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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麦田里的农业现代化
“三夏”时节，河南省尉氏县张市镇沈家村
浇地，就有 6 种备选模式。”沈双义说，
“ 坐在家
的麦田，
满目金黄。
里点点手机，就把活干了。比以前大水漫灌，
“虽然去年种得晚，但你瞅着这麦子的成
省了一半的钱！”
色，丰收不成问题。”6 月 2 日，村民沈双义搓着
不仅如此，地头的物联网农业气象站、植
手里的麦穗，信心十足。
物病菌孢子捕捉仪、
“ 四情”监测系统等，尽显
在这儿种了几十年地的沈双义，并非一直 “科技范儿”。
这么自信，
“以前种地总得看老天爷的脸色，没
“过去靠经验种田，现在‘用数据说话’。”
雨，麦子缺水；
雨大，
又担心积水”。
这片智慧农田承建方河南瑞通集团负责人杨
如今，这块曾经令人费神的麦田变成了
亚伟说，根据小麦生长周期的不同特点，利用
“聪明田”。2020 年，张市镇以每亩 3100 元的
这些设备，就能对虫情、苗情、墒情、灾情进行
标准，建成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打造高标
识别监测，经大数据分析后，为小麦的施肥、灌
准农田升级版。就这样，沈家村 3200 多亩地， 溉提供科学指导。
实现
“5G+”
智慧农业全覆盖。
智慧农田悄然改变着乡亲们的种地方式。
眼前，一排排节水灌溉喷头整齐排列；不
“就说打药吧，十多年前，人们得背着喷雾
远处，大型自走式喷灌机矗立田间……
“单是
器 在 地 里 边 走 边 喷 ，一 天 下 来 ，衣 服 都 被 浸

透。后来，用上了电动喷雾器，慢慢地又变成
了植保机。
”
沈双义感慨道。
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问题，有了
新的科技支撑。
“以前每年每亩土地流转费不到 500 元，现
在达到 950 元。”沈家村党支部书记石长锁说，
“不少人外出打工，每年能拿两份收入。”
如果说尉氏的智慧农业是 2.0 版的话，那
么，
邓州的智慧农业正朝着 3.0 版迈进。
“驾驶室里没有驾驶员？”在邓州智慧农业
中心，无人驾驶拖拉机正牵引着圆盘耙，在田
野里
“驰骋”
。
首邑无人农场是该智慧农业中心首批入
驻的项目之一。该农场负责人沈兴新说，通过
北斗导航系统和 AI 智能算法，无人驾驶拖拉机

6 月 5 日，在潜山
市彭岭村农机农艺融
合示范基地，无人驾
驶智能插秧机正在田
间进行精细化作业。
据悉，智能插秧机搭
载了北斗卫星定位系
统，农户只需要提前
设置好秧田的出发点
和转弯点，插秧机就
可以自动规划插秧路
径、
自动避障、
调头转
弯 ，作 业 省 心 安 全 。
精准化和智能化作
业，不仅降低人工成
本，还能提高水稻亩
产经济价值。
通讯员 程院法 摄

智能调控 实现水稻育秧温湿“自由”
日前，在广西水稻重要产区玉林，伴随
旋翼的嗡鸣声，无人机在空中不断穿梭，机
身药箱内洒下的雾化农药瞬间弥漫开来，
一
分钟便完成一亩地的喷洒工作。作物长势
喜人的背后，
离不开广西气象科学研究所研
发的水稻低温冷害精细化监测预测预警系
统的加持。自治区气象局农业气象首席专
家何燕介绍，
该系统率先实现了省、市、县三
级水稻冷害热害精细化（100 米×100 米分
辨率）的灾前预测预警（提前 10 天逐日滚动

预报）、灾中监测、灾后评估，可指导农民及
时查苗、补种和补苗，
促其加快生产进度，
确
保早稻等夏粮春播春种工作顺利进行。
在天津市优质农产品开发示范基地的
水稻育秧棚室里，日光温室小气候监测站
与实景监测设备已投入使用，监测数据实
时传回市气候中心。市气候中心基于小气
候与环境实景监测设备，针对水稻工厂化
育秧开发了一套基于物联网支撑的技术模
式，对秧苗的长势开展动态预报预测，实现

了远程管理育秧环境，自动调控温度和湿
度。这种
“实时监测+动态管控”
的模式，让
秧苗干尖现象普遍减少，
长得更壮更齐。
“一来促进了苗情转化升级，二来省了
一大笔钱。有专家‘ 支招儿 ’，就是不一
样！”天津市宝坻区朝霞街道东会村的农户
刘河东望向齐刷刷的秧苗，喜上眉梢。今
年，该基地水稻育秧总量达到 45 万盘，可
满足 2 万亩稻田插秧的需求，为天津小站
稻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张冰）

