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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文件 
 

鄂农计发〔2020〕16 号                    

 

 

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 
湖北省 2020 年连栋温室和畜牧用车辆 
消毒（清洁）设备农机新产品购置补贴 

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县（区）农业农村（农机）局： 

根据《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关于做好 2020 年农业生产发

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计财发〔2020〕3 号）、《农业部

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8-2020 年农机购置补贴

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农办财〔2018〕13 号）、《农业部办

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8-2020 年农机新产品购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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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试点工作的通知>》（农办机〔2018〕5 号）等文件精神，为

发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引导作用，加快先进适用、安全可靠、

节能环保农机新产品的推广应用，更好满足广大农民和农业生

产经营组织对农业机械化的新期待，经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

管理司备案同意，我厅研究制定了《湖北省 2020 年连栋温室

和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设备农机新产品购置补贴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执行过程中如有问题，

请及时与我厅农业机械化管理处联系。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 

                       2020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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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 2020 年连栋温室和 
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设备农机新产品 

购置补贴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关于做好 2020 年农业生产发展

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计财发〔2020〕3 号）、《农业部办公

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8-2020 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

导意见〉的通知》（农办财〔2018〕13 号）、《农业部办公厅、财

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8-2020 年农机新产品购置补贴试点工

作的通知>》（农办机〔2018〕5 号）和《湖北省农业厅、湖北省

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北省 2018-2020 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

见>的通知》（鄂农计发〔2018〕10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为做

好 2020 年我省农机新产品购置补贴试点工作，特制定本实施方

案。  

一、试点目的 

充分发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引导作用，加快先进适用、安

全可靠、节能环保农机新产品的推广应用，更好满足广大农民和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对新型农业机械日益增长的需求；积极探索农

机新产品试点的分类归档、补贴验收、资金兑付等路径和方法，

为连栋温室等农机新产品纳入全国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范围

奠定基础，不断促进我省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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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乡村振兴。  

二、试点补贴产品 

（一）试点产品范围 

2020 年，继续对农业用北斗终端（含渔船用）试点补贴，

相关补贴要求仍按《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 2018-2020 年农

机新产品购置补贴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鄂农计发〔2018〕31

号）有关规定执行。新增连栋温室和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设

备等 2 类机具。 

（二）试点产品条件 

2020 年新增试点机具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拥有实用新型专利、整机发明专利、省级以上科技成果鉴

定或评价证明之一。 

2.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依据国家、行业或者企业标准出具

的产品合格证明或检测报告。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设备还需

提供有关试验鉴定材料或用户证明材料等。 

3.通过省级农机化主管部门组织（委托）开展的田（场）间

实地试验验证。 

4.本方案下发前试点产品有一定的生产应用情况。其中连栋

温室推广应用面积不少于 10000 ㎡，且应用两年以上；畜牧用车

辆消毒（清洁）设备销售不少于 10 台（套）。 

连栋温室的设计使用年限、荷载取值、构件用材、制造安装

等应符合国内相关标准和《湖北省农用连栋温室建设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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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附件 1）要求。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设备安装应

符合《湖北省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设备安装要求（试行）》

（附件 2）要求。连栋温室和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设备须在

明显位置固定标有生产企业名称及地址、产品名称和型号、编号、

安装日期、执行标准等信息的永久性铭牌。 

连栋温室选址和场区布局应符合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基础应

按相关标准规范设计和施工，资金兑付前供水、排水、供电、道

路等基础设施应配套完善。畜牧用车辆清洗消毒中心选址条件和

布局符合养殖场建设和防疫卫生环境等要求。 

（三）产品补贴标准 

连栋温室和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设备新产品实行定额补

贴。补贴额原则上依据试点产品近两年市场销售均价的 30%进行

测算。试点产品分档参数及补贴额详见《湖北省 2020 年连栋温

室和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设备农机新产品购置补贴机具补贴

额一览表》（附件 3）。 

连栋塑料膜温室（整栋）起补轴线面积为 2000 ㎡（含），连

栋玻璃温室起补轴线面积为 1000 ㎡（含）。 

（四）补贴产品生产企业条件 

1.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必须包含试点产品生产和经营相关内

容； 

2.方案下发前通过了 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3.具备保证产品质量相应的售后服务能力，在我省至少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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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1 个售后服务中心。能够为用户提供施工图纸、设计说明及技

术质量要求、使用说明书，以及现场安装、使用培训等全程服务。

其中连栋温室生产企业须具有钢结构施工三级以上的资质，有设

计能力和自主加工车间； 

4.未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

单（黑名单）； 

5.自愿申请列入试点补贴范围，并承诺承担农机购置补贴政

策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三、试点地区和补贴对象 

（一）试点地区。连栋温室试点范围为我省设施农业规模较

大、产业体系较为完善、示范带动能力较强，以及发展潜力较大

的 10 个县（市、区）（名单详见附件 4）；畜牧用车辆消毒（清

洁）设备试点地区覆盖全省。 

（二）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我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农业生产

