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 

“中国农业机械发展贡献奖（2014-2018）” 

获奖人事迹简介 
 

1、王金富 

王金富，男，1956 年生，中共党员，现任中联重机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自公司 2011 年 6 月创立以来，致力于引

领中国农机自主品牌发展壮大，并实现了在中国农机多个细分产

业的突破、超越和领先，为行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率先在

行业内提出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解决方案模式，致力于打造从育

秧、耕整、种植、田间管理、收获到谷物烘干的生产全程机械化

解决方案，充分满足国家对水稻、玉米、小麦等主粮作物栽培、

种植、收获和储运的要求，引领中国农机化中后期的发展。带领

他的团队，通过技术创新，成功开发出 PL2304、PL2604 大马力拖

拉机，填补了该功率段中国自主品牌拖拉机空白，成为可替代进

口的大国重器。带领他的团队，通过技术创新，开发出智能化

DC15-DC60 系列粮食烘干机，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20%以上，为国

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做出突出贡献。带领研发团队，

通过自主创新，成功开发出 AS60、AS40 系列甘蔗收割机，多项技

术获得国家专利，并大批量投放市场，为我国甘蔗生产机械化和

糖业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积极推进以中联重机为龙头的芜湖市

现代农业机械产业集聚发展基地建设，致力于推动农机产业与农

业物联网及农业技术相融合，实现了产业基地从无到有、从弱到

强的发展，打造产业链集聚发展新模式。 



2、毛罕平 

毛罕平，男，1961 年生，中共党员，现任江苏大学学部主任，

教授。他发起了全国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新大赛，至今共举办 3

届，共有 60 余所高校 1191 个项目，5003 人参与创新实践，近 40

家行业企业为大赛提供了技术需求、成果展示、实践锻炼机会等

机会，助推行业技术创新。从第二届大赛起成为由教育部高教司

委托主办的国家级赛事。他为这个赛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由他

所在单位投入 80 万元、争取行业资助 46 万元，把大赛办成了我

国农业工程界唯一的国家级赛事。他作为耕作机械分会主任委员，

该分会多次被评为学会先进，为此做了大量奉献。作为学科带头

人，加强学科建设，强化农业装备特色，注重骨干队伍培养，使

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科跃进至全国前三。作为负责人，近五年有 2

项成果达国际领先水平、3 项成果达国际先进水平，授权发明专利

96 件，发表 SCI/EI 收录论文 179 篇，其中 SCI 一区论文 7 篇。他

注重成果转化，把服务社会作为重要使命，累计新增利税和节支

总额 31.4 亿元；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此，他先

后荣获江苏省劳动模范、首届创新争先奖章、镇江市人民奖章。 

 

3、方宪法 

方宪法，男，1963 年生，中共党员，现任中国农业机械化科

学研究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研究员。长期从事农业装备技术和

科技战略发展研究，组织策划、实施了“十二五”国家 863 计划

重大项目“智能化农机技术与装备”、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现

代多功能农业装备制造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制”等项目，集聚了全



行业产学研 110 多家单位 1000 多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参与执行，并

圆满完成。“十二五”以来，担任国家 863 计划现代农业领域主题

专家、“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能农机装备”重点专项实

施方案、指南编制组组长，全链条设计农业装备领域重大科技任

务，助推我国农业装备产业创新驱动、转型升级。 

作为国家科技部“收获技术与装备创新团队”负责人，带领

团队研发的不分行 4YZ 型玉米摘穗收割机、半喂入水稻收割机等

一批原创技术支撑了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奠定了产业技术基础；

研发生产的 3 个型号智能化采棉机、不分行玉米青饲机、马铃薯

收获机等技术国内领先、产品替代进口，占有国内 1/3 的市场；

能源林收获机、秸秆收获机等填补国内空白，应用于养殖业与生

物质发电；玉米不分行摘穗收获、双纵轴流稻麦联合收获已经实

现产业化生产，成为传统收获机械替代主力机型。作为国家南方

粮油作物协同创新中心团队负责人，带领团队开展南方多熟制农

机装备选型与优化研究，农机农艺融合助推薄弱区域机械化发展。

近五年，带领集聚国内外优势科技资源的收获技术与装备创新团

队围绕粮、经、饲、能、果蔬等作物智能收获技术及装备协同创

新，引领了我国收获装备技术高效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核

心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 项，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一

