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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农业大数据发展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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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促进农业大数据在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
量。【方法】文章首先通过梳理大数据相关文献，对农业大数据理论的提出和发展进行回
顾，总结大数据在农业中的重要作用；其次，对我国以及美国、以色列、日本这 3 个主要发

达国家的农业大数据发展现状进行分析，进而总结了国内外农业大数据的特点并归纳国内
外农业大数据存在的问题。【结果/结论】我国需借鉴国外先进的农业生产模式，从农业规范
化、精准化、智能化三方面发展，这将对我国农业大数据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指
导作用，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浪费、充分利用有限的农业资源，为我国粮食安全提供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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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1960—2011 年世界人口从 30 多亿增加到 70 多亿，预估 2009—2050 年全球人口将增

加 30% 以上，这意味着粮食生产必须增加 70% ［1］。然而气候变化，土壤退化，水污染，
社会文化发展，市场波动和政府政策等因素增加粮食安全的不确定性 ［2-6］。虽然精准农

业 （Precision agriculture） 和智慧农业 （Smart agriculture） 在我国部分地区得到小规模应
用，促进粮食产量增加，但受制于前述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我国农业模式仍然存在

一些不足。与土地，劳动和资本一起，大数据已经被作为第 4 个生产要素信息所考虑。
为应对粮食短缺问题，除了要基于实际情况推进精准农业和智慧农业利用外，还需要

将大数据思维和技术融合到精准农业和智慧农业发展过程中，进而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
精准农业运用大数据思维，它是将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相互结合的农业，在根据空
间差异的数据采集和处理上，进行定位、定量、定时以得到最佳效果和最低代价 ［7］。作
物生长模型和产量监测的进展以及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使用为应对粮食短缺提供技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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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并且使现场点测量的精确定位成为可能。同时新的信息通信技术为传统农作物和农场
管理扩展了精准农业概念，通过扩大政策和决策背景研究，实现更高水平的语义和概念
互操作性，加强现有的决策任务 ［8］。由大数据和先进的分析形式，精准农业进化为智慧
农业。
智慧农业是农业大数据运用的一种高级阶段，主要强调在网络物理农场管理周期
中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 ［9］。如今，农业实践得到新兴数字技术的支持，如遥感、云计
算和物联网。为了加速智慧农业发展，使智慧农业能够充分应对农业生产中所面临的
挑战，尤其是在生产力，环境影响，粮食安全和可持续性等方面。通过利用云计算、

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增加各种传感器的上下文感知技术 （Context aware），
在农业中引入更多的机器人智能设备，使得它们能够自主执行或者远程操作来扩展传
统工具的功能 ［10］。将智慧农业纳入现代技术和应用，能够解决日益增加的人口所带来
的粮食短缺问题，同时能够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以及对自然资源匮乏
的挑战。
先进的数字技术正在从实验室迅速渗透到各行各业。大数据的发展促进许多行业的
发展，然而在这个大趋势中，农业大数据发展相对缓慢。事实上，将大数据运用到农业
中，可以通过数据可视化技术，提高农业效率，以及实现农产品质量监控等，发挥部分
农业大数据所蕴含的农业应用价值。近年来，随着农业大数据的兴起，虽然国内外学者
对农业大数据的研究与应用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农业气象预测、市场需求与供给、粮
食安全以及病虫害预测与防治等都可以通过大数据进行预测和干预，但是鲜有学者对不
同国家农业大数据的发展现状进行梳理和总结。
因此文章从大数据概念出发，讨论大数据及其在农业中的潜在价值。然后针对目前
农业大数据发展的形势，以我国、美国、以色列和日本的农业大数据为主，介绍了目前
农业大数据发展状况，以及国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农业大数据存在的问题并对大数
据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1 农业大数据概念
从不同领域大数据来看，不同研究者或者研究机构对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表述不一
样。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 （McKinsey） 认为在大数据时代中，数据已经是渗透到
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的生产因素。人们对于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

着新一波生产率增长和消费者盈余浪潮的到来。在 2013 年 IT 研究与顾问咨询公司高
德纳 （Gartner） 的技术成熟度曲线 （The Hype Cycle） 报告中指出，大数据已经进入发

展的高峰期 ［11］。到 2019 年，各种 AI 技术、传感器、核心计算、通信和集成等新兴技
术的蓬勃发展，对商业、社会和人类带来重大影响并且促进新兴技术的出现 ［12］。通

