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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物联网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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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物联网是现代信息技术集成的结果袁是当前信息技术开发与应用的制高点袁其连接着比互联网更多的物品袁具有更全面的感
知尧更深入的智能化尧更广泛的信息共享及更真实的互联互通遥本文综述了农业物联网的内涵及技术组成袁分析了我国农业物联网发展的
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袁提出了加强农业物联网建设的对策袁以推动我国农业物联网健康尧快速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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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of Agricultural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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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et of agricultural is an integration of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袁it is also becoming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It connects more things than the internet袁and has a more comprehensive perception袁more in-depth
intelligence袁more extensive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interconnection.This paper reviewed the connotation and technical composition of the Internet of
agricultural袁analyzed the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of agricultural in China袁and proposed counter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et of agricultural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忆s Internet of agri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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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为野物物相连的网络冶袁是在互联网的基础上将
其用户端延伸至任何物件与物件之间袁进行信息交流和
通信的一种技术 遥最早于 1999 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提
[1]

络层主要借助 2G/3G 移动网络尧PSTN 网络尧互联网等已有
的广域网通信系统袁把感知层感知到的各类信息快速尧安
全尧可靠地传送到目的地袁实现大范围或全球范围内的通

由互联网时代人与人之间的通信连接扩展至人和物尧物和

信遥应用层具有实现物品信息的汇总尧共享尧互通尧协同尧分
析与决策等功能袁对物联网进行控制与决策遥物联网的目

物之间的交流连接遥物联网是传感技术尧无线通信技术尧嵌

的是为人类提供服务袁应用层的功能是完成物品和人之间

入式技术尧高性能计算等综合发展的结果袁利用射频识别尧

的最终交互遥

出袁2005 年国际电信联盟对物联网含义进行了扩展袁实现

定位系统尧感应器尧激光扫描器等多种信息传感设备按照相
关约定的协议把有关物品与互联网相连接在一起袁实现通信
与信息交换袁以达到智能化识别尧跟踪尧定位尧监控及管理的
目的遥
农业物联网是物联网工程技术在农业生产尧管理尧经营
与服务中的具体实施袁主要利用不同类别的传感器构成监控
节点袁通过数据采集达到对农业生产的实时监控袁实现物联
网与农业生产的紧密结合遥近年来袁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

物联网工程技术是由多种技术组成袁大致可划分为物联

网核心技术尧关联技术和辅助技术等 3 类[1-2]遥物联网核心技
术又可分为感知层核心技术尧共性支撑核心技术及应用层核

心技术 3 个方面遥其中袁感知层核心技术主要包括了遥感技

术尧各类传感器尧射频识别尧全球定位系统与二维条形码等袁
可用于各类农业相关信息的采集和识别遥共性支撑核心技
术包括中间件技术和物联网安全等 2 个方面袁前者是独立的
服务程序或系统软件袁分布式应用软件可借助中间件在不同

物联网建设袁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袁促进了农业的高产尧集

技术之间实现资源共享袁并应用于服务器的操作系统对计算

约尧高效尧优质尧生态和安全遥但我国农业物联网与发达国家

机资源和网络通信进行管理遥中间件可使相连接的系统即使

相比还有较大差距遥本文在介绍农业物联网工程应用的基础

具有不同的接口也能相互交换信息遥由于目的与实现机制的

上袁分析了发达国家在物联网工程技术方面的发展状况袁探
讨了农业物联网建设与应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袁对今后农业
物联网的发展进行了展望遥
1 物联网工程技术的组成
物联网综合了新一代信息技术袁连接比互联网更多的东
西袁具有更加全面的感知尧更加深入的智能化尧更为广泛的
信息共享及互联互通遥虽然物联网的定义至今尚未统一袁但有
关物联网工程技术架构已基本达成共识袁其大致分为信息感

差异袁业内将中间件分为远程过程调用中间件尧面向消息的
中间件和对象请求代理中间件等[1]遥物联网的安全性主要涉
及物联网机器或感知节点的本地安全尧感知网络的传输与信
息安全尧核心网络的传输与信息安全及物联网业务的安全等
方面袁 可通过业务认证机制和加密机制解决此类安全问
题遥应用层核心技术主要包括 M2M 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
2 个方面遥其中袁M2M 技术综合了数据采集尧GPS尧远程监控尧

电信尧信息技术袁是计算机尧网络尧设备尧传感器尧人类等生态

知层尧网络层渊也称为信息传输层冤和信息应用层等 3 个层

系统袁目标是保障所有机器设备都具备联网和通信能力遥目

集身份标识尧位置信息尧视频尧音频尧各类物理量等数据遥网

信网络尧中间件尧应用等 5 个技术部分遥人工智能在物联网

次[1-2]遥信息感知层是实现物品野说话冶的先决条件袁其用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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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袁国内外应用的 M2M 产品主要是由无线终端尧传输通道
和行业应用中心等 3 个部分构成袁包括机器尧M2M 硬件尧通
技术发展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袁涉及符号计算与模式识别尧

