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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发展的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生
态环境问题。近年来，农业生产环境亮起了“红灯”，农产品质量触碰了“底线”，优质安全的农产品供给
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于法稳，2018a）。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完善，我国农业发
展也进入了农业信息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智慧农业，这无疑是未来农业发展的必然方向（唐华俊，

2020）。智慧农业可以发挥信息技术优势，通过智慧技术工具的应用，在实现化肥、农药等要素投入的
精准化和靶向化，减少面源污染流量的同时，提升农业水土资源的利用效率，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张

俊飚、张露，2020）。因此，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下，研究智慧农业的相关问题，探索智慧农业的实
现路径，对提升农产品品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
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智慧农业的发展，并多次就智慧农业发展问题作出战略部署。2019年中

于法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生态经济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

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生态经济学、农村生态治理、农业可持续发展。主要著作有《水资源集约利用

的经济技术政策研究》、《中国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生态补偿政策研究》、《新时代农业绿色发展动

因、核心及对策研究》等。

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智慧农业实现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于法稳

【摘要】中国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智慧农业将加速这一转变过程。

因此，智慧农业受到政界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智慧农业要在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发挥作

用，需要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以农业水土资源的精准监测和保护、绿色高效利用， 农业生

产环境的改善与提升， 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为基本目标。为此，智慧农业的发展应关注主体

的多元性、区域的适宜性、发展的阶段性、模式的多样性等问题，从强化顶层设计、制定发展规划、

实施技术集成、注重人才培养、加大资金投入、发挥示范引领、完善政策措施等方面寻找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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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快突破农业关键核心技术，
推动智慧农业、绿色投入品等领域自主创新。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要推进农业数字
化转型，加快推广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人工智能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中的运用，打造科
技农业、智慧农业、品牌农业。2020年中央一
号文件再次指出，要加强现代农业设施建设，依
托现有资源建设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加快物联
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
信网络、智慧气象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
的应用。《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2020年农业农村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

（农发〔2020〕1号）也指出，深入实施乡村振
兴科技支撑行动，在生物种业、智慧农业等重点
领域加强核心技术攻关。

在国家关注智慧农业发展的同时，学术界也
对智慧农业理论和实践层面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
究。可以说，智慧农业是科学技术、大数据和农
业的结合，利用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精准有效地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是我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徐兴家，2019）；但智慧农业绝不仅仅是科学
技术的简单应用和堆砌，除了要懂得工程与农业
生物基础科学的基本原理、理论和方法之外，还
必须处理好科学、技术、经济、管理、社会、环
境等要素的集成、选择和优化。凡能有效提高农
业土、肥、药、光、热等资源利用率和绿色生态
环境保护的技术，都将成为智慧农业研究的新热点

（汪懋华，2019）。未来10年，我国智慧农业发
展的战略目标，应根据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大需求，突破智慧农业的核心技术、关键技
术，提高农业生产智能化和经营网络化水平，提高
农业生产效率、效能、效益（赵春江，2019）。

针对智慧农业发展的路径，学术界进行了
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笔者认为，应理性分
析智慧农业的发展，而不能盲目推崇。尽管智慧
农业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但当前在全国范围
内进行大面积推广的条件还不成熟，还存在土地

规模经营不足、农业生产高素质人才缺乏、资金
资本短缺等客观因素的约束（张俊飚、张露，

2020）；从技术层面来讲，尽管信息技术和设备
在逐步完善，但在信息数据整合、共享以及信息
安全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龙江、靳永

辉，2018）；从农业经营主体视角来看，由于成
本大、要求高，再加上农产品市场难以实现优质
优价，农业经营主体缺乏发展智慧农业、用先进
技术提升生产水平的积极性。

毫无疑问，智慧农业为大幅提高农业生产
力、资源利用率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综
合性的解决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智慧农业在所
有方面都有效。推动智慧农业发展，政府、企
业、科研人员以及农业经营主体等利益相关者，
不仅要具备良好的技术技能、管理经验，更需要
生态与环境意识，树立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李

军，2020），这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提升
农产品品质的重要保障。在智慧农业发展中，绿
色智慧更具有时代意义，更能体现绿色发展理念
的内涵。因此，在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背景
下，农业只有具备了绿色智慧和特色智慧，才能
解决农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特别是将生物农业
和物理农业有机结合，才是智慧农业的发展方向