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其中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

生产经营的组织。 

四、试点期限 

补贴申请时间自本方案印发之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

按照试点方案，新建的连栋温室和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设备

等产品，在试点期限内竣工验收合格后予以补贴。 

五、补贴资金规模 



— 7 — 

全省新产品补贴试点年度资金量不超过 3000 万元，其中连

栋温室年度资金量不超过 1000 万元，各试点县（市、区）在本

地年度购机补贴资金额度中统筹安排使用。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

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年度内可享受补贴资金总额分别不超过 20

万元（含）和 50 万元（含）。 

六、企业投档要求 

参与试点补贴的企业于 2020 年 8 月 15 日前，在“农机购置

补贴产品自主投档平台”（https://td.sxwhkj.com/）上自主投档。

投档时应提供在湖北省境内建成的一栋（套）连栋温室或畜牧用

车辆消毒（清洁）设备整套档案原件扫描材料，材料应包括建设

合同、施工图纸、竣工图（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设备无此项）、

销售发票、竣工验收报告，以及生产企业自主投档承诺书等内容。

省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对企业投档的产品组织（委托）开展田（场）

间实地试验验证。投档成功后，整个试点时间内有效。符合投档

要求的企业，经公示无异议后，将导入湖北省农机购置辅助管理

系统。 

七、补贴操作流程  

新产品补贴试点参照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采取自主购机、定

额补贴、县级结算、直补到卡（户）方式操作，实行“先申请，

后购机，再补贴，资金用完为止”的原则，具体补贴操作程序如

下：  

（一）补贴申请。申请人凭身份证明材料（包括身份证或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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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经营服务组织等证明）和向试点县（市、区）农业农村（农

机）部门提出申请，农业农村（农机）部门对申请者资质进行审

核，按照申请先后顺序审核确定补贴对象。由农业农村（农机）

部门将信息录入补贴系统，向申请人发放《农机新产品购置补贴

指标确认通知书》（补贴系统中打印）。 

（二）施工建设。补贴对象自主选择在我省投档成功的连栋

温室或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设备生产企业及符合补贴要求的

试点产品，签订合同后按照本实施方案进行建设或安装。产品施

工建设前，连栋温室生产企业应向补贴对象提供施工图图纸和结

构计算书等；产品施工完成后，连栋温室生产企业应向补贴对象

提供使用说明书、竣工图、质量安全责任承诺书等；畜牧用车辆

消毒（清洁）设备生产企业应向补贴对象提供平面布局图、设备

布置图、使用说明书、质量安全责任承诺书等。 

（三）申办补贴。产品竣工验收达标后，补贴对象自主到当

地县级农业农村（农机）部门办理补贴手续。补贴对象和生产企

业需对申请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并承担相关法

律责任。具体办理补贴材料如下： 

1.有效身份证明（个人凭身份证，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凭营业

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2.销售发票原件及复印件； 

3.个人凭银行卡（账户），经营组织凭银行开户许可证对公

账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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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农机购置补贴承诺书、指标确认通知书； 

5.产品建设合同、施工图纸（或设备布置图）和建设完成的

现场图片，其中连栋温室还需提供竣工图及用途承诺书（保证连

栋温室用于农业生产种植方面，以及同意接受监督管理、跟踪核

查等承诺），设施用地证明视当地政府是否要求提供；畜牧用车

辆消毒（清洁）设备提供用地和环评证明材料，以及县级及以上

畜牧兽医部门出具的或委托有关机构出具的清洗消毒效果检测

报告（对运输车辆随机采集 5 份棉拭子样品，对非洲猪瘟病毒核

酸检测为阴性）。 

6.竣工验收报告。 

（四）核实查验。由试点县（市、区）农机购置补贴领导小

组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形式检查，采用查看资料和现场核验相结合

的方式，核验产品建设合同、施工图纸（或设备布置图）、竣工

图（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设备无此项）、竣工验收报告与申

报补贴产品的一致性，填写《湖北省连栋温室补贴核验表》、《湖

北省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设备补贴核验表》（见附件 6、7），

并拍摄补贴对象和建设完工的产品合影照片存档。连栋温室实际

建设规模应与图纸标注建设规模相一致，相差比例不得超过 5%。

对于申请补贴资金额度 30 万（含）以上的，市级农业农村（农

机）部门应共同参与核验。 

（五）资金兑付。补贴资金公示、结算、拨付等按照《湖北

省农业厅、湖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北省 2018-2020 年农机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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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鄂农计发〔2018〕10 号）要求

