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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
解决全球饥荒不再是梦

达国家，主要由中小企业主导。这些农

场主由于资金不足，无法大力投资新技

术，也无法快速收回投资。他们一般都

不具备开展大型农业项目的技能，在很

多情况下，也不知道该如何改善农场的

运营。如果不借助外力，即便农场主开

展了农业经营改良项目，也会受规模所

限，难以在整个价值链中节约成本、提

全
球有大约11亿人口无法获得

安全的饮用水，每年有2 7

亿人受到水资源短缺的影响

长达一个月以上。农业对全球淡水供

应的消耗高达70%，如何在农业生产

活动中实现科学用水、高效用水，是

各国亟需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洪

水和酷热等极端天气阻碍了农作物的

生长，导致某些地区农作物减产超过

20%。面对水资源短缺、气候影响与

耕地面积减少，农场主亟需提高生产

效率、降低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扩

大粮食产量。

由于历史原因，农业创新面临诸

多障碍。在发展中国家，农业市场主

要由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场构成；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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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30年，全球人口预计将突破85亿。解决全球粮食的供给，已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一大挑

战。人类在索取食物的过程中，对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使得环境承载力到了几近崩溃的边

缘。然而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很多地区开始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利用有效的数字基础设施和

技术解决方案精简流程、减少浪费、提高产出，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文/陈晰

高投资回报率。

通过部署仅适用于某项农业生产

环节的解决方案，规模经济难以实

现。此外，农业联网业务和解决方案

有限，数据收集、整合和管理缺乏标

准，也阻碍了农业的发展。

不过，这一切都将有所改观。如

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

家，越来越多的农场开始使用移动设

备和互联网，来了解农业发展的新动

向，提高市场竞争力。此外，一些农

场也开始采纳物联网、低成本云应

用、L P W A（低功耗广域网）、传感

技术和数据分析平台，这些系统可以

应用到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包括采

购、存货控制、种植、灌溉、施肥、

收割等。

数字化转型帮助农业不断演进和

转变，将带来哪些益处？

2025年，向智慧农业进发

到2 0 2 5年，农业将经历科技转

型，这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不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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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发明。智慧农

业可以帮助农场主在无需人工干预的

情况下种植和管理农作物，利用源源

不断的信息和洞察来提高生产效率、

资源利用率和农作物产量。华为X Labs

研究预测，到2020年，智慧农业的潜

在市场规模有望由2015年的137亿美

元增长至268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14.3%。

智慧农业的主要应用

精准农业：利用从图像和传感器

中获得的数据实时跟踪农作物、土壤

和空气状况，帮助农场主实时观察并

响应特定地点发生的变化。

可变速率技术：可以提高播种及

肥料、杀虫剂用量的精准度，因地制

宜，确保每块农田获得最适宜的投放

量，从而节约化工产品的费用和劳动

力。

智能灌溉：可以减少水资源浪

费，确保在合适的时间对合适的农田

进行灌溉。

土壤监测系统：可以跟踪并改善

农田土壤的整体质量和化学成分，农

场主可以依此为特定农作物施肥，并

解决有毒物质污染、土壤盐化和酸化

等问题。

收成监测：可对影响农业收成的

各方面因素进行监测，包括谷物收成

总量、质量和水量。

农业无人机：可以从空中监测农

田，摄像机和传感器收集到的数据还

可以为其他农业系统提供支撑。

智能温室：可以管理农作物生长

环境，自动调节气候状况和灌溉系

统，使各气候状况维持在最适宜作物

生长的水平，将作物种植过程中的人

工干预降到最低。

精准牲畜饲养：可以管理并提高

牲畜健康状况。

农业管理系统：可以将农场数据

与农业机械远程信息系统、天气预

报、国际贸易市场等更广泛的信息结

合起来，通过数据分析、风险评估和

金融分析等端到端服务，帮助农场主

减少浪费，实现产出最大化。

智慧农业可以优化种子、肥料、

杀虫剂、人力等农业资源配置，降低

农业机械的燃料消耗和维护成本，从

而大幅削减运营成本。通过加深对当

地环境状况的了解，采取有针对性的

播种，就可以利用同等资源获得更多

产出。

改善农业经营对农场主甚至整个

社会都是有益的，因为智慧农业不仅

可以增加粮食产量，从整体上拉低粮

食价格，而且有利于保护环境和资

源。

电信运营商的角色定位

268亿美元
到2020年，智慧农业的潜在市场规
模有望由2015年的137亿美元增长至

130亿美元
预计到2020年，运营商每年可从
智慧农业价值链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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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农场通常规模小，缺乏技术