过大数据技术多年的发展，传感器已经能够收集分析处理海量的数据，并且可以适用
于各行各业的情景分析，合理地运用大数据技术有助于以更好的方式实现高目标高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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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大数据定义尚且有些争议，没有统一的定义。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公司

IBM 发 布 的 白 皮 书 《分 析 ： 大 数 据 在 现 实 世 界 中 的 应 用》 对 大 数 据 的 特 征 概 括 为

“4V”,即数量、多样性、速度和精确性 ［13］。研究学者 Luo ［14］ 等提出的大数据的特征与
IBM 前 3 个 V 内容相同，但是将第 4 个特征变成价值。综合以上观点，该文对大数据的

特征进行以下概括，用“5V”来表示：（1） 大量 （V1）：大数据的数据量通常高达数十
TB，甚至数百 PB。（2） 高速 （V2）：高速接收乃至实时处理并且分析数据。（3） 多样化

（V3）：可用的数据类型众多。（4） 精确性 （V4）：真实、可靠的数据才有意义，以及其
整体的可信度。（5） 价值性 （V5）：利用海量数据预测未来趋势并做出决策，创造高
价值。

大数据在农业中有不同的应用 （表 1）［16］，对农业的发展意义重大。为了应对日益

增长的农业生产挑战，促进大数据在农业中的研究与应用，农业大数据应运而生。张

浩然 ［15］ 等提出农业大数据是指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运用大数据的理念、技术及方法
来处理农业生产销售整个链条中所产生的大量数据，从中得到有用的信息以指导农业
生产经营、农产品流通和消费的过程。农业大数据的重要作用凸显在种植业播种施肥、
畜牧业生产、农产品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方面，将大数据技术融入农业领域，进行跨
行业数据挖掘与预测分析，通过对农业大数据的研究分析，挖掘出潜在的价值，有利
于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浪费、充分利用有限的农业资源，为我国粮食安全提供保障。
农业大数据的体系结构包括数据源、数据获取、数据的预处理、内存分析、智能数据

分析以及数据可视化 6 部分 （图 1）［17］。此外，大数据与农业领域相关科学研究的结合

应用，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进行融合，形成新型农业生产方式，实现智能化管理。
进而农业大数据的实现可以使农业信息化的发展从数字化到智能化的转变，有助于推
动智慧农业发展，实施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促进农业转型升级，提高农业生
产力。
表 1 大数据在农业中的应用
Table 1 The applications of big data in agriculture
“5V”
特征
大量（V1）

高速（V2）

多样化（V3）

精确性（V4）

农业应用
天气预报，牛羊群选择性宰杀，作物识别，农民的生产力改进，小农保险和保护，农民融资，作物产量估算，
基于遥感的粮食安全评估，
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分类，
地球观测的数据共享
天气预报，葡萄酒发酵，动物食品的安全性和质量，杂草识别，动物疾病识别，农民的生产力改进，偏远地区
的农民金融交易，
地球观测数据共享
管理区域识别，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供应估算，野生动物种群评估，小农保险和保护，农民的生产力改进，农
民对可持续性绩效和运营效率的认识，
农作物的耐旱性，
气候科学
奶牛群选择性宰杀，动物食品的安全性和质量，杂草识别，动物疾病识别，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供应估算，小
农保险和保护，
农民的生产力改进，
地球观测数据共享，
评估野生动物种群的生存能力

价值性（V5） 高密度农田的信息获取，
智能决策支持系统，
农业智能装备，
农业生产环境监控，
农情遥感监测预警［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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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业大数据的处理流程
Fig.1

Processing flow of agricultural big data

2 发展现状
截止 2021 年 3 月 23 日，基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分别检索大数据与农业大数据方

面的相关文献并进行统计。大数据主题检索为 big data，农业大数据检索式为 TS= （big

data AND agriculture），文献类型都限制为 ARTICLE，时间跨度为 2000—2020 年，最终在
数据库中检索到 89 120 篇有关大数据的文献，3 213 篇有关农业大数据的文献 （表 2）。并

且进行精炼检索，将语种限制为 CHINESE，最终在数据库中检索到 16 940 篇有关大数据
的中文文献，408 篇有关农业大数据的中文文献。从图 3 统计可以看出，2000—2016 年大
数据文献量呈上升的趋势，2017—2019 年总体文献数量平均每年提升 1/3，其中 2019 年