机器翻译与学习尧问题求解与逻辑推理尧自然语言处理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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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式人工智能与计算机视觉尧智能信息检索技术与专家系

测和诊断仪器袁为全面推广应用农业物联网技术奠定了基

统等方面遥

础遥在农业生产领域袁目前已成功开发的生物信息监测与诊

物联网关联技术主要涉及云计算技术尧大数据技术和移

断的仪器有环境信息传感器尧植物生命信息获取装备尧动物

动互联网技术遥物联网辅助技术涉及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尧射

行为信息传感器尧作物长势分析仪尧作物成像光谱仪等袁可

频识别技术尧ZigBee 技术和中间件技术遥其中袁射频识别技

实现实时获取农业生产中多个环节的信息遥在农产品质量管

术是对无线电波进行识别的技术遥ZigBee 是一种标准袁通过

理方面袁 已形成了产地农产品信息实时采集和认证数据平

对短距离尧低速率传输速率无线通信所需要的一系列通信

台袁开发了便携式质量全程跟踪与溯源终端产品袁构建了

协议进行标准化袁以支持自组网和多点中继袁其具有高可靠

农产品物流信息管理和电子交易信息管理平台遥在大田作物

性尧低成本尧低功耗尧高安全性和低数据速率等特点遥

生产方面袁已经发展了种植水稻尧玉米尧棉花尧小麦尧果树尧菌

2 农业物联网国内外发展现状

类等大田作物的农业物联网管理模式袁初步形成了包括场

2.1 国内物联网发展现状

物联网作为全球信息产业的第 3 次革命袁正在多个方面

地环境信息快速获取尧作物生长监控尧农田变量施肥尧精准
灌溉尧远程诊断尧产量预测和智能装备等一系列应用技术袁

深远地影响着人类遥而物联网与农业的有效结合所形成的农

构建了包括土壤墒情监测尧病虫害防控与智能灌溉及育苗尧

业物联网能促进传统低效率的生产模式向以信息与软件为

种植尧采收尧仓储等全过程的物联网系统遥已经实现对气象尧

中心的智能化生产模式转变袁推动农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

土壤尧水分尧作物长势等的自动感知尧监测尧预警分析袁初步

农业经营模式的革新袁逐渐实现农业产前尧产中尧产后的全

实现了精量播种和智能育秧尧灌溉尧喷药尧施肥及病虫害防

过程监控尧科学决策与实时服务遥通过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袁

治[6袁8-23]遥在设施栽培的应用方面袁已能对温室环境监控尧作物

农业物联网在信息感知尧数据处理尧技术应用和智能化服务

生理监测尧水肥管理和病虫害精确防治及供暖尧卷帘尧通风

等领域得到了重要的发展袁已建立了多种新型传感装备尧软

进行智能管理袁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24-28]遥在畜

件系统与产业化应用模式[3-6]遥目前袁农业物联网的应用模式
大致有感知展现类与感知控制类 2 类遥感知展现类将数据传

牧业领域袁我国已初步实现养殖过程中环境的监控及饲喂尧
粪便处理尧养殖孵化尧精准饲喂等自动化管理[29-31]袁并能对动

输到应用终端的一个通道作为应用平台袁可部分实现农作物

物的饲养管理尧疫病预防与检疫尧屠宰加工尧商业流通等情

生长环境与生命体数字化特征感知袁辅助生产管理过程袁实

况实时录入物联网管理系统袁实现生产的网络远程管理遥在

际上袁这类物联网起到了替代人工管理的作用遥感知控制类

水产养殖方面袁已初步形成养殖水质监测及调控尧苗种培育

是在感知展现类的基础上增加了反馈控制模块袁可真正达

和远程自动投喂以及病疫预警健康等进行智能化管理的物

到物与物之间的互连尧互通尧互操作袁实现农业生产过程智

联网技术[32]遥

能化遥

近年来袁区域环境资源精细监测与调度的物联网技术也

当前袁物联网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几乎贯穿了农业

得到了较快发展袁为了实现土壤尧水文等环境资源信息的自

生产的全过程袁其应用领域包括农村水利灌溉控制尧环境资

动获取与科学分析袁可通过资源卫星上搭载的高精度感知设

源监测尧农业生产的精确管理尧农产品溯源及农产品物流等袁

备袁应用先进的传感器感知技术尧信息融合传输技术和互联

覆盖的产业包括设施栽培尧畜牧养殖尧大田种植尧水产养殖

网技术袁实现了农业生态环境的自动监测和管理遥此外袁物

等[7]袁我国农业物联网技术的应用情况见表 1遥

联网在农产品质量溯源方面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袁通过对农产

表 1 农业物联网工程技术应用案例

产业或领域
大田种植

设施栽培

