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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概述 

《农机作业远程监控管理系统》是【农机直通车·全国农机化信息服务平台】的

一个应用子系统。 

农机合作社或农机主可以通过该系统查看所属农机的当前位置和历史轨迹，还可

以查询每一台农机的作业数据以及农机化管理部门的审核结果，动态跟踪农机作业补

贴的执行进度。 

县级农机化管理部门可以通过该系统实时查询所有作业机具的作业信息、位置信

息以及档案信息，审核校验每一个作业地块的作业质量，统计农机合作社或农机主的

作业总量以及本地区的作业计划完成情况等。部、省、市各级农机化管理部门则可以

通过该系统实时查询辖区内每一个作业地块的作业信息以及农机的作业状况和分布

状况，统计辖区内的农机作业补贴情况、计划实施完成情况，实现农机作业补贴信息

公开的规范化。 

2. 账号获取 

参见《全国农机化综合管理系统-系统管理员操作手册》。 

3. 登录系统 

参见《全国农机化综合管理系统-系统管理员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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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操作指南 

本系统共包括【作业明细管理】、【作业单位统计】、【作业进度查询】、【农机分布

查询】、【作业计划管理】和【农机档案管理】六大功能。 

为了更好的发挥本系统的各项功能，请按照以下流程使用本系统。 

4.1. 作业计划管理 

4.1.1. 功能概述 

县级农机化管理部门可以通过该功能设置辖区的年度作业计划以及补贴单价和

补贴依据。 

部、省、市各级农机化管理部门则可以通过该功能查询辖区内作业计划的实施进

度情况。 

温馨提示：请各县级农机化管理部门在使用本系统时首先设置本辖区的作业计

划，以便系统自动计算和统计补贴金额和作业计划实施进度。 

4.1.2. 操作说明 

在任何一个操作界面中，点击【农机作业监测管理】模块下的【作业计划管理】

功能，系统进入（图 4-1-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图 4-1-1） 作业计划管理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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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 新增作业计划 

在（图 4-1-1）中，点击 按钮，系统进入（图 4-1-2）所示的新增作业计

划操作界面。 

 

（图 4-1-2） 新增作业计划操作界面 

在（图 4-1-2）中，选择、输入相关的参数并点击 按钮即可新增一个农机

作业计划。 

特别说明： 

1）补贴单价和补贴基数将作为计算每一个作业地块补贴金额的依据； 

2）凡是通过审核的作业地块，每一个作业地块的补贴金额 =  

补贴单价 X作业面积 

或：补贴单价 X合格面积 

3）每一个作业单位（合作社或农机主）的补贴金额等于所有通过审核的作业地

块补贴金额的合计，详见【4.3 作业单位统计】功能。 

4）如果没有设置作业计划，系统将无法自动计算和统计补贴金额和作业计划的

实施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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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作业明细管理 

4.2.1. 功能概述 

县级农机化管理部门通过该功能可以查询辖区内的每一个作业地块的信息，可以

进行质量校验、审核通过、驳回等操作，并可以批量导出。 

部、省、市级农机化管理部门则可以通过该功能查询辖区内的每一个作业地块的

信息，并可以查看多个作业地块在地图上的分布情况。 

温馨提示： 

1）请各县级农机化管理部门对每一个作业地块做出【审核通过】或【驳回】操

作，以便完成作业信息的自动上报； 

2）凡是【通过审核】的作业地块，系统将会自动依据【作业计划管理】中的参

数设置计算补贴金额；凡是【驳回】的作业地块，将不发放作业补贴。 

4.2.2. 操作说明 

4.2.2.1. 县级操作说明 

在任何一个操作界面中，点击【农机作业监测管理】模块下的【作业明细管理】

功能，系统进入（图 4-2-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图 4-2-1） 作业明细管理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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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校验 

在（图 4-2-1）中，勾选任意一个作业地块并点击 按钮，系统即可进入

（图 4-2-2）所示的质量校验操作界面。 

 

