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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生产离不开阳光、大气、土壤、水等环境条件,气象是其中重要的农业环境因子。现阶段,
智慧农业发展体系逐渐成型,在国内试运行的同时取得较为优异的应用成效,其中离不开气象服务的有
力支撑。近些年生态环境的变化对农业气象的探测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文中浅析了生态环境与基层智
慧农业气象服务关系以及如何提升智慧农业气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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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like sunshine,
atmosphere, soil, and water, and meteorology is an important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factor.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system has gradually taken shape, and has achieved excellent
application results during the domestic trial operation, which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trong support of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In recent years, the changes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ve had a series of effects on
the detec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meteor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grassroots intelligent agricultur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 and how to
improve the intelligent agricultur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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