（朱立志，2020）。为此，需要从资源、环境和
生态三方面着手，实现农业资源的保护、绿色高
效利用，改善与提升农业生产环境质量，为保障
农产品品质提供坚实的基础。

通过文献梳理，已有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
类：一类是与农业发展相关的信息技术或工程领
域专家学者的研究，他们从技术视角强调智慧农
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并认为智慧农业是未来中国
农业发展的大趋势；另一类是农业资源环境领域
专家学者的研究，他们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立
足农产品质量安全，强调在智慧农业发展中应充
分体现绿色发展理念，实现农业水土资源的高效
利用，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笔者认为，以信息
技术为主导的智慧农业发展具有可能性，可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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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但在短期内并不宜进行
大范围推广。智慧农业的发展应以绿色发展理念
为指导，以相关技术为保障，以实现农业水土资
源绿色高效利用，改善提升农业生产环境质量为
目标，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基于智慧农业不能
突破绿色发展的底线这一认识，本研究对绿色发
展理念下智慧农业发展的基本目标进行了思考，
探究了智慧农业发展中需要关注的几个关键问
题，并提出了智慧农业发展的实现路径。

绿色发展理念下智慧农业的基本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

2017）。特别是在绿色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的背
景下，优质安全农产品成为消费者日益关注的重
点。然而，农业生产中的资源环境制约、农产品
质量安全得不到保障等新问题日益突出，迫切需
要实现农业的绿色转型，走出一条高效、优质、
安全、节约、友好的农业发展之路。由此，智慧
农业应以水土资源的保护及高效利用、农业生产
环境改善、农产品质量安全为基本目标。

目标之一：水土资源的精准监测与保护。耕
地资源、水资源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态要素，
耕地土壤质量、灌溉用水水质直接决定着农产品
的质量。因此，维护水土生态系统自身健康，自
然成为智慧农业发展的核心目标。特别是在快速
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优质耕地占用的刚性
递增态势短期内难以实现根本性扭转，优质水资
源被配置到非农领域，与此同时，耕地土壤污
染、水污染状况也不容乐观。为此，需要提高精
准感知和数据采集技术，对水土资源数量及质量
进行精准实时监测，为农业生产及决策提供基本
的数据参考，保障农业生产的水土资源系统自身
的健康（于法稳，2018b）。

（1）耕地数量的精准保护与质量的精准监

测。近年来，耕地资源占用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
势。一是城镇化对优质耕地的占用持续增加。基
层调研发现，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合村并居”
“万人村”等集中居住社区建设占用了大量的优质
耕地，原有村落占地并没有复垦为耕地，更为严
重的是，这些村落周边的优质耕地也往往“被变
身”为建设用地。二是工业化对优质耕地的占用有
增无减。特别是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基层政府
过分强调“全面招商”，在此背景下，一些企业抓
住基层政府发展经济的迫切心情，选址时在政策
边缘打“擦边球”，占用大量的优质耕地，严重触
碰了耕地保护红线。三是公路、铁路等国家重点
工程项目对优质耕地的占用持续增加。根据原国
土资源部的数据，全国公路和铁路违法占用耕地
的面积占到全国总数的一半以上。尽管国土部门
利用卫星遥感监测技术，加强耕地资源的保护，
但与耕地精准保护要求还存在差距，迫切需要利
用先进信息化技术及装备，对耕地资源进行实时
监测，并及时进行信息公开。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推行了耕地质量保护
与提升行动，实施了高标准农田建设、东北黑土
地保护利用、秸秆综合利用、轮作休耕、化肥农
药减量增效、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农机深松
深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等系列工程，耕地土
壤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良。但当前耕地生态系统的
健康状况并不容乐观，突出表现为耕地总体质量
偏低，还存在严重的土壤污染。导致优质耕地占
比下降的因素包括：一是生产力较低的耕地被划
为永久基本农田。在调研中发现，永久基本农田
划定的“划远不划近”“划劣不划优”等现象时有发
生，特别是在广大的山区丘陵地区，“上山、下
川”问题突出，一些地方存在严重的公益林地与基
本农田交叉重复现象。二是政策措施使得劣质耕
地被纳入统计范围。“占补平衡”“增减挂钩”“土地
整理”等政策性措施，对耕地实现数量平衡发挥了
一定的作用，但补充的耕地生产力相对较低。