发表关于农业大数据中文文章总数最多，达 49 篇，约占 15%。而在 2020 年大数据与农业

大数据相关文献都有所下降。因此，文章总数量有所上升趋势，农业大数据相关内容不
断完善，并且研究水平不断提升。

图 2 2000—2020 年农业大数据文献年份统计
Fig.2

Years of the agricultural big data during 200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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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0—2020 年大数据与农业大数据研究相关文献统计
Table 2

Research statistics of big data and agricultural big data literature during 2000—2020
大数据（篇）

农业大数据（篇）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数据库名称

51 072

1 413

CABI

10 395

1 356

1 256

28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SM
KCI-Korean Journal Database

Russian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ELO Citation Index

2.1

16 150
9 106
1 141

302
86
28

国内农业大数据发展现状

2.1.1 农业大数据政策日益完善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大数据的开发发展，积极开展对农业大数据的研究。在农业

研究领域中部署大数据技术，促进农业大数据在社会发展中的决策支持作用。2015 年国
务院发布的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中指出农业大数据应用是主要任务之一，提出
了“现代农业大数据工程”［19］。2016 年农业农村部发布 《农业农村大数据点方案》，该文
件旨在数据共享问题取得突破，建立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机制 ［20］。2017 年农业农村部
发布 《农业部关于推进农业大数据发展的实施意见》，该文件的发布为充分发挥大数据在
农业农村发展中的重要功能和巨大潜力，有力支撑并服务于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21］。2019年农业农村部发布印发 《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 （2019—2025 年）》 的通
知，该文件的发布对推动农业大数据产业发展，加强数字化农业农村生产建设，实现乡
村全面振兴有着重大意义 ［22］。

2.1.2 农业大数据规模日益扩大

我国农业大数据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存储量逐年增加，农业大数据的存储总量

已达到一定规模。一方面有关农业方面的数据在农业传感器、物联网等智能终端都累积
了大量数据，另一方面数据海量存储通过云存储、分布式数据库等的产生也成为可能。
2015 年，我国建成第一个现代农业大数据交易中心。该交易中心收集了数百种国内农业

生产和管理数据，农产品市场和物流等数据，通过农业大数据聚合机制和交易创建良好
的应用生态圈。2020 年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印发通知：共建共享共用农业气象
灾害大数据平台，引起广泛关注。该平台充分利用农业大数据发展的优势，联合开展灾
害风险普查，为农业气象防灾减灾工作提高效率 ［23］。这些建立农业大数据网站平台共享
的举措，为存储海量农业数据提供了基础保障，有利于促进农业大数据技术进一步的
发展。

2.1.3 农业大数据为农业的发展奠定有力基础

农业大数据的积累为农业灾害监测与预警、农业数据挖掘和信息服务等提供了基础

的支持。2013 年王儒敬 ［24］ 提出建立国家级农业信息化大数据处理中心，利用云计算技
术服等技术，解决农业信息化发展资源共享问题和信息服务多样性、地域性等个性化问
题，实现我国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持续发展。2019 年我国农业科学数据中心正式建
设，该中心立足农业部门，是我国农业科学数据的汇聚中心、存贮中心、挖掘应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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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中心、以及共享服务中心，为农业科技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25］。经过多
年长期的金农工程建设，国家农业科学数据中心囊括了作物科学、动物科学与动物医学、
热作科学、渔业科学、草地与草业科学等 12 种农业数据库，国家农业科学数据中心提供
数据汇交系统平台有利于弥补基础研究短板加快科学数据增值，并且还提供数据挖掘分
析服务帮助用户快速了解和分析数据情况，展示合适的数据分析图表，这对于农业的发
展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总而言之，我国农业大数据研究水平在不断提升，从农业大数据
管理与政策角度来看，我国农业大数据的发展具有比较好的顶层设计，其次，在底层数
据的获取和平台的建设上也有着完善制度体系。
2.2

国外农业大数据发展现状
国外农业大数据的发展迅速，一些起步较早的农业公司，通过将大数据与农业应用

相结合实践，现已形成更加成熟的农业大数据应用程序系统模型。不仅企业间竞争抢占
经济发展优势地位，而且国家竞争也日趋激烈。美国高度重视大数据价值并积极推进研
发和应用，2012 年 3 月白宫发布 《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2013 年 11 月白宫进一步推

出“数据—知识—行动”计划，2014 年 5 月美国总统办公室提交 《大数据：把握机遇，
维护价值》 政策报告，2016 年 5 月白宫发布 《联邦大数据研究与开发计划》，这 4 轮政策
将大数据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不断加强大数据在研发和应用方面的布局 ［26］。此

