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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器人研究进展评述
李丹丹，史 云 ※，李会宾，韩 伟，段玉林，吴文斌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 农业农村部农业遥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1）

摘要：【目的】系统梳理农业机器人研发现状，归纳凝练目前存在的关键科学问题，明确
未来发展分析，促进农业机器人更好服务于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智能化水
平。【方法】通过对国内外大量文献资料的收集、查阅，总结梳理了当前国内外农业机器人
的研究现状与应用现状。【结果】目前农业机器人总体包括植保机器人、采摘机器人、信息
采集机器人、移栽嫁接机器人 4 种典型机器人，机器人的共性系统及关键技术主要包括：自

动导航与路径规划、作物目标识别与分析、机械臂自主规划与控制、多机协作和智能交互。
【结论】当前农业机器人在农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但推广与普及的主要瓶颈是农业机器
人的制造成本问题和智能化程度问题，农业机器人未来主要研究方向是低成本高适应性的开
放性机器人研究和“农业大脑”智能决策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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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球农业发展总体上经历了 4 个阶段［1］：农业 1.0——使用简单工具的传统农业［2］，

农业 2.0——生物化学农业［3］，农业 3.0——以使用多种农机具为主的机械化农业［4］，农

业 4.0——以物联网大数据为主的智慧农业发展［5］。随着我国迈入农业 4.0 发展阶段，我

国农业发展面临着“谁来种地，如何种地”［6］的问题，劳动力日益减少、小面积地块机
械化程度较低，降低了我国农业的竞争力，迫切需要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7］，由“机器
代替人力”、“电脑代替人脑”［8-10］。智能传感器［11］和农业智能机器人［12］的发展为解决
该问题提供了方向。
农业机器人技术是集农学、地理信息科学、生物力学、机械学、计算机视觉、图
像处理、生物传感、智能控制等诸多学科于一体的新兴研究领域［13］，已经成为国际机
器人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目前，农业机器人在采摘［14］、植保［15］、巡查［16］、信息采
集［17］、移栽嫁接［18］等方面都有应用，不仅促进了农业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由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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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向智慧农业的转变。
全球农业机器人发展迅速，未来有更广阔发展前景和应用需求［19］。针对目前有关农

业机器人研究现状仍不清楚这一现状，文章系统梳理和总结了近 50 年来农业机器人的研
究和应用状况，凝练存在的关键技术问题，以期提出未来重点发展方向。

1

农业机器人的起源与现状
1959 年，世界上第一台机器人诞生于恩格尔伯格先生的 Unimation 公司［20］；20 世

纪 70 年代初，斯坦福研究院首次采用人工智能学研发智能机器人 Shakey［21］；70 年代后

期，日本开始了世界上最早的农业机器人研究［22］；90 年代以来，各国开始研究发展精

准农业［23］，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农业机器人广泛使用促进了农田、果园等地块的机械化
与智慧化［24］。
1.1

植保机器人
植保机器人可分为施肥机器人和除草机器人［25-27］，施肥机器人能够根据土壤营养元

素含量以及作物种类不同，自动计算和配比营养液［28］，计算施肥量，达到精准施肥。由
于机器人的作业面积小、作业灵活［29］，其应用前景主要在变量施肥方面。变量施肥需要
分析地块中各肥料含量，目前较常用的土壤肥力测量方法为定点测量［30］，但是受到测量
点数量有限、取点难以代表全部地块等问题的限制，定点测量无法满足机器人变量作业
的要求。由此，目前实际应用中土壤肥力是否能即时分析与处理，是植保机器人发展中
亟待解决的问题。
除草机器人是集环境感知、路径规划、目标识别和动作控制于一体的智能机器人系
统

。除草机器人的研究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32］，经过 50 多年的研究，除草机器人

［31］

的研究和应用快速发展（表 1），目前其主要工作方式有 3 种：（1）基于机器视觉，精确

定位杂草目标的机械除草［33］；（2）基于目标定位的除草剂精确喷洒［34］；（3）基于目标
定位的激光除草［35］。
表1

除草机器人研究与应用综述

Table 1 A review on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weeding robot
编号

