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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代替LY/T 1041—2011《林业机械 苗圃筑床机》，与LY/T 1041—2011相比，主要技术内容

变化如下：

a)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 2章，2011 年版第 2章）；

b) 修改了“床面平整度”的定义（见 3.11，2011 年版 3.11）；

c) 修改了型号编制方法中“特征代号”的标示方法（见 4.2，2011 年版 4.1）；

d) 修改了“床面平整度”的试验方法（见 6.2.2.3,2011 年版 6.5.3）；

e) 增加了“动力输入轴”的要求和试验方法（见 6.3.2）；

f) 修改了“安全性”的检验方法（见 6.4.2，2011 年版 6.6）；

g) 删除了“检验规则”的内容（2011 年版第 7 章）；

h) 增加了“标志”的检验方法（见 7.1.2）；

i) 增加了“使用说明书”的检验方法（见 7.2.2）；

j) 增加了“包装”的检验方法（见 7.3.2）。

本标准由全国林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61）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哈尔滨林业机械研究所、泰州市玉林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扬州

维邦园林机械有限公司、山东卡特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永康威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生态工程职

业学院、中交一公局土木工程建筑研究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伊春市林学会、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调查

规划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吴兆迁、杨雪峰、盛平、牛晓华、才丽华、李应珍、柯钟煜、孙宗涛、胡安国、

王宏、刘玉佳、刘晶梅、郭 燕。

LY/T 1041—2011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LY/T 1041—1991、LY/T 1042—1991、LY/T 1043—1991

和LY/T 1044—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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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机械 苗圃筑床机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苗圃筑床机（以下简称“筑床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编制方法、基本参数、技术

要求及试验方法、标志、包装、使用说明书、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拖拉机或苗圃通用底盘为配套动力的悬挂式连接的苗圃筑床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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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592.1 农业拖拉机后置动力输出轴 1、2和3型 第1部分：通用要求、安全要求、防护罩尺

寸和空隙范围

GB/T 1592.3 农业拖拉机后置动力输出轴 1、2和3型 第3部分：动力输出轴尺寸和花键尺寸、动

力输出轴位置

GB/T 5669 旋耕机械 刀和刀座

GB/T 6001 育苗技术规程

GB/T 9480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使用说明书编写规则

GB 10395.1 农林机械 安全 第 1部分：总则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3306 标牌

GB/T 17126.2 农业拖拉机和机械 动力输出万向节传动轴和动力输入连接装置 第2部分：动力

输出万向节传动轴使用规范、各类联接装置用动力输出传动系和动力输入连接装置位置及间隙范围

LY/T 1045 营林机械 型号编制方法

JB/T 5673 农林拖拉机及机具涂漆 通用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筑床机 seed bed former
修筑林业苗圃苗床，使之形成预定规格床面和步道的土壤处理机械。

注：筑床机分为通用型和复式作业型两种机型。

3.1.1

通用型筑床机 universal seed bed former
由步道装置、旋耕器和整形器三种基本作业装置组成的筑床机（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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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说明：

1——步道装置；

2——旋耕器；

3——整形器。

图 1 通用型筑床机结构简图

3.1.2

复式作业型筑床机 multifunctional seed bed former
通用型筑床机加装施肥（药）装置，可同时完成两种或两种以上作业的筑床机（见图2）。

1 2 4 3

说明：

1——步道装置；

2——旋耕器；

3——整形器；

4——施肥（药）装置。

图 2 复式作业型筑床机结构简图

3.2

旋耕器 rototiller
通过旋转刀片进行切土、碎土和混合土壤的耕作装置（见图1中2）。

3.3

步道装置 path plow



LY/T 1041—2018

3

位于筑床机旋耕器前部两侧用于开设步道沟的作业装置（见图1中1）。

3.4

整形器 shaper
使苗床达到预定形状和规格的作业装置（见图1中3）。

3.5

施肥（药）装置 fertilizer
安装在复式作业型筑床机上的，可同时完成施肥（药）作业的工作装置（见图2中4）。

3.6

床面宽度 bed width
垂直于苗床长度方向，床面两侧边线的水平距离（图3中的A）。

3.7

床面高度 bed height
床面与步道地面的垂直距离（图3中的h）。

3.8

步道宽度 width of tractor path
相邻两床面边线间的距离（图3中的B）。

3.9

床侧坡角 side slope of bed
床体截面梯形斜边与水平面所夹锐角（图3中的a）。

3.10

床面平整度 bed surface roughness
在5 m长的床面上，等分5段，每段的最低点到该段床面水平面高度的平均值。

A B

a

苗床 步道沟

说明：

A——床面宽度，mm；

B——步道宽度，mm；

h——床面高度，mm；

a——床侧坡角，° 。

图 3 苗床截面示意图

3.11

旋耕器转速 rototiller speed
旋耕刀绕其回转中心旋转的转速。

3.12

入土行程 penetrating distance
筑床机步道装置从开始入土时起至筑出预定规格苗床时止，所前进的水平距离。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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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土率 pulverizing rate
距床面60 mm深度范围内，轮廓尺寸小于15mm的土块占测定土块总重的百分比。