《2019年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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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等级 面积
（亿亩）

比例
（%） 主要分布区域

一等地 1.38 6.82 东北区、长江中下游区、西南区、黄淮海区

二等地 2.01 9.94 东北区、黄淮海区、长江中下游区、西南区

三等地 2.93 14.48 东北区、黄淮海区、长江中下游区、西南区

四等地 3.50 17.30 东北区、黄淮海区、长江中下游区、西南区

五等地 3.41 16.86 长江中下游区、东北区、西南区、黄淮海区

六等地 2.56 12.65 长江中下游区、西南区、东北区、黄淮海区、内蒙古及长城沿线区

七等地 1.82 9.00 西南区、长江中下游区、黄土高原区、内蒙古及长城沿线区、华南区、甘新区

八等地 1.31 6.48 黄土高原区、长江中下游区、内蒙古及长城沿线区、西南区、华南区

九等地 0.70 3.46 黄土高原区、内蒙古及长城沿线区、长江中下游区、西南区、华南区
十等地 0.61 3.01 黄土高原区、黄淮海区、内蒙古及长城沿线区、华南区、西南区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网站，《2019年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

表1  全国耕地质量等级面积比例及主要分布区域

将耕地质量等级由高到低划分为一至十等，全
国20.23亿亩耕地的平均等级为4.76等，整体
呈中等偏上。其中，优质耕地（一至三等）

占比为31 .24%，中等耕地（四至六等）占比
为46 . 8 1%，低等耕地（七至十等）占比为
21.95%。由此看出，优质耕地的占比依然很低，
主要以中低产田为主。耕地质量等级面积构成及
区域分布情况详见表1。

与此同时，耕地土壤的污染形势依然严峻。
除工业污染之外，农业面源污染、污水灌溉、重
金属污染等也都是导致耕地土壤污染的重要原
因。据2014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
耕地土壤污染的点位超标率为19.4%，主要污染
物为镉、镍、铜、砷、汞、铅、DDT和多环芳
烃，而且呈现出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污染
混合的局面。环保部门的一项统计显示，我国受
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约2000万公顷，每年因土
壤污染而减产粮食约1000万吨。如果说耕地数量
保障了农产品的数量安全，那么耕地质量则直接
决定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因此，智慧农业的发
展应将耕地质量保护作为核心目标之一。

（2）水域系统的精准保护与水质的精准监
测。我国水资源量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
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水资源量的1／4。实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严格控制水资源开
发利用，推广资源节约与高效利用技术，坚持最
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无疑是一个有效选择。

相关数据表明，从“十二五”到“十三五”时期
前4年的用水情况来看，平均每年的用水总量在
减少，减少量为101.5亿立方米，减少了1.66%；
农业用水总量则减少132 . 1亿立方米，减少了
3.43%。从相对量来看，农业用水比例从63.0%
下降到61.9%，下降了1.1个百分点。 [1]尽管农业
用水量占总用水量比例有所下降，但仍然在60％
以上，这也表明农业仍具有较大的节水潜力。

全国农田灌溉水的有效利用水平逐年提高，
2018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554，比
2010年增加了10.58%，提前实现了“十三五”规划
制定的初始目标（0.55）。耕地实际灌溉亩均用
水量呈下降态势，2018年为365立方米／亩，比
2000年下降了23.8%。[2]

据《2019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19
年，全国地表水监测的1931个水质断面（点位）

中，Ⅰ类水质断面占3.9%，Ⅱ类水质断面占
46.1%，Ⅲ类水质断面占24.9%，Ⅳ类水质断面
占17.5%，Ⅴ类水质断面占4.2%，劣Ⅴ类水质断
面占3.4%。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总磷和
高锰酸盐指数。全国10168个国家级地下水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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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中，Ⅰ～Ⅲ类水质监测点占14.4%，Ⅳ类
占66.9%，Ⅴ类占18.8%。2830处浅层地下水水
质监测井中，Ⅰ～Ⅲ类水质监测井占23.7%，Ⅳ
类占30.0%，Ⅴ类占46.2%。超标指标为锰、总
硬度、碘化物、溶解性总固体、铁、氟化物、氨
氮、钠、硫酸盐和氯化物。

（3）对水土资源进行实时监测的思路。发
挥智慧农业的信息技术优势，特别是通过精准
感知和数据采集技术的创新，构建“天空地”一
体化的农业农村信息采集技术体系（唐华俊，