主题

参考文献

1

机械除草

Bjorn et al.（2002）［36］

2

Blasco et al.（2002）［37］

3

Hong et al.（2002）［38］

4

Kiani et al.（2002）［39］

5

Manuel et al.（2014）［40］

主要研究成果
利用彩色摄像头区分单株农作物和杂草，检测到杂草时，机械手除草
由机械手臂、机器视觉系统和高压电模块组成，机器人在 0.8 m/s 行

驶速度下，可以识别出 84% 的杂草和 99% 的生菜

结合机械除草及精准喷药除草。设计四轮机器人，机器人除草刀

盘割草后，在切口涂抹化学除草剂，90.9% 的杂草在第 6 d 出现症状，
10 d 后死亡

识别植物茎的准确位置，在杂草控制期间保护它
录入作物种植模式，结合实时测距值来控制一对微型锄头，可减少

57.5% 的劳动力，同时简化了除草机器人构造，节省制造费用

·3·

中国农业信息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续表
编号

主题

参考文献

6

精准喷药

Lee et al.（1999）［41］

主要研究成果
识别番茄和杂草，提出除草机器人原型
研究了应用机器视觉系统采集和计算杂草分布特性，进行施用量决

7

［42］
Jeon H Y et al.（2002）

8

Lanlm et al.（2002）［43］

密化学涂抹器组成

9

Ogawa et al.（2003）［44］

要的地方喷洒必要数量的化学品

10

Midtiby et al.（2011）［45］

对杂草进行精准定向喷洒，可减少使用除草剂 90%~95%

11

Sander et al.（2015）［46］

在植株种植行列的基础上，增加创建了详细的农场地图

12

King A et al.（2017）［47］

13

1.2

激光除草

King A et al.（2017）［47］

策并控制喷头工作的智能喷雾机
能够区分草类杂草和棉花植物，由实时视觉系统，受控照明室和精

开发并试验了一种可以在葡萄架下喷洒化学物质的机器人，只在必

智能感知和精确应用机器人，精准喷洒除草剂使用量仅为全覆盖式

喷洒的 0.1%

测试中的机器人，可以用激光扫描农作物附近的杂草，完全避免了
化学试剂的使用

采摘机器人
果蔬采摘是生产链中最耗时耗力的一个环节，成本高、采摘期集中、重复性高［48］，

因此果蔬采摘的自动化具有重要意义。采摘机器人最早由美国学者 schertz 和 Brown 于

1968 年提出［49］，是初级的半机械半自动化方式，随着计算机视觉、机器人技术、人工
智能的发展，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许多国家，包括荷兰、以色列、英国、德国等国家

在采摘机器人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取得了初步进展。采摘机器人的主要技术部分包括：
果实的识别和果实位置的确定、采摘方式、机器人自动行走与导航［50］（图 1）。其中，果

实的识别和果实位置的确定主要有灰度、阈值、颜色色度法和几何形状特征等方法［51］；
采摘方式主要为机械手［52］，根据果实的生物特性，设计机械手的自由度、采摘方式与抓
取成功率［53］；目前大部分机器人使用轮式行走［54］，还有根据不同地形与应用设计的履
带式采摘机器人［55］ 与腿式采摘机器人［56］，随着结构与应用的探索，出现了结合轮式、
履带式与腿式的复合式机器人［57］。

1993 年，日本首先通过番茄果实和树叶的颜色对比，利用视觉系统检测出番茄在机

械手坐标系的位置信息，寻找和定位成熟果实，研制了一台具有 7 自由度机械手的番茄

采摘机器人［58］，采摘速度约为 15 s/ 个，成功率约为 70%，但是对于处于叶茎茂密处的
成熟番茄，难以避开障碍物识别番茄，同时，该系统中视觉识别是基于 2D 系统，若针对