执行，并在相关网站公示补贴对象、建设地点、产品信息、补贴

标准、补贴金额等信息。 

连栋温室和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设备补贴资金兑付前，

县级农业农村（农机）部门需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开展产品

质量检测，检测报告应包括《湖北省 2020 年农机新产品购置补

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中的基本配置、参数有关要求和建设要求

等内容；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设备配套的车辆洗消中心设施

（钢结构）按相关建筑行业标准和规范进行设计、施工、验收，

满足洗消工艺要求。资金兑付后，省级农机化主管部门须委托有

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开展抽查。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应具备按照国

家、行业标准对相关产品或设备质量检测的能力。 

八、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连栋温室和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

设备新产品试点是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要认

真贯彻落实《湖北省 2018-2020 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

精神，切实加强试点全过程管理，积极作为，担当尽责，为新产

品试点提供可靠组织保障。市级农业农村（农机）主管部门、财

政部门要加强对农机新产品试点工作的指导，密切关注试点县

（市、区）试点过程中的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试点县（市、区）

须安排经费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补贴试点产品进行质量

检测，切实提高试点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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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企业责任。试点产品生产企业应严格遵守国家的

法律法规及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有关规定，规范生产经营行为，

积极使用节能环保、安全可靠、先进适用的材料。生产企业对产

品质量、售后服务、退换货及纠纷处理等方面承担主体责任，并

对其提供的农机购置补贴相关资料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补贴实

施过程中，生产企业有责任和义务配合补贴对象和相关主管部门

完成相关工作程序。  

（三）强化风险防控。试点过程中各地要密切跟踪试点产品

市场情况，发现补贴比例畸高、质量不稳定、用户投诉较多或售

后服务不到位的，要立即展开调查，对于违规失信行为，要按照

《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违规经营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农办

财〔2017〕26 号）和《湖北省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经营违规行为

处理规定》（鄂农规〔2017〕1 号）进行处理。对连栋温室和畜

牧用车辆消毒（清洁）设备试点产品，可在生产应用一段时期后

再兑付补贴资金。对问题突出、成效不明显的产品，省级农机化

主管部门将采取整改、暂停、终止试点等处理措施。 

（四）强化经验总结。农机新产品试点工作是一项创新性工

作，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借鉴，各地要在规范操作的前提下勇于探

索，先行先试。试点工作结束后要及时总结，挖掘和提炼工作经

验，于 12 月 15 日前将年度试点总结报省农业农村厅农业机械化

管理处（邮箱：hbsnjhc@163.com）），试点工作情况将纳入县级

农机购置补贴延续绩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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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湖北省农用连栋温室建设技术规范（试行） 

2.湖北省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设备安装要求（试

行） 

3.湖北省 2020 年连栋温室和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

设备农机新产品购置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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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湖北省连栋温室和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设备实

地验证表 

6.湖北省连栋温室补贴验证表 

7.湖北省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设备补贴验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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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北省农用连栋温室建设技术规范（试行）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农用连栋温室的术语和定义、整体要求、建设技术规范、安装、其它要求等。 

本规范适用于农用连栋温室安装和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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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 

GB/T 700         《碳素结构钢》 

GB/T 2518        《连续热镀锌钢板及钢带》 

GB/T 2680        《建筑玻璃 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接透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紫外 

线透射比及有关窗玻璃参数的测定》 

GB/T 4357       《冷拉碳素弹簧钢丝》 

GB/T 8478       《铝合金门窗》 

GB 11614        《平板玻璃》 

GB/T 13912      《金属覆盖层 钢铁制件热浸镀锌层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18983      《淬火-回火弹簧钢丝》 

GB/T51183       《农业温室结构荷载规范》 

GB/T 18621      《温室通风降温设计规范》 

GB/T 19791      《温室防虫网设计安装规范》 

GB/T 23393-2009 《设施园艺工程术语定义》 

NY/T 1145       《温室地基基础设计、施工与验收技术规范》 

NY/T 1966       《温室覆盖材料安装与验收规范  塑料薄膜》 

NY/T 1420       《温室工程质量验收通则》 

NY/T 1832       《温室钢结构安装验收规范》 

NY/T 2708       《温室透光覆盖材料安装与验收规范玻璃》 

NY/T 2970       《连栋温室建设标准》 

QB/T 2000       《塑料遮阳(光)网》 

JG/T 116        《聚碳酸酯（PC）中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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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GB/T 23393-2009 界定的及以下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文。为便于方便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部

