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装备与农业设施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牵头申报单位 推荐单位 技术负责人

1 NC2010NA0001 
400 马力级无级变速重型拖拉机

研制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

司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贾鸿社 

2 NC2010NA0013 
农机关键零部件精益制造工艺技

术研究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刘丰 

3 NC2010NA0014 加工型番茄收获装备研制 
现代农装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周军平 

4 NC2010NA0017 
农机通用底盘数字化功能设计技

术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 

农业装备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毛恩荣 

5 NC2010NA0023 
玉米籽实与茎秆收获一体化装备

研制 

洛阳中收机械装备有

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李晓华 

6 NC2010NA0024 
10kg/s通用型多功能谷物联合收

割机研制 
中国收获机械总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李焰宏 

7 NC2010NA0035 
300～450马力段拖拉机配套农田

作业装备研究与示范 

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工

程科学研究院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  姜明海 

8 NC2010NA0053 
玉米种植机械化大型成套装备研

究与示范 
吉林大学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贾洪雷 

9 NC2010NA0055 
大型多功能挖掘收获类作物机械

化作业装备的集成创新与示范 
青岛农业大学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尚书旗 

10 NC2010NA0070 
玉米种子精密加工与定向播种装

备研究与开发 

天津富康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郭玉富 

11 NC2010NA0071 高效分离清选技术与装置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

研究院 

土壤植物机器系统技术

国家重点实验室 
 甘帮兴 

12 NC2010NA0076 

100-200KW 大型秸杆全量还田深

施肥播种复式作业旋耕技术集成

与示范 

扬州大学   专家推荐  张瑞宏 

13 NC2010NB0002 
智能化采茶技术及关键设备研究

开发 

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

化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秦广明 

14 NC2010NB0007 
智能型蔬菜种子工厂化处理流水

线成套装备的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专家推荐  陈大跃 

15 NC2010NB0010 南方瓜蔬生产智能化技术与装备 浙江大学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王俊 

16 NC2010NB0015 
3 行普及型与 6 行智能采棉机研

制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

研究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 
 韩增德 

17 NC2010NB0016 
农业机械导航与变量作业关键技

术与装备 
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罗锡文 

18 NC2010NB0039 
高效无人化智能施药装备研制与

应用 

伊犁农业第四师七十

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

局 
 韩建达 

19 NC2010NB0050 
农机装备信息化关键技术研究与

核心装置开发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

化研究所 
  专家推荐  胡静涛 

20 NC2010NB0064 
信息采集与智能控制一体化田间

作业装备研制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

研究院 

农业装备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张小超 

21 NC2010NB0065 
苹果园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与装

备的集成和示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专家推荐  杨福增 



22 NC2010NB0067 
智能化种子干燥及精细化选别加

工装备技术研究开发与集成 

甘肃酒泉奥凯种子机

械有限公司 
甘肃省科学技术厅  贾生活 

23 NC2010NB0075 
智能化田间作业机器人关键技术

及装备研发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李伟 

24 NC2010NB0078 
轮作区玉米生产机械化关键技术

与装备研究 
山东理工大学   专家推荐  杜瑞成 

25 NC2010NC0004 
华南地区农业设施装备技术集成

创新及推广示范 

广东省农业机械研究

所 

国家农业机械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南方分中心 
 钟诗恩 

26 NC2010NC0011 

植物工厂化生产低碳设施与配套

关键技术装备的研发与产业化示

范 

北京市农业机械研究

所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周增产 

27 NC2010NC0018 
温室作物生理生长指标连续监测

技术与系统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李海峰 

28 NC2010NC0025 
低碳节能现代化温室与栽培体系

的研究与示范 

上海都市绿色工程有

限公司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周强 

29 NC2010NC0033 
太阳能土壤跨季度储热智能化高

效农业装备的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 
 郑宏飞 

30 NC2010NC0034 
高效设施园艺主要生产环节关键

装备的研究与开发 
江苏大学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毛罕平 

31 NC2010NC0038 
资源节约型高效多功能四季温室

的研究与开发 

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