重叠的番茄或其他与叶片颜色相近的水果时，识别会非常困难。基于此，日本 Ehime 大

学研发了三维视觉系统［59］，包含一个 CCD 彩色摄像机、一个距离传感器和一台计算机。

在此基础上，日本 Shimane 大学进一步完善了视觉系统［60］，包含 3 个图像传感器、一个

三维视觉传感器和一台计算机组成，提高了检测水平。1996 年，荷兰农业环境工程研究
所研制了一种黄瓜采摘机器人［61］，利用近红外视觉系统辨别黄瓜果实，机器人为轮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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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车，采用 7 自由度机械手，实验工作速度为 10 s/ 根。2018 年，日本学者提出了采用配
备 RGB-D 摄像头来检测番茄花梗，检测切割位置，通过切割花梗实现番茄采摘［62］。目

前大部分采摘机器人都在样机或研究阶段，尚未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主要难点及问题
在于：果实的识别率低，定位精度较低；作业效率约为 3~15 s/ 个果实，尚不能满足商业
应用需要；果蔬通常比较娇嫩，机械采摘的伤果率较高；目前果蔬的采摘机器人通用性

与利用率差。基于此，未来采摘机器人的发展方向在于：采摘目标的位置精准感知、机
械臂的位姿控制与多种采摘方式结合、多传感器融合定位与导航控制技术、开放式结构
机器人［63］。

Fig.1

1.3

图1

采摘机器人主要技术方法

Main technology method of harvesting robot

信息采集机器人
当前农业生产追求精准农业，实时监控各地块农田生物、温度、湿度及土壤信息

等，目前农业信息的采集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图 2）：（1）传统田间采样［64］，需

要人工采样并带回实验室分析，工作量大且测量成本较高。（2）固定采集器［65］，集成

GPS 和传感器的定位信息采集，美国 Field Worker 公司的基于掌上电脑的信息采集软件
Field Worker 能很好地满足精细农业的需要。通过与 GIS 的连接，能实时采集带有空间位

置属性的田间作物生长状态信息并能做相应的计算处理，为作物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此
种方法教传统田间采样节省了人力，但是采集样点数量受传感器数量的限制，成本较高。

（3）多平台遥感获取［66］，遥感技术利用高分辨率传感器对不同作物生长期实施全面监
测，根据光谱信息，进行空间定性和定位分析，为定位处方农作提供大量的田间时空变

化信息。遥感信息作为 GIS 信息的重要数据源，也可以补充实地采集的土壤肥力、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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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害等数据。发挥遥感信息应用的巨大潜力，再加上高光谱遥感分辨率的提高，均为开
展精细农业实施的尺度效应研究提供了理论可能，对于较大面积地块具有友好性，但是
对于我国丘陵地区等小面积分散地块，遥感方法显示出了其精细度不足、更新不及时的
缺点。（4）农田信息采集机器人［67］，将采集农田信息所需的传感器安装在农业移动机器
人上，自动采集农田信息。机器人体型较小且较灵活，适宜于农田信息的采集，目前国
内外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Fig.2

图2

农田信息采集方式

Farmland information collection method

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的六足机器人［68］
（图 3-a），能够在田间行走并采集农业信息，如

土壤的水量、肥量和农作物的生长状况等。它采用 CO2 传感器和风向仪进行导航，外形
尺寸为 270 mm×310 mm×170 mm，行走速度为 1-2 m/min。

美国 Grift 等人开发的 watching-dog robot［69］，在机器人上装有摄像头和 GPS 接收器，

用于自动采集田间信息，它能在农田中行走并寻找和定位长势不好的作物或者杂草。机
器人采用四轮独立驱动的方式在田间行走，为了适应地形的复杂性采用了柔性的联动息
架结构，采用电磁罗盘感知方向，激光测量系统导航，CAN 总线传输数据，行驶速度为
0.14 m/s。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开发的四足蚂蚁机器人群［70］，用于田间巡视，通过无线蓝牙技术