2020），对水土资源的动态变化进行实时监测，
并把获取的数据信息及时传递到大数据平台，一
方面可以实现数据信息的共享，另一方面为及时
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由此可以解决当前从数据信
息采集到决策行为之间存在较长时滞的问题，关
键是解决在数据信息层层上报过程中存在的瞒
报、漏报等问题，便于及时采取相应决策，制止
农业水土资源利用过程中的违法行为。

目标之二：水土资源的绿色、高效利用。水
土资源的绿色利用，是指在保障水域生态系统、
耕地生态系统自身健康的前提下，满足生态需
求；而高效利用则是指由水土资源利用创造的实
物形态价值和经济形态价值。

（1）提高水土资源利用的实物形态价值。
当前，农业生产领域的单位水土资源利用效率非
常低。初步匡算结果表明，每公顷粮食播种面积
的产量不足6000公斤，每立方米水资源生产的
粮食不足3公斤。自2010年到2019年，水土资源
利用效率呈现出明显的增加态势，每公顷粮食播
种面积的产量从5005.69公斤增加到5719.65公
斤，增长量达713.96公斤，增长率为14.26%；
同期，每立方米水资源生产的粮食从2.15公斤增
加到2.58公斤，增长量达0.43公斤，增长率为
20.02%。[3]

（2）提高水土资源利用的经济形态价值。
匡算结果表明，从2010年到2019年，每公顷粮
食播种面积创造的价值从3.21万元增加到5.69万

元，增加了2.48万元，增长率为77.06%；每立方
米农业用水创造的产值从9.73元增加到17.98元，
增加了8.24元，增长率为84.69%。[4]水土资源利
用效率的经济形态价值，固然与农产品市场有很
大关系，但水土资源的绿色、高效利用始终都应
是智慧农业发展的基本目标。

（3）实现水土资源绿色、高效利用的思
路。新时代，水土资源的稀缺性日益显现，智慧
农业的发展应注重水土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以
提高水土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将节约优先的
理念转变为行动。因此，需要开展农业水土资
源的精细化管理，实现水土资源的绿色、高效利
用。智慧农业应充分发挥其信息技术优势，对农
业生产过程中的耕地土壤水分、养分等状况及时
进行数据采集，在智能化检测分析的基础上，依
据耕地土壤养分、水分含量以及农作物品种生长
的生理需求，科学地确定适地、适时、适品种的
施肥、补水方案，并选择适宜的有机肥料和必需
的中微量营养元素，采取水肥一体化方式，在不
断培肥耕地土壤的同时，让水土资源在利用中
实现循环增值，并不断提高承载力（朱立志，

2020）。

目标之三：农业生产环境的改善与提升。农
业生产环境的质量，特别是耕地土壤质量与灌溉
用水水质直接决定了农产品的质量。影响农业生
产环境质量的因素，主要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
化肥、农药、除草剂、杀虫剂等化学投入品的过
量施用。因此，智慧农业的发展应立足化学投入
品的精准使用，全面改善与提升农业生产环境质
量，为确保农产品质量提供生态基础。

（1）提升化肥综合利用效率。当前，农业
生产中化肥施用总量（折纯量）大与施用强度
高的现象并存。农村改革以来，农用化肥施用
量从1978年的884万吨，急剧增加至2015年的峰
值6022.6万吨，增加量达5138.6万吨，增长了
5.81倍。2015年，原农业部下发《到2020年化
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之后，化肥施用量



84  学术前沿 

二十四个重大问题研究
IMPORTANT ISSUES

开始下降，2019年为5403.6万吨，减少了619.0
万吨，减少10.28%。从2010年到2015年，农作
物播种面积增长5.20%，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增长
6.51%，而化肥施用量增长8.29%，[5]由此表明，
农业生产与化肥施用之间依然是耦合关系。2015
年后，化肥施用量的下降，除了国家所采取的测
土配方施肥、果蔬茶有机肥替代化肥以及水肥一
体化等措施发挥作用之外，播种面积下降也是重
要原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下降了0.54%，粮食
播种面积下降了2.44%。

