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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近年来卫星导航、人工智能以及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 并与传统农机不断融合

u农机自动驾驶、农业装备自诊断、精准作业系统于一体的智能农机正在快速发展

u物联网技术的成熟和普及

u智能化是农机发展的必然趋势，农业现代化的智能农机及大数据应用主要涵盖

中国步入农机装备智能化时代

Ø 农机定位监控与自动驾驶

Ø 农机作业参数智能监测与计量

Ø 智能设备协同与精准作业

Ø 作业环境数据采集与处理

Ø 数据远程传输与分析决策

Ø 数据共享与应用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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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 变量作业智能监测
云服务器

移动4G网络

移动4G网络

互联网
PC端运营管理

手机端APP/微信

农场/合作社运营系统 农机维护服务系统

利用高精度北斗导
航按照设计路线
（直线或曲线）进
行起垄、播种、喷
药、收割

位置和作业轨迹；
作业面积计算统计；
作业图像；
土地深松信息监测；
农机运行状态信息；
油耗监控信息；
故障告警信息；
烘干机管理和监控

变量施肥；
变量喷药；
变量灌溉；

精准农业作业平台

 智能设备

应用软件

信息的可视化；
数据处理分析记录；
数据综合统计分析；

前端信息展示；
前端业务操作；设备功能

农机装备智能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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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自动驾驶系统是利用高精度的北斗卫星定位导航信息，由控制器对农机的液压系统进行控制，使农机按照设定的路线（直线或曲线）

进行起垄、播种、喷药、收割等农田作业。在新疆安装了北斗导航系统的农机可同时实现铺膜、播种、铺管三合一的棉田作业，且旱、

水田都可正常作业，完成了人工不可能完成的工作，真正实现了高效益生产

u  该系统可以有效提高作业精度、符合标准化农业要求、提高农产品质量；变人工操作时的少重不漏为自动化的不重不漏作业，提高

作业效率；延长农机作业时间，人停车不停，夜班一样田间作业；减轻驾驶员的劳动强度，并对驾驶员自身操作水平要求有所降低；

操作简单，15分钟就能学会，降低对机手的驾驶能力要求

u 整套系统包括车载系统和差分基准站两大部分，其中差分基准站应建立在固定地方，拖拉机在作业地块工作，车载系统安装在拖拉

机上，通过接差分基准站传来的差分信息，达到高精度导航目的

北斗导航农机自动驾驶系统-产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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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车载系统是集卫星接收、定位、控制于一体的综合性系统，主要由卫星天线、北斗高精度定位导航终端、行车控制器、液压阀、角度传感器等部分组成

（如下图所示）。

北斗导航农机自动驾驶系统-车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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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自动驾驶作业精度，需要架设差分基准站。惠达具有成熟的自动驾驶基站方案，不但支持接入CORS网络系统，还提供了固定式基站和便携式基，以适应

不同的应用场景。

差分基准站有固定式基站和便携式基站，固定式基站功率大，辐射距离可达30~50公里，便携式基站功率较小，辐射距离一般在3~5公里。

农场的拖拉机如果作业地点常驻在周围30~50

公里范围以为内的地块，建议安装固定式基站。

以后使用自动驾驶更方便和省事。

农场的拖拉机如果作业地块不固定，经常要跨区

作业，而且跨区作业距离相差很远，则可以考虑

选择便携式基站，

1.固定式基站 2.便携式基站

北斗导航农机自动驾驶系统-差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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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能为农场提供一整套的田间作业管理的整体解决方案，包括农机位置定位、作业轨迹跟踪、作业面积自动测算与统计、作业调度、设备远程维护等一系列特

色功能。

多制式卫星定位模式

多种农田作业场景

多种农田作业模式

田间作业自动管理

支持RTK模式，轻松实现厘米级导航定位精度，全面支持中国北斗、美国GPS、俄罗斯GLONASS欧洲Galileo多种卫星信号。

支持农机按照设定的路线（直线或曲线）进行在起垄、播种、喷药、收割等农田作业时都可以使用。在新疆北斗导航系统使用在拖拉机上，农机可同时实现

铺膜、播种、铺管三合一的棉田作业，且旱、水田都可正常作业。

支持用户可以根据作业地块的实际地形选择作业模式，支持AB直线、A+线、相同曲线、自适应曲线、单地头线、双地头线、轴心线和自由模式等作业模式。

北斗导航自动驾驶系统-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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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导航终端