传递信息。丹麦奥尔堡大学的 API（Autonomous Plant-care Implementation）［71］ 自主农业

机器人（图 3-b），是四轮驱动、四轮转向的移动机器人，通过全球定位系统、视觉系统
和雷达系统采集作物信息，用户农田监测和自主作业。

美国迪尔公司发明的用于土壤测试的机器人车辆［72］，在机器人上的装有一个或多个
用于提取土样的探针，土样被采集回来后送到实验室，对采集的土样进行分析后得到数
据，并把土壤数据存入数据库。

Garcia 等利用无线传感器网络构建分布式农田视频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73］，通

过 Internet 实现远程数据传输。Bak 和 Jakobsen 提出了一种小型农田信息采集机器人［74］

（图 3-c 和 3-d），能够在作物行间穿行，用摄像头和 GPS 接收器获得田间杂草的位置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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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1.4

图3

信息采集机器人

Farmland information collection robot

移栽嫁接机器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果蔬的品质要求也日益增高，但农作物的连作障

碍、病虫害及植物对环境的适应性等因素严重制约了果蔬的产量和品质［75］，为解决以上
难题嫁接技术应运而生。
室内工作的农业机器人，将在温室大棚和生产车间里发挥作用。温室栽培包括育苗、
嫁接、采摘、包装等多类作业［76］，其他还有摘叶、防虫除草、搬运等工作需要反复进
行，需要的劳动力多、劳动强度大，温室内高温、高湿、劳动环境较差，十分需要实现
作业的自动化。
以嫁接问题为例。嫁接栽培是克服瓜菜连茬病害和低温障碍的最有效的途径，抗病、
增产效果显著，广泛用于黄瓜、西瓜、甜瓜、茄子、番茄栽培，但人工嫁接速度慢、效
率低、费工费时。嫁接机器人集机械、自动控制与设施园艺技术于一体［77］，可大幅度提
高嫁接速度，明显降低劳动强度，并可提高嫁接成活率。

1986 年日本在农业机器人研制的基础上，率先研制果蔬苗木嫁接自动化机器人［78］，

1987 年研制出半自动 1 号试验样机 G871，1994 年井关公司与日本生研机构协作推出了

CR800T 茄科嫁接机（图 4-a）；三菱公司根据嫁接苗生产模式开发出 MGM600 型自动嫁
接机（图 4-b）；1993 年 TGR 研究所开发出商品化茄科用嫁接机（图 4-c）；日本洋马公
司 2003 年发布了一款造价低的半自动瓜科嫁接机（图 4-d）。

20 世纪 90 年代初，韩国也开始了嫁接机的研制与开发［79］，其中裕丰公司研发的小型

半自动式嫁接机（图 5-a）生产率约 310 株 /h，生产率较低但是运行稳定、成本低廉［80］；
Idealsystem 公司研发出针式全自动嫁接机（图 5-b），主要针对茄科作物［81］。在欧洲，

2010 年意大利 Tea 公司研制出了半自动茄科嫁接机，荷兰的 ISO 公司研制出了多种嫁接

机器，分选幼苗机器（图 5-c），全自动茄科嫁接机（图 5-d）等。

我国在嫁接机器人方面也有较好的发展。1998 年，中国农业大学首次开发出 2JSZ-

600 型自动嫁接机［82］。2006 年东北农业大学研制并开发出了 2JC-350 型插接式半自动嫁

接机。2009 年浙江理工大学和浙江大学联合开展了基于插接法嫁接机的研究。2010 年华

南农业大学与东北农业大学联合推出了 2JC-600 型半自动嫁接机和 2JX-M 系列嫁接切削

器［83-84］，并持续研究了全自动瓜类嫁接机。2011 年国家农业智能装备工程技术装备研究
中心开发出了贴接法嫁接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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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日本的 4 种移栽嫁接机器人

