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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龙江哈尔滨五常市卫国乡的
农业物联网服务中心，大屏幕上一片
片稻田里的水位、含氧量、水温等指数
一目了然。轻点鼠标，数十万亩稻田
实景一览无余……这里可以实现对
64.5万亩五常大米从种植管理到生产
加工再到防伪溯源全程管控。五常农
业物联网中心上演的一幕并非个案，
如今全市物联网监测及信息采集系统
覆盖的农田面积已近100万亩……

集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为一体，
这些看上去“高大上”的信息技术，如今
开始走向田间，让农业变得聪明起来。

农业生产端的智慧化场景清楚明
晰，只是智慧农业的一角。

如今，冰城传统农业正与现代信
息技术加速融合，科技编织的“神经网
络”贯穿于从种植到加工再到销售的
农业全产业链条，改变着农业生产、销

售方式，可以说，冰城“智慧农业”正颠
覆着传统“庄稼把式”，成为黑土地上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引擎，为哈尔
滨乡村振兴积蓄动能。

智慧农业平台搭建的信息高速公
路把哈尔滨绿色农产品的生态优势变
成了真金白银。如今，冰城农产品网
上营销的规模不断扩大。农民、合作
社、农业企业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纷纷展开另一种形式的跑马圈地，
在网上实现市场开疆。据不完全统
计，全市开展网上销售的市级以上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已经超过60%。双
城阿里巴巴电商产业园、尚志电商产
业园、宾县农产品电商产业园……冰
城专业农产品电商平台已达10家，并
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壮大，京东、春
舞枝、优谷道、中国粮食城……150余
家国内外知名电商纷纷入驻，把冰城
绿色农产品以更具优势的价格卖到全
国乃至全世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进
“互联网+”现代农业建设，加快现代信
息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的推广应用，
推进智慧农业健康发展。信息技术与
农业“连线”，给农业生产、经营、管理
带来了深刻变革，为现代农业发展点
亮了智慧之光。

联合国曾作出预测，到2050年，地
球上居住的人口将达到96亿。随着可
用耕地越来越有限，我们不得不直面
一个问题：用什么来养活这一庞大的
人口？过去，依靠科技能够解决温饱
问题，未来要想继续提高农业生产的
产量与质量，需要让农业的经营跟上
信息化的步伐，朝着更加精准化、互联
化、智慧化的方向发展。

融合卫星遥感探测、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等新技术，在农
业产前、产中、产后全方位地引入智慧
化的思想，实现耕种作业精准化、基础
设施智能化和产业发展现代化，智慧
农业可谓“高大上”。

智慧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顶
层设计与政策支持。

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将“互联网+”行
动提升至国家战略。4个月后，国务院
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
的指导意见》，将“互联网+”现代农业
作为11项重点行动之一，明确提出利
用互联网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
服务水平，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
提升的总体目标。

着眼现代农业发展方向，农业信
息化政策密集出台，搭起了发展智慧
农业的“四梁八柱”。《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
加强农业与信息技术融合；2016年底，
国务院先后印发《全国农业现代化规
划（2016-2020年）》《“十三五”国家信
息化规划》，对全面推进农业农村信息
化作出总体部署。

随后，农业部相继出台《“十三五”
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互

联网+”现代农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等文件，提出以建设智慧农业为目标，
加快推进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
化、管理数据化、服务在线化，全面提
高农业农村信息化水平。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
“实施智慧农业工程，推进农业物联网
试验示范和农业装备智能化”。

“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科
技新工具正将农业推向全新的“智慧
农业”时代。掌握着这些科技新工具
的农业企业也勇立潮头，助推潮流的
前进趋势。有的从传统的农机企业走
来，依托自身的机械优势，嫁接上数据
收集系统，掌握农田里的更多实时数
据；有的从新兴的互联网公司走来，把
自身掌握的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技
术应用到农业领域，在农业这个永恒
的朝阳产业中创出一片新天地。