畜牧养殖

水产养殖
农产品安全管理

内容
作物生长监控
灌溉控制
作物水分状况监测
农田土壤温湿度监测
土壤湿度测定
病虫害诊断
作物/杂草识别
植物营养诊断
精准施药
农田监控
信息采集与智能化控制
智慧农业生产模式的构建
福建省设施农业智能化
温室智能监控系统
环境条件监测
养猪管理与监测
奶牛身份识别
奶牛行为特征监测
疾病远程智能诊断
粮食质量安全追溯系统
农产品追溯平台

文献
[8]
[9-10]
[11]
[12]
[13-14]
[15-17]
[18-19]
[20]
[21]
[22]
[23]
[6]
[24]
[25]
[26-28]
[29]
[30]
[31]
[32]
[33]
[34]

我国已研发了一批基于多种技术的高精度作物信息监

品生产尧流通尧销售过程的全程信息感知尧传输尧融合与处
理袁实现农产品野从农田到餐桌冶的全程追溯[33-34]袁促进了农
产品电子商务发展遥
2.2 发达国家物联网发展现状
现代农业对新型的信息技术需求推动了全球范围内农

业物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遥据 Beecham Reseach 咨询机构的

评估袁物联网能为世界带来 70%的粮食增产袁以满足未来全
球近百亿人口对粮食的需求遥2013 年国际咨询业巨头麦肯
锡全球研究所发布的叶未来十二项改变世界的科技曳报告

中袁将物联网列为未来 10 年会改变全球经济的 12 项颠覆
性技术之一[35]袁全球物联网市场规模可望在 2025 年以前达
到 110 000 亿美元遥

近年来袁许多国家纷纷加快了信息化步伐袁投入大量人

力尧财力袁并已在信息感知尧数据处理尧技术应用与智能服务
等领域取得重要进展遥美国尧欧盟尧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在物联网发展过程中非常注重基础技术和标准建设袁其物联
网技术与产业发展走在世界前列袁引领着国际物联网的发
展遥据 2013 年统计袁在物联网技术所涉及的感知层技术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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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层技术尧应用层技术和共性支撑技术等 4 个关键技术层

无力提供有效解决方案遥还有袁物联网建设中的高端半导

技术尧组网技术尧云计算尧无线接入技术尧中间件技术尧异构

发展遥

网融合技术尧远程控制技术尧资源和存储管理技术尧智能交

3.2 技术标准方面

次的 15 个技术分支渊射频识别技术尧传感器技术尧二维条码

体芯片产业受制于人这一现状也限制了农业传感器产业的

通尧地理空间信息技术尧智能物流尧智能嵌入式技术尧信息安

我国建立物联网标准主要停留在战略性层面袁在信息

全技术冤中袁这些国家在物联网传感器领域的市场占有率达

感知尧传输和应用等层次都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与指导规

到 63.0%袁掌控着市场主导权[35]袁并在各类传感器的应用方
面牢牢占据了国际市场份额遥同时袁欧美等发达国家与地区
已制定了多个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准体系袁涵盖了 M2M 通信尧
标签数据尧空中接口尧无线传感网等遥

范袁且存在各地区各行业标准不一致尧标准与实际情况脱节
等问题袁这不仅影响了农业物联网效能的充分发挥袁也导致
了农业物联网建设资金的浪费遥
3.3

网络安全方面

此外袁美国政府已将物联网技术上升为国家创新战略

在物联网中袁无论是信息采集设备还是无线数据传输

的重点之一袁把农业的教育尧研究与技术推广作为政府的重

设备袁都会对周围环境产生电磁辐射袁可能会对操作者尧水尧

要职责袁专门成立由大学尧政府尧技术推广部门与农民代表

空气尧植物尧动物等产生影响袁引起相应的环境问题遥但目

组成的农业推广指导委员会袁以保障农业物联网技术的发

前在研究开发物联网设施工作中对这方面的问题还考虑

展 袁美国许多大农场对信息技术的采用率已高达 80% 遥
[35]

[36]

同时袁美国的民间资本在农业物联网建设中也十分活跃袁借

较少遥
3.4

高效应用方面

助包括物联网与大数据尧云计算与微电子尧信息储存与处理尧

我国农业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多数处于演示尧形象尧政绩

地理信息系统与人工智能及遥感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袁不

工程阶段袁由于存在成本问题尧技术普及瓶颈和资金投入不

但提高了农业竞争力袁也有效地占据了世界农业信息发布的
制高点 遥美国在微型传感器技术研发制备方面也取得重大
[37]