Fig.4

图5

Fig.5

2

·7·

Grafting robot of Japan

其他国家的 4 种移栽嫁接机器人
Grafting robot of other countries

农业机器人的关键技术
农业机器人技术与其功能应用密切相关，但是具有包括机器人本体、传感器、通讯

与数据分析等共性系统，其关键技术包括：自动行驶与路径规划、作物目标识别与分析、
机械臂自主规划与控制、多机协作和智能交互［85-87］。

Fig.6

2.1

图6

农业机器人的关键技术

Key technologies in agricultural robotics

自动导航与路径规划
目前实现机器人导航的主要方法有：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88］、激光导航［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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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惯性导航

、电磁导航

［91］

、无线电导航

［92］

、视觉导航

［93］

、信标导航等［94］。

机器人导航的主要问题是利用机器人上的传感器获取定位和环境信息，使机器人按

照预定的路线行走。导航需要的 4 个基本模块是：感知、定位、认知和运动控制［95］，关

键问题包括：制图、定位、路径规划等。
2.1.1 多传感器融合

多传感器融合基于多个传感器的独立观测数据，通过多传感器融合提高测量精

度，增加系统感知维度和健壮性。多传感器融合方法使得构建环境三维特征图更加简
单，Auat 等［96］采用激光与摄像机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三维地图的快速构建，Lepej 和

Rakun［97］使用两个激光传感器提取特征做机器人的位置预估，以适应复杂的野外环境。
荷兰学者利用 3D 激光测距数据在车辆移动时提供车辆周围体积的最新扫描，实现动态避

障［98］；针对动态行人，日本学者提出了一种利用激光雷达对时间序列中的测量距离进行

叠加，提高了行人识别精度［99］；2017 年印尼学者提出了一种利用 SLAM 在模拟农业区
域生成地图的方法，通过微调 SLAM-Gmapping 算法生成基于网格的立体图，结合激光扫

描器的树位置检测和利用视觉传感器的水果检测，使用 Gazebo 模拟器，生成苹果园的模

拟地图，使用模拟器能够在复杂的田间地头环境中准确有效地模拟机器人种群［100］。
2.1.2 同步定位和制图

同步定位和制图（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SLAM）——当自定位和环

境均未知时，要求机器人在不断运动的过程中通过传感器感知递增地建立环境的导航地

图，同时利用已建立的地图同步刷新自身的定位［101］；当前机器人搭载的主要传感器为
视觉、激光、惯性测量单元、超声波、里程计等传感器［102］，其流程图如图 7 所示。

图7

Fig.7

视觉 SLAM 流程

Process of visual SLAM

SLAM 是目前机器人领域的研究热点，Endo 等［103］将 LSD-SLAM 应用于视障人群的

导航系统中，利用可穿戴摄像头估计视障人群的位置，帮助视障人群在行走中避开障碍
物；Xiao 等［104］提出了一种改进的 ORB-SLAM 系统，该系统与采用三角剖分算法的激光

扫描方法相比，在 12 m 范围内误差仅为 35 cm；Santos 等［105］提出了一种基于二维扩展卡
尔曼滤波器算法的 EKF-SLAM 方法，提高了在陡坡和复杂的自然环境中建图的精度。

但是当前的点云地图对不同的物体并未区分，使得点云地图信息量有限，机器人只

能获取哪里有物体，不能获取该物体是什么类别，使得地图的利用性十分有限。在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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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M 方面，有许多学者做了相应的研究工作，Haspelmath［106］ 和 Haan［107］ 详细描述了

如何绘制经典语义地图和一些技术问题，其基本思想是将传感器获取的信息分解成计算

机能够理解的字符，计算机再将这些字符组合起来，对数据库中组合的结果进行查询匹
配，并利用所得到的结果描述地图信息。Dabeer 等［108］学者将语义地标加入到三维地图

