配完美，就一定能成畅销新品。”李强对此信

心十足。

隔空“头脑风暴”

产研人员相距百里论证青贮机械

近日，内蒙古包头稀土研究院开发出了锆颗粒尺

寸低于600纳米的稀土镁锆晶粒细化剂产品，填补了

对应高效率、低成本镁合金晶粒细化剂的产品空白。

“这为开发面向航空飞行器座椅、汽车安全构

件、高速列车轻量化等轨道交通装备的高强度铸

造/变形镁合金材料提供了可能。”包头稀土研究院

镁合金项目组主任、高级工程师胡文鑫说。

合金更耐用，产业化意义非凡

目前，我国工业领域普遍采用镁锆中间合金作

为晶粒细化剂，市场现有产品存在锆元素细化效率

低（低于 40%）、锆颗粒大量沉积、细化剂成本高、杂

质含量高以及细化工艺操作不稳定等诸多问题，给

实际工业应用带来不小困难。

“镁合金的晶粒尺寸控制技术是对镁合金材料

性能调控的最根本、最显著的技术方法之一，锆元

素和稀土元素均为镁合金的有效细化元素，如何充

分发挥好这些元素在合金中的作用，是我们一直研

究的重点。”胡文鑫说。

基于前期针对稀土和锆元素对镁合金耦合细

化机制的研究成果，包头稀土研究院辅之以全新的

冶金工艺制备方法，让分布更密集、体积更小的锆

粒子为镁晶核提供更多的附着机会，同时稀土元素

加强了结晶过程中镁晶核在锆粒子表面的附着能

力，可以实现镁合金晶粒的高效率细化。

数据显示，稀土镁锆晶粒细化剂中的细化粒子

尺寸较传统降低 2/3，纳米级颗粒含量占粒子总量

的 60%以上，颗粒之间无团聚现象。合金材料经细

化后，晶粒尺寸可再降低 20%，达到 35 微米以下，

晶粒细化效果显著，更细的晶粒将为材料带来更好

的力学性能。

目前该产品已经完成小规模生产工艺的研发，

产品已经客户使用验证，产品细化效率大于 80%，

成本较传统镁锆晶粒细化剂降低 20%以上。

胡文鑫表示：“这项技术对稀土镁合金铸锭产品

的产业化意义非凡，它可以有效地减少产品内外金

属颗粒的不均匀性，让内外合金颗粒大小基本保持

一致，极大地提高合金的应力水平，让合金更耐用。”