我国在化肥施用强度方面，依然远远高于国
际公认的225公斤／公顷的安全上限。在2014年
达到峰值之前，化肥施用强度持续增加，从1978
年的58.89公斤／公顷到2014年的363.0公斤／公
顷，共增加304.1公斤／公顷，增长5.16倍；此后
下降到2019年的325.7公斤／公顷，减少了33.7
公斤／公顷，减少10.29%。[6]

我国在化肥综合利用率方面，依然明显偏
低。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测算，2015年和2019年我
国水稻、玉米、小麦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分
别为35.2%和39.2%。[7]那些没有得到有效使用的
总氮、总磷，则会持续增加土壤、地下水体中农
业面源污染物的存量。化肥利用效率是一个综合
指标，其影响因素包括天气条件、化肥农药的产
品类型、灌溉条件、机械水平、施肥打药次数和
时间、水肥工程技术等，智慧农业可以发挥信息
技术优势，对相关数据进行全方位收集，为科学
施肥、施药提供科学支撑。在科学控制流量的同
时，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减少存量，逐步提升
耕地土壤的质量。

（2）提升农药喷施的科学性。《到2020年
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印发之前，我国农
药使用量（实物量）呈现出明显的递增态势，
从1991年的76.53万吨增加到2014年的180.69万
吨，增加了104.16万吨，增长1.36倍。此后，农
药使用量持续减少到2017年的94.25万吨（相当

于90年代中期水平），减少了86.44万吨，减少

47.84%。 [8]在农药使用方式方法上，农民所需要
的信息来自农资零售商，如果后者理解有偏差的
话，则会造成农药喷洒时间、剂量等信息的不科
学，导致农产品中农药残留超标，直接影响农产品
质量安全。2019年农药利用率为39.8%。[9]由此可
见，农药依然是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

此外，畜禽养殖、农业废弃物等也是影响农
业生产环境的重要因素，处理不当将导致农业面
源污染。因此，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提升农业生
产环境质量自然成为发展智慧农业的目标。

（3）改善农业生产环境的思路。农业面源
污染导致生产环境质量下降，突出表现在耕地土
壤、地下水体中污染物存量不断增加，直接影响
农产品的质量，如农药残留超标，农产品市场竞
争力下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化肥、农药的过量
施用，严重破坏了耕地土壤、地下水体的质量，
尤其是导致土壤中生物群落的衰竭，直接影响植
物根系的养分转化和循环（朱立志，2020）。基
于此，在智慧农业发展中，应利用信息技术精准
获取农业生产环境状况的大量数据，基于大数据
对农田生态系统污染进行多元素融合处理，分析
不同污染物的演变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学
的治理方案，在逐步降低污染物流量的同时，减
少污染物的存量，提升农业生产环境质量。

目标之四：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农产品
质量安全始终是党中央、国务院关注的重大问题
之一，更是与消费者身体健康紧密相关的现实问
题。可以说，农产品质量安全关乎中华民族的可
持续发展，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
现。新时代，随着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
品质逐渐提升，优质安全健康的农产品、蓝天、
绿地、碧水等生态产品需求日益旺盛。然而，供
给市场并不充分，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

（1）提升优质安全农产品供给能力。近年
来，我国高度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并且采取了
相应的政策性措施。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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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等“三品一标”认证产品无
论是面积，还是数量都呈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
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获得有机认证的企业数
量、有机认证证书数量持续增加，种植业、畜禽
养殖业、水产养殖业的有机产品产量也总体呈现
出持续增长的态势。

表3、表4则是绿色食品发展的总体情况及环
境监测面积。调研发现，国内有机食品、绿色食
品的消费市场认可度普遍偏低，优质产品实现不
了优价，供应市场缺乏动力，生产主体的行为难
以改变，农业生产绿色转型较为困难。

农产品质量安全不仅仅是事关每个人身体健
康和家庭幸福的问题，也是事关中华民族健康延
续的重大战略问题，对此应该具备清醒的认识。
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不仅是重要的民生
工程，而且应该上升为国家工程。《关于创新体

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0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品牌农产品占比明显
提升；到2030年，农产品供给更加优质安全。满
足人民对优质安全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要，必须
实现农业的绿色转型，大力推进质量兴农，增加
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

（2）加强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建设。遵循
农产品规范化生产和质量安全评价的科学技术准
则，供给更多的绿色安全优质农产品，推行农业
标准化战略是最有效的实现路径。智慧农业要
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目标，需要充分利用信息
技术优势，实施“标准化+”工程，坚持国标、地
标、团标、企标有机结合，建立覆盖农产品种养
加工、检验检测、质量分级、标识包装、冷链物
流、批发零售等环节的全产业链标准体系，促进
绿色产品供给。