3.14

生产率 productivity for seed bed former
纯工作时间内筑床机所能完成的作业面积。

3.15

功率消耗 power dissipation
克服旋耕阻力和机组牵引阻力所消耗的功率之和。

4 型号编制方法

4.1 筑床机的型号编制方法按 LY/T 1045 的规定进行。

4.2 筑床机以床面宽度（单位为毫米）为主参数，具体型号编制如下：

2 M C □– 1100 □

变型代号：A、B、C…（无变形时可省略）

主参数代号：床面宽度,mm

特征代号：通用型不标示；复式作业型：施“肥”（F）、

打“药”（Y）

特征代号：筑“床”

组别代号：“苗”圃整地机

类别代号：育苗机械

示例：2MC-1100A 表示床面宽度为 1 100 mm 经过一次变型的苗圃通用型筑床机。

5 基本参数

筑床机的基本参数包括:

a) 型号；

b) 床面宽度，mm；

c) 床面高度，mm；

d) 作业速度，km/h；

e) 旋耕器转速，r/min；

f) 配套动力，kW；

g) 结构质量，kg；

h) 外形尺寸（长×宽×高），mm。

6 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6.1 一般要求

6.1.1 筑床机应能在下列条件下正常工作：

a) 环境温度为 0 ℃～35 ℃；

b) 土壤绝对含水率为 15%～25%；

c) 土壤坚实度低于 600 kPa；



LY/T 1041—2018

5

d) 冻土融化深度不小于 250 mm。

6.1.2 试验地应选择适合于机组作业的具有代表性的地块，试验地长度不小于 50 m，试验用仪器应按

国家有关标准在试验前进行校正和标定。试验仪器及其精度要求如下：

a) 温度计，精度 1.0%；

b) 转速计，精度 0.5%；

c) 秒表，精度 0.2 s；

d) 5 m 钢卷尺、50 m 卷尺，精度 1.0 mm；

e) 土壤湿度计，精度 1.0%；

f) 土壤坚实度计，精度 5.0%；

g) 衡器除特殊注明外，精度为 0.5%，最大示值应在 1/3～2/3 量程范围内；

h) 水平尺，精度 1.0%；

i) 白线绳 50 m，线桩 12 根；

j) 取土框，规格 500 mm×500 mm×60 mm；

k) 功率消耗测定仪器，精度 1.0%。

6.1.3 筑床机试验期间应保证试验机组的技术状态良好，并按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维护和保养，试

验中不应更换配套动力和驾驶员。

6.2 整机性能

6.2.1 要求

筑床机性能应满足GB/T 6001的相关要求。

筑床机的性能指标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 1 筑床机性能指标

性能参数 指标值

苗

床

规

格

床面宽度

mm
1 070～1 130

床面高度

mm
180～250

步道宽度

mm
570～630

床侧坡角

°
55±10

耕

深

步道装置

mm
150～200

旋耕器

mm
130～180

入土行程

mm
≤2 500

床面平整度

mm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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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土率

