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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道路外事故成因分析与预防措施研究
高 杨，程志刚
（淮南市农机监理所，安徽淮南

232002）

摘要：农机事故的发生是偶然的、随机的现象，但有其必然性和规律性，导致农机事故发生的因素是错综复
杂的，而预防事故发生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依据全国农机事故情况通报数据，对引发农机道理外
事故的驾驶操作人员、农业机械、作业环境三个主要因素进行全面分析，研究提出针对性预防措施，对预防
道理外农机事故发生、减轻事故损失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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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地位于不同区域，具有分散性[3]，俗称的“一大

引言
近年来，农业机械的大量运用，不仅改善了农
业生产经营条件，减轻了农业劳动者的劳动强度，而

片”。
1.3

根据农机事故统计，农业机械在转移、作业及

且还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生态效
[1]

事故多样性

益 ，但也带来了不少农机事故隐患。农业机械有着

维修过程中均有事故发生，随所处环境不同呈现多样

结构复杂、综合性能强、对操作技能有特殊要求等特

性。事故造成农业机械倾覆、相撞、起火、机件飞脱

[2]

点 ，加之作业环境十分恶劣，驾驶操作人员文化水

等[2]，人身伤害主要有撞伤亡、砸伤亡、绞伤亡、烧

平整体不高、专业技术知识不足等因素，农业机械在

伤亡、摔伤亡等，大多数是人身轻伤、机具轻微损

作业、转移过程中频发各类事故，给农民的生命财产

坏，俗称小事故。

安全和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了很大威胁。我们依据

1.4

重伤亡事故致贫性

农业农村部（农业部）2015-2019年农机事故情况通

就农机事故而言，若导致人员重伤、致残、死

报数据，全面分析农机道路外事故发生的成因及特

亡等责任事故情况，鉴于目前多数农民家庭经济状

点，研究提出针对性预防措施，对控制和减少事故、

况，无疑是灾难性的后果。农业机械主要用于农业生

保障农机安全生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产等非道路移动作业，季节性强，使用上属于间断运

1

行制，加之农机政策性保险惠农力度不足，所以绝大

农机道路外事故的特殊性
通过对多起农机道路外事故统计数据分析得

多数农业机械没有投保，而没有保险就不可能得到事

知，它除了具有事故的普遍特点外，还有其特殊性。

故后的赔偿，这样在出现重伤亡责任事故后，事故赔

1.1

偿会导致农机户一夜致贫。

季节多发性
农业机械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因此农机作业

有着很强的季节性，每年“春耕春播”“三夏三秋”
[1]

2
2.1

事故成因
事故致因理论的启示

等关键农忙时节 ，大量的农业机械投入农业生产，

通过对经典事故致因理论研究得出启示：1）事

作业时间长、作业量大、转移次数多，农机驾驶操作

故的发生是偶然的、随机的现象，但是又有其内在的

人员和机具多处于满负荷甚至超负荷状态，是农机事

统计规律性[1]，从而可以科学地统计分析，发现事故

故易发多发期[2]。

发生的规律性因素。2）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是错综

1.2

复杂的，其中“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

地点分散性
目前我国农村一家一户的主要农业生产方式，

态”看似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3]，但未必是“本质

导致农业机械作业时频繁转移于田间、场院、乡村道

原因”[4]，必须追踪到更深层次进行更进一步分析。

路等广大农村地区[2]，在开放式环境下进行，事故的

3）人、物及他们与环境的关系都受“管理因素”支
配，因此通过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手段，便可以控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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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不安全因素，从而有效预防事故。

中国农业文摘·农业工程

·34· 研 究 探 讨
2.2

2021年第3期

表4

农机道路外事故成因分析

2015-2019年全国农机道路外事故受伤人数原因分析

根据事故致因理论启示和对农业农村部（农业

事故原因

受伤（人）

占比（%)