（图 4-2-2） 质量校验操作界面 

在（图 4-2-2）中： 

1）勾选界面右下方的 选项，可以分别展现作业地

块的检测点及形状、作业机具的轨迹和作业图片； 

2）点击界面右下方的 按钮，可以翻页查询每一个作业地块的信息； 

3）点击界面右下方的 按钮，可以审核通过或驳回对应的作业地块； 

 批量通过和驳回 

在（图 4-2-1）中，勾选一个或多个作业地块信息并点击 或 按

钮，即可批量审核通过或驳回作业地块信息。 

特别说明：凡是审核通过的，即意味着认可，给予作业补贴；凡是驳回的，即意

味着不认可，不给予作业补贴。 

 数据导出 

点击 按钮，即可一次性导出筛选出的全部作业地块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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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部省市级操作说明 

在任何一个操作界面中，点击【农机作业监测管理】模块下的【作业明细管理】

功能，系统进入（图 4-2-3）所示的操作界面。 

 

（图 4-2-3） 作业明细管理操作界面 

在（图 4-2-3）中，点击 按钮，即可一次性导出筛选出的全部作业地块的

信息；勾选一个或多个作业地块并点击 按钮，即可查询作业地块在地图上的

分布情况，如（图 4-2-4）所示。 

 

（图 4-2-4） 地块分布显示界面 

在（图 4-2-4）中，点击【机主名称】，可以快速查询到作业地块在地图上的分

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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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作业单位统计 

4.3.1. 功能概述 

依据【审核通过】的作业地块和【作业计划管理】中的参数，部、省、市、县各

级农机化管理部门均可以通过该功能统计辖区内所有合作社和农机主的作业信息及

补贴金额。 

温馨提示：该统计结果可以作为发放农机作业补贴的依据，也可以作为《农机作

业补贴信息公开》直接对外发布。 

4.3.2. 操作说明 

在任何一个操作界面中，点击【农机作业监测管理】模块下的【作业单位统计】

功能，系统进入（图 4-3-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图 4-3-1） 作业单位统计操作界面 

在（图 4-3-1）中： 

1）作业次数是指每一个作业单位（合作社或农机主）在统计时间范围内全部通

过审核的作业地块数；作业面积和合格面积是所有作业地块的合计数； 

2）补贴单价与补贴金额是依据辖区县级农机化管理部门设置的相关参数计算得

出的，详见【4.1 作业计划管理】章节。 

3）点击【机主名称】，可以进行数据穿透，查询到每一个作业地块的详细信息。 



 

 10 / 13 

 

 

4.4. 作业进度统计 

4.4.1. 功能概述 

依据各县级农机化管理部门设置的年度作业计划，部、省、市各级农机化管理部

门均可以通过该功能统计查询到辖区内农机作业计划的实施进度情况。 

4.4.2. 操作说明 

在任何一个操作界面中，点击【农机作业监测管理】模块下的【作业进度统计】

功能，系统进入（图 4-4-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图 4-4-1） 作业进度统计操作界面 

在（图 4-4-1）中，点击【行政区划】可以进行数据穿透，直至查询到每一个县

的农机作业计划的实施进度。 

温馨提示：请各省、市务必督促各县级农机化管理部门务必进行【作业计划管理】

的相关设置，否则就无法查询到作业进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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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农机分布查询 

4.5.1. 功能概述 

部、省、市、县各级农机化管理部门均可以通过该功能查询辖区内所有作业农机

的最新分布情况，查询结果将会直接展现在电子地图上。 

4.5.2. 操作说明 

在任何一个操作界面中，点击【农机作业监测管理】模块下的【农机分布查询】

功能，系统进入（图 4-5-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图 4-5-1） 农机分布查询操作界面 

在（图 4-5-1）中，点击图中的【绿色方块】可以进行数据穿透，直至查询到每

一台农机的具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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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农机档案管理 

4.6.1. 功能概述 

该功能是县级农机化管理部门的特有功能。通过该功能可以查看辖区内所有作业

农机的详细信息，包括机主（合作社或农机主）的详细信息。 

4.6.2. 操作说明 

在任何一个操作界面中，点击【农机作业监测管理】模块下的【农机分布查询】

功能，系统进入（图 4-6-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图 4-6-1） 农机档案管理操作界面 

在（图 4-6-1）中，点击【机主名称】可以查看机主的详细信息。 

 

特别提示： 

本系统的所有原始数据（包括每一个作业地块的信息）均来源于各智能终端设备

生产企业的平台，所有原始数据的准确性均由各智能终端设备生产企业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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