随着信息技术的应用不断深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应用不断深化，，互联互联

网普及率不断提高网普及率不断提高，，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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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近些年由农业部着力推动的物联网区域是近些年由农业部着力推动的物联网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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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喜人的成绩得了喜人的成绩。。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三十三

五五””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提出提出，，

未来五年将大力发展农业农村信息化未来五年将大力发展农业农村信息化，，助助

推农业现代化推农业现代化。。国家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扶国家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扶

持持，，为在农村发展智慧农业提供了信息技为在农村发展智慧农业提供了信息技

术条件术条件，，其发展前景十分光明其发展前景十分光明。。

眼下眼下，，从农业物联网工程到农产品电从农业物联网工程到农产品电

子商务示范行动子商务示范行动，，再到农业信息进村入户再到农业信息进村入户，，

智慧农业的应用和推广智慧农业的应用和推广，，已经渗透到农业已经渗透到农业

生产和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生产和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技术与信息技术与

农业农业““连线连线”，”，给农业生产给农业生产、、经营经营、、管理带来管理带来

了深刻变革了深刻变革，，为现代农业发展点亮了智慧为现代农业发展点亮了智慧

之光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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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加速向农业领域渗透信息技术加速向农业领域渗透，，智慧农业发展正逢其时智慧农业发展正逢其时

物联网推进农业发展进程物联网推进农业发展进程，，成为智慧农业重点发展方向成为智慧农业重点发展方向

日前，华为XLabs发布智慧农业白
皮书《联网农场智慧农业市场评估》，
预测2020年智能农业的潜在市场规模
有望由2015年的137亿美元增长至
268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4.3%。
我国智慧农业的市场规模达到千亿级
别。

巨大的市场商机，吸引企业纷纷
涉足这一领域，智慧农业成为各类资

本进入农业的重要选择之一，也成为
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技术创业企业
进入农业领域的主要切口。

江苏移动无锡分公司携手江苏宜
兴市丁蜀镇人民政府、中国农业大学
宜兴农业物联网研究中心联合打造了
丁蜀物联网农业小镇，大田、茶叶、大
棚作物等农业生产均实现科学化管
理，农民收入普遍增加。和传统种地

不同，在丁蜀镇莲花荡大田里，由于移
动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工作人员不用
置身田间，也能准确掌握田间湿度、温
度以及光照情况，精确把握水稻施肥、
打药时间。各气象指标会实时展现在
无锡移动打造的大田物联网平台以及
手机APP上，为农业生产活动安排提供
参考。相关技术专家表示，“只要网络
允许，即使相隔千里也能实现农作物
管理，穿着西装、喝着咖啡也能种地。”
现在，在移动物联网技术的加持下，丁
蜀镇莲花荡大田的水稻亩产提高了
5%。

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与第三次信
息革命的交汇点，物联网正逐渐渗透
和改变商业模式、经济业态以及居民
生活方式。当前，物联网因其技术对
生产效率、产品质量的有效提升以及
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
了农业发展进程，成为智慧农业重点
发展方向，得到了国家相关部委高度
重视和大力支持。

物联网作为“互联网+”产业应用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业领域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
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促进物联网发展。
近年来，农业部切实把物联网作为发
展现代农业的一项革命性措施来抓。
经过4年多的推动，已取得明显成效。
目前，农业物联网区域试验工程从
2013年开始实施，试点试验范围已经
从最初的3个扩大到了包括北京、黑龙
江农垦、吉林、江苏、天津、上海、安徽、
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9个省

份，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同时，在此基
础上，通过征集推介成果、开展标准研
究、推广模式应用等措施加大成果推
广应用范围。

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唐
珂表示，农业物联网的推广应用成果
显著：一是进一步完善了全国农作物
重大病虫监控信息数字化平台，不断实
现对性诱剂诱捕自动计数、田间小气候
实时监测、病虫害远程监控信息全国并
轨、自动接入、实时共享，实现病虫发
生、环境影响因子等数据的深度挖掘，
建立了自动化监测预警模型。二是农
机深松作业智能检测设备和监测系统
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实现了农机深松作
业的过程、面积、质量等参数的实时监
测。2016年，全国累计安装农机深松智
能检测设备达到2万台套，信息化监测
面积超过5000万亩。