物联网助力智慧农业上档升级
走进山东省广饶县乘南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园智慧蔬菜大棚内，除了长势喜人的
蔬 菜 ，还 可 以 看 到 一 系 列 的 智 慧 农 业 设
施。智能温度控制系统、水肥一体设施等
信息技术与农机的融合应用，让农业生产
变得
“更轻松”
“更科学”
。
在这座充满科技感的农业科技示范园
内，有 2 座联动温室和 11 座日光温室，每年
可培育 3000 万株西红柿、圆茄等种苗，以
示范、引领、带动周边 46 个村 1200 余户村
民增收。示范园通过引入物联网、大数据
技术，实现生产数据自动统计、生产资料自
动分配、生产操作自动完成，打造“现代农
业+人工智能”样板示范，为乡村振兴提供

可推广、可复制的模式和经验。
“我们将周边农户的圆茄和西红柿等
品种的各种数据展示在数字云平台上，形
成经验值数值，帮助指导农户生产。”广饶
县乘南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运营方负责人
郭永生介绍。
在园区内的
“物联网+”
农业智慧大厅，
物联网大数据平台上实时显示着周边 616
个设施大棚的面积、温度、种植品种等信
息。借助这个平台，技术人员还可直接与
农户进行视频连线，掌握作物生长情况并
提供技术指导。通过数字赋能，园区形成
标准化、可追溯的种植模式，实现农产品高
产、高效、优质、生态。

据了解，广饶县加快推进现代信息技
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大力发展智慧种植，
积极推进数字技术综合应用和集成示范，
选择在数字化基础较好的现代农业产业
园，建设一批数字农业试点项目，在提高农
业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上下功夫，加强
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使现代农业得到高
质、高效发展。
同时，广饶县循着工业化理念经营农
业思路，破除“就农业抓农业”的思维定式，
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培养网上销售、
直播带货等，促进农业全环节升级、全链条
升值。
（孙孟建 尚映辰）

农机
﹃提档﹄助力农业现代化加速

无人驾驶插秧机大显身手

可实现 24 小时精准作业，旋耕、犁地的效率比
人工操作机械翻一番，大大减少了投入成本。
没 有 农 业 机 械 化 ，就 没 有 农 业 现 代 化 。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推进智慧农业发
展，促进信息技术与农机农艺融合应用。作为
智慧农业的一种生产方式，无人驾驶农机具引
领未来农业发展新方向。
从“聪明田”到“无人农场”，从智能监测小
麦“四情”到无人拖拉机“驰骋”田野，
“硬核”科
技让
“三夏”
生产充满魅力。
“手机成了新农具，数据成了新农资，坐在
办公室吹着空调，就把地种了。”身处其中的农
户们十分欣喜，在外观望的资本纷纷回流。智
慧农业正成为加快农业现代化、推进乡村振兴
的重要引擎。
（赵新明）

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是转
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村生产力
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农机装备总量持续增长，装备结
构进一步优化，农机作业水平不断
提高，农业机械化形成了向全程全
面高质高效转型升级的良好态
势。截至目前，全国农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超过 61%，农作物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率超过 72%。农业机械
化取得长足发展，为保障粮食等重
要农产品供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强
有力支撑。
当前，农业生产各领域对农业
机械化的需求结构正在发生深刻
变化。农业机械化在不同区域、产
业、品种、环节上的发展还不够平
衡、不够充分。比如，双季稻区水
稻栽植、甘蔗收获等机械化水平较
低，适应南方丘陵山区的小型小众
机械相对缺乏，等等。我们必须坚
持问题导向，瞄准现代农业生产需
求，着眼于补短板、强弱项、促协
调，全力推进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
和高质量发展。
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是一项
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谋划、精准发
力。一方面，要加快补上农业机械
化短板弱项，强化农业装备的支撑
保障。围绕产业急需、农民急用，
“产学研用推”一体发力，研发更多
适合国情、农民需要、先进适用的
各类农机，做大做强农业机械化产
业群产业链。另一方面，也要注重
协同构建高效机械化生产体系。
推进农机、农艺、农田、农业经营方
式协同协调，加快选育、推广适于
机械化作业、轻简化栽培的品种，
推动农田宜机化改造，改善农机作
业基础条件。与此同时，农业机械
化政策支持和管理服务要始终保持力度不减。
如今，农民对农机的需求正由部分品种生产
的局部需求，转变为种养加全链条的需求，从非
刚性需求转变为“离不开、还要好”的刚性需求。
这对农业机械化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农
机服务正向农业生产各领域拓展。比如，有些地
方创新发展“生产托管”
“ 机农合一”
“ 全程机械
化+综合农事”等服务模式，促进小农户和现代
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有些地方大力推进农产品初
加工机械化，推广应用适宜间套作农艺措施的农
机装备。进一步提升农业全产业链的机械化、
信
息化水平，广大农民才能实现一田多种养、一季
获多收，
有效拓展增收渠道和空间。
农机更给力，种地更省力。不断加强农机产
品研发制造、持续完善农机农艺农田协同配套，
继续提升农业机械化政策支持和管理服务，我们
一定能够推动新时代农业机械化加快向更宽领
域更高水平转型升级，把田间地头激荡的科技动
能更好转化为增产
丰收的喜悦。
（常钦）

【热点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