分 GB/T 23393-2009 设施园艺工程术语定义。 

3.1 连栋温室 

两跨及两跨以上，通过天沟连接起来的温室。 

【GB/T 23393-2009，定义 3.11】 

3.2 天沟 

连接温室屋面，并用于排水作用的温室结构承重构件。 

【GB/T 23393-2009，定义 4.11】 

3.3 骨架 

温室的主体，骨架结构的整体，主要由拱杆、立柱、水平拉杆、纵拉杆、天沟等组成。它支

撑连栋温室覆盖材料、运转设施和一切安装在它上面的附属设备，是承受连栋温室自重和其他荷

载的载体。 

3.4 跨度 

垂直温室屋脊方向两相邻柱轴线之间的水平距离。 

【GB/T 23393-2009，定义 4.3】 

3.5 开间 

沿屋脊方向温室内两相邻柱轴线之间的水平距离。 

【GB/T 23393-2009，定义 4.4】 

3.6 长度 

温室骨架纵向两端部钢管在地平面投影中心线之间的距离。 

3.7 顶高 

温室骨架顶部最高处与温室基准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3.8 肩高 

一般指天沟高度。天沟下沿至温室基准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3.9 拱间距 

温室开间中相邻两根拱杆中心线之间的距离。 

3.10 屋脊 

屋面相交所形成的最高棱脊。 

【GB/T 23393-2009，定义 4.10】 

3.11 温室基准面 

温室测量高度的基础平面。 

3.12 活动立柱 

支撑于温室天沟中间，用于增强温室抗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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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整体要求 

4.1.安全性：农用连栋温室整体结构及其所有构件在承受包括恒载、可变载荷等全部设计载荷

及可能的载荷组合时，任何构件的危险断面的应力不得超过钢管材料的许用应力，并具有足够的

刚度抵抗纵、横方向挠曲、振动和变形，确保安装或维修人员的安全。 

4.2.耐久性：农用连栋温室所有金属材料零部件应采取必要的防腐、防锈措施，骨架构件（包

括立柱、拱杆、拉杆等）采用热浸镀锌处理，镀锌层厚度≥45μm，覆盖材料要有足够的使用寿命，

主要构件正常使用寿命≥15 年。 

4.3.稳定性：农用连栋温室在设计荷载、压力、推力作用下不发生倒塌、倾翻、掀顶等现象，

应保持整体稳定。 

4.4.完整性：按 NY/T 1832  《按温室钢结构安装验收规范》执行。 

4.5.抗风载能力：按 GB/T51183  《农业温室结构荷载规范》满足项目所在地的相应风荷载。 

4.6.抗雪载能力：按 GB/T51183  《农业温室结构荷载规范》满足项目所在地的相应雪荷载。 

5 建设技术规范 

5.1.塑料膜和外遮阳塑料膜连栋温室棚的结构、配置及材料技术要求见表1。 

表 1：连栋塑料薄膜温室的结构、配置及材料技术要求 

项目名称 连栋塑料薄膜温室 带外遮阳连栋塑料薄膜温室 技术要求 

跨度 8.0m、9.0m、9.6m 
 

主立柱 

①跨度 8.0m 的采用≥截面面积≥4800mm²且厚度≥2.5mmm 热浸

镀锌矩形钢管；开间 4m; 

②跨度 9.0m、9.6m的采用≥截面面积≥5000mm²且厚度≥2.5mmm

热浸镀锌矩形钢管；开间 4m; 

③钢管材质均不低于碳素结构钢 Q235。 

材质应不低于

GB/T 700 中

Q235，镀锌层

质量符合 GB/T 

13912，钢管镀

锌层平均厚度

≥45μm。 

侧面副立柱 

①跨度 8.0m 的采用≥Φ32×1.5mm 热浸镀锌圆管或截面面积

≥1200mm²且厚度≥2.0mmmm 热浸镀锌矩形钢管； 

②随着跨度的增加，为满足寿命与强度要求，矩形钢管尺寸随

之相应的变化; 

③钢管材质均不低于碳素结构钢 Q235。 

材质应不低于

GB/T 700 中

Q235，镀锌层

质量符合 GB/T 

13912，钢管镀

锌层平均厚度

≥4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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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连栋塑料薄膜温室 带外遮阳连栋塑料薄膜温室 技术要求 

端面副立柱 

①跨度 8.0m 的采用≥Φ32×1.5mm 热浸镀锌圆管或截面面积

≥1200mm²且厚度≥2.0mmmm 热浸镀锌矩形钢管； 

②随着跨度的增加，为满足寿命与强度要求，圆管或矩形钢管

尺寸随之相应的变化。 

③钢管材质均不低于碳素结构钢 Q235。 

材质应不低于

GB/T 700 中

Q235，镀锌层

质量符合 GB/T 

13912，钢管镀

锌层平均厚度

≥45μm。 

拱杆 

①跨度 8.0m 的采用≥Φ32×1.5mm 热浸镀锌圆管,间距≤1m；②

随着跨度的增加，为满足寿命与强度要求，圆管或矩形钢管尺

寸随之相应的变化。 

③钢管材质均不低于碳素结构钢 Q235。 

材质应不低于

GB/T 700 中

Q235，镀锌层

质量符合 GB/T 

13912，钢管镀

锌层平均厚度

≥45μm。 

顶部纵向拉杆 
顶部至少设三道纵拉杆，材料规格与拱杆一致，采用热浸镀锌，

均不低于碳素结构钢 Q235。 

 