资料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农业大学，2019，《中国有机产品认证与有机产业发展（2019）》，北京：中国农业科
学技术出版社

表2  2013～2018年我国按照中国有机标准认证的产品

项目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认证机构 23 23 24 31 45 67

证书数量 9957 11499 12810 15625 18330 18955

获证企业 6051 8792 10949 10106 11835 12226

种植面积（万公顷） 128.7 112.4 92.7 180.1 302.3 313.5

种植产量（万吨） 706.8 690.3 572.9 1053.8 1329.7 1298.6

畜禽总产量（万吨） 106 105.8 107 334 400.7 518.2

水产品总产量（万吨） 31.6 29.4 30.3 48.0 52.7 60.1

资料来源：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2015年、2017年、2019
年《绿色食品统计年报》

表3  绿色食品发展总体情况

指标 2015 2017 2019

当年认证企业数（个） 3562 4422 6949

当年认证产品数（个） 8228 10093 14699

企业总数（个） 9579 10895 15984

产品总数（个） 23386 25746 36345

年销售额（亿元） 4383.2 4034 4656.6

出口额（亿美元） 22.8 25.45 41.31

产地环境监测面积（亿亩） 2.6 1.52 2.08

表4  绿色食品产地环境监测面积

资料来源：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网站，2015年、2017年、
2019年《绿色食品统计年报》

品种 面积 比重
农作物种植（万亩） 11572.83 55.51

果园 1351.28 6.48

茶园 539.69 2.59

林地 550.39 2.64

草场 3284.04 15.75

水产养殖 833.07 4.00

其它 2716.86 13.03

总计 20848.1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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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发展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智慧农业一经提出，就得到了政界和学术界
的关注，但对智慧农业的发展需要理性思考，不
仅需要从技术层面分析，更需要从经济层面、管
理层面，特别是生态层面进行全面分析，把可能
存在的问题想清楚，而不是盲目仓促推动。

主体的多元性。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
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
业，“谁来种地、怎样种好地”成为关注的焦点。
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发展多种形式的
适度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
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培育和发展
多种农业经营主体，成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
选择。当前，农业经营主体涵盖了家庭农场、专
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
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等类型；多种农业经营主体
与众多农户家庭经营方式并存的现象，还将持续
一定时间。

智慧农业能否得到推广、推广范围、推广成
效如何，取决于农业经营主体的认知程度及接受能
力。此外，智慧农业的发展还涉及到政府、企业、
科研人员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应明确各类主体的功
能边界，推动智慧农业发展形成合力。

区域的适宜性。我国地域辽阔，除了在地理
特征、气候条件、生态资源方面存在明显地域差
异之外，农业生产中的经营规模、种植种类、生
产方式、耕作制度等也具有明确的地域差异性。
因此，智慧农业的发展，特别是相应技术或技术
集成的种类、方式，应充分考虑区域农业生产的
自然、经济社会特点，注重发展模式的适宜性，
不能将在一个区域形成的成熟技术或者模式直
接照搬到另一个区域，否则会出现“水土不服”现
象，难以实现预期效果。农业经营主体的态度可
能不定期发生扭转，这是智慧农业发展中必须关
注的关键问题之一。

发展的阶段性。有研究认为，我国农业发展
在经历了主要依靠劳动力的1.0时代、依靠机械化
的2.0时代、依靠互联网的3.0时代之后，进入了
主要依靠“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的4.0时
代。从技术视角来看，智慧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
的高级阶段，几乎具备了所有的可能性，但不代
表具备一切可行性。这里所讲的阶段性，是针对
智慧农业在不同区域的发展而言的。为此，需要
对不同区域农业发展现状、趋势等进行全面、科
学地评估，甄别出合适的智慧农业技术，明确智
慧农业发展模式，凸显不同阶段智慧农业发展的
层次及其阶段性特征，进而避免区域智慧农业发
展中可能出现的“营养不良”或“营养过剩”现象。