节约成本，性能等同现有材料

伴随新能源汽车以及国内5G通讯的高速发展，

更轻、散热性能更好、耐腐蚀性能优异的轻合金材料

市场需求强烈，但对应性能的要求也越发苛刻。

“针对内蒙古地区特有稀土资源优势，我们对

镧、铈等稀土元素对镁合金散热性能的作用机制进

行研究，开发出系列低成本散热稀土镁合金工程材

料，综合性能已等同于现有铝合金散热材料，散热

器件的制作成本相比铝合金节约 5%以上。”胡文鑫

很自信地说。

基于稀土对镁合金散热性能的作用机制和对

镁合金的晶粒尺寸控制技术的突破，包头稀土研究

院在半连续铸造及冷室压铸的产业化方面取得了

新突破。

目前，国内外对稀土镁合金压铸工艺的专项研

究较少。“我们联合东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集中自

主研发了半连续铸造技术，突破熔体净化细晶技

术、低频电磁铸造控制技术、自流式浇铸控制技术

等技术，经过技术集成，突破性解决大尺寸稀土镁

合金棒材内应力大、径向晶粒尺寸差异大、力学性

能不均等技术难点。”胡文鑫介绍说，这项合成技术

代表国内领先的镁合金材料半连续铸造技术，为后

续大尺寸、高品质锻造轮毂以及挤压型材的低成本

化奠定了技术与产品基础。

包头稀土研究院引进内蒙古地区科研院所中

的最大吨位冷室压铸系统 QC-830，现已实现工业

常用泵机电机外壳的压铸制备，具备了 300 吨/年

稀土镁合金薄壁器件制备能力，相比传统重力铸

造、砂型铸造等方式，综合效率提升 30%，仅人工成

本支出一项降低幅度达 60%，对稀土镁合金材料的

下游终端应用起到有力推进作用，稀土镁合金压铸

技术与产品终端市场未来可期。

对未来的技术研发，胡文鑫表示，研发团队将

面向通讯工程及民用电子行业的高性能散热镁合

金与功能性镁合金材料进行研究；对镁合金材料的

低压铸造、半固态成型等加工成型技术进行研发，

实现对应器件与制品的示范化应用。

高强度、能变形，稀土镁合金“改头换面”！

目前，又到了春耕播种的时节，在四川省仁寿

县珠嘉乡的千亩大豆玉米套种田间，农民正忙碌地

按配置要求密植大豆和玉米。13 年前，正是在这

里开始了大豆与玉米间作套种的技术试验。

在早前发布的 2020 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

出“加大对玉米、大豆间作新农艺推广的支持力

度”。之后农业农村部发布的 2020 年种植业工作

要点，又再次明确玉米、大豆间作新农艺的唯一技

术模式是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模式。

这一技术模式的研发者是四川农业大学杨文钰

及其团队，他们用18年的研究，突破高产出、机械化等

技术瓶颈，一步步颠覆长期以来“间套作应该退出历史

舞台”的观念，用事实证明玉米大豆带状复合大规模种

植的可行性，并逐步推广应用，帮助农民增产增收。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对杨文钰团队进行了相关