天沟 

厚度≥2.5mm；可采用镀锌板冷弯成型；或钢板弯制后热浸镀锌，

表面镀锌层重量不低于 GB/T 2518 中 Z275 要求。材质不低于

碳素结构钢 Q235。 

 

肩高 ≥3m 
 

侧面通风（裙边）

高度 
≥1.2m 

 

加强杆 

①每跨主立柱之间设置支撑杆。 

②拱杆与弦杆之间设置支撑杆。 

③材料规格与拱杆一致，采用热浸镀锌，不低于碳素结构钢

Q235。 

 

塑料薄膜 
防老化防雾滴农膜，厚度≥0.15mm，正常使用寿命≥3 年，采用

大棚专用压膜线，压膜线顶部侧面用八字簧固定。 

符合 NY/T 

1966。 

基础 符合 NY/T 1145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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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连栋塑料薄膜温室 带外遮阳连栋塑料薄膜温室 技术要求 

外遮阳 无 

遮阳率 70%，外遮阳骨架立柱间距与

连栋温室主立柱间距相同，温室顶部

以上 0.5m 处，采用不锈钢或尼龙托网

线。电动启闭。 

遮阳网符合

QB/T2000 要

求。 

外遮阳架 无 

①跨度 8.0m 的外遮阳幕立柱、梁采用

≥60mm×40mm×2mm 热浸镀锌矩形钢

管；加强杆件采用 40mm×40mm×2mm

热浸镀锌钢管； 

②跨度 9.0m、9.6m 的外遮阳幕立柱、

梁采用≥80mm×60mm×2mm 热浸镀锌

矩形钢管；加强杆件采用

60mm×60mm×2mm 热浸镀锌钢管； 

③材质均不低于碳素结构钢 Q235。 

 

卷膜机构 边侧和顶部采用手动或电动卷膜通风装置，带自锁装置。 
 

卡槽 热镀锌薄钢板 0.7mm/Q195 或铝合金材料  

管槽固定卡 

热镀锌薄钢板 1.5mm/Q195 

 

楔形卡管 

管管固定卡 

卡簧 油淬火碳素弹簧钢丝 φ2.5-65Mn 
符合 GB/T 

18983 

钢丝夹 碳素弹簧钢丝 φ3-C 级 符合 GB/T 4357

拱杆连接件 直缝焊管 φ38mmx2.0mmx250mm/Q195 夹角小于 150° 

 

5.2.玻璃温室的技术要求见表2。 

表 2：玻璃温室的技术要求 

项目名称 玻璃温室 

主体结构 文洛式结构 跨度≥9.6m 

附属结构 
配置天窗通风、外遮阳、内遮阳、侧开窗（侧移窗）、电气控制系统、风

机湿帘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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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立柱 
采用≥截面面积≥7200mm²且厚度≥3.0mmm
的矩形钢管。 

材质应不低于 GB/T 700 中

Q235，镀锌层质量符合 GB/T 
13912，钢管镀锌层平均厚度

≥45μm。 

侧立柱 
采用≥截面面积≥7200mm²且厚度≥3.0mmm
的矩形钢管,间距≤2m。 

端面立柱 
采用用≥截面面积≥7200mm²且厚度

≥3.0mmm 的矩形钢管。 

天沟 
厚度≥3mm；钢板加工后热浸镀锌；镀锌板

冷弯成型。或铝合金型材天沟。 

材质符合 GB/T 700，表面镀

锌层重量不低于 GB/T 2518
中 Z275 要求。 

肩高 ≥4m 

基础 符合 NY/T 1145 的要求 

推拉门 
采用铝合金型材，满足作业机具进出温室高

度与宽度要求。 
符合 GB/T 8478 等要求。 

覆盖材料 

采用厚度≥4mm 的浮法玻璃，透光率≥90%；

厚度≥8mm 的硬质板塑料，透光率≥80%。

（根据当地光照情况，可选配顶部和侧面都

采用玻璃作为覆盖材料或顶部为玻璃和侧

面为硬质板塑料作为覆盖材料）。 

符合 GB 11614、JG/T 116、
NY/T 1966、GB/T 2680 等要

求。 

6 安装 

6.1 选址 

宜选择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无遮阳、水源洁净充足、土壤肥沃、渠系配套、灌排方便、具

有一定面积的连片土地，在背风向阳处建棚，远离工矿、化工企业等污染源。 

6.2 施工 

安装单位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应有基础设计图、大棚骨架安装图或施工图，并严格按设计

