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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州智慧农业在羊肚菌生产中的应用
赵航轲 陈 杭 马 薇

羊玉蓉 唐明先 *

渊甘孜州农业科学研究所袁四川康定 626000冤
摘要 利用环境 AT 物联网监测技术袁对甘孜州不同海拔区域羊肚菌人工栽培环境进行实时监测袁通过大数据分
析不同海拔空气温湿度尧光照强度尧大气压力尧土壤温湿度尧酸碱度及大量元素变化规律袁因地制宜地建立配套的人工
栽培技术袁有利于实现甘孜州地区羊肚菌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遥 本文分析了甘孜州羊肚菌的发展现状袁介绍了环境 AT
物联网监测技术在甘孜州羊肚菌生产中的应用袁并提出了甘孜州未来智慧农业发展方向袁以期为甘孜州羊肚菌产业健
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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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in Morchella Production in Ganzi Prefecture

ZHAO Hangke CHEN Hang MA Wei YANG Yurong TANG Mingxian *
(Ganzi Prefecture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Kangding Sichuan 626000)
Abstract By using the environmental AT Internet of Things monitoring technology, the artificial cultivation environment
of Morchella in Ganzi Prefecture at different elevations was monitored in real time. Through big data analysis of the variation
rules of air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light intensity, atmospheric pressure, soil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pH and a large
number of elements at different elevations, a supporting artificial cultivation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was
establish, which is conducive to achiev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Morchella industry in Ganzi Prefectur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Morchella in Ganzi Prefecture, introduced the appl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AT Internet
of Things monitoring technology in the production of Morchella in Ganzi Prefecture, and put forwar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in Ganzi Prefectur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orchella industry in Ganzi Prefecture.
Keywords Morchella;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status; application situation; development direction; Gan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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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发展袁智慧农业在生产实践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遥 所谓野智慧农业冶就是充分应用现代信息技
术成果袁通过互联网尧计算机尧现代通信技术尧物联网

7.3%袁远低于工业 18.3%尧服务业 35.9%的水平[2]遥 近年
来袁许多国内企业不断投资布局智慧农业袁比如美团

野未来食物农场冶尧腾讯野智慧农业平台冶尧京东野京东农

生产的管理袁减少农产品流通损耗袁实现信息采集尧生

场冶和阿里巴巴野AI 养猪冶等[1]袁加快了我国智慧农业建

产数据收集等功能袁并达到对农业生产智能控制的效

果袁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作物耕作尧播种尧栽培

技术尧现代化智能机械等高新技术应用袁加强对农业

果[1]袁实现农业可视化远程诊断尧远程控制尧灾变预警

等智能管理遥 相对传统农业袁智慧农业能够极大地提
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综合效率袁降低劳动强度和资源损
耗袁有效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袁推进资源合理高效利用袁

推动农业现代化创新发展遥
我国是农业大国袁农业数字化发展较为缓慢遥 研
究表明袁2018 年我国农业数字经济仅占农业增加值的

设遥 利用大数据分析指导农业技术发展取得重大成

等方面遥 随着物联网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袁推出了智
能采摘机器人尧智能检测土壤及作物分拣尧病虫害检
测等智能化识别系统遥 将人工智能与传统农业结合袁
广泛应用于农业的耕整尧种植尧采摘等环节袁极大地提
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袁提高了农业生产积极
性[3]遥 甘孜州处于康藏高海拔地区袁地形复杂尧气候多

变袁食用菌种类丰富遥 近年来袁成功驯化选育了羊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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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尧藏灵芝等多种经济作物袁2017 年被誉为野高原羊肚
菌之乡冶遥 利用智慧农业指导甘孜州不同海拔区域羊
肚菌智能化人工栽培袁 即利用环境 AT 物联网监测技

赵航轲等院甘孜州智慧农业在羊肚菌生产中的应用
术袁对甘孜州不同海拔区域羊肚菌人工栽培环境进行

较差尧种植面积缩小袁严重影响了广大羊肚菌种植户

实时监测袁 第一时间获取羊肚菌生产的气候信息尧温

的生产积极性遥

度信息尧雨水信息尧空气湿度尧土壤湿度尧土壤肥量等

为了促进甘孜州农业产业稳定发展袁实现羊肚菌

数据袁通过大数据技术对这些数据进行精准分析和筛

等经济作物健康良性发展袁必须打破传统农业生产模

选袁快速得到适合当地羊肚菌生产的有效数据袁并根

式袁新形势下借助智慧农业和大数据分析袁因地制宜

据不同海拔高度因地制宜建立配套的人工栽培技术

地建立甘孜州不同海拔地区配套的人工栽培技术体

体系袁进而正确指导种植户开展羊肚菌人工栽培 袁可
[4]