• 高精度北斗/GNSS定位定向性接收机； 

• 支持北斗/GPS/GLONASS/Galileo/SBAS

• 支持配置成固定式和便携式差分基准站； 

• 接收灵敏度高提高车辆定位导航精度； 

• 实时输出高精度的RTK差分数据； 

• 提高自动驾驶作业精度的关键设备

行车控制器

• 整个自动驾驶系统中最核心设备；

• 内置3D陀螺仪和加速计，组合惯性导航技术，提高导航精度；

• 组合导航技术保证在没有卫星信号恶劣环境下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 感知车身姿态，进入自动修正模式；

• 自动控制车辆转向系统；

• 保证农机始终准确地保持沿预定航线行驶

北斗导航自动驾驶系统-系统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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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操作和查看的界面终端

• IP65防护级工业终端，防水防尘防震动；

• 8英寸高亮度电阻触摸屏，阳光下清晰可见；

• 车载规格设计安装方式稳固且安装简单

• 适应严酷作业环境，-40~70摄氏度； 

• 提供导航、驾驶和精准农业功能；

• 显示器通过连接高精度卫星输入设备

• 整个自动驾驶系统中最核心设备；

• 内置3D陀螺仪和加速计，组合惯性导航技术，提高导航精度；

• 组合导航技术保证在没有卫星信号恶劣环境下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 感知车身姿态，进入自动修正模式；

• 自动控制车辆转向系统；

• 保证农机始终准确地保持沿预定航线行驶

北斗/GNSS接收机 北斗/GNSS卫星天线

北斗导航自动驾驶系统-系统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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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压控制系统进行能量的转换、传递和控制；

• 合金材质，操控灵活，工作时冲击和振动小，噪声小；

• 使用寿命长，密封性能好，所控制的参量稳定；

• 根据控制单元发送的指令，实时控制液压流量和流向；

• 保证拖拉机始终按设定路线行驶；

• 相比于方向盘控制器模式具有精度高，反应快等特点

• 检测车辆前轮左右转向角度反馈给控制器； 

• 用于校正和提高车辆直线行驶精度； 

• 角度传感器采用铝合金材料； 

• 保证车辆前轴和角度传感器的刚性连接； 

• 保证检测的角度数据和实际车轮转向角度相符

液压阀 角度传感器

北斗导航自动驾驶系统-系统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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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检测的作业类型包括：深松、深翻、秸秆还田、植保机、免耕播种、翻转犁作业、旋耕机作业等等

智能监测-产品概述



农机监测-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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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人员车辆定位功能地图上显示该车辆的具体位置，

地图上将显示车辆信息，

如定位时间、速度、时间、位置车辆的状态等。

通过控制面板查询具体车辆在特定时间内的历史轨迹，

了解到车辆的运行轨迹路线。

并可通过地图下发的表格查看车辆的数据、速度的曲线变化图。

定位/轨迹查询

作业面积计算与统计

应用多传感器多源信息融合的作业质量探测使之准确率大大提升；

采用时间序列统计和单元积分逼近算法，使面积计算精度到3%；

自动生成各个机型农机的深松面积、深度和时间等信息的表格

轨迹回放



农机监测-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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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可以远程搜索设备终端、服务器上的录

像文件，并可以在客户端远程回放查看。

远程录像查询

油量统计

车载油量统计是油量传感器的数据通过车载设备

传送到中心平台，平台对数据进行二次优化处理

统计，得出油量统计报表，通过报表可以直接看

到油量的异常变化，从而给监管层监管油量提供

有力的数据依据。



农机监测-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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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远程实时视频或语音对讲，