外，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出台了类似大数据政策，以推动产业发展，倡导抢
抓大数据产业发展新机遇。

2.2.1 美国农业大数据的规范化

在美国，农业大数据应用包括 4 种机制：农业信息收集机制、农业信息分析机制、

农业信息发布机制以及利益分配机制。从信息采集到发布都进行立法管理，通过法律保

证农业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维护农业信息使用主体的权益并积极促进信息共享 ［27］。
2014 年美国迎来一次重大的农业政策变革，其中取消政府对农业的补贴等一系列改革对
美国农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次变革为农民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不仅保障农民收入
的稳定，而且还保障美国人民的粮食安全。由于美国拥有健全的农业法律体系，政策的
执行效率较高，促进其农业的高速发展 ［28］。2018 年美国颁布 《2018 美国新农业法案》，
该法案保持农业政策的延续性和针对性，更加完善农业补贴政策，保障农民稳定的经济
收入 ［29］。

2.2.2 以色列农业大数据的精准化

在以色列，内盖夫沙漠地区占据了全国一半土地面积以上，全国境内仅有一条河流

约旦河，虽然大半的水利资源被用来进行农业耕种，但是农业发展的自然资源极度匮乏。
全国仍有一半左右的耕地得不到良好的灌溉。以色列农业科研单位以国家研究机构为主，
有较高的信息化和数字化基础，以高新技术发展农业机械。利用计算机对农业生产管理
进行精准调控，例如：灌溉、施肥、温度和湿度等，将高科技化为农业发展的主要推动
力 ［30］，促进了农业生产并且提高产物质量。此外一些科技公司也在积极探索精准农业的
新技术，以色列智慧农业科技公司为例，他们利用卫星图像、传感器以及基于本地的病
虫害分布等大数据资源，运用到农业应用中。该公司还开发出一种大数据预测方法即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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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天气、灌溉和病虫害状植物模型技术。通过这项技术，农民能够根据气候变化等可视
化的预测数据，更进一步调节灌溉设备的阀值及方向、化肥及杀虫剂使用数量等，增加
产量并降低成本。这些公司以较高的信息化和数字化基础，推出农业应用中处理大数据
的新方法，为以色列的精准农业发展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数据，从而有效地保障农业生
产的精准化。

2.2.3 日本农业大数据的智能化

国外农业大数据智能化应用先进成熟，以日本为例，日本政府从 2014 年启动“下一

代农林水产业创造技术”项目研发。在智能农场方面，WAGRI 通过汇集得到的田块地形
图、土壤数据、生长预测系统数据、网格气象数据四种类型的数据整合到农场管理系统
上，有利于降低成本，增加效益 ［31］。智慧农业技术的应用使得日本的农业管理更加便
捷，作物收成进一步提高。日本的智慧农业技术优势之一是农业技术的数据化，在全自
动的劳动中，实现信息化农业、集约化经营，并利用信息化技术打造新型农业生态模型，
减弱农业对自然环境与从业人员的依赖，并且通过智慧农业将粮食自给率达到 66% ［32］。
日本农业成功转型为数字农业，将农业智能设备，信息通信技术投入到农业上的应用，
实现农业生产的智能化。
数字农业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研究重点和优先发展的战略方向，在统一规范化的机
制指导下，将大数据融合到农业领域当中，发达国家基本实现农业的精准化管理和智能
化运用。

3 存在问题
现阶段，我国农业大数据的研究与应用逐步深入，农业大数据的巨大价值也逐渐体
现。因为大数据分析在农业中的应用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有益的，所以随着我国开始
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到农业大数据的分析和应用过程之中，一些问题也随之产生 （或
预计会产生）。虽然农业大数据在国外发展迅速，但是也仍然面临着数据开放性的问题。
3.1

国内农业大数据问题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就已经开始发展农业科学数据库建设，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我国才开始建设农业科学数据库。虽然我国现阶段的农业大数据发展迅猛，但是随着农
业大数据信息资源呈指数级的增长，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也逐渐显现。
3.1.1 数据利用率有待提高