部）2015-2019年全国农机道路外事故情况通报数据

操作失误

645

54.2

分析，结合多年工作研究，我们认为造成农机道理外

无证驾驶

419

35.2

未年检

396

33.3

无牌行驶

266

22.4

事故的主要因素是人、机和环境三个方面。
2.2.1

人

“人”主要是指“农机驾驶操作人员”，而引

2.2.2

机

发农机事故“人的因素”可大致分两类，即个人基本

“机”主要是指“农业机械”，而引发农机事

素质和人的不安全行为，示例如表1。实际上人的不

故的“机的因素”可大致分两类，即机件失效和机

安全行为除表1示例外还应包括：“无证驾驶”“未

械设计缺陷，示例如表5。从表2、表3、表4 [5] 全国

年检”“无牌行驶”“违法载人”等 [2]。从表2、表

2015-2019年农机道路外事故原因分析看出，近5年来

[5]

3、表4 全国2015-2019年农机道路外事故原因分析

全国农机道路外事故“未年检”“无牌行驶”的农业

看出，全国农机道路外事故因“操作失误”“无证驾

机械因未进行安全技术检验而无法使其保持良好技术

驶”“未年检”“无牌行驶”分别造成事故的起数、

状况分别造成事故的起数、死亡、受伤的比例高。因

死亡、受伤的比例一直高居前4位，而这些事故原因

此农业机械的因素是引发农机事故的重要原因。
表5

都与人的因素有关，这说明农机驾驶操作人员的主观

农业机械的原因

直接原因

因素和监管工作不到位是造成这5年来全国农机道路

间接原因

外事故发生最主要原因。农机事故原因分析数据警示

机件失效

机械设计缺陷

我们，当前农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向好，但依然

刹车失灵

安全防护装置不足

产品标准不足

皮带松动 、喇
叭失效

危险警示标示缺乏

制造工艺差

存在着大量的人为性的事故隐患。

农业
机械

表1 农机驾驶操作人员的原因
直接原因

安全监管不到
位等

安全性能差等

基本素质

不安全行为
高速驾驶

社会认知度不高

疲劳驾驶

经济条件差

“环境”主要是指转移、作业环境和天气状

酒后驾驶

教育程度低

况，示例如表6。从表2、表3、表4 [5]全国2015-2019

违规操作

安全监管不到位

年农机道路外事故原因分析看出，近5年来全国农机

维护保养不够等

工作环境差等

道路外事故因“操作失误”造成农机事故的起数、死

技术知识缺乏等

表3

间接原因

驾驶室舒适度不佳等 质量监管不严

安全守法意识差
心理状态不佳
农机
驾驶
身体存在缺陷
操作
人员 驾驶操作技能不足

表2

零部件损坏

2015-2019年全国农机道路外事故起数原因分析

事故原因

起数（起)

占比（%)

操作失误

2 599

64.1

无证驾驶

1 143

28.2

未年检

913

22.5

无牌行驶

541

13.3

2015-2019年全国农机道路外事故死亡人数原因分析
事故原因

死亡（人）

占比（%)

