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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新业态

智慧农业助推农业产业链升级
■周

有效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智慧农业将农田、畜牧养殖场、水产养殖基地等
生产单位和周边的生态环境视为整体，并通过对其物
质交换和能量循环关系进行系统、精密运算，保障农
业生产的生态环境在可承受范围内，如定量施肥不会
造成土壤板结，经处理排放的畜禽粪便不会造成水和
大气污染，
反而能培肥地力等。
智慧农业是物联网技术在现代农业领域的应用，
智慧农业不仅为农民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农田耕作模
式，更有效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品质量，建立起一个
高效高质的农业模式，还在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方面发
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根据无线网络获取植物生长环境信息，
监控环境动
态变化，
监测土壤水分、
土壤温度、
空气温度、
空气湿度、
光照强度、
植物养分含量等参数。根据以上各类参数的
反馈对农业园区进行自动灌溉、
自动降温、
自动卷膜、
自
动进行液体肥料施肥、
自动喷药等自动控制。
在农业园区内实现自动信息检测与控制，通过配
备无线传感节点，太阳能供电系统、信息采集和信息
路由设备配备无线传感传输系统，每个基点配置无线
传感节点，每个无线传感节点可监测土壤水分、土壤
温度、空气温度、空气湿度、光照强度、植物养分含量
等参数。根据各类参数的值做出科学分析并向作物
种植者告知作物有何需求，以便种植者及时调整种植
方案，这种种植模式有效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

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
基于精准的农业传感器进行实时监测，利用云计
算、数据挖掘等技术进行多层次分析，
并将分析指令与
各种控制设备进行联动完成农业生产、管理。这种智
能机械代替人的农业劳作，不仅解决了农业劳动力日
益紧缺的问题，
而且实现了农业生产高度规模化、集约
化、工厂化，
提高了农业生产对自然环境风险的应对能
力，
使弱势的传统农业成为具有高效率的现代产业。
在种植、养殖生产作业环节，摆脱人力依赖，构建
集环境生理监控、作物模型分析和精准调节为一体的
农业生产自动化系统和平台，根据自然生态条件改进
农业生产工艺，进行农产品差异化生产。

路

智慧农业就是将物联网技术运用到传统
农业中去，运用传感器和软件通过移动平台或
者电脑平台对农业生产进行控制，使传统农业
更具有“智慧”。除了精准感知、控制与决策管
理外，从广泛意义上讲，智慧农业还包括农业
电子商务、食品溯源防伪、物流运输、农业休闲
旅游、农业信息服务等方面的内容。

智慧农业功能构建包括特色有机农业示范区、农科总
部园区和高端休闲体验区，它能促进农业的现代化精
准管理、推进耕地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
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应用，打破农业市场的
时空地理限制，农资采购和农产品流通等数据将会得
到实时监测和传递，
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面向“三农”的信息服务为农业经营者传播先进
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生产管理信息以及农业科技咨
询服务，引导龙头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和农户经营
好自己的农业生产系统与营销活动，提高农业生产管
理决策水平，增强市场抗风险能力，做好节本增效、提
高收益。
同时，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也推进农业管理数
字化和现代化，促进农业管理高效和透明，提高农业
部门的行政效能。
智慧农业在先进的信息技术下，打通农业产业
链，让农民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有收益。可以说，智慧
农业是发展现代化农业的不二之选。

无土番茄栽培。
在生产管理环节，特别是一些农垦区、现代农业
产业园、大型农场等单位，智能设施与互联网广泛应
用于农业测土配方、茬口作业计划以及农场生产资料
管理等生产计划系统，
达到提高效能的目的。
智慧农业利用物联网技术，
实现了智能灌溉、智能
施肥与智能喷药等自动控制方式，有利于降低农业生
产成本、
提高效率。因此，
这一模式被国家大力推广。

转变生产和消费观念
完善的农业科技和电子商务网络服务体系，使农
业相关人员足不出户就能够远程学习农业知识，获取
各种科技和农产品供求信息；专家系统和信息化终端
成为农业生产者的大脑，指导农业生产经营，改变了
单纯依靠经验进行农业生产经营的模式，彻底转变了
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对传统农业落后、科技含量低的
观念。另外，智慧农业阶段，农业生产经营规模越来
越大，生产效益越来越高，迫使小农生产被市场淘汰，
必将催生以大规模农业协会为主体的农业组织体系。