中导航，提高了 20 cm 的精度；帝国理工学院 Andrew Davison 课题组通过 RGB-D 相机

构建场景点云，把点云特征与预先准备好的物体数据库中的物体进行比对，一旦发现匹
配的物体就把预先存储好的精细点云放入地图，但是其做了地面水平的假设，使得放入

地图中的物体都保持在一个水平面上，目前的语义 SLAM 大多在高度可控的场景下进行，
并需要提前建立好物体类别库，整个空间概念的语义图构建仍然存在许多困难，需要进
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2.1.3 主动定位

农业机器人工作中首先需要获取全局位置和当前位姿，才能进行下一步规划，定位

分为全局定位和相对定位。在机器人定位领域，绝对定位一般分为信标定位、全球定位
系统、地图匹配定位、概率定位等，相对定位包含航迹推算。当前，在农业领域，由于
地面通常较粗糙且农作物生长密集、易受机械损伤，所以航迹推算和 GPS 方法不符合精

准农业标准。为解决这一问题，有研究人员将差分技术和 GPS 技术相结合，提高了定位

精度。PerezRuiz 等［109］ 研究了一种杂草控制刀的路径控制系统，定位精度达到 0.8 cm，

差分 GPS 能够实现 1cm 左右的定位精度，但是在非平原地区，由于其四面环山，这种环
境会给基站的架设和信号传输带来困难，所以目前难以大规模推广。

声源定位［110］是机器人定位的另一种方法，机器人通过传感器或音频阵列获取环境
的声音信息，然后对信息进行融合处理，判断声源的位置，从而为估计自身定位提供条
件。Rucci［111］等模拟猫头鹰的捕猎行为，构建了一个两侧麦克风和一个摄像头的机器人
头部测量系统，实现了声源定位。为了提高声源定位的定位精度，Gui 等［112］ 提出了一
种基于十变量立体阵列的声学定位算法，平均定位误差小于 1 cm。Su 等［113］提出了一种

利用激光测距仪和麦克风阵列进行音频跟踪的方法，考虑了声音的反射和障碍物的遮挡，
成功的检测到声源，误差在 11.38 cm 内。
2.1.4 动态路径规划和避障

主动定位研究在导航地图已知的情况下，机器人如何规划和控制其运动路径，向能

够获得更多有利于自定位的传感器感知的环境区域运动，从而尽快实现精确的定位；如
何在导航地图中寻找一条由当前位置到目标位置可行的或最优的运动路径，并控制机器
人沿该路径到达目标位置，是路径规划的主要研究内容［114］。
路径规划分为全局路径规划和局部路径规划［115］。全局路径规划一般应用于机器人
运行环境中已经对障碍信息完全掌握的情况下，常用的算法包括有遗传算法、快速随机
搜索树算法和蜂群算法以及相关算法的改进［116］。局部路径规划由传感器实时采集环境信
息，确定环境地图信息，得到当前所在地图的位置及其局部障碍物分布情况［117］，从而
可以获取当前结点到某一子目标节点的最优路径。局部路径规划常用算法主要包括：人
工势场法、模糊算法、A* 算法等，此外，还有人工免疫算法、D* 算法、滚动窗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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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学习法等。
机器人避障控制是路径规划中需要解决的子问题，可视作为局部路径规划中的一
个环节。为了保障农作物、行人、机器人自身的安全，机器人需要对周围环境的感知及
时做出快速的避障决策，由于障碍物和环境可能是不断变化的，在解决避障问题时，首
先检测障碍物，再进行避障控制。结合机器人自身的运动速度和姿态估计避障的距离，
确定避障的最小距离和最大避障角度。在避障控制方面，常用的研究算法有：BUG 方

法［118］，可见性方法［119］，人工势场法［120］，VFH 方法［121］，动态窗口法［122］。

XU 等［123］ 利用 BUG 算法解决了位置静态条件下导航中的避障问题。Souidi 等［124］

对 BUG 算法进行了改进，使传感器数据得到最优利用，减少了到目标的路径长度。Shi
等［125］ 分析了人工势场法的不足，提出了一种提高规划路径平稳性的方法。kumar 和

kaleeswari［126］ 利用 VHF 方法对轮式机器人进行避障控制，并在机器人距离障碍物超过

20 cm 时完成避障路径规划。这几种方法各有其独特的优势，也有其局限性。在农业环
境中，农作物生长密集，农业机器人的工作空间不大，当需要避障时，需要尽可能和机

器人保持较小距离，综上所述，避障在一般环境下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是在农业领域，
仍需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应用。
2.2