人员，与 I T服务提供商之间也缺乏合

作，所以一般都没有网络。但是，要

想从物联网中获益，就必须为广袤的

农场提供网络覆盖。

小规模农业的价值链非常复杂，

包括设备制造商、传感器制造商、

（L P W A、卫星）联网供应商、移动

网络、联网平台、应用供应商、数据

分析以及系统集成商、外包供应商等

等。

运营商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帮助

农场主实现规模经营，挖掘潜在商

机；为个体农场主提供专业知识和技

能，帮助他们抓住机遇；创建合作伙

伴生态系统，为农场主提供符合行业

标准、易于使用的端到端解决方案。

预计到2020年，运营商将从智慧

农业价值链中获得130亿美元的年收

入。与合作伙伴联合推出基于云的端

到端智慧农业解决方案和应用，固定

和无线网络连接、传感器、系统集成

和服务数量的增加，将成为运营商的

创收机会。

应用案例

监测哥伦比亚香蕉种植：哥伦比

亚电信公司、Movistar、Claro和Tigo等

运营商支持多家农场监测香蕉种植，

帮助哥伦比亚农民应对洪水、土壤氧

气含量下降、湿度高和低温等挑战，

成功将香蕉生产率提高15%。

监测越南水产养殖： V i e t t e l 

Mobile、MobiFone和VinaFone等运营

商提供牲畜养殖监测服务。一家大型

水产养殖场应用实时监测后，鱼类死

亡率降低40%-50%，营业额也获得了

相应的提升。

为西班牙农场提供自动灌溉：

T e l e f o n i c a和A B B为西班牙多家农场

提供基于G P R S连接的自动化灌溉系

统，大幅节水的同时，电力费用节约

30%，利润增加25%。

牲畜监测系统、用于航拍和远程

感应的无人机、物流和分销系统，以

及农用机械监控等对网络和移动性要

求高的领域，为运营商创造了无限商

机。可变速率技术等需要依赖密集的

联网传感器和相关控制系统的应用也

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对于这些应

用，如果网络连接不基于3GPP网络标

准，就无法满足上下行带宽或时延要

求。

此外，运营商还可以提供移动支

付和保险、交易平台接入、农业热线

等支撑性服务。对于很多新兴市场而

言，这种服务是非常重要的。

价值链巨大

除了运营商，其他很多企业也可

预计到2020年，运营商

将从智慧农业价值链中

获得130亿美元的年收

入。与合作伙伴联合推

出基于云的端到端智慧

农业解决方案和应用，

固定和无线网络连接、

传感器、系统集成和服

务数量的增加，将成为

运营商的创收机会。



来源：华为X Labs《联网农场——智慧农业市场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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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智慧农业中获益。

具有内置传感器和联网功能的农

用机械等设备制造商，可以通过提供

差异化产品和新的服务，以提高销售

收入。每年，农业市场需要采购上

百万台新的联网设备，包括拖拉机、

收割机、泥浆泵、播种机等传统农用

机械以及无人机等新型机械。

到2025年，用于牲畜、农作物和

环境监测的传感器出货量将达到数十

亿，市场前景广阔。

应用开发商将在智慧农业革命的

众多方面发挥作用。农场主可以通过

这些应用，利用从终端和传感器中获

得的数据来监测农业生产各个环节，

与农用机械交互，并实现自动化。届

时，将有一大批针对具体农作物、农

业生产流程和农用设备的应用以原生

智慧农业前景广阔

联网农场将在农业领域掀起一场

巨大的革新。农场主可以利用各种新

技术迅速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对环境

的影响，增加粮食产出。未来，传感

器体积将越来越小，价格也会不断降

低。同时，农场主也日趋意识到无线

连接的农作物管理系统的巨大作用。

这一切都将推动智慧农业的迅速普

及。

运营商和企业可以积极发挥自身

作用，增加网络连接，推出更多技术

产品和应用，使规模各异的农场都可

以从智慧农业中获益。届时，人类将

可以逐步解决水资源短缺等威胁农业

发展的难题，全球饥荒也将成为历

史。

云服务的名义上市。

数据分析公司可以帮助农场主了

解当地情况、预测收成，并采取干预

措施。数据分析公司可以利用与多家

农场的合作以及对它们的洞察，整合

全行业信息，然后借助云技术，将个

体农场农作物生长状况的分析数据，

以及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放到更大

的产业环境中。这种宏观层面的数据

对于农业相关厂商来说尤为珍贵，

可以帮助他们识别农场主提出的原材

料、金融、保险和新设备需求。

系统集成商和外包供应商能提供

智慧农业所需的系统集成，对那些大

型跨国农场极其重要。这些公司一般

都是总承包商，可以将各种小型农业

应用整合起来，打造完全互联的智慧

农业生态系统。

精准牲畜饲养

土壤监测

农业管理系统

可变速率技术

其他

精准农业

收成监测

农业无人机

智能温室

智能灌溉

单位：百万美元

2015

2020

733

595

406

308

287

277

268

261

210

282

2422

2163

1295

920

1179

913

1127

1023

1036

874

以应用划分的潜在市场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