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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ety）［2］；2008 年《Nature》推出“big data”专刊，从互联网、生物医学等方面出

发 开 展 了 大 数 据 的 研 究；2011 年《Science》 出 版 了 专 刊“Dealing With Data”；2012

年，美国公布“大数据研发计划”，旨在增强从海量数据中获取信息的能力。我国的

大数据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国内对于大数据研究十分关注。2013 年中国计算机学
会出版了《中国大数据技术与产业发展白皮书》，2014 年出版了《中国大数据技术
与产业发展报告》，阐述了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相关产业的发展［3］。目前，国内大数据
的 发 展 已 经 渗 透 到 了 经 济、 教 育、 医 疗、 农 业、 社 会 安 全 等 众 多 领 域 中［4-8］， 且 在
数据挖掘应用、大数据可视化分析、大数据平台构建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
展［9-11］。总体来说，我国的大数据技术研究与应用已逐步展开，各行业依托大数据技术
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的大数据研究还处于一个不成熟
的阶段［12］。
现代农业在作物生产、畜牧养殖、病灾虫害防治、市场管理等多方面都需要更加科
学的指导，因此应用大数据推动农业发展对于建设现代化农业具有重要意义。

1

农业大数据研究进展
目前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农业大数据的发展，英国于 2013 年颁布了《英国农业技

术战略》，强调了大数据对推动农业发展的巨大潜力；8 国领导人于 2013 年在国际论坛

上就农业大数据的开放问题进行了讨论；2015 年美国联邦农业部长宣布启动实时土壤

数据项目，旨在让农民能够获取到最新的农场数据［13］。众多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研究，
J Russo［14］认为大数据将对精准农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P Srinivasulu 等［15］认为大数据

的应用会为解决农业问题提供更好的服务；MR Bendre 等［16］提出了利用大数据预测天气，
提高作物产量等；Jharna Majumdar 等［17］针对农业数据的分析，提出了利用多元线性回归

等数据挖掘技术进行农业数据的利用；ME Sykuta［18］ 研究了大数据的数据所有权、数据

隐私等问题。在生产上，法国政府通过分析农业数据为农民提供生产指导信息；德国利

用大数据与云技术实现了高水平的数字农业［19-21］；美国孟山都公司通过产量与气候数据

为农民提供种植指导；美国天宝利用 3S 与数据处理技术为农场提供了一套作业解决方案
；Climate Corporation 公司通过气象大数据来预测灾害，以此来为农民推荐合适的保险

［22］
［23］

。目前国外的农业大数据已形成了规范、精准、智能的应用格局。

我国十分重视农业大数据的发展，国内各地也先后推出了相关的政策引领。农业
农村部公布了《农业部关于推进农业农村大数据发展的实施意见》；江苏省在《江苏省
“十三五”现代农业发展规划》中提出了推进农业大数据建设的规划；浙江省在《浙江省
现代农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大力发展智慧农业与大数据农业；山东省农业厅发布了
《山东省推进农业大数据运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了建设农业大数据体系的各项要求。
在学术方面，农业大数据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牛禄青［24］、林惠虾［25］阐述了农业大
数据对于推动现代农业变革的意义；王强［26］、光峰等［27］分析了大数据在农业领域的应
用；秦小立［28］、陆文静［29］等对区域农业大数据的建设进行了探索；牟少敏［30］、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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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培养农业大数据人才模式进行了研究。在农业大数据产业建设上，2013 年，

山东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业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32］；2016 年，全球农业大数
据与信息服务联盟在北京成立［33］；2017 年，黑龙江省农业大数据管理中心成立，负责
全省农业大数据建设的规划工作［34］。由此可见，我国的农业大数据发展十分迅速。

2

农业大数据应用与相关技术

2.1

大数据在农业中的应用

2.1.1 农业育种

利用大数据能够使农业育种更高效。农业育种过程中选择的品质与产量等性状基于

众多因素，利用农业大数据依据最新的国际高通量数据，能够辅助相关研究人员通过提
取基因组上的遗传来标记筛选出需要的基因片段。此外通过计算机来展开生物调查，在
云端创造分析海量的基因信息流并同时进行假设验证与试验规划，使育种家能够通过相
对较少的作物进行实际大田环境验证来确定品种的适宜区域和抗性表现，有助于更高效、
更低成本、更快地决策［35］。
2.1.2 智慧农业生产管理