%
≥70

作业速度

km/h
4～6

旋耕器转速

r/min
240～500

功率消耗

kW
≤配套动力标定功率的 85%

6.2.2 检验

6.2.2.1 苗床规格及耕深

苗床规格及耕深试验按如下步骤进行：

a) 沿机组前进方向每隔 3 m～5 m 测定一点，每个苗床选 3 个点，至少测 3 个苗床；

b) 在上述各测点分别测出床面宽度、床面高度、步道宽度、床侧坡角、旋耕器耕深、步道装置耕

深，其平均值即为各自的试验结果。

6.2.2.2 入土行程

每个苗床测定 1 次，至少测 3 个苗床，计算出平均值。

6.2.2.3 床面平整度

在筑出的苗床上随机选定5 m的长度，等分5段，在两侧床边拉好水平线构成水平面，测定床面上每

段最低点到该段床面水平面的高度，每个苗床测定1次，至少测3个苗床，计算出平均值。

6.2.2.4 碎土率

在筑出的苗床上用500 mm×500 mm×60 mm的取土框取样，按土块最长边分为小于15 mm和大于15 mm

两级，测定不少于3次，以小于15 mm的土块占测定土块总重的百分比为碎土率。

6.2.2.5 作业速度

在6.2.2.7（功率消耗试验）中获取数据。

6.2.2.6 旋耕器转速

在6.2.2.7（功率消耗试验）中获取数据。

6.2.2.7 功率消耗

6.2.2.7.1 功率消耗在机组正常作业情况下（不低于表 2 规定的生产率）且作床高度为 180 mm～250 mm

的全行程内测定，至少测 3个行程，每个行程应不小于 20 m，推荐采用电测法。

6.2.2.7.2 测定拖拉机动力输出轴的扭矩、转速、筑床机的牵引阻力和作业速度，计算出各项参数每

行程平均值和总平均值。

6.2.2.7.3 旋耕阻力消耗功率 Nd按式（1）计算：

9550
ddav

d
M nN 

 ............................................................................. (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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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 ——旋耕阻力消耗功率，单位为千瓦（kW）；

Mdav——拖拉机动力输出轴扭矩，单位为牛米（N·m）；

nd ——拖拉机动力输出轴转速，单位为转每分（r/min）。

6.2.2.7.4 牵引阻力消耗功率 Nq按式（2）计算：

1000
q

q

F v
N


 ................................................................................ (2)

式中：

Nq ——牵引阻力消耗功率，单位为千瓦（kW）；

Fq ——牵引阻力，单位为牛（N）；

v ——作业速度，单位为米每秒（m/s）。

6.2.2.7.5 总功率消耗 N 按式（3）计算：

d qN N N  ............................................................................. (3)

式中：

N ——总功率消耗，单位为千瓦（kW）；

Nd ——旋耕阻力消耗功率，单位为千瓦（kW）；

Nq ——牵引阻力消耗功率，单位为千瓦（kW）。

6.3 主要零部件性能

6.3.1 万向节传动轴和动力输入连接装置

6.3.1.1 要求

万向节传动轴和动力输入连接装置应符合GB/T 17126.2的规定。

6.3.1.2 检验

万向节传动轴和动力输入连接装置的检验按GB/T 17126.2的规定进行。

6.3.2 动力输入轴

6.3.2.1 要求

动力输入轴伸出端花键的基本参数和尺寸应符合GB/T 1592.1和GB/T 1592.3的规定。

6.3.2.2 检验

动力输入轴伸出端花键的基本参数和尺寸检验按GB/T 1592.1和GB/T 1592.3的规定进行。

6.3.3 旋耕器的旋刀与刀座

6.3.3.1 要求

旋耕器的旋刀与刀座应符合GB/T 5669的规定。

6.3.3.2 检验

旋耕器的旋刀与刀座的检验按GB/T 5669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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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安全性

6.4.1 要求

6.4.1.1 筑床机应按 GB 10396 的规定在醒目处设置必要的安全标志。

6.4.1.2 所有外露运动部件应设置防护板或罩，其防护设施应符合 GB 10395.1 的相关规定。

6.4.2 检验

6.4.2.1 筑床机安全标志的检验按 GB 10396 的规定进行。

6.4.2.2 目视检验筑床机的所有外露运动部件是否设置防护板或罩，其防护设施的检验按 GB 10395.1

的规定进行。

6.5 可靠性和经济性

6.5.1 要求

筑床机在正常工作环境下，其可靠性和经济性指标应满足表2的要求。

表 2 筑床机可靠性和经济性指标

可靠性和经济性参数

筑床机型式

通用型 复式作业型

可

靠

性

首次故障前平均工作时间

h
≥54 ≥42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h
≥42 ≥30

经

济

性

生产率

hm
2
/h

≥0.65 ≥0.2

平均每公顷燃油消耗量

L/hm
2

≤15 ≤22

6.5.2 检验

6.5.2.1 可靠性检验

6.5.2.1.1 可靠性试验方法

可靠性试验在符合 6.1 要求的情况下以生产试验的形式进行。试验时间为 80 h，试验样机为 2 台

以上，每台样机每个班次连续作业时间不少于 6 h，详细记录每班次各种作业时间、故障次数及时间、

作业面积和燃油消耗等数值。

6.5.2.1.2 可靠性指标计算

6.5.2.1.2.1 首次故障前平均工作时间 T 按式（4）计算：

 
'

'

1

1 n

i
i

T t n n t
n 

 
   

 
 ..................................................................... (4)