图纸和施工程序施工。 

6.3 布局 

大棚以南北朝向、长度 30m～60m 为宜，相邻棚间隔距离≥3 m，棚头间隔距离≥3m。数量不

宜超过 10 连跨。 

6.4 骨架安装 

6.4.1 拱杆、纵拉杆及卡槽 

6.4.1.1 拱杆按设计图纸冷弯成形。拱杆两端在天沟侧面用专用的压板（四孔）将其固定或拱

杆与对应拱杆顶部采用拱杆连接件连接，另一端在天沟侧面用专用的压板（四孔）将其固定。 

6.4.1.2 纵拉杆、摇膜杆采用缩杆的可直接用螺丝钉螺接，或用铆钉铆，平口管采用小管径管

内插连接，连接管长不应小于 25cm。两侧纵拉杆分别安装在距天沟≥1.5m 的大棚两侧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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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立柱、门 

6.4.2.1 根据规范浇筑好基础，主立柱通过底座连接板和基础上预埋螺栓固定。主立柱和底座

可通过焊接加强筋增加强度。 

6.4.2.2 纵向设 2 组“×”形斜拉加强杆，大棚长度超过 60m 的每增加 30m 增设 1 组。 

6.4.2.3 移门根据需要自行安排数量，安排位置。门主框架采用热镀锌矩形管制作，表面覆盖

薄膜或 PC 板、上滑道式结构。移门高度和宽度应满足作业机具进出大棚的需要。 

6.4.3 安装要求 

6.4.3.1 根据土壤质地、抗风抗雪性能等因素，立柱基础严格按照表 1 要求施工；各拱杆平面

应相互平行并垂直地平面，拱形高度一致，屋面平整。 

6.4.3.2 卡具等各连接件和紧固件安装位置准确、牢固，无漏装、松动。大棚的门总成、卷膜

器总成安装后应移动灵活、转动自如、关闭严密、无卡死现象。 

6.4.3.3 覆膜后采用专用压膜线，每两拱不少于 1 道。 

6.4.3.4 其他应符合表 3 的规定要求。 

 

6.4.4 玻璃温室安装要求 

应符合 NY/T 1145、NY/T 1832 的要求。 

7 其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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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合格证和标志要求 

    农用连栋温室安装完成后，生产企业应提供产品合格证，并在门框上方安装标牌。合格证和

标牌内容包括：产品名称、规格型号、生产企业名称及地址、产品编号、建设地点和面积、安装

日期等。合格证上应加盖产品合格证专用章。标牌上应有“20××年国家补贴设备”字样，尺寸不小

于 20×30（cm）。合格证和标牌文字应打印，并保持清晰永久。 

7.2 规格标注 

农用连栋温室的主立柱、拱杆、天沟应有纸质材料清单，标示详细构件规格。其中主立柱规

格标注样式为：长×宽×厚（或长×宽×厚），如“120×60×3mm”；拱杆标注样式为：直径×厚（或直

径×厚），如“Φ25×1.5mm”；天沟标注样式为：t=厚度，如“t=3mm”。 

7.3 技术资料 

农用连栋温室建设完成后，生产企业应给用户提供详尽的技术和安装文件，主要包括产品合

格证、安装手册、使用说明书、产品维护保养文件、安装清单、建设图纸、项目区位图。 

7.4 验收要求 

验收应符合 GB/T 19791、NY/T 1145、NY/T 1966、NY/T 1832、NY/T 2708、NY/T 2708、NY/T 

1420 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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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湖北省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 
设备安装要求（试行） 

 

1.安装要求 

1.1 选址要求：选址条件和布局符合养殖场建设和防疫卫生环境等要求（提供用

地和环评证明材料）。 

1.2 基础建设(含钢结构等)要求：基础建设应符合国家基础建设相关标准和规范，

严格按设计图纸进行施工，满足洗消烘干工艺要求。 

1.3 设备安装：各设备安装应按照设计图纸和设计说明书要求进行，满足洗消烘

干工艺要求。 

1.4 辅助设施安装：管路、排水等严格按照图纸尺寸要求要求进行，满足洗消烘

干工艺要求。 

2.安全要求 

2.1 危险部位应安装防护装置，对不能安装或虽安装了防护装置，仍不能消除或

充分限制的危险部位，应装有指示危险程度的安全标志。 

2.2 电器控制系统应有接地保护装置。 

2.3 各开关、按钮应操作灵活，方便可靠，各显示屏应清晰稳定。 

2.4 应有应急停止装置。 

3.设备要求 

3.1 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设备，按功能分为清洗消毒区、烘干消毒区。 

3.2 清洗消毒区建筑面积（长×宽×高：16m×4m×5m），烘干消毒区建筑面积（长×

宽×高：16m×4m×5m）。 

3.3 清洗消毒区要配备高压冲洗机、底盘清洗机等，烘干消毒区须配备燃烧机、

回收机、离心风机、气化炉等。配置参数应符合《湖北省 2020 年连栋温室和畜牧用

车辆消毒（清洁）设备农机新产品购置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附件 3）要求。 

3.4 清洗消毒区要配套发泡机、喷雾消毒机、水箱、加药器、控制柜等设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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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畜禽防疫消毒要求，对车辆全面清洗消毒，不留死角。 