农业大数据可以辅助精准农业操作［36］和智慧农业［37］管理。生产上，通过分析土壤

温度、降水等数据［38］帮助农户了解作物生长环境状况，同时利用 3S、机器学习等技术

可以辅助相关人员规划最优生产区域以提高作物生产力并降低成本［39］；在养殖上，通过

机器学习等技术分析牲畜历史信息、生理特征数据等来确定饲料产量关系、识别疾病以
及确保牲畜安全和质量等；在农机作业方面，通过将天气、土壤、温度等数据上传到云
端，使农业机械共享这些数据，可以指挥农机进行精细作业。此外，通过大数据分析可
以减少肥料、杀虫剂的使用来改善农场环境效益［40］。
2.1.3 农业气象与病虫害预警

利用气象大数据能够进行更长时间范围、更准确的农业气象预测，如利用海量天气

数据预测破坏性的极端天气并推送给农民，让农民自己选择合适的保险进行投保，以此
来降低农民的损失；在农业病虫害方面，将历史数据与采集的病虫害数据存储至大数据
中心，结合环境、作物生长等因素，通过机器学习等技术对病虫害的发生进行预测，以
此提前做出防治的措施；此外通过大数据可以进行农场基准测试、建模来预测作物歉收
风险，或根据田间位置，土壤类型等数据评估特定农场最可能的风险［41-42］。

2.1.4 优化农业市场

通过共享农业生产、流通等环节的数据可以提高市场透明度，使生产者做出更合理

的决策［43］，利用农产品销售数据与市场行情可预测农产品价格走势、市场饱和量，避
免产品滞销；利用市场数据可以预测市场动向、价格，并结合对不同消费群体的分析辅
助相关人员分析品种上市后的表现［44］，还能够帮助相关人员了解不同消费群体对作物品
质、价格等方面的需求，做到供需平衡；此外还可以通过作物产量，投入成本变化，市
场需求，种植成本，运输成本和营销成本数据的分析，预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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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对农业产品的支持价格［45］。
2.1.5 农产品质量安全与追溯

对生产过程的数据进行实时监测与分析能有效控制产品的质量，为产品的标准化和

规模化提供支持；使用传感等技术来监测收集产业链数据，跟踪农产品流通过程有利于
防止疾病、减少污染；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信息管理平台，基于大数据技术能够对
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按行业类别、信息来源、涉及范围、危害程度等内容进行初步识别，
实现对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早预警、早发现；通过建立食品可追溯系统，对田间、
养殖、屠宰、处理、运输等全产业环节数据监控，可以在源头消除问题产品［46］。
2.2

国内外农业大数据平台简介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建设农业大数据平台进行了很多探索［47-51］。Farmeron 是美国一家

农业数据分析公司，其在 2011 年推出了基于 Web 端的农场管理平台，为农民提供跟踪

牲畜饲养情况的功能，为农民提供针对性的生产分析报告，指导农民进行相关生产规划；
VitalFields 是爱沙尼亚共和国的一家以农预测气象、病虫害、成本投入等预测管理为主的
公司，为农民提供农作物种植阶段投入的成本、病虫害风险防治及天气预测，农民能够

更加高效地管理自己的农场；FarmLogs 是美国一家为农民提供移动端 app 与桌面 WEB 界

面的公司，农民可通过这些媒介来对农作物生产进行管理。湖南省农业农村信息化综合
服务平台主要由应用服务、基础服务、业务数据库、云计算硬件资源等子平台构成，集
成了众多民生与产业信息服务，通过建设农村综合信息服务站为农业生产和农户生活提
供了全面的信息技术服务。农业大数据运营平台是一个侧重于现代农业资讯共享以及整
合农业生产数据的平台，平台涉及农业领域内的综合新闻信息，包括产品价格变动、热
门种植养殖产物、农业恶劣天气预报等一系列关乎农业生产经营的讯息，作物生产技术
方案、种植操作规程、深加工介绍等科技讯息，种植养殖业、经营管理等农业技能培训
信息。
2.3

