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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农业大省四川如何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转变农业
发展方式,积极稳健发展智慧农业,对加快推动四川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
文通过分析智慧农业的基本内容,剖析四川智慧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四川智慧农业发展
的基本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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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Agriculture in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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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the general starting point for the "three rural" work in the new era.
How does Sichuan, a major agricultural province, transform it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ctively and steadily develop smart agriculture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accelerating
Sichuan's progress from a major agricultural province to a strong agricultural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sic content of smart agriculture and the main problem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agriculture in
Sichuan,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basic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agriculture in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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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慧科技内容。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加快

1.2智慧生产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智慧农业可以聚集农作物生长过程中所有的生产要素,为

纲要提出：“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

这些要素构建生长数字模型,并通过数据挖掘和处理,让农业生

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加快

[1]
产全过程高度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实现智慧生产 。如农

发展智慧农业,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数字化改造”。可

业专家可以用互联网向种植者传递各种农产品种植的消息,通

见,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发展智慧农

过运用人工智能对农作物进行实施监测,研究培育方案,同时可

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种有效途径。四川是一个农业大省,农业

以通过改变大棚内的光、湿度,提升作物对周围环境变化的适应

发展质量还不够高,这要求四川必须转变并创新农业发展方式,

能力等,拓展农业的生产与经营规模,提高其生产效益。

特别是积极稳健发展智慧农业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1 智慧农业的基本内容

1.3智慧组织
智慧农业的组织不同于以往的传统农业的组织形态,智慧

1.1智慧科技

农业通过运用信息技术传播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生产管

智慧农业对农业生产经营全产业链进行智能化控制必须

理信息以及农业科技咨询服务,引导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业

依靠科学技术,通过智慧科技手段打破信息瓶颈,促进农业信

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提高组织决策水平,增强市场抗风

息流动和分享,包括通过农业物联网等获得各种与农业生产

险能力,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实现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集约化

经营相关的信息感知,如作物、土壤等环境以及从事农业生产

和组织化。

的人乃至社会的信息；对各类信息进行分析处理的智能决策以

1.4智慧管理

及根据分析结果进行决策实施,这些都无不体现智慧农业的智

智慧农业的核心内容之一在于智慧管理。智慧农业运用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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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科技,根据环境中现有各类资源,进行整合、调配和运用,将智

此四川省农业从事人员应用智慧农业技术辅助生产、提高效率

能决策转化为具体的农业生产与管理等指令,实现“非人工”的

的能力还较弱；智慧农业企业较缺乏能够熟练将农业生产、信

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如将传感器技术引入到智慧农业管理中,可

息、电子商务综合运用的复合型技术人才及人才队伍；从事农、

以实现低成本、全天候、全天时的各类信息采集与传输共享,

林、牧、渔的人员的工资水平相对较低,不少农民为了更好的收

为后续的管理、分析以及辅助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入放弃从事农业生产,选择投身其他行业,个别地方出现土地撂
荒的现象。

1.5智慧生活
智慧农业的大力发展不仅在农业生产经营上有巨大的效益

2.4智慧农业产业体系不够完善

体现,也使农村各类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生产生活设施等发

健全的智慧农业产业体系是做好做强智慧农业发展的重要

生极大的变化,改善农村生活条件,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同

方面。目前四川省虽已在加快建设智慧农业产业园,但四川省智

时智慧农业让农户可以根据市场的实时需要及时调整生产方案,

慧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不高,产业体系仍然不够完善。主要表现

也能给予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从网络视角审视发展的机会,以及

在四川省智慧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不够充分；四川省农业龙头企

跨越时间与空间获取外界信息资源的能力,转变生活态度,实现

业之间合作交流仍不充分,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示范引领作用

智慧生活。

不够强；四川省三产融合发展虽已具有一定成效,但智慧农业产

2 四川智慧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业融合不够深入；四川省智慧农业产业体系中还存在农业资源

2.1智慧农业科技支撑不足

碎片化、市场信息不对称、农业品牌带动力不强等问题。

智慧农业必须依靠强大的科技支撑,发挥科技在推动智慧

2.5智慧农业信息化服务水平不够高

农业中的引领作用。目前四川省在推动智慧农业科技创新方面

高水平信息化服务水平能有效提高智慧农业数据的分析与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核心技术聚集集新兴互联网、移动互联

传递效率,及时满足各方信息需求。尽管四川省要求全省信息进

网、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为一体创建国家智慧农业创新系统方

村入户平台覆盖率在2020年底要达到80%,但四川省智慧农业的

面仍需继续努力,智慧农业科技支撑的资金投入还不足,四川省

信息化服务目前还存在信息服务部门的职能未得到充分发挥、

智慧农业科研平台水平仍有待提高；智慧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仍

综合服务功能也没得以充分展现。同时,有关信息服务组织和工

不完善,多学科、多部门协同创新攻关能力有待加强；智能采集、

作人员的工作能力还存在不足,管理水平仍需提升。另外,四川

处理、分析以及挖掘等技术仍需进一步提升。

省智慧农业信息化服务还存在信息收集不完善、信息化平台建

2.2智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较薄弱

设和信息化服务质量还不够高等问题。

智慧农业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本前提,信息化基础设施

3 四川智慧农业发展的基本对策

建设必不可少,互联网又是最基本的基础设施。截止2021年12

3.1践行新发展理念,加强顶层设计

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84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智慧农业是高效集约、专业化、规模经营的现代农业,四川