随着我国各种农业大数据中心的建立，其中包括国家农业科学数据共享中心、国家

农作物种质资源平台、国家水稻数据中心等农业数据平台。各种类型的数据存储量逐年
攀升，非结构化数据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其数据规模远超于结构化数据，同时在
对数据的处理，应用和分析等技术能力方面难以跟上数据存储量的增长。数据的有效利
用主要受到数据量化能力与管理过程中数据共享量的影响 ［33］。
现有算法大多是用于小数据集，用于大数据集可能会出现偏差，例如效率过差根本
无法使用 ［15］，所以传统的数据挖掘无法适用于大数据挖掘的发展需求。云计算是农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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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的主要工具之一，为大数据存储、快速处理和分析挖掘提供基础能力，但是农
业数据的类型多种多样，并且由于数据集过大，导致数据利用率低下。Coble ［34］ 等人提
出的大数据研究法中，提到所有精准农业都是基于统计方法，而这些统计方法背后的方
法可能不适用于大数据所解决的问题。如何提高数据利用率、有效挖掘出数据价值、提
升数据分析能力是农业大数据面临的难题。
3.1.2 数据存储规范化有待提高

虽然我国大量的农业网站已经收集很多信息资源，但由于一些体制和利益之类的原

因，这些应用系统平台之间没有统一的数据和技术标准，数据相互之间不能自动传递，
缺乏有效的关联互补和共享互换，从而形成信息孤岛。信息孤岛的存在带来信息资源拆
乱分散和大量冗余等问题，孤立的信息系统无法有效地跨系统的综合信息，各类数据不
能形成有价值的信息。因此农业大数据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提高数据存储的规范化，
将不同结构的大量数据进行统一的存储，并且进行统一分析。由于农业大数据的来源不
同并且非常广泛，有的来自各种物联网系统，有的来自农业信息化网站平台，有的来自
科学实验系统等，所以数据类型丰富多样，包括表格、文本、HTML 网页文件以及多媒
体数据 （音频／视频／图像） 等，导致数据类型是以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半结构化 3
种不同类型数据的融合。

3.1.3 信息时效性和技术水平有待提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分散的生产经营模式使信息获取变得困难，在市场竞争中

人们对于信息的依赖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孙忠富 ［35］ 提到信息和服务的滞后性，往
往对整个产业链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由于市场经济的特点，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制定统
一的农业生产计划，导致农业生产深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此外，农业生产的许多方面
依赖于感觉和经验，缺乏量化数据支撑，不方便直观地衡量风险和收益。
时效性作为农业大数据应用中一个重要的特点也表明数据中蕴含的价值往往会随着
时间的流逝而衰减，所以农业大数据在分析的过程中要考虑时效性的问题。一方面，在
与农业气象、农业病虫以及地质相关的数据分析中，如果大数据分析不及时那么可能会
导致灾害的发生；另一方面，如果监测到的相关数据分析不能及时反馈给农民，那么很
有可能无法使农业灾害造成的损失有效降低。此外，由于数据量的密集，能否在可接受
的时间内得到分析处理也成为衡量大数据分析方法的一个要素。
3.2

国外农业大数据问题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使用农业大数据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由于技术发展的不平衡，

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存在数字鸿沟，信息化水平方面存在差距。在美国，刺
激大数据增长的条件在美国的农业中并不普遍，例如：广泛使用机械化拖拉机，转基因
种子，计算机和平板电脑进行农业活动等。但是小农户往往没有办法访问数据，也无法
对数据进行分析。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大数据的收集工作只会使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农场
主受益，因为他们拥有成功和准确收集资金的手段和专业知识 ［36］。在非洲，对于肯尼亚
西部和东部，农民资源贫乏，农业生产水平落后。Rodriguez ［37］ 根据农民的禀赋水平确定
了 3 种住户类型 （结构类型），分别为“非常贫困”“贫困”和“较富裕”的农民，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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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民人口存在差异性，并陷于贫困的境地。农业大数据特别是对数量和品种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规模较小且不太多样化。国外的农业大数据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差异，
但是他们都在社会政策，隐私安全性以及技术方面存在问题。
3.2.1 社会政策

在农业大数据的社会政治角度方面，在美国农业大数据集中在大型农业企业手中，

主要是由于农业食品行业中大型垄断企业的创建以及农民对大型企业农业经营的依赖性。
大数据集中在大型农业企业手中限制农业大数据技术发展的潜力，这只会增强少数大型
农业企业的能力和业务优势，容易造成商业技术垄断。前孟山都和杜邦先锋两家公司共
同控制着美国大部分玉米和大豆种子市场，在提供特定农场使用的决策支持工具的大数
据分析方面也存在着竞争的关系 ［38］。农业大数据仅被少数大型的农业公司获取，不利于