业内专家认为，中国的农业如果
要迈向现代化，离不开现代信息技术
的支撑，也离不开目前正在成长、正在
发展的农业物联网的支撑。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国际
局局长程国强表示，“通过农业物联网
或许能够重塑农业基础，而这个基础
表现在市场化、一体化和国际化。这
既是我们发展智慧农业的出发点，也
是落脚点。”

据悉，下一步，农业部将建立健全
农业物联网技术标准体系和监测体
系，加大应用研究和推广投入力度，集
聚市场力量引导农业物联网产业快速
发展。

推进农业大数据建设推进农业大数据建设，，促进信息资源整合共享促进信息资源整合共享

中国水利企业协会会长、水利部
原总规划师张志彤认为，农业物联网
发展的方向是智慧农业，而智慧农业
的发展首先需要通过物联网、遥感监
测技术进行感知，同时还需要利用大
数据进行系统分析，提供智能化决策
以达到发展智慧农业的要求。

2015年年底，农业部办公厅下发
《农业部关于推进农业农村大数据发
展的实施意见》，指出要在2016-2018
年基本完成数据的共用共享，2019-
2020年逐步实现政府数据集向社会开
放，2021-2025年建成全球农业数据
调查分析系统。

围绕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农业部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编制了《农业部关
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
方案》《农业部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
暂行办法》《农业部政务信息资源目录
编制指南》《农业部政务信息资源共享
工作评估考核暂行办法》等系列规范
性文件，推进信息资源共享、打破“信
息孤岛”。二是推进重要信息系统优
化升级。推动农业部办公内网改造升
级，基本完成了国办政府内网信息资
源整合利用平台建设首批试点任务。
推进农业部政务办公系统与政务内网
门户合并，探索开发移动办公等新功
能；完成农业部政务决策支持信息系
统和农业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系统

建设一期设计开发等。
农业农村大数据除了应用于农业

系统的管理，另一大功能就是向公众开
放，为公众提供信息服务。在这方面，
农业部主要以农兽药基础数据平台、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农业综合
信息服务平台、新型经营主体信息直
报平台等“四平台”建设为抓手，向社
会公众提供便捷、高效的信息服务，全
面提高“互联网+”政务服务能力。

发展农业大数据的一项重要工作
内容，就是建设全球农业数据调查分
析系统。

农业部把该系统建设摆在大数据
建设的突出位置，加快推进数据资源
整合、国家农业数据中心云化升级等
工作。目前，农业部已制定《全球农业
数据调查分析系统实施办法》《全球农
业数据调查分析系统农产品市场分析
预警团队建设与管理实行办法》《全球
农业数据调查分析系统农产品供需分
析月报制度实施方案》等办法和方
案。另外，从 2016 年 7 月起，每月定
时、定点发布中国玉米、大豆、棉花、食
用植物油、食糖5个品种的农产品供需
平衡表。

唐珂透露，下一步，农业部将继续
加强与中国气象局、新华社、中粮集团
等单位合作，在调查渠道、调查内容、研
究方法和分析队伍等方面开展共享共

建，形成长效合作机制；加快推动国家
农业数据中心、海外农业数据中心建
设，完成数据监测指标体系设计，加强
队伍支撑；继续探索推出新产品、新服
务，形成覆盖短中长期、国际国内市场、
重要农产品的信息服务产品体系。

智慧农业智慧农业““钱景钱景””光明光明，，但推广使用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推广使用不可能一蹴而就

云南富民县百花山农业产业园区
树美合作社苹果种植基地，位于海拔
2400多米的百花山山顶。乍一看，树
美合作社的苹果基地与传统的果园没
有多大区别，但一块标示牌却透露了
它不一样的“身份”：山地果园干旱监
测和水分调控技术研究与示范基地，
又称智慧农业工程应用示范基地。