3.5 烘干消毒区要配套温度监控等设备，为满足畜禽防疫消毒要求，烘干消毒区

温度 10-15 分钟内可上升到 70°C 的工作温度，并持续 30 分钟，烘干温度能够控制在

65-70℃之间。 

3.6 危险设施设备应安装防护装置、电器控制系统应有接地保护装置、控制系统

有应急停止装置、各设备材质均有防锈和防腐功能。 

4.配套要求 

4.1 使用节能环保、安全可靠、先进适用的材料和热源（柴油、天然气等）。 

4.2 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设备需配套废水处理设备，污水处理严格执行国家

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污水经过处理达到无害化指标或有关排放标准后才能回收

循环利用或排放，并且符合《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2019 年版）》要求。污物

经收集后使用消毒剂消毒或堆积发酵后进入垃圾处理系统。 

4.3 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设备安装完成后，产销企业应在清洗区或烘干区醒

目位置安装标牌。标牌内容包括：产品名称、规格型号、生产企业名称及地址、产品

编号、建设地点、安装日期等。标牌上应有“20××年国家补贴设备”字样，尺寸不小于

20×30（cm）。标牌文字应打印，并保持清晰。产品编号必须打印在热水高压清洗机、

燃烧机等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主要设备易见、易拓印、不易锈蚀，以及不易损坏

的固定位置上。 

4.4 技术资料。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设备建设完成后，生产企业应给用户提

供详尽的技术和安装文件，主要包括产品合格证、安装手册、使用说明书、产品维护

保养文件、安装清单等。 

5.制度要求 

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设备安装完成后要建立管理制度、车辆洗消烘干作业程

序、技术操作规程，做到规范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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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湖北省 2020 年连栋温室和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设备农机新产品购置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 