[2]

57.6%,虽较2020年12月提升1.7个百分点 ,但城乡间互联网普

省智慧农业发展水平还不高,要求四川省智慧农业的发展,应在

及率仍存在不小差距。从当前阶段来看,除少数农村地区能实现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和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的前提下,结合

互联网及相关智能设备的大规模覆盖以外,大部分农村地区尤

四川智慧农业发展面临诸多有利条件和面临的问题,对智慧农

其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均缺乏有效利用互联网实现农业生产

业发展要求的农业物联网、农业大数据、智能农机具研发制造、

[3]

经营方式转型的条件 。四川也不例外,农村互联网设施的建设

智慧农业数据库建设、空间合理布局、土地的集中和有效的管

水平不高同样将制约四川省智慧农业的较快发展。智慧农业智

理、奖惩激励机制等方面加强顶层设计,进行科学规划引领,特

能性的体现需要农业设备设施作为载体,智能化的农业机械设

别是依据国家及四川省“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备,如各种农用传感器,能够对农田进行实时监测；可视化服务

中对智慧农业的要求,编制好四川省智慧农业发展规划,以规划

平台基础设施,能实现对农业生产基地的标准化监测；农业气象

设计的长远目标和科学发展路径,引领四川省智慧农业的健康

灾害监测预报预警设施,能够对农作物生物灾害和外来重大疫

可持续发展。

情实现全面监测和科学有效防控。这些设备设施在四川智慧农

3.2推进智慧农业技术创新,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业的发展方面都还存在不足。

农业信息技术是智慧农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和关键要素。为

2.3智慧农业人才队伍建设滞后

应对四川智慧农业科技支撑不足、智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较薄

智慧农业不同于传统农业,所有环节都将使用信息化、智能

弱和科技成果应用水平较低的现实状况,应全面推进四川省智

[4]

化与自动化设备和网络系统 。同时智慧农业又是知识和技术

慧农业的科技创新,加大加快智慧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一

密集型产业,因此需要强大的技术人才及人才队伍支撑。四川省

是加大政府在智慧农业科技创新的财政投入力度,并发挥民营

现有从事农业生产的一线人员的知识技术水平仍不高,农村农

企业和民间资本在推动四川省智慧农业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二

民文化程度总体偏低,在2019年全省有乡镇户籍人口5762.95万

是进一步提升四川省智慧农业科研平台水平,并完善智慧农业

[5]

人,但同年仅有3.1万农民有机会得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因

产业技术体系,成立技术创新团队,实施更多四川省智慧农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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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创新专项计划,特别发挥多学科、多部门协同创新攻关,不断

量发展的重要措施。一是应充分发挥四川省智慧农业信息服务

提高四川省智慧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三是注重智慧农业核心技

部门的职能,通过各类信息综合服务体系建设开展专项行动,增

术研发以及提高智慧农业装备的更新、引进效率,完善智慧农业

强智慧农业的综合服务功能。二是提升有关信息化服务组织和

科学实验室功能,在人工智能、农业自动化技术、多功能农业机

工作者的综合管理水平,提高其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三是不断

器人等方面有更多突破,逐步实现农业数据采集的自动化、数据

提高信息化服务的信息收集标准化,如通过农业专业数据可追

使用的智能化、数据共享的便捷化,大力提升四川智慧农业信息

溯平台,确保智慧农业相关信息能够得到有效传递。四是积极搭

技术水平。四是进一步发挥智慧农业优质示范基地引领作用,

建并完善多种类信息服务平台,如四川省智慧农业公共服务平

继续推进四川省智慧农业科技创新产业孵化园建设,继续加大

台、物联网平台、农产品安全追溯平台、智慧农业大数据中心

智慧农业科技装备的集成应用示范,并为其申请科学专利,注册

等,以公开、共用、共享的方式面向社会,为社会提供更多有效

自主产权,促使智慧农业科技成果能够快速成为现实生产力,不

信息服务资源。五是不断丰富和深化信息化服务内容,大量提供

断提升四川省智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智慧农业信息、便民信息、物流信息等,不断提升智慧农业信息

3.3延伸产业链,推动智慧农业产业融合发展
加快完善智慧农业产业体系是推动智慧农业高水平发展的

化服务质量。

4 结语

重要举措。一是四川省应抓住本省智慧农业特色产品优势,通过

智慧农业作为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的新兴领域,

搭建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强化宣传推广等措施,不断延伸发展特

[6]
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四川作

色产品产业链。二是应充分发挥大型农业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

为农业大省,四川智慧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今后仍需进一步

不断增进企业的共识与交流,借助龙头企业较高的管理效率和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转变四川农业发展方式,推动四川智慧农

市场营销能力,推动智慧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建设。三是应不断加

业高质量发展,加快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步伐。

强智慧农业与旅游、文化、教育等产业深度融合,大力建设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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