系是实现羊肚菌高产稳产的重要途径袁亟须利用智慧

实现羊肚菌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袁并极大地促进当地

农业建立不同海拔渊环境冤尧不同栽培环境渊林下露天尧

经济发展遥

小拱棚尧标准大棚冤尧不同土壤类型等条件下羊肚菌人

1 甘孜州羊肚菌发展现状

工栽培技术体系突破遥 2020 年初袁甘孜州农业科学研

甘孜州位于四川西南部袁青藏高原东南缘袁辖区

究所为促进羊肚菌产业发展袁根据当地海拔区域以及

面积 15.3 万 km 袁 是我国第二大藏区的重要组成部

气候条件分别在康定渊2 600 m冤尧理塘渊3 800 m冤尧泸定

3 000 m袁降雨充沛袁气候多变袁蕴含着丰富的食用菌资

联网实时监测设备袁对栽培区域空气温湿度尧光照强

肚菌尧松茸等 300 多种食用菌袁该地区是松茸和冬虫

元素实时监测袁数据共享至手机或电脑客户端袁通过

2

分 遥该地区林草覆盖率 99豫袁沿大渡河流域海拔 1 200~
[5]

渊1 800 m冤等不同地区羊肚菌种植基地设立环境 AT 物

源 遥 据统计分析袁目前该地区具有冬虫夏草尧灵芝尧羊

度尧大气压力尧土壤温湿度尧酸碱度及氮尧磷尧钾等大量

夏草的重要产地袁年产松茸 2 000 t尧虫草 10 t渊占全国

大数据分析并结合羊肚菌产量和品质探究不同海拔

[6]

虫草产量的 8豫冤袁其他食用菌资源也相对丰富 袁例如
[7]

牛肝菌尧珊瑚菌尧棕灰口蘑等年产量均在 100~300 t袁对

区域羊肚菌最佳播种期尧栽培模式尧外源营养和环境
条件控制等重要因素袁因地制宜袁建立标准人工栽培

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遥 2017要2020 年甘孜州

技术体系袁实现羊肚菌科学人工栽培渊图 1冤遥 目前袁通

要康定尧泸定尧
业之一袁在沿大渡河流域的三县一区要要

栽培技术袁有利于促进羊肚菌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遥

[8]

政府计划将羊肚菌产业打造成本州主要农业特色产

过前期数据收集袁初步形成了不同环境条件下羊肚菌

丹巴尧海螺沟规划发展羊肚菌基地 2 333.3 hm 遥
2

2012 年袁在野院州冶农业科技合作的支持下袁羊肚

菌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在甘孜州进行试验种植并取得
成功遥 较高的经济价值尧相对简易的栽培技术尧显著的
海拔梯度渊具有较长的黄金供货周期冤以及丰富的旅
游消费市场使得羊肚菌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袁从 2013 年

的 6.67 hm2 发展到 2018 年的 960 hm2袁 形成了沿大渡
河流域海拔 1 300~2 600 m 区域以羊肚菌为主的百公

里产业带遥 该区域羊肚菌相比低海拔区域味道香浓尧

图 1 智慧农业实现羊肚菌科学人工栽培

肉质肥厚筋道尧单个折干率高遥 2017 年袁该地区被授予

3 甘孜州未来智慧农业发展方向

该区域农户致富的特色产业遥

指出袁大力发展现代化科技农业袁促进人工智能农业

野高原羊肚菌之乡冶袁目前羊肚菌人工种植已成为带动

2

环境 AT 物联网监测技术在甘孜州羊肚菌生

产中的应用
当前袁羊肚菌人工栽培技术已进入瓶颈期袁虽然
全国羊肚菌栽培面积不断扩大袁但是产量和品质问题
愈发严重遥 近年来袁羊肚菌人工栽培经济效益可观袁不
同地区和不同行业的人员开始参与羊肚菌种植袁但由

叶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渊2018要2022 年冤曳明确

工程和野互联网+冶现代农业方式相结合袁实行数字农
业生产袁加强农业遥感成像技术尧物联网应用技术并
结合智慧气象实现农业精准化水平显著提高[9]遥 在此
趋势下袁智慧农业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是未来农业
发展的重要方向遥 甘孜州利用环境 AT 物联网监测技
术在羊肚菌生产中的应用取得初步成果袁未来可进一

于技术尧经验不足袁很少按照具体栽培环境进行科学

步利用智慧农业对羊肚菌尧灵芝尧木耳等食用菌以及

种植袁存在菌种质量不稳定尧菌种制备不标准尧栽培技

水果尧青稞尧汉藏药材等当地特色品种驯化选育进行

术不过关等问题遥 这也是目前人工栽培羊肚菌不稳定

科学指导袁加速品种选育工作袁建立配套栽培技术体

的主要原因袁导致近 2 年羊肚菌种植产量降低尧品质

系袁实现快速示范推广遥 同时袁推进电子商务与冷链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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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在农产品流通环节的应用袁 借助物联网标识技术袁
最终形成涵盖生产尧加工尧流通尧销售全环节的服务体
系遥 政府部门应加大对智慧农业的扶持力度袁探索智
慧农业发展途径袁并组织高校院所袁解决生产实践中
存在的实际问题遥 同时袁可采取补贴的形式袁鼓励种植
户尧合作社及社会资本进行智慧农业生产袁加快实现
甘孜州农业信息化全覆盖袁加快甘孜州现代化农业发
展进程袁实现甘孜州地区农牧民持续增收袁促进藏区
社会安定团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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