无证驾驶

340

57.2

未年检

334

56.2

操作失误

271

45.6

无牌行驶

225

37.9

2.2.3

环境

亡、受伤的比例较高，而导致操作失误很大程度上与
转移、作业环境和天气状况有关。因此环境的因素是
引发农机事故不能忽视的原因。
表6

农机事故物环境的原因

直接原因

环境

3

天气状况

田间地块小

高温

农田基本建设滞后

道路窄而不平

大雾

极端天气

桥梁承载能力低等

黑夜等

夜间作业等因素

农机事故预防措施

3.1

农机事故预防原理

3.1.1

间接原因

作业环境

隔离危险因素原理

中国农业文摘·农业工程
将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因素设法隔离[4]，防止事

必要的手段。措施见表8。

故的发生。如给场上作业、收割作业的农业机械排气

表8

机具维护预防原理

对农业机械进行安全技术检验、促使其保持良
好的安全技术性能，对预防事故具有重要意义；做好

农业
机械

机具日常特别是农忙季节的维护保养、改善其安全技
术状况，是事故预防的重要基础工作。
3.1.3

警示原理

3.2.3

根据相关工作研究，利用安全标识、特殊声音

农业机械预防措施

不安全因素

相应预防措施

机械设计缺陷

提升源头本质安全技术

机件失灵、设施不全、
维护保养不够

提醒日常维护保养和作业
前检查

安全技术状况差

加强农业机械的安全技术
性能检测

长期使用安全性能下降

对农机具进行检修和改
进、全面实施报废更新

管安装防火罩，以阻断火源，防止引发火灾事故。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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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可通过改善转移、作业条件，强化特殊条件下

等各种信息来提示、刺激人们的视觉和听觉[6]，均可

的驾驶操作技能训练，减少恶劣天气条件下作业频次

起到警示作用，达到预防事故的目的。

等方法，将环境的影响因素降为最低。具体见表9。

3.1.4

宣传教育原理

表9

经常对驾驶操作人员进行安全常识、事故警示

减少环境因素的影响

不安全因素

相应预防措施

农机转移、作业条件差

加强机耕道路和农田
基本建设

极端天气

掌握极端天气的驾驶技术、
减少作业频次

黑夜

掌握夜间驾驶技术、减少
作业频次

[2]

教育，可进一步提高其安全意识 ；定期对驾驶操作
人员进行操作规程、维修保养等技术知识学习培训，
对减少安全隐患、预防事故发生有积极促进作用。
3.2

环境

农机道路外事故预防措施研究

3.2.1

农机驾驶操作人员

根据农机道路外事故原因分析和事故致因理论
启示，在造成农机事故的三个影响因素中，农机驾驶
操作人员因素有时会受到农业机械因素的影响，而作
业环境因素会影响安全驾驶操作，也必须经过驾驶操
作人员对环境信息的处理，三者中驾驶操作人员的因
素占首要地位。因此运用现代管理思想、方法及手段
管好农机驾驶操作人员是预防农机事故发生的首要任
务[7]，措施见表7。
表7

农机驾驶
操作人员

3.2.2

农机驾驶操作人员预防措施

不安全因素

相应预防措施

安全守法意识差

加强安全知识宣传教育

技术水平不够、技
术知识缺乏

强化技术知识培训和操作
技能实训

违法违规行为

加强执法检查、加大处罚力度

维护保养不够

督促日常使用维护保养

农业机械

消除农业机械的不安全状态，应该把重点放在
改善、提高农业机械的安全技术状况上，一方面应推
行本质安全技术，从机械的设计、制造等源头进行安
全防范，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后期的安全控制，先进的
信息、检测等技术为控制农业机械不安全因素提供了

3.2.4

开展“平安农机”创建活动

“平安农机”创建活动已成为行业重要品牌。
“平安农机”创建是创新农机安全监管方式、预防农
机事故发生的有力抓手[8]，是建立多部门合作、形成
联合监管机制的良好平台，也是实现“最后一公里”
监管目标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淮南市辖凤台县通过
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创建成功，既补齐“最后
一公里”监管短板[8]、保持农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
好，又得到政府重视，解决了农机监理站全部经费问
题，创建成效非常明显。
3.2.5

完善保险救济制度

多地成功经验表明，完善农机政策性保险、建
立农机事故救济制度是抵御事故风险、及时有效处理
农机事故、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方法。
3.2.6

提升处置突发农机事故应急能力

完善农机事故应急管理工作机制和科学救援的
技战法，设定不同事故处置场景，开展实战化演练，
提高处置突发农机事故应急能力，达到有效控制和减
少事故损失的目的。近年来，淮南市农机安全监管部
门积极争取财政资金，将演练经费纳入预算项目，自
（下转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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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避免同茄科、瓜类套种，及时彻底清除患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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