作物目标识别与分析

2.2.1 CNN 目标检测

农业机器人中作物目标识别有广泛的应用，包括病虫害识别、果实识别、目标跟踪

。其中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CNN）是目标识别的代表算

［127］

等

法之一。CNN 由输入和输出层以及多个隐藏层组成，隐藏层可分为卷积层，池化层、激

励层和全连通层。典型的 CNN 模型包括：LeNet，AlexNet，ZF Net，GoogleNet，VGGNet；
典型的基于 CNN 的目标检测算法包括：R-CNN，Fast R-CNN，Faster R-CNN，R-FCN，

FPN，Yolo，SSD，DSSD［128］。

2.2.2 作物表型分析

植物表型研究始于 20 世纪末，其核心是获取高质量、可重复的性状数据，进而量化

分析基因型和环境互作效应及其对产量、质量、抗逆等相关的主要性状的影响［129］。相对
于单一性状，植物表型组能为植物研究提供全面的科学证据。2017 年，法国植物表型协

会主席 Francois Tardieu 和诺丁汉大学植物学家 Malcolm Bennett 指出如何把室内、外表型

研究中产生的巨量图像和传感器数据转化为有意义的生物学知识是下一阶段表型学研究
的瓶颈问题［130］。

当前，各类表型数据采集装置主要包括空天地 3 种采集平台，其中地上机器人包含

的采集装置包括：可见光成像、超频谱、多频谱、超声波、激光雷达、热成像等［131］，
表型图像数据的处理分为：前处理、分割、分类及目标区域检测和提取。当前，机器学
习算法和多源图像数据融合技术开始越来越多的应用在田间作物表型研究领域［132］。
2.3

机械臂自主规划与控制
机械臂路径规划指的是在机械臂所有关节运动范围内，保证机械臂的所有连杆在运

动过程中不与障碍物发生碰撞的前提下，规划出一条从起点到终点的路径［133］。机械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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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障路径规划的方法，一直分类方式是分为全局路径规划和局部路径规划。

全局路径规划分为 A* 搜索算法、Dijkstra 算法、RRT 算法、蚁群算法等［134］；局部

路径规划分为人工势场法、遗传算法、人工神经网络算法等［135］。

Fig.8

图8

路径规划

Path planning of manipulator

A* 搜索算法关注点到点的最短路径，荷兰学者设计了一款利用 A* 搜索算法的黄瓜

采摘机械臂，首先获取机器人工作环境的传感器信息，再规划无碰撞的机械臂动作，将

末端执行器引导至黄瓜采摘和送回［136］，该算法易于实现且健壮性好，但是智能性较差
且算法过于缓慢。Dijkstra 算法计算源点到其他所有点的最短路径长度。快速探索随机树

算法（RRT 算法）是基于随机采样的路径规划算法，华南农业大学采用 RRT 算法设计了

智能荔枝采摘机械手，通过建立机械手和障碍物的碰撞检测模型，实现了避障路径规划，
并提出了遗传算法和平滑处理来进一步优化 RRT 的算法生成的路径［137］。蚁群算法是一

种用来寻找最优路径的概率型算法。人工势场法是由 Khatib 提出的一种虚拟力法［138］，

结构简单便于底层的实时控制，但是其在相近的障碍物群中不能识别路径。遗传算法是
一种通过模拟自然进化过程搜索最优解的方法；人工神经网络系统是 20 世纪 40 年代后