醉美 乡村

链接>>>

潼南打造智慧农业
做出
“独特的精彩”
潼南区太安镇国家农业科技园的旭田植物
工厂作为全市首例现代农业示范项目，采用无土
栽培技术，从现代种苗、智能监测、质量追溯等方
面打造精细化、智能化现代农业，推进农业产业
升级。同时盆博农业打造“一米阳台，精致生
活”，将果树融入盆景，带动农业产业升级，促进
农业
“接二连三”
，
做出
“独特的精彩”
。
潼南区大力推行农旅产业深度融合，扶持其
从零星布点向整体布局转变，从单一看景向复合
体验转型。盆博农业以“创新+绿色+定制+共
享”的全新集约化农业管理的新理念，从盆栽果
树的栽种、管理、布局转变，全方位打造特色现代
农业产业平台，促进农旅融合，打造现代农业产
业升级版。

农技课堂

茴香高产栽培技术

不负红叶不负秋
——重庆赏红叶攻略
本报记者

沈静

最近你的朋友圈是否被红叶刷屏了？层林尽
染，山水环抱，绚丽景色像一幅动人的油画。目前，
重庆市巫山县、酉阳县、巴南五洲园等，
正处于最佳
红叶观赏期，
广大市民可以前往观赏。

巫山红叶

文峰景区。

何志宏 摄

峡—滴翠峡—小三峡·小小三峡。线路六：
小三峡·
小小三峡、
当阳大峡谷景区：
县城—龙门峡—巴雾峡
—滴翠峡—小三峡·小小三峡—当阳大峡谷瀑布群。

酉阳板溪

巫山红叶品种多，有近 200 个品种，总面积
100 万余亩，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今年巫山
酉阳县板溪镇山羊村以红叶闻名，
是渝东南面
国际红叶节将于 11 月 16 日正式开幕，届时广大游
积最大的红叶基地，面积近 50 平方公里。这里的
客可前往巫山
“赏巫山红叶·游全景三峡”。
红叶以野生灌木黄栌为主，
遍及水道沟、双道水、斗
路线推荐：线路一：神女景区水陆南环线。巫
争坡等地。
山游客中心—三峡院子—天盏灯—仙履台—飞云
路线推荐：重庆（渝湘高速）—酉阳（板溪互
台—乘神女天梯—九龙索道—乘观光车到净坛峰
通）—板楠路—山羊村（红叶、
古寨）。
电站—乘画舫船游览神女溪—乘游船返回县城。
巴南五洲园
线路二：
神女景区水陆北环线。县城—江东新城—
核桃坪旅游度假区—换乘望霞索道—神女峰步游
2018 年 11 月 9 日至 18 日，巴南五洲园举办重
道—乘游船返县城。线路三：
神女景区南北大环线
庆（巴南）金秋红枫文化艺术节。活动期间，
只要您
游。县城—文峰景区—核桃坪旅游度假区—换乘 “晒”
出此消息，
让更多人知道此消息，
备注
“谁和我
望霞索道—神女峰步游道—乘九龙索道—黄岩接
一起去看红枫”
，
即可免费领取门票一张。
待中心—三峡院子—巫山游客中心。线路四：
文峰
路线推荐：
四公里内环—綦江方向—一品下道
景区：
县城—江东新城—骡坪方向—文峰景区。线
后右转—500 米后左转—跳石（圣灯山镇）方向一
路五：
小三峡·小小三峡景区：
县城—龙门峡—巴雾
陈路—五洲园。

茬口安排。茴香大都是春秋两季露地栽培，
即 3—
4 月和 7—9 月播种，
40～55 天采收。
品种选择。茴香一般选择生长快、耐寒、抗病、产
量高的品种。
施肥整地。每亩施优质腐熟农家肥 3000 千克、过
磷酸钙 100 千克或二铵 15～20 千克，普施地面，深翻
耙细做畦，
畦宽 1.2 米。
播种。一般每亩播 8～10 千克种子。人们通常所
说的茴香种子是双悬果，内含两粒种子，需在播前把
种子搓开。茴香可干籽直播、浸种播和催芽播。
田间管理。播种后至出苗前，
密闭大棚保温防寒。
茴香出苗后，
苗高 7～8 厘米时开始放风，
一般上午超过
22℃时放风，下午低于 20℃时关闭风口；中期早晨
8～9℃时放风，
一直到下午 20℃时关闭风口；
后期外界
最低气温超过3℃时昼夜通风，
白天风口要大，
夜间风口
要小，
白天最高温度不能超过24℃，
否则茴香易干尖。
采收。苗高 30 厘米时即可收获，可陆续或一次性
采 收 ，一 般 亩 产 2000～3000 千 克 ，最 高 亩 产 可 达
3500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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