模式的多样性。前文已经提到，我国农业
发展的自然条件、资源基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差异明显，而且农业经营主体对智慧农业的认知
水平、信息技术的接受能力也各不相同。因此，
需要依据地域农业发展的差异性特征，确定适宜
的智慧农业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可行
性、生态可行性及社会可行性目标，实现区域智
慧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满足当地人民的新需
要。在保障智慧农业发展模式多样性的同时，也
应不断推进智慧农业发展模式的创新和完善。

智慧农业发展的实现路径

作为农业信息化的高级阶段，智慧农业将
引领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为实现农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强调智慧农业重要意义
的同时，应科学分析智慧农业发展的可行性、适
宜性、阶段性、多样性等，理性推动智慧农业发
展。为此，应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探索出一
条适应我国区域特点的农业发展之路，充分发挥
智慧农业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同
时，避免盲目推崇、无序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强化顶层设计，有序推进智慧农业的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在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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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发展的时代主旋律下，智慧农业已成为未来农
业发展的方向，也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选
择，有助于我国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助于健
康中国战略的实施。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
变化，农业发展必须承担起为14亿中国人提供健
康优质安全农产品的目标责任，这是关乎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战略问题。

智慧农业发展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采取综合性措施分时段、分区域、分类型扎
实推进。一是要做好顶层设计，加强对智慧农业
发展的领导，明确负责部门，制定清晰的实施方
案，开展智慧农业发展示范（园）区建设，时机
成熟后再有序推进。切实杜绝盲目发展而不考虑
发展可行性及其后果的短期行为。二是强化绿色
发展理念的引导作用。新时代的智慧农业发展必
须紧紧围绕农业资源绿色、高效利用，农业生产
环境的改善与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等目标，并
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农业发展的各个环节，充
分体现绿色的特征。

制定发展规划，科学确定智慧农业的时空

布局。智慧农业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趋势，在
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节点
上，毋庸置疑可以提升农业发展的精准化水平，
但这并不等同于智慧农业可以解决农业发展中的
所有问题，或者可以完全替代传统农业。智慧农
业发展应尽早谋划，制定发展规划，落实到具体
的时间点上。

科学制定智慧农业发展规划，需要做好如
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应对我国发展智慧农业的
可行性、阶段性等进行科学研究，从理论上探讨
智慧农业在每一个阶段发展的重点及空间区域分
布。二是应对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进行全方位、
立体式分析，在此基础上，明确发展目标、发展
思路、发展重点、发展规模、发展时序、空间分
布以及所需要的保障措施等。

实施技术集成，满足智慧农业的区域适宜

性。智慧农业的关键是数据，需要解决数据获

取、处理与应用三大问题，而且每一环节都有其
关键理论和技术方法体系，应将这些理论、技术
方法高度集成，形成完整的智慧农业系统（唐

华俊，2020）。但在智慧农业发展实践中，并非
所有区域的智慧农业发展都需要集成所有关键技
术，而是应根据区域农业发展实际，进行相应技
术的集成。

实施技术集成，需要从区域实际出发，为
解决农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选择适宜的技术及模
式，而并非越高级越好。为此，一是搭建农业信
息服务平台，一方面及时发布智慧农业信息，另
一方面根据农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做出决
策。二是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深入挖
掘农业数据的潜在价值，为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注重人才培养，保障智慧农业发展的智力需

求。前面已经提到，人才短缺是智慧农业发展的
一个约束因素。一方面智慧农业发展对人才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农村人才开始向非农领
域转移。与此同时，基层农业技术部门人员素质
低、知识结构老化，无法完全满足智慧农业发展
的需要。未来，智慧农业对人才的刚性需求必然
呈现递增的态势，因此，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
府及其职能部门应未雨绸缪，加强人才培养及能
力建设，为智慧农业发展做好人才储备和人才的
知识更新。

在人才培养方面，实施智慧农业人才高校培
养计划，保障智慧农业发展的人才需求，可以采
取如下几种模式。一是加强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合
作。高校注重给学生传授智慧农业理论知识，地
方政府建设智慧农业试验场，为学生提供实习平
台，锻炼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二是加强农业企
业与高校之间的合作。采取“定向”培养模式，为
农业企业培养人才。三是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工
程、乡村人才技能培训行动，加强新型农民能力
建设，以适应智慧农业发展的需要。

加大资金投入，支持智慧农业关键技术的研

发。智慧农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都包含关键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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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技术，这是智慧农业发展的核心，也是保持智
慧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因此，应加大资
金投入，支持智慧农业关键理论研究，以及关键
技术的创新。