出现的，由众多的神经元可调的连接权值连接而成，具有大规模并行处理、分布式信息
存储、良好的自组织自学习能力等特点。
2.4

多机协作和智能交互
多机器人协作的研究方面包括：多机器人体系结构、多机器人之间的协作、通讯、

感知与学习［139］。
为了适应需求和降低人工成本，多个机器人在同一区域内协同工作，形成一个多机
器人系统，此时多机器人环境探索和建模以及机器人间的有效定位问题尤其重要，以保
证在后续路径规划过程中不会与其他机器人发生碰撞。在这方面研究人员做了大量工作。
Andrew 等在机器人系统中设计了两种多机器人定位和建地图策略［140］。Alan C.Schultz

等在证据栅格的环境模型下针对探索、定位、导航和规划 4 个子功能的效用进行了评

价，实现了机器人的有效集成［141］；Daniel Meier 等针对机器人之间通信带宽的有限性约

束，设计了多机器人搜索和建模策略［142］；Rub 等设计了基于专职化的机器人群体协作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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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usti Solanas 等设计了未知环境中基于非监督聚类算法的多机器人协调探索［144］；

［143］

略

Ettore 等设计了 Brick&Mortar 的多机器人搜索策略［145］，通过增加搜索结束时间的限定和

访问节点次数，有效地克服了蚂蚁搜索算法和多深度优先搜索算法的缺陷，实现了多机
器人快速、高覆盖率地在线搜索功能。此外，瑞士苏黎世大学开展了生物机器人与群体
智能研究［146］，瑞士联邦工学院进行了多机器人任务分配和规划问题研究［147］；比利时
布鲁塞尔大学开展了关于集群机器人的系统研究［148］。

3

未来展望
通过对现有农业机器人和其使用技术的分析综述，不难看出农业机器人已经有许多

成功的应用，也证明了农业机器人与机械化能给现代农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有广阔的
市场前景，但当前机器人在大规模应用方面还存在成本过高、通用性不足的缺点［149］。此

外，人脑中约有 100 亿 ~10 000 亿个神经元，若机器人集成一个如此多神经元的电路，其
芯片重量可达 2 000 t，耗电约 20 MW，当前机器人身体无法集成如此庞大的大脑，将大

脑放在云端，让 100 万个机器人共享这个庞大的“大脑”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针对
这两点，未来农业机器人发展需要重点考虑：（1）低成本高适应性的开放性机器人，农

业机器人在软件与硬件两方面的设计均考虑开放性。硬件方面：机器人传感器可根据实
际情况增减，控制部分留置空余接口；软件方面：支持二次开发及扩展，为人机协同
和多机协作提供良好平台；（2）构建“农业大脑”智能决策体系，实现云平台—一体
机—机器人的架构：云平台提供云计算服务，使物联网中数以兆计的机器人及其他终端
实时动态管理，使得智能分析与处理成为可能，一体机为农业机器人田间地头的作业提
供支持。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感知系统、多传感器融合等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农业机器人将承担越来越多的农业作业任务，成为农业生产中的关键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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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the progress of agricultural robot research
Li Dandan，Shi Yun※，Li Huibin，Han Wei，Duan Yulin，Wu Wenbin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Key Laboratory of
Agricultural Remote Sensing，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Purpose］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agricultural

robots，summarizes the current key scientific problems，and analyz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he in-depth research can make agricultural robot technology ser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etter
as well as improve the level of mechanization and intelligent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ethod］Through collecting and reviewing a large number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literatures

and materials，this paper concludes the current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status of agricultural
robots at home and abroad.［Result］Currently，there are four typical agricultural robots

including planting robots，picking robots，information gathering robots and transplanting
grafting robots.And the common systems and key technologies of robots include automatic

navigation and path planning，crop target recognition and analysis，robotic arm planning and

control，multi-machine cooperation and intelligent interaction.［Conclusion］At present，the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robots in agriculture is more and more extensive，but the bottleneck
of its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is mainly the problem of agricultural robot manufacturing

cost and intelligentization degree.Therefore，the main research directions of agricultural robots

in the future focus on open robots of low cost and high adaptability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decision system for“agricultural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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