采访。

大豆是重要的食用植物油和饲料蛋白来源，但

产需缺口较大。数据显示，每年我国大豆进口量高

达 9000 多万吨。同时，随着我国玉米工业消费的

增加，近年来玉米也出现产不足需的现象。

“玉米、大豆属同季作物，我国耕地资源有限，

不可能依靠增加耕地面积来种植大豆和玉米。”杨

文钰说，玉米大豆争地矛盾突出，是我国粮食安全

受制于人的短板。

早在 2003 年，杨文钰就开始带领团队研发玉

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他发现，在旱地长期进

行小麦、玉米、甘薯三种耗地作物套种，土壤肥力不

断下降，小麦玉米产量受到影响。于是他提出以能

养地的豆科作物代替耗地作物甘薯，在旱地实施

“小麦/玉米/大豆”新三熟模式的发展理念。

“但人们一般认为，间套作费工费时，不能机械

化，应该退出历史舞台。”杨文钰说，研究应用过程

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消除偏见。

2005 年，杨文钰在昆明市召开的全国大豆科

研生产现场会上，首次向与会专家作“旱地新三熟

麦/玉/豆研究与示范”的专题报告，立刻受到一些

专家质疑：“这种模式与传统的玉米大豆间作种植

没什么差别，不会长久发展下去”“这种模式不适宜

开展机械化，没前景”“大豆产量低，不值得大面积

推广”。

面对种种质疑，杨文钰并没有退缩和抱怨。他

很快从质疑中找到自己应该开展工作的重点——

该模式要用于大规模农业推广，就要实现玉米、大

豆双高产的发展目标，完成核心技术创新、高产样

板示范、配套农机研发三大任务，用事实说话，让大

家信服。

首提间套作，质疑中确定研究方向

各种技术的成功实现，让杨文钰和团队信心倍

增，大踏步地推动技术从试验田走向农田。“传统思

维下，我们所做的任何成果都会受到质疑甚至否

定，只有建立高产示范样板，才能彻底改变人们的

看法。”杨文钰说。

依托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示范推广平台，杨

文钰和团队在四川建立了川中、川东北及川南三大

核心示范带。2009 年四川乐至县万亩大豆高产创

建示范片平均亩产 143.7 公斤，印证了玉米大豆带

状复合种植技术在生产上的成功。2011 年，“西南

华南间套作食用大豆生产区”被列为我国大豆三大

优势产区之一。

“四川发展套作大豆成功了，我们能否根据此

理念在黄淮海及东北玉米主产区也实施玉米－大

豆带状复合种植呢？”带着这个问题，杨文钰和团队

着手开展玉米－大豆带状间作在黄淮海及东北地

区的研究与示范，先后在山东、河南、安徽、吉林、黑

龙江、河北等省建设千亩示范片、百亩示范方，实现

玉米亩产与当地净作玉米相当，大豆亩产 10—130

公斤。

在示范验收中，多位院士专家给予极高评价，

认为该技术模式具有“高产出、可持续、机械化、低

风险”等技术优势，集种养结合、合理轮作和绿色增

效于一身，特别是种管收机械化的实现为大面积推

广创造了条件，已成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新

选择和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动能。

因为出色的表现，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

术连续 11年入选国家和省主推技术。随着各级政

府的推广，以及玉米和大豆种植一线的需求，玉

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模式在我国迅速落地

开花。目前，该技术模式在四川、重庆等 19省（市）

已累计推广 7000余万亩。

建示范样板，让模式在全国落地开花

张俊贤 本报记者 盛 利

“玉米和大豆套作属于高低位作物配置，传统

农业中，由于没有科学的光资源与养分资源协同利

用理论指导，大豆产量不高，而且倒伏严重。”杨文

钰把学校里从事栽培、育种、植保、农机及加工等专

业的一些青年老师组织在一起，成立校级玉米－大

豆带状复合种植创新团队，并与西南其他大豆科研

单位共同合作。

2007 年，杨文钰和团队在四川省眉山市仁寿

县建了 100亩试验田和 5000亩示范田，开始耕种试

验。他们把试验田划成几块，根据不同种植模式，

不断比较、排除，选出最优的品种和参数组合。最

终创建出带状复合种植“两协同一调控”理论，形成

选品种、扩间距、缩穴距为核心的玉米—大豆带状

复合种植技术体系，实现光能利用率 3%以上，玉米

产量与净作相当，每亩多收大豆 100—150 公斤，让

玉米大豆双高产成为现实。

针对高矮不一、参差不齐的作物复合种植后难

以大规模机械化的这块“硬骨头”，团队也没有放下

探索的脚步。“作为现代农业的特色，不实现机械

化，成果就无法拥有未来。”杨文钰率领团队与农机

公司合作，投入农机具研发。

由人工点播到微耕机机播，再到拖拉机机播，

再到逐步完善适应带状间套作的播种施肥机、收获

机。团队通过扩大农机具宽行至 1.8 米—2 米、缩

减结构参数、全新设计传动机构等创新，实现农

机、农艺高度融合，不仅提高了播种、收获机具

的通过性与作业效率，还首次在复合种植领域

实现播种、田间管理与收割全程机械化。这一

突破迅速得到农业领域院士专家的高度肯定，

纷纷建议农业部及四川省人民政府加快发展套

作大豆。

根据玉米需氮量多、大豆根瘤菌固氮特性，团

队还自主研制专用缓释肥与播种机，创制播前封闭

除草、苗期茎叶分带定向喷药相结合的化学除草新

技术。“这是我们在绿色农业上做出的突破，提高土

地产出的同时，降低农业污染。”团队成员雍太文

说，通过农机农艺融合，病虫草害防控率达 85%以

上，农药使用量减少 25%—40%，农药飘移率降低

15%—20%，并有效解决了田间单双子叶作物不能

同田除草的世界难题。

扎根试验田，双高产成为现实

农业间套作是否该退出历史舞台农业间套作是否该退出历史舞台
这项技术改变了很多人的看法这项技术改变了很多人的看法

李宝乐 本报记者 张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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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仁寿县套作大豆机播现场四川省仁寿县套作大豆机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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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农业大学杨文钰团队

创建出选品种、扩间距、缩穴距

为核心的玉米—大豆带状复合

种植技术体系，让玉米大豆双

高产成为现实，并首次在复合

种植领域实现播种、田间管理

与收割全程机械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