农业大数据关键技术研究

2.3.1 农业大数据采集

农业大数据来源复杂，很多学者对农业大数据采集进行了研究［52-56］。综合来看，农

业大数据的采集主要包括农业遥感、生产环境采集、网络数据爬取等方式。农业遥感
是指利用各种传感器与计算机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揭示农业环境、属性及其时空特
征［57］，通过遥感技术所获取的海量数据的背后价值也是现在遥感大数据挖掘研究的热
点。农业生产环境数据依靠传感网技术获得，相关研究［58-59］提出了利用终端采集定位、
传感器采集数据的方式来实现对产业环境、流通数据的获取，随着技术的进步这种采集
方式的应用更加广泛。网络爬虫是从互联网上进行数据信息的爬取，考虑到我国拥有着
庞大的农业网络数据资源和大量的农业信息网站，采用爬虫的方式获取农业数据十分有
利于将大量分散的农业数据收集整合到一起。
2.3.2 农业大数据存储与处理

农业大数据海量、非结构化的特性决定了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难以满足对大数据的

存储和高并发访问需求。NoSQL［60］是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非关系型数据库，其数据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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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具有非关系型、分布式的特点，是目前比较主流的大数据管理技术。大数据的处理
任务用传统的单机处理比较困难，而云计算［61］ 为大数据的处理提供了计算资源整合技
术。利用云计算技术可以实现资源动态分配，均衡分配处理负载，极大地提升资源的共

享性和重用性，有效地降低运营成本；当前最流行的大数据处理框架为 Hadoop［62］，其

核心包括 HDFS 与 MapReduce。因其吞吐量高、效率高、高容错性而被广泛应用，并迅

速成长为主流的大数据处理框架。
2.3.3 农业大数据分析技术

机器学习［63］是人工智能［64］的一个核心研究领域。机器学习是一门研究计算机模拟

实现人类的学习行为，使之不断改善自身的性能技术，主要包括监督学习［65］和非监督学
习［66］。随着技术水平的发展，机器学习逐渐应用到农业领域中，比如通过分析农业市场
数据变动，做出市场预测等［67］。在大数据分析中，机器通过从环境中获取数据信息，然
后通过自我学习反复更新知识库，以此来对执行元部分进行指导学习，不断完善自我学
习的内容和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其知识库的内容持续增长，其智能化程度也随之越来
越高［68］。
深度学习［69］是机器学习的一个特例。传统的机器学习预测的准确性依赖于数据处
理工作的好坏，为了减少这种约束，深度学习的概念就出现了［70］。深度学习也被称为无
监督特征学习，即数据的特征可以通过学习过程得到，无需提前人为提取，深度学习将
原始数据中每层表示逐层地转换为更高层更抽象的表示，以此来发现高维数据中错综复
杂的结构［71］。目前深度学习在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与信息检索［72］等领
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计算智能［73］ 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一般用于解决大规模的优化问题。
计算智能方法具备不需要依赖知识，不需要事先进行精确建模就可以直接对数据进行分
析和处理的特点，这使得其十分适于大数据分析。此外，由于大数据海量规模的特性以
及问题求解的复杂性，需要耗费较大的计算开销，而计算智能能够以模拟人类以及其他
生物体的思维方式来解释问题，可较快地解决某些较难的问题如组合优化等，这为解决
复杂的大数据处理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途径［74］。

3

农业大数据发展的重点任务与方向
目前我国大数据发展存在如下问题：（1）数据共享程度低，数据片面、多而不精；

（2）对大数据人才培养力度不够，阻碍大数据发展工作；（3）缺乏大数据核心技术，一
旦国外切断技术支持，会极大影响国内大数据产业；（4）国内部分大数据公司过于急功
近利，没有提供真正实用的大数据服务；（5）缺乏对大数据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这会
为大数据的交互流通带来隐患。因此，我国农业大数据发展的新任务与方向如下。
3.1

完善农业大数据采集工作，实现数据共享
数据来源是农业大数据的重要构成之一，针对目前数据来源单薄的现状［75］，首要

工作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物联网、移动互联网设备、云端系统等丰富数据采集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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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成立专门的数据定制化服务采集团队，建立成熟的采集体系，让数据采集变得更
高效。其次是尽快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便于信息的流通交互，强化政府、科研机构、
企业的数据共享意识，从技术、机制、相关法律保护等方面开展农业大数据的共享工
作。
3.2