支持视频/语音/文字信息三种方式。

支持作业调度，提高工作效率

实时视频&对讲

实时采集农机运行中的各项核心数据，包

括轴流滚筒转速、升运器转速、发动机运

行、油耗信息以及故障告警信息

 农机行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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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惠达智农科技有限公司变量作业-产品概述

u  过量施肥和用药不但增加了作业投入成本，而且会造成土壤板结和环境恶化。目前中国变量作业相比
欧美发达过家还比较落后；
u  化肥农药利用率是衡量科学施肥和喷药的标志，欧美发达国家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的农药利用率在
50%～60%，比中国高出15～20个百分点
u 农业部制定了《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
大力推进化肥减量提效、农药减量控害，积极探索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
业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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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准农业多功能变量作业控制系统由控制器、GNSS接收机、速度传感器、液体压力
传感器、流量传感器和变量作业执行机构组成，其原理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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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根据用户设定的公顷喷量进行自动控制,跑得快多喷，跑得慢少喷，停下来不喷,准确达到每公顷的期望
喷药量;
u 实时监视速度和流量，并统计作业的总面积，总流量，总距离和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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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运营平台-主要功能

全程管理农机，监控农机各项数据，建立农机，地块的数据地图，为生产流程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农机管理

从订单生成，来料（耗材），生产计划，工单（任务），执行任务，作业产出的整个生产生产细节过程来量化

生产流程

结合农机终端采集的各类数据以及人员工作时间，内容，消耗等数据，对作业质量予以量化评估

质量评估

系统根据驾驶人员每次作业的耗费物料成本和作业任务输出成果对人员进行评估和结算，找出流程漏洞与短板

人员评估

系统以地图行驶呈现农场合作社附近的农机维修服务站，服务站根据上报的农机故障数据，就能定位农机问题

农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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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为广大农机企业、农场、合作社和政府提供互联网+农机的智能信息化的解决方案，充分落实农机行业的智能化和信息化转型

u农机智能化已经在全国三千多家合作社安装五万余台大型农机机械，服务全国20多个省，得到广泛认可

智能监测-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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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合作社概况可以看到该领域内合作社数量、农机具总数、各类农机数等，并且可以清晰的看到每个地级市相

关数据，为管理合作社提供详实的数据，提高合作社的管理效率

智能监测-管理平台



1.PC端网页

2.手机端APP

3.手机端信微

数据运营平台-用户呈现



产品辐射地域广

 公司产品辐射全国二十多个省份

、三千余家合作社，2014年至今

系统统计作业面积达4000万亩（

2014年600万亩、2015年1190万

亩、2016年1720万亩），系统各

类作业面积总计2亿余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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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工大惠达产品是自主研发，产品稳定、性能高、使用和维护简单，功能扩展灵活，而且成本可控。在为用户提供比其他厂家更好产品更好服务的同时，

可以为用户提供的更好的价格。用户能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技术实力雄厚

产品设计先进

功能扩展灵活

产品性价比高

       依靠哈尔滨工业大学信息研究多年的精准农业的技术积累，产品技术团队包括院士级农业领域科学家、核心算法专家、高级产品架构设计师、资深软

件开发程序员、硬件设计工程师以及具有多年实践经验的工程团队。

       哈工大惠达的精准农业解决方案采用了世界领先的卫星导航及机械控制算法和产品软件架构设计，能够很好的满足国内用户的实际需求，解决了当前

国内外精准农业中存在的各种空白和不足，进一步提高了农机的产品性能、安全性和使用维护的便利性。

      哈工大惠达产品采用了先进的SOA架构设计思想，以业务灵活性为导向，针对企业规划需求，新建或整合服务可快速升级系统软件，满足农机企业、

农场定制化的功能需求，为农机企业和农场、合作社快速实现农业全程机械化提供了很好的演进平台。

售后服务有保障

统一的24小时服务热线，公司为产品配置了数百名的客服和售后工程维护团队 ，以合作社为单位建立维保站、建立备品备件库。

我们优势特点



哈工大信息技术研究所
北京惠达智农科技有限公司应用案例

哈工大惠达期望携手农机企业、农场、合作社一起努力推进中国智能农业发展！



谢谢观看！

哈工大信息技术研究所
北京惠达智农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