序号 大类 小类 品目 档次名称 基本配置和参数 
中央财政 

补贴额（元）
备注 

1 其他机械 其他机械 温室大棚 
连栋塑料薄膜温

室（不带外遮阳）

1、跨度：≥8.0m，肩高≥3.0m，开间≤4m； 

2、天沟：厚度≥2.5mm 冷弯镀锌板； 

3、拱杆：≥Φ32×1.5mm 热浸镀锌圆管,间距≤1m； 

4、主立柱： 

4.1 跨度 8.0m，主立柱采用截面面积≥4800mm²且厚度≥2.5mm 热浸

镀锌矩形钢管； 

4.2 跨度 9.0m、9.6m，主立柱采用≥截面面积≥5000mm²且厚度

≥2.5mmm 热浸镀锌矩形钢管； 

5、侧面副立柱：采用≥Φ32×1.5mm 热浸镀锌圆管或截面面积

≥1200mm²且厚度≥2.0mm 热浸镀锌矩形钢管； 

6、端面副立柱：采用≥Φ32×1.5mm 热浸镀锌圆管或截面面积

≥1200mm²且厚度≥2.0mm 热浸镀锌矩形钢管； 

7、加强杆：设置“×”形纵向斜拉加强杆；拱杆与弦杆之间要设置支

撑杆；每跨主立柱之间设置支撑杆；材料规格与拱杆一致； 

8、基础：符合 NY/T 1145 的要求； 

9、覆盖材料：厚度≥0.15mm 防老化防雾滴农膜。 

25 元/平方米  

2 其他机械 其他机械 温室大棚 
连栋塑料薄膜温

室（带外遮阳）

1、遮阳幕：符合 NY/T 1363-2007 并为电驱动； 

2、温室基本配置和参数与上一档连栋塑料膜温室（不带外遮阳）

相同； 

32 元/平方米  



— 24 — 

3、外遮阳立柱、梁： 

3.1 跨度 8.0m 的外遮阳幕立柱、梁采用≥60mm×40mm×2mm 热浸

镀锌矩形钢管；加强杆件采用 40mm×40mm×2mm 热浸镀锌钢管；

3.2 跨度 9.0m、9.6m 的外遮阳幕立柱、梁采用≥80mm×60mm×2mm

热浸镀锌矩形钢管；加强杆件采用 60mm×60mm×2mm 热浸镀锌钢

管； 

4、材质均不低于碳素结构钢 Q235。 

3 其他机械 其他机械 温室大棚 连栋玻璃温室 

1、跨度:9.6m，肩高≥4.0m； 

2、主立柱:≥120mm×60mm×3mm 的矩形钢管热镀锌矩形钢管； 

3、侧立柱：≥120mm×60mm×3mm 的矩形钢管； 

4、端面立柱：≥120mm×60mm×3mm 的矩形钢管； 

5、天沟：厚度≥3mm；钢板加工后热浸镀锌；镀锌板冷弯成型。或

铝合金型材天沟； 

6、覆盖材料为：厚度≥4mm 的浮法玻璃,透光率≥90%；厚度≥8mm

的硬质板塑料，透光率≥80%； 

7、电动屋面开窗机； 

8、基础：符合 NY/T 1145 的要求。 

140 元/平方米  

4 其他机械 其他机械 
畜牧用车辆消

毒（清洁）设备

畜牧用车辆消毒

（清洁）设备（不

含钢结构部分和

污水处理设备）

1.清洗消毒区 

（1）热水高压清洗机：输出水量：≥630L/h；功率：≥9kw；最高出

水温度≥80℃ 

（2）自动底盘清洗机：流量≥60L/min；压力≥2.5Mpa；自动往复式

清洗或固定式清洗；自动往复式清洗轨道长度≥12m；固定式清洗

喷嘴采取工位补偿式无死角排列 

（3）清洗时间≥30min/批次。 

2. 烘干消毒区 

70000 元/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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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序号 1、2、3 中的各杆件的尺寸要求仅为最低要求，如果风、雪及吊挂荷载超过这些荷载时需要重新计算复核调整截面尺寸。 

（1）燃烧机：≥6 台，每台功率≥80KW，总功率≥480KW； 

（2）回收机：2 台，每台空气流量：≥2500m³/h，具有自动除霜功

能； 

（3）气化炉：最大用气量：≥100kg/h； 

（4）离心风机：风量：≥8200m³/h； 

（5）消毒烘干温度：≥65℃； 

（6）消毒烘干时间：≥30min/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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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湖北省连栋温室试点县（市、区）名单 

 

序号 市、州 县（市、区） 

1 武汉市 黄陂区 

2 宜昌市 夷陵区 

3 荆门市 掇刀区 

4 荆门市 钟祥市 

5 孝感市 汉川市 

6 荆州市 荆州区 

7 黄冈市 武穴市 

8 黄冈市 麻城市 

9 咸宁市 嘉鱼县 

10 随州市 广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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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湖北省连栋温室和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设备实地验证表 
填写单位：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生产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及型号 
 

生产企业联系人  企业联系电话  

用户姓名  用户联系电话  

竣工验收时间  

温室面积（平方

米）/畜牧用车辆

消毒（清洁）设

备工作空间（立

方米） 

 

建设地点  

主要用途 

 

 

 

主要技术参数及配置 

（参考补贴额一览表中相关参数格式填写） 

 

 

现场验证情况 

（现场运行情况、使用效果等） 

 

 

用户评价意见 

（对产品整体性能、适用性、故障情况、安全性、售后服务等进行

评价） 

       

                  

                      用户签字（盖章或手印）  

日 期：   年  月  日 

检验部门意见 

  （综合评判是否适用于本地农业生产并填写明确意见）   

 

                              

盖 章：                  

                      日 期：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一式两份，一份交由申请企业，一份由实地验证单位留存。附上含内景、整体外貌共

2 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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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湖北省连栋温室补贴核验表 

备注：1.申请补贴资金额度 30 万元（含）以上的，市级应参与核验；2.温室生产企业对建设质量

承担全部责任，所使用材质及本报告未列部分，严格按照农机购置补贴温室生产企业承诺、建设

合同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3.附上含内景、整体外貌共 2 张照片。 

 

 

姓 名 

（组织名称） 
  联系电话   

生产企业名称  联系人  电话  

产品型号   温室用途   

核验情况 

主要技术参数 

跨度（米）  肩高（米）  

跨数（个）  开间（米）  

补贴情况 

温室合同单价 
（元/平方米）  

 
温室总价 
（万元） 

  

温室轴线面积 
（平方米） 

 
补贴标准（元/

平方米） 
  

补贴资金 
（元） 

 编号与铭牌设置  

核验组意见： 

   

 
 
 
 
 
 
 
 
核验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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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湖北省畜牧用车辆消毒（清洁）设备补贴核验表 

备注：1.生产企业对产品质量承担全部责任，所使用材质及本报告未列部分，严格按照农机购置

补贴生产企业承诺、购销合同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2.附上含内景、整体外貌共 2 张照片。 

 

姓 名 

（组织名称） 
  联系电话   

生产企业名

称 
 联系人  电话  

产品型号   用途   

核验情况 

主要技术参数 

消杀作业空间（长 x 宽

x 高）（单位：米） 
 

燃烧机数量（台）

及总功率（kW）
 

热回收机数量（台）  离心风机（台）  

气化炉（台）  
控制系统数量

（套） 
 

是否安装固定式地喷  
是否安装热水高

压清洗设备 
 

补贴情况 

产品销售价格 

（元）  
 

补贴标准 

（元/套） 
  

安装数量（套）  
补贴资金 

（万元） 
  

编号与铭牌设置  

核验组意见：（核对各设备技术参数是否符合建设合同、技术规范等，产品运行情况和安全性。）  

 

 

 

 

 

核验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抄送：农业农村部农机化管理司、农业农村部规划研究设计院设施所。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