培养大数据人才，助力农业信息化建设
大数据人才的缺乏是目前推进大数据应用的主要阻碍之一，大数据人才的培养可以

通过 2 种途径：第一加强对相关行业人员技术水平的培训；第二是在高校设立相关研究

方向的专业，以此不断为农业领域培养大数据人才。利用结合深度分析的大数据分析技
术能够充分挖掘利用海量农业数据的价值，为农业信息化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
在实施上应该进一步加强农业农村的网络硬软件建设，消除互联网“最后一公里”现象
的存在［76］。
3.3

优化大数据处理分析技术，增强底层技术研发
针对主流大数据平台 Hadoop、Spark 等，研究出更加高效科学的算法，是大数据

分析工作的重要研究任务；深度学习技术的持续升级也带来了参数规模持续增长的问

题，因此目前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是怎样对深度学习的模型参数进行优化来提升深度
学习算法的效率；为了更好地处理海量数据，对深度学习的模型进行改造来降低训练
模型的成本花费也是重点任务［77］。此外要增强大数据底层技术自主研发能力，发展
自己的大数据处理框架，减少对国外技术的依赖，这样大数据技术会有更大的发展空
间。
3.4

建设更加亲民化的农业大数据平台
目前多数农业大数据平台多以数据统计展示为主，数据的利用率不高［78-79］，普通

农户缺乏或者不具备相关数据分析经验，难以从这种服务形式的使用中获取想要的结果，
因此未来的农业大数据平台应该更多地将机器学习、数据深度分析技术应用到平台数据
分析模块，使得用户能够通过选择数据后进行自动分析得到相应的文字指导，如种植品
种建议等。此外平台应加入农业生态、文化、旅游等多方面的内容，以满足其他用户的
需求。
3.5

保障大数据安全，加强数据产权制度建设
大数据的安全工作可以从 2 个方面开展，一方面是从互联网、数据信息、数据备份

等角度出发，构建大数据安全架构为大数据的价值安全提供保障；另一方面是从日常的
管理上出发，用法规制度来对数据流通媒介的使用进行严格管理，形成规范统一的大数
据生产流程。考虑到数据资源的特征，首先要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对数据涉及的范围、权
益等内容进行明确规定，此外应当在产权确权时优先考虑将获取数据的权属分配给企业，
这样能够更好地在企业的数据收益与投入之间做到平衡［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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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rpose］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and the rapid growth of data

information，big data technolog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boost for various industries to cope

with massive data.Agriculture data is characterized by wide coverage and uneven distribution，
and traditional data processing methods are difficult to meet the task of processing large amounts
of agriculture data.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provides a good tool for solving such problems.
However，domestic researches on agriculture big data has fell behind and the number of
related research is limited.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big data

applications and technologies，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e big data
processing.［Method］The article reviewed literature and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agriculture big data in China and abroad.It further analyzed the application direction and key

technologies of agriculture big data，and introduced some agriculture big data platforms briefly.
Finally，it pointed out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problems and proposed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s.［Result］China’s agriculture big data has developed quickly，and it has been

applied in the fields of crop breeding，animal breeding，agriculture meteorological forecasting，
market management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ceability，and the relevant agriculture big

data platform has also been under operation.However，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at present.
First，the uniform data standards is lacking and the data sharing is limited.Second，the talents

associated with big data are also lacking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carry out relevent works.Third，the
mainstream big data processing technology is developed by foreign countries，and the domestic

independent technology is rare.Fourth，at present，many agriculture big data platforms have only
limited practicality.Fifth，the data protection system is weak.［Conclusion］There are some

important works to do in the future.First of all，the collec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e big data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and the level of data sharing should be improved，besides，the work of

educating big data talents is urgently required.Secondly，big data analytics technology should

be improved to finish the work of data mining.At the same time，more efficiently and more selfowned core technology should be invented.Last but not the least，the existing agriculture big

data platforms should be upgraded and more rich content should be added to the platform such as
tourism and culture so that it can provide more practical functions，besides，a more sophisticated

big data protection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ata resources.
Key words：agriculture；big data；key technology；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