树美合作社苹果种植基地智慧农
业示范项目，是昆明市科技计划项目
成果转化示范基地。项目建于2016
年，建设面积30亩，涉及中央控制系
统、视频监控系统、土壤信息采集系
统、田间自动控制系统、施肥系统等。
同时，项目在智能监测控制系统上，配
备了土壤墒情监测站、生长环境监测
站、远程控制系统、远程视频监控系统
等。

合作社是由李树美牵头组织、由
施朝华等5户果农组成的农产业经济
组织。和苹果打了40多年交道的李树
美，堪称农业“老把式”，但是通过智慧
农业手机应用端监控组织苹果的种植
生产还是从业以来第一次。“一年生苹
果树苗，用传统的种植方式基本上不
会挂果，但采用智慧农业系统后，试验
地上的苹果树不仅普遍挂果，而且果
形大，色泽漂亮。”李树美说，这颠覆了
大家对一年生果树不挂果的认知。据
测算，按试验地块的挂果率，如果移植
到 5 年生的苹果树上，每亩将增产
20%-30%，即150千克-200千克苹果。
按今年百花山庄17元每千克的最低
售价，每亩将增收2550元-3400元。

在智慧农业的“浇灌”下，“树美”
苹果近日一举夺得第十三届中国昆明
国际农博会优质农产品金奖。

“虽然这不是智慧农业的全部‘功
劳’，但这样的种植方式令苹果品质和
产量大大提升，也得到了同行的关
注。”李树美说，今年已有全国各地20

多批、300多人来参观树美合作社智慧
农业系统。

不过，发展智慧农业，虽然并非可
望不可即，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智慧农
业在我国开始时间较晚，总体上看还
处于起步阶段。有业内专家指出：“从
严格意义上来说，当前，中国的智慧农
业发展还只是依托农业产业链、农产
品价值链的某些环节、某些片段探索
性地应用信息技术，或者说只是将涉
及到智慧理念、农业技术、方法的一些
片段在生产过程中有所应用。”

那么，智慧农业推广，究竟难在哪
儿？技术瓶颈是第一道关口。业内专
家认为，由于信息网络、管理工程和农
艺技术的集成度、契合度还不够，涉农
数据的采集、挖掘及分析能力还比较
弱，农业智能化程度还不太够。当前
亟须增强面向农业与农村的信息化科
技创新能力，用新技术、新设备引领智
慧农业发展。

智慧农业发展，离不开资金支
持。智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
投入期集中，回报周期却很长。在农
业整体比较效益偏低的情况下，一些
物联网等信息设备很难大范围推广。
据了解，一套物联网设备需要几十万
元，普通农户甚至是规模经营户往往
无力承担。因此，尽管智慧农业彰显
出其光明“钱景”，但其推广应用成本
也让部分人望而却步。

“我也想采用智慧农业设施，就是

成本太高了……”这是业界普遍存在
的想法。如何不让高投入成为推广智
慧农业的“拦路虎”？在业界人士看
来，智慧农业设施系统的投入成本，目
前还有很大的压缩空间。首先是要将
规模提上去。目前的智慧农业系统应
用项目大部分是示范性质，因此在设
备设施的采购上，不可能有太多议价
空间，只有把规模提上去，才有望降低
投入成本。

当然，农业产业化的规模除了取
决于生产资料外，还在于土地资源要
素。部分业界人士认为，只有加快土
地流转速度，让更多资本投入农业，才
有望在短期内加快智慧农业的应用速
度。除加速土地流转速度，让更多的
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外，另一个措施是
采取政府补助的方式，推进智慧农业
系统的应用。目前，浙江、江苏、成都
等地已开始采取这样的措施，以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转型升
级。

此外，智慧农业应用还不够“接地
气”，在满足农民使用需求方面还要继
续探索。湖北荆州市在打造“中国农
谷”的过程中发现，智慧农业的发展动
力，除了来自产业需求，也要结合农民
诉求，尤其要注重满足专业大户、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等三大新型生产经
营主体对信息化的需求。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
智慧农业被寄予厚望。

智慧农业已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
展的必然趋势，需要从培育社会共识
突破关键技术和做好规划引领等方面
入手，促进智慧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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