足等 3 个方面的问题袁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还不够
明显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推广的积极性袁限制了农业物

进展袁其传感器的微型化尧智能化尧嵌入化和可移动化趋势

联网产业的发展遥

日益明显遥

4 发展对策

欧盟各国非常注重农业物联网的规模化应用与经济效

我国高度重视物联网发展袁明确指出将物联网作为当

益袁2009 年袁欧盟已对物联网发展的识别技术尧发现与搜索

前与未来一个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遥当前袁

引擎技术尧通信技术尧软件和算法尧能源存储技术等 12 项关
键技术进行了全面规划 遥目前袁已在小尺度农田耕作尧精准
[38]

物联网在我国农业中的应用正处于从示范走向推广普及
的瓶颈阶段遥因此袁基于国际物联网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对物

畜牧以及智能渔业等方面有所突破遥荷兰的温室大棚物联

联网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分析[43-44]袁建议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

网高度发达袁已在智能化管理尧温室环境调控等方面居世界

工作遥

领先位置遥据欧盟推出的叶2020 年物联网院未来线路图曳袁预

4.1 加强农业物联网软硬件的技术研究

期在 2020 年之后可使任何对象智能化袁形成链接人尧机尧物
一体化的泛在网络

遥

[39-40]

重视先进传感器尧无线通讯和网络尧辅助决策支持与自
动控制等技术的集成研究袁重点研发高可靠性尧高精度尧低

日本政府也非常重视农业物联网在农户中的推广应

成本尧适应恶劣环境的信息获取传感器和动物行为信息传

用袁为解决农业劳动力不足和老龄化问题袁投入巨大的资

感器袁加快发展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型数据存储与处理

金扶持袁使 50%以上的农户选择使用物联网技术袁其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率高达 75%以上 遥近年来袁日本政府正在打造
[41]

基于农业物联网的农用机器人袁预计到 2020 年农业云技术

技术[4-5]遥
4.2

加快推进农业物联网标准制定
尽快制定适用于我国农业生产实际需要的物联网标

运用率可达 75%[42]遥以色列属于严重缺水国袁该国通过应用

准袁规范农用传感器和标识设备功能尧性能尧接口标准尧田

物联网等技术对水光热资源进行充分利用袁在资源匮乏的沙

间数据传输通讯协议标准尧农业多源数据融合分析处理

漠上成为全球水果尧蔬菜尧鲜花重要出口国遥

标准遥

3 我国农业物联网存在的问题

4.3

3.1 核心技术方面

我国农业物联网技术研发应用水平偏低袁存在基础设施
薄弱及价格低廉尧精密度高和运行稳定的传感器缺乏等问

加强农业物联网人才队伍建设
培养具有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农业物联网技

术人才袁以提高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能力遥
4.4

加强农业物联网应用示范

题遥国内的传感器主要集中在对光照尧温湿度等环境条件的

开展专项规划与研究工作袁推动农业物联网技术的示范

监测袁缺少直接用于动植物生命体系监测设施的开发遥已有

转化袁促进农技推广服务体系转型升级袁提高农村信息化管

的物联网设备主要用于温室大棚尧大田袁缺少应用于复杂自

理与服务能力遥

然环境的传感器开发研究遥另外袁在实际应用中还存在软件

4.5

培育全产业链共赢的商业模式

与硬件不融合尧设备与专家决策系统脱节等问题袁影响了信

高度重视物联网应用商业模式的开发袁引导多类型资本

息采集尧传输尧处理与控制系统的集成遥由于诸多研究的不

投入袁探索创建政府主导尧多方参与尧市场运作和合作共赢

足袁面对农产品野高产尧优质尧高效尧生态尧安全冶的大量需求仍

的农业物联网应用商业模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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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加强资金扶持袁做好政策引导
吕梁连片区各级政府应该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尧省尧市一
系列惠农政策袁按照集中投入尧连片推进的思路袁拓宽资金
渠道袁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力度 [5-6]遥要立足山区资源优
势袁因地制宜地做强特色产业袁才能真正在市场竞争中脱
颖而出袁实现脱贫致富遥
4.4 发展人才队伍
吕梁山区相关省尧市及各县政府应在引进人才方面给予
大力支持[7]遥聘请专家教授袁针对山区农业突出问题解惑释
疑袁明确产业发展方向曰针对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尧关键环
节引进专业技术人才袁破解产业发展中的瓶颈障碍[8]曰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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