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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而对于现在的农业而言,农业技术才
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能够推动现在农业生产前进,但是现在很多的农业机械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没
有对农业机械进行很好的设计,在应用当中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本文就现在数字化的设计在现代农
业机械设计上进行简单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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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Design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Agricultural Machinery Design
Wanqiang Zhao
Gucheng Town Government of Pengyang County, Ningxia
[Abstract] China is a big agricultural country,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the current 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s the most important, because it can
push forwar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ut many agricultural machinery has certain problem now, because there is
no good design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there are also great differences in applicatio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makes a simple analysis of digital design in modern agricultural machinery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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