等奖 2 项、二等奖 5 项。 

 

4、应义斌 

应义斌，男，1964 年生，中共党员，现任浙江农林大学校长、

教授。他长期从事农产品品质安全快速检测技术和商品化处理智



能装备的研究，2016 年果蔬品质智能检测分级技术的 20 件核心

专利转让企业实施产业化。2014 年-2017 年连续 4 年入选

Elsevier“中国高被引科学家”，2017 年当选 AOC Fellow，2014

年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作为浙江大学农

业工程一级学科负责人，该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并在

2017 年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入选 A+学科。 

 

5、陈学庚 

陈学庚，男，1947年生，中共党员，现任石河子大学研究员、

农业部西北农业装备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扎根

边疆基层一线连续从事农机研究和推广工作51年，为新疆棉花生

产全程机械化技术研究和大面积应用作出重大贡献： 

1、突破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关键：针对新疆棉区积温偏

低，国外棉花生产装备不能完全适应新疆农艺要求的瓶颈问题，

以创制关键技术与装备为突破口，历经11年研究，棉花生产全程

机械化获突破。成果在新疆全面应用，在山东、河北等棉区示范

应用。2013-2015年累计应用面积达到3829万亩，增收节支146.24

亿元，获201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4年新疆棉区以占全

国42.3%的面积，生产了占全国59.7%的棉花总产量。 

2、攻克地膜植棉机械化技术装备难题：上世纪80年代初，迫

切需要实现地膜植棉机械化以改变新疆落后的棉花生产水平。为

此通过多项技术创新，研发出棉花铺膜播种机系列产品，填补了

我国地膜植棉机械化应用领域空白，满足了新疆地膜植棉大面积

推广需求。兵团皮棉平均亩产由1982年的38.5kg（新疆34.1 kg）



跃升到1994年的82.1kg。该项成果获199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 

3、创制了膜下滴灌精量播种技术与装备：本世纪初，为满足

棉花膜下滴灌精量播种农艺新要求，通过多项技术创新，创制成

功一次作业完成8道工序的膜下滴灌精量播种机，形成11种系列新

产品，并拓展到多种作物，技术产品新疆市场占有率达85%，推

广至全国多省区及中亚五国。在这一技术装备支撑下，兵团皮棉

平均亩产从1994年的82.1 kg跃升到2014年的155.7kg。该项成果

获2008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4、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23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排2）、二等奖2项（均排1）、国家星火二等奖1项（排3）、省

部级一等奖7项；获国家专利80余项，专利实施后获国家重点新产

品9项；撰写专著4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获全国杰出专业技

术人才等荣誉称号10余项。 

 

6、范伯仁 

范伯仁，男，1955 年生，中共党员，现任江苏省农机学会理

事长，历任江苏省农机化试点推广站助理工程师，省农机局科技

教育处处长、省农机试验鉴定站站长、省农机具开发应用中心主

任、省农机局科技质量处处长、省农机局副局长，从事农机工作

40 余年。主要从事农机化试验研究、示范推广、教育培训、科技

开发、检测鉴定、技术监督和科技管理等工作。 

在担任省农机试验鉴定站站长、省农机具开发应用中心主任

期间，在单位运行机制改革、引进国外插秧机试验示范、高效农



机化技术的研究开发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完成了与外国专家合

作，插秧机及其机插技术引进试验、机具选型、配套播种流水线

开发、机插育秧技术简化工艺及规范、技术人员培训等多项关键

任务，被农业部列入全国“十五”农机化 10 大推广技术之一。在

担任江苏省农机局科技质量处处长、副局长期间，积极推进我省

插秧机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应用，至 2015 年，全省插秧机

保有量达 14 万台，水稻机插秧面积 2458 万亩，机插率达 75.7%，

机械化种植面积达 2800 万亩，水稻种植机械化水平超过 86%，比

全国高出 41个百分点。全力推进秸秆机械化还田和综合利用工作，

主编并正式出版了《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及装备》一书，会

同省技术监督局等单位制订了 6 项机械化还田作业标准，保障了

秸秆机械化还田的作业质量和效果，组织开展秸秆机械化还田与

水稻机插秧集成技术试验示范，取得重大进展，2015 年，全省稻

麦秸秆机械化还田面积超过 4000 万亩，超额完成了省政府下达的

目标任务。积极推进我省特色农机试验研发和示范推广，全省以

茶叶中耕、采摘、加工为标志的机械化生产技术、水下机械化增

氧等高效水产养殖技术、设施养殖业、设施种植业配套机械化技

术与装备、果蔬茶等的保鲜机械化技术、畜禽粪便机械化处理技

术等，都得到了大面积推广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在高效农机化技术研发工作方面，由该同志担当首席专家或

