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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流通企业用户培训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农业机械（以下简称农机）用户培训的对象、目的、资源配置，以及培训内容和组织

管理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农机流通企业（农机经销商）对用户开展培训，可供农机生产企业用户培训工作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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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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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B/T 11034—2013 农业机械营销企业服务质量规范

SB/T 11175—2016 农业机械流通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用户（顾客） customer

产品或服务的接受者。

[SB/T 11034—2013，定义3.2]

3.2

用户培训 User train

对用户传授农机产品基本常识、机械性能、使用操作、维护保养等知识和技能的活动。

4 培训对象和目的

4.1 培训对象

购置、使用农机的用户。

4.2 培训目的

4.2.1 使用户了解农机产品基本常识，安全操作，正确使用，掌握日常维护保养技能。

4.2.2 促进农机产品宣传、销售和使用，以及新产品、新技术推广应用。

5 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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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机构

5.1.1 有组织实施用户培训的部门。

5.1.2 有用户培训制度和培训计划。

5.1.3 配备专职或兼职教师、管理人员。

5.1.4 配备设施设备和适用教材。

5.2 设备设施

5.2.1 有不小于 20m
2
的教室。

5.2.2 有不小于 150m
2
的技能操作训练场地。

5.2.3 配备电脑、投影等电教设备。

5.2.4 配备常用机型解剖教具、模型、挂图、示教板等教学用具。

5.2.5 配备教学用农机实物。

5.3 教师

5.3.1 遵纪守法，爱岗敬业，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5.3.2 熟悉农机产品构造、原理、性能，具有农机维护保养、故障诊断与排除等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

5.3.3 具有农机运用与管理知识，能正确操作和使用农机，熟悉农机作业对农艺的要求。

5.3.4 具有一定的教学经验。

5.3.5 具有相关职业资质。

6 培训内容

6.1 农机产品基本常识

主要包括：

a) 介绍农机产品的用途、适用范围和性能等。必要时介绍产品的构造和原理；

b) 告知使用前必须阅读并理解产品使用说明书；

c) 告知产品的三包有效期和三包方式。

6.2 农机使用操作

讲解农机操作方法、主机与机具的正确配置，说明并强调安全注意事项，进行必要的操作演示。主

要包括：

a) 发动机的启动；

b) 起步技术；

c) 场地驾驶技术；

d) 机具挂接技术；

e) 田间作业技术；

f) 机具使用调试方法；

g) 应急处置技术；

h) 安全注意事项；

i) 其他相关操作。

6.3 农机维护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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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农机维护保养常识，必要时介绍简易的故障诊断和排除、修理方法。主要包括：

a) 维护保养的目的；

b) 维护保养的主要内容；

c) 保养技术；

d) 零部件拆装方法和流程；

e) 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f) 零部件鉴定与简易修理；

g) 常用油品及鉴定办法；

h) 其他相关内容。

7 组织管理

7.1 前期准备

7.1.1 收集培训需求信息

主要包括：

a) 潜在需求用户；

b) 意向购买用户；

c) 购买用户。

7.1.2 制定方案

7.1.2.1 培训方案主要内容：

a) 培训对象、人数；

b) 培训目的；

c) 培训方式；

d) 培训纪律；

e) 培训时间和地点；

f) 培训内容和课时安排；

g) 培训负责人和教师；

h) 教材、教案、教具和教学实物；

i) 结业和考核方式。

7.1.2.2 培训时间可安排在农机产品售前、售中、售后的一个或多个环节进行。

7.1.2.3 培训方式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如下多种形式：

a) 一对一培训；

b) 上门培训：

c) 分散培训；

d) 集中培训；

e) 远程培训；

f) 课堂讲授；

g) 面对实物讲授；

h) 实践操作；

i) 现场参观；

j) 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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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组织实施

7.2.1 登记参加培训的用户信息。

7.2.2 严格考勤和管理，做好用户培训记录，由用户签字确认。

7.2.3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的训练。

7.2.4 利用多媒体、幻灯、实物以及解剖教具、模型、挂图、示教板、现场试乘试驾等手段进行教学。

7.2.5 集中培训结束前，应进行理论考试和技能考核。

a) 理论考试，采用笔试方式考核学习的要点及内容。

b) 技能考核，按要求完成实践操作。

7.3 总结考评

7.3.1 培训结束应进行总结和考评，主要内容包括：

a) 培训计划的实施情况；

b) 受训用户对教师授课的反馈意见；

c) 受训用户对培训内容的掌握情况；

d) 受训用户对培训的满意程度；

e) 培训持续工作的改进措施。

7.3.2 培训合格率应达到 100%。

7.3.3 建立授课教师考评制度，根据培训满意度和合格率给予激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