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齐飞 

32 NC2010NC0041 
绿叶菜安全高效清洁生产成套装

备研制与应用 
上海交通大学   专家推荐  刘成良 

33 NC2010NC0044 
资源节约型设施和低碳环控物联

网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同济大学   专家推荐  徐立鸿 

34 NC2010NC0047 
低成本智能化二氧化碳自动控制

装置 
吉林大学   专家推荐  王一丁 

35 NC2010NC0056 
青海节能日光温室关键技术研发

系统集成及示范 

 青海省机械科学研究

所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  肖棠 

36 NC2010NC0057 
设施农业节能工程及智能控制关

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山东省蔬菜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山东寿光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 
 杨其长 

37 NC2010NC0059 
资源高效利用型植物生长环境的

构建及其配套装备研制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师恺 

38 NC2010NC0069 
全自动瓜茄通用型嫁接育苗关键

技术与装备研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专家推荐  崔永杰 

39 NC2010NC0081 
环控农业生产关键环节成套装备

研制 

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

究中心 

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王成 

40 NC2010ND0026 
丘陵山区林果业作业装备研制与

示范 
华南农业大学 

国家农业机械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杨洲 

41 NC2010ND0031 春玉米全程机械化关键机具研制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国家玉米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吉林） 
 卢景忠 

42 NC2010ND0037 
丘陵山区机械化作业与优势农产

品加工关键装备研究与开发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张立彬 

43 NC2010ND0040 
丘陵山区主要农作物收获关键技

术及装备 
河南科技大学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师清翔 

44 NC2010ND0054 
双季稻区稻油轮作机械化生产装

备研究及机器系统优化与示范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孙松林 



45 NC2010ND0058 苎麻联合收割技术与装备的研究
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

化研究所 
  专家推荐  陈巧敏 

46 NC2010ND0061 
高速栽插与精密播种技术与装置

研究 

现代农装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国家农业机械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颜华 

47 NC2010ND0062 
长江中下游水旱轮作区少免耕机

械化播种技术与装备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李洪文 

48 NC2010ND0068 
甘蔗、木薯生产机械化关键技术

装备集成与示范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

机械研究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

术厅 
 曾伯胜 

49 NC2010ND0073 
行距无级快调缽苗栽秧机及其制

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 
扬州大学   专家推荐  张剑峰 

50 NC2010ND0080 
寒地高产优质粳稻轻型化装备与

技术集成示范 
东北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蒋恩臣 

51 NC2010NE0012 
退化草地植被恢复与先进牧草生

产关键技术装备研究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

研究院呼和浩特分院 

国家草原畜牧业装备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王振华 

52 NC2010NE0020 
养殖场固废环保型堆肥与利用技

术装备研究示范 

现代农装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孙跃飞 

53 NC2010NE0052 
智能化牧草收获机械嵌入式控制

器研究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

研究院呼和浩特分院 

国家草原畜牧业装备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张欣 

54 NC2010NE0060 
柠条饲料产业化技术及设备集成

示范 
山西省农机局 山西省科学技术厅  张培增 

55 NC2010NE0072 
鄱阳湖区域生猪健康养殖关键技

术与装备研究及示范 

江西省农业机械研究

所 
江西省科学技术厅  程国华 

56 NC2010NE0082 
热敏性添加剂在饲料工业中应用

装备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 

青岛康地恩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专家推荐  马向东 

57 NC2010NF0006 
棉花产后增值关键技术研究与装

备研制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郑州棉麻工程技术

设计研究所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王利民 

58 NC2010NF0027 
典型农产品产地分级处理成套装

备研制与示范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应义斌 

59 NC2010NF0029 
移动式农产品产地真空预冷成套

装备技术与工艺研发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郑传祥 

60 NC2010NF0036 
果蔬产地商品化高效低碳处理关

键技术装备研究与产业化示范 

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

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王海 

61 NC2010NF0048 
新疆特色林果收获及加工装备研

发与示范 
新疆农业科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

技术厅 
 王学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