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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众包模式和农业资源服务现状出发袁阐述了基于众包模式的农业资源服务平台设计研究背景袁介绍了基于众包模式的农业
资源服务模式以及平台功能模块的设计袁展望了这种新型商业服务模式的发展前景遥基于众包模式的农业资源服务平台不仅提供了农业
资源信息袁还改变了传统的单向信息服务模式袁为农业领域开创了一种新型商业服务模式和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袁引领农业全面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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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ospect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Service Platform Based on Crowdsourc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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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crowdsourcing mode and the status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service袁this paper expounded the design and research
background of the agricultural resources service platform based on crowdsourcing mode袁introduced the agricultural resources service mode based on
crowdsourcing mode and the design of platform function module袁and looked forward to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this new commercial service mode.
Agricultural resources service platform based on crowdsourcing mode not only provides agricultural resources information袁but also changes the
traditional one-way information service mode.It creates a new business service mode and a set of complete operation mechanism for the agricultural
field袁lead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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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今网络尧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袁农民尧农业企业
对信息资源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袁对于信息资源的获取袁人
们的关注点也在不断变化袁已由单纯的传统农业的野资源冶
转换成了现代农业的野市场冶袁而由此衍生出来的就是农业
市场经济 遥在此转变过程中袁信息化沟通手段的应用显得
[1]

尤为重要遥野众包冶概念原大多被应用于商业领域袁随着近些

更好地利用社会人才资源袁创造新型就业模式等袁因而深受
国内外公司的追捧袁国内外的成功案例有很多[4-5]遥
2 基于众包模式的农业资源服务模式

农业资源服务平台结合众包的意义和农业服务的需求

设计出一种结合 C2C 和 O2O 的模式袁用户不仅可以在线上
寻求或提供资源信息袁也可以发布众包任务袁接包者在线上

年的发展袁这一概念也被各领域成功引用并发展袁但少有与

接收任务后可在线下完成遥针对不同的用户角色与平台之

农业信息产业相结合的成功范例遥

间的关系袁为了让平台保持良好运作袁需要设计出相应的运

据此以创新理念和成熟的网络计算机技术为基础袁设
计出一种应用于农业资源服务的众包模式和一套完整的运
行机制袁构建基于众包模式的农业资源服务平台[2]遥尽可能

作机制袁包括用户信用评价机制尧用户付费机制尧用户之间
的交易机制以及推荐和消息通知机制等渊图 1冤遥
农业众包模式

地将众包这种商业模式与农业领域相结合袁带来一种新型商
业服务模式袁促进农业全面发展袁为农业工作者出谋划策袁
有效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袁以期通过本平台可以更好地将农

C2C 模式

O2O 模式

用户信用评价机制 用户付费机制

用户交易机制

业信息化服务水平与农业生产能力进行全面提升[3]遥
1 众包的定义及理念

野众包冶是指一个公司或机构将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

任务袁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大众网络的做法

推荐和消息通知机制

图 1 平台运营机制

模式遥众包渊crowd sourcing冤的英文意思即为众资源袁当然包

3 平台功能模块的设计

source冤尧云劳动力渊cloud labor冤等遥众包任务通常情况下由

模块[6]渊图 2冤遥用户在众创模块可寻求农业资源信息相关问

要以依靠开源的个体生产形式出现遥野众包冶这一概念实际

自己的农业资源项目和理念寻求投资曰在云劳动模块中可

上是源于对企业创新模式的反思袁在这种新的电子工作模式

发布与农业资源相关的众包任务寻求云劳动力袁其他用户可

括了众筹渊crowd funding冤尧众创渊crowd creativity冤尧开源渊open

个人来承担袁但若是涉及到需要多人合作实现的任务袁也需

平台主要包括众创模块尧众投模块和云劳动模块 3 个

题的解决方案袁也可征集其他用户的想法曰在众投模块可为

中企业或者合同商利用互联网将工作或项目分配给网友袁

接收任务袁通过线上与线下的结合去解决众包任务[7]遥通过这

让他们提供想法或直接解决相关问题袁从而降低劳动成本遥

种模式可解决一些在农业生产中出现的生产效率低尧 生产

众包能够帮助企业节约成本袁提高效率袁延伸了创新边界袁能

成本高尧生产效果差的问题袁还可为农业爱好者尧农技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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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业专业方面的专家提供一个交流经验和想法的平台遥
4 前景展望
农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产业袁在任何时代都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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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金桥等院基于关联推荐的鲜食玉米百科平台设计与实现
请求

种植鲜食玉米
农民群体

微信公
众平台

获取用户名尧
头像尧openId

鲜食玉米
百科平台

进入

的 Token 完全匹配的情况下袁绑定才会成功袁确保从公众号
作为入口的功能正常运行遥部分代码具体如图 5 所示遥

图 2 微信一键式登录流程
通过微信公众号进入鲜食玉米系列网页遥第一步工作
就是要将微信公众号与网页绑定在一起袁在公众号后台提
供野接口配置信息冶渊图 3冤和野JS 接口安全域名冶渊图 4冤遥

图 5 Token 匹配
4

结语
将微信公众号作为入口的开发模式袁具有跨平台尧开发

运行维护成本较低尧功能强大等优点袁正逐渐成为软件开
发人员倾向的开发方式之一遥本文研究提出的基于关联推荐

的鲜食玉米百科平台袁利用 PHP 和 My SQL 数据库完成了平

图 3 微信公众号接口配置信息

台的设计开发遥该系统具有界面友好尧功能完善尧便于部署尧

维护成本低廉等诸多特点袁可以对种植鲜食玉米的农民群
体真正起到指导性作用袁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袁助力农业现
代化[6]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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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JS 接口安全域名
填写接口配置信息需要有自己的服务器资源袁填写的

URL 的页面中袁需要在页面初始处填写与 Token 一致的野密
令冶袁来正确响应微信发送的 Token 验证袁这也是保证链接
安全必不可少的一步遥JS 接口安全域名袁需要填写与 URL 一
致的域名遥只有微信后台发送的 Token 与 URL 页面中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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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想法的机会袁在满足个人尧团体尧企业的农业信息需求
的同时袁自身也可获取实际的经济收益[8]遥现可在北京地区

基于众包模式的农业资源服务平台

进行区域性运营袁若成功袁可将此商业模式复制到全国各
众创模块

众投模块

省尧市尧地区运营袁以真正实现在将传统农业尧创新商业模式

云劳动模块

与信息化发展的融合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袁改变农村生产生
活现状和固有传统模式袁增加农民收入袁促进农业现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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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平台功能模块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遥对于如何发展农业尧如何加快我国农业
现代化发展的步伐袁都需要进行认真的思考遥在我国农业发
展现状的大背景下袁需利用其他产业有效的尧有用的方法和
思维嫁接到农业发展中袁使农业发展走向多元化和信息化遥
本系统将众包这种商业模式与农业信息服务相结合袁
带来一种新型商业服务模式袁引领农业全面发展袁为农业工
作者出谋划策袁有效降低了农业生产力成本遥这不仅是一个
平台袁更是一种服务袁不仅服务于农业工作者袁更为那些农
业爱好者尧农技高手和农业专业专家提供了一个获得收益和

快速发展遥因此袁无论是从市场角度还是农业发展角度来看袁
该系统都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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