在融资方面，一是可以建立政府引导、科技
支撑、企业运营的参与机制，将国家公益性补贴
和市场化运作有效结合，完善多元投融资机制。
二是可以设立科技投资风险基金、试行农业数据
与服务资源有偿交易等方式，弥补政府供给主体
的功能缺陷。三是可以在国家层面上设立智慧农
业发展专项资金，一方面用于智慧农业关键理论
与技术的研发，另一方面用于智慧农业设施的建
设和发展。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积累智慧农业发展的

经验。当前，国家推行的一系列综合性农业示
范（园）区，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国家现
代农业示范区、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等，以及一些部委支持建设的与农业
相关的专业性示范区，在探索我国农业发展的道
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可以借鉴上述示范

（园）区成功经验，探索建立智慧农业发展示范

（园）区。
在建设智慧农业发展示范（园）区时，应

实事求是，立足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
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考虑山区、丘陵、平
原等地质地貌特点，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的差
异，农业经营主体的不同，农业经营规模的不
同，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不同，还应考虑到少数
民族地区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探索不同区域、
不同类型的智慧农业多元发展模式，为推动智慧
农业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在确定示范内容方面，应借助大数据、人工
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建立全新的智能化园区，
升级园区智能化管理模式，打造全新的智慧园区
平台，以此来提高园区的生产经营效率。除了建
设必要的硬件基础设施之外，还需要探索示范园
区整合协同发展模式，健全园区发挥示范带动作

用的体制机制等。

完善政策措施，消除智慧农业发展的瓶颈。

农业经营规模不足是智慧农业发展的一个制约因
素。2016年出台的《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
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指出，在农村实行
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三权
分置”，顺应了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需
要。发展智慧农业，推动农业现代化，需要适度
规模经营，合理流转土地经营权，更有效地配置
土地资源。

在当前制度下，要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必须
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才能实现，换句话说，
推进土地流转，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是保障智慧农
业发展的首要条件。相关数据表明，通过采取
政策引导、典型示范、广泛宣传、规范运作等措
施，到2018年底，全国有5.39亿亩耕地在不同主
体间进行流转，[10]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事实上，相对于以往的土地规模化经营，智
慧农业发展所需要的土地规模可能会更大，当前
的土地规模经营水平不足以匹配智慧农业的实际
需要。在现有土地制度下，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
依然很大，而且对土地具有深厚的情结，这在一
定程度上会影响土地的流转效率。因此，应进一
步完善土地流转制度，稳妥推进承包地“三权分
置”改革，激活土地要素活力，以满足智慧农业发
展对土地规模的需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加快建

设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政策研究”的阶段性

成果，项目批准号：17AZD012；中国农业科

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朱立志研究员、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黄鑫对本文亦有

贡献）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编:《中国水利统

计年鉴2019》，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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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2000年中国

水资源公报》，《2018年中国水资源公报》，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网站，http://www.mwr.gov.

cn/sj/tjgb/szygb/。

[3][4][5][6][8]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

鉴202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年。

[ 7 ] [ 9 ]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回眸2 0 1 9》，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网站，http://www.kjs.moa.gov.cn/gzdt/202001/

t20200103_6334228.htm，2020年1月30日更新。

[10]韩长赋：《土地如何延包？进城后承包

地怎么处置？官方回应》，中国新闻网，http://

www.chinanews.com/gn/2019/11-28/9019592.shtml，

2019年11月28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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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陈璐颖

The Path of Realizing Smart Agricultur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Yu Fawen

Abstract: China's agriculture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to modern agriculture, and 
smart agriculture will accelerate this transformation process. Therefore, smart agriculture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from the 
political and academic circles. In order to play a role in solving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smart agriculture needs 
to take as the basic goals the precise monitoring and protection of  agricultural water and soil resources, the green and efficient 
utilization, the improve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nvironment, and the guarantee of  the safety and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Therefore, in developing smart agricultur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iversity of  the participants, the suitability of  the regions,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variety of  models and 
other issues, and find the realization path in terms of  strengthening the top-level design, formulating the development plan, 
implementing technology integra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personnel training, increasing capital investment, giving play to the role 
of  demonstration and guidance, and improving policies and measures.

Keywords: green development concept, smart agriculture, realization pa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