项目负责人主持完成《水稻高性能机插秧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开

发与应用》、《小型果蔬冷藏保鲜设备的试验与开发》、《畜禽粪便

无害化处理技术及关键设备产业化开发》等国家和省重大科技项

目 12 项，获省、市科技进步奖 4 项、农业部司局奖 4 项，发明专



利 1 项。主编、出版《农机管理员必读》、《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技术与装备》等著作 5 部，著有《农机化项目技术经济评价方法

及其应用》等论文 15 篇。 

 

7、诸慎友 

诸慎友，男，1940 年生，中共党员，曾任中国农业机械化科

学研究院副院长、总工程师，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

任委员，国家农机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任，中国农机学会第六

届理事会（1998 年-2002 年）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农业机械学报

第七届编委会（2002 年-2008 年）主编。 

该同志长期从事农业机械、农机测试和行业技术工作。先后

主持国内首条室内耕作部件土槽试验装置、室外大型耕作土槽试

验装置和土壤整理设备，并完成土槽连续模拟试验和数据实时采

集系统研究，为我国农机田间作业工作部件的运动学和动力学研

究创建了试验平台。先后主持和参加了多项耕整种植机械研制，

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 项，机械部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3

项；作为主编或撰稿人编写了《中国机械工业技术发展史·农业

机械》（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学科发展蓝皮书 2002 卷农业

机械研究新进展》（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中国机械史 行

业卷·农业机械》（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等）。在行业技术

工作中，组织参加了农机标准的制修订和宣贯工作，为推动农机

标准的实施做出了努力。 

担任《农业机械学报》主编期间，2005 年起改为月刊并被美

国化学文摘社（CA）收录，期间还建立了学报网站，通过“稿件



管理系统”实现了学报编辑部日常工作纳入的计算机管理，实现

了网络化服务。2008 年《农业机械学报》被 EI Compendex 收录，

开拓了学报影响力的新纪元，为学报工作的创新和发展做出了重

要贡献。 

 

8、韩鲁佳 

韩鲁佳，女，1964 年生，农工党党员，现任中国农业大学工

学院院长、教授。长期从事农业工程领域农业生物质工程方向的

科研教学工作，是国家农业部“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及其创新团队”

-农业生物质工程团队和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农业生物质

利用的工程基础研究方向带头人。 

先后承担及承担了包括欧盟地平线 H202、欧盟第七框架计划、

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现代农业产业技术

体系岗位科学家、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国家科技公关等国家和

省部级以上项目/课题 40 余项。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

其中“新型秸秆揉切机系列产品研制与开发（2005）”排名第一、

“秸秆养畜示范推广项目（1998）”排名第六；获教育部和农业

部科技成果一等奖各一项、其他省部级科技奖励 4 项。获授权国

家发明专利 50 余件、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10 余件、国家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 30 余件；发表论文 20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120 余

篇、EI 收录论文 80 余篇。 

主持完成的“科教一体、产业对接-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特

色专业创新建设”获第七届北京市高等教育成果奖一等奖（排名

第一），“对靶国际一流——农业工程专业综合改革的探索和创



新”获第八届北京市高等教育成果奖二等奖（排名第一），获校

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2 项（均排名第一）、一等奖 1 项（排名第一）。 

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

家级人选、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青

年科技奖、全国农业杰出人才、北京市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先后任职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TC293 主席（2015-2020），世

界工程组织联合会 WFEO/WIE 执委（2008-2017），第六届教育部

科学技术委员会机电运载学部委员、第七届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

会农林学部委员，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第九届和第十届理事会副理

事长，中国农业工程学会第八届和第九届理事会副理事长，教育

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农业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

长（2013-2017），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及中国农

业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