LY/T 1041—2018

9

式中：

T ——首次故障前平均工作时间，单位为小时（h）；

n ——试验样机数；

'n ——试验时发生故障的试验样机数；

it ——第 i台试验样机首次故障时间，单位为小时（h）；

t ——试验截止时间，单位为小时（h）。

注：轻度故障是指轻度影响产品功能，修理费用低廉的故障及在日常保养中能用随机工具轻易排除的故障。如：旋

耕刀或刀座个别损坏，机罩、防护罩损坏，零件结合面渗油，螺栓松动等。

6.5.2.1.2.2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bT 按式（5）计算：

1b
ntT
r




.................................................................................. (5)

式中：

bT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单位为小时（h）；

n ——试验样机数；

t ——试验截止时间，单位为小时（h）；

r ——受检样机发生故障的总数。

6.5.2.2 经济性检验

6.5.2.2.1 经济性指标计算

6.5.2.2.1.1 生产率 E 按式（6）计算：

i

i

A
E

T



..................................................................................(6)

式中：

E ——平均生产率，单位为公顷每小时（hm2/h）；

iA——试验样机每次记录的作业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iT ——试验样机每次记录的纯作业时间，单位为小时（h）。

6.5.2.2.1.2 平均每公顷燃油消耗量 K 按式（7）计算：

i

i

L
K

A
 


................................................................................(7)

式中：

K ——平均每公顷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升每公顷（L/hm2）；

iL ——试验样机每次记录的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升（L）；

iA——试验样机每次记录的作业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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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外观质量

6.6.1 要求

6.6.1.1 冲压件应完整，不应有裂纹、毛刺。

6.6.1.2 铸件不应有冷隔、缩孔、疏松变形等缺陷。

6.6.1.3 焊接件应焊缝平整，不应有烧穿、裂痕、漏焊等缺陷。

6.6.1.4 涂漆件表面质量应符合 JB/T 5673 的规定。

6.6.2 检验

目视检查筑床机的外观质量。

涂漆件表面质量的检验按JB/T 5673的规定进行。

6.7 装配质量

6.7.1 要求

6.7.1.1 所有零部件的安装应位置准确，连接应牢固可靠。

6.7.1.2 整机装配后，运动件应运动灵活，不应有干涉、卡滞等异常现象。

6.7.1.3 传动箱应密封良好，无漏油现象。

6.7.2 检验

6.7.2.1 用目测、手动及扳手检查零部件的安装是否准确，连接是否牢固可靠。

6.7.2.2 筑床机空转运行 30 min 以上，检查是否运动灵活，有无干涉、卡滞、异响等现象；停止运行

20 min 以后，检查是否有漏油现象。

7 标志、包装、使用说明书、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7.1.1 要求

7.1.1.1 产品标志（包括铭牌、安全操作标识和其它防伪标识）应清晰、耐久，置于产品外部醒目位

置。

7.1.1.2 每台机器应有永久性铭牌，铭牌应符合 GB/T 13306 的规定，并固定在机器外部醒目的位置。

7.1.1.3 产品铭牌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型号、名称；

b) 产品注册商标；

c) 主要技术参数：作业速度、配套动力、结构质量、外形尺寸；

d) 制造厂名称及其通讯地址；

e) 出厂编号及生产日期（若机器其他位置已标示，可省略）。

7.1.2 检验

目视检验每台筑床机的标志。

7.2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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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要求

7.2.1.1 筑床机出厂前应采取防锈措施，装箱后应固定稳妥，包装应牢固、可靠、防潮。

7.2.1.2 包装和包装箱应符合 GB/T 13384 的规定，包装箱上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7.2.1.3 出厂随机零部件、配件、备件及附件、工具和技术文件应齐全。随机文件应至少包括：

a) 装箱单；

b) 产品合格证；

c) 产品使用说明书；

d) 保修卡。

7.2.1.4 如用户另有要求，可按合同执行。

7.2.2 检验

目视检验每台筑床机的包装。

包装和包装箱的检验按GB/T 13384的规定进行。包装箱上标志的检验按GB/T 191的规定进行。

7.3 使用说明书

7.3.1 要求

7.3.1.1 使用说明书应按 GB/T 9480 的要求编制，并给出第 5 章规定的基本参数。

7.3.1.2 使用说明书应详细说明正确的安全守则、操作规程、调整方法、维护和保养规则。

7.3.2 检验

使用说明书的检验按GB/T 9480的规定进行。

7.4 运输和贮存

7.4.1 筑床机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不应碰撞、受潮、受压。

7.4.2 筑床机应贮存在干燥、通风的仓库中，并应避免与腐蚀性物质混放，不应露天堆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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