农业大数据的发展和进行多样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例如 2013 年，气候数据公司被前孟山
都所收购，前孟山都估计在农业数据科学市场的价值可能高达 200 亿美元，这将会限制
农业大数据技术的多元化发展。
3.2.2 隐私安全性

目前国外农业大数据存在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即隐私安全问题。农民担心的主要问题

来源两方面：（1） 来自竞争农场，（2） 来自种子公司层面，它们可能会存在滥用与其农
业生产活动的相关信息。例如：前孟山都等大型农业公司可能会通过调控农业市场价格
进而影响到农民购买特定的种子，喷雾剂以及农业生产设备，并从其服务成本和更高的
种子销售中获取利润。同时，农民关心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竞争对手是否可以使用他们
的数据和信息，例如：其他农民对作物产量信息的访问可能会产生不必要的竞争，以出
租耕地，这将导致土地价值和种子价格出现新的飙升 ［36］。其次，如果没有现行的法律法
规来强制农民和数据分析提供商之间进行数据安排，数据隐私可能会影响农民生产行业
的发展。对于许多农业运营而言，像许多市场上的软件系统一样，让许多仍依赖于 Excel

电子表格或者纸笔书写方法的农民获取并且使用软件系统，将会是重大调整 ［39］。因此，
不仅需要农业大数据公司或者组织说服农民做出转换，还需要保障农民生产活动的隐私
安全性。

3.2.3 技术水平

在农业大数据技术方面，包括气候科学、精准畜牧业、遥感领域等，都存在一定的

技术问题。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气候科学家们提出一个潜在的数据挑战，天基观测数据集
的规模会随着新任务的上线而急剧地增长并且还会定期生成数百 TB 或更多的数据集。从

技术角度来看，（1） 大型存储库意味着数据集本身无法移动并且分析操作需要迁移到数
据所在的位置；（2） 要在供应链上快速响应客户对气候数据的新用途的需求，需要在构
建和部署应用程序时具有更大的敏捷性，在复杂或者更大的背景下有利于应对气候领域
的大数据挑战 ［40］。
精准畜牧业技术的挑战源于前所未有的数据流。Gota ［41］ 等人提出随着数据存储能力
的增强，高通量和全自动技术已经在农业环境中快速生成了大规模的数据。利用大数据
挖掘和机器学习工具，应用于畜牧业特定的优势和缺陷。此外，具有互补背景的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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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如计算机科学、经济学、工程学、数学和统计学，以及工业界的密切合作，对于
有效地开发高吞吐量和异构数据的前沿研究方法是必不可少的。
在遥感方面领域，为进一步发展农业遥感需要大量数据技术改进。Huang ［42］ 等人提
出在一个遥感图像可以具有不同级别的许多产品，并且在相同的图像产品可以上下重新
采样以满足实际要求，同时可以针对不同的应用进行转换，这样使得遥感数据的体积和
复杂性迅速随着大数据而增加。为满足农业遥感在精准农业开展研究和进一步开发，还
需要完成以下工作：标准化农业遥感数据采集和组织；建立农业遥感自动化处理模型和
农业过程模拟模型，以提高农业空间分析的质量和效率等。

4 结论与展望
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而且还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和
发展。因此，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必须认识到大数据的重要性，创新和优化大数据在农
业发展中的应用，以确保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大数据技术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各行各业
发展的新动力。依托大数据技术实现技术变革和创新已成为各行各业的必然要求。在农
业领域，农业大数据是目前大数据应用的一个重要方面，依靠大数据技术以实现农业现
代化。
该文通过回顾农业数据理论的发展以及对国内外的农业大数据发展进行分析，尤其
介绍农业大数据在社会政治、隐私安全性和技术方面存在问题。我国农业生产有一定的
优势，因为大宗农产品产量居多且大多规模化种植，有利于进行整合农业数据资源、规
范数据标准、统一标识和规范协议等，有效解决数据利用率低下，提高数据存储规范化
以及信息时效性问题。但是我国还在农业大数据应用方面也仍存在一定问题，如一些农
业种植分布零散的省份，难以对农业大数据进行整合与共享。无论是农田建设，农作物
种植和收割，还是农产品加工和物流，都需要整合并且处理不同类型以及不同来源的数
据，全面准确的数据分析能够挖掘出新数据和新结论。在未来，大数据将是农业发展的
关键技术，将被广泛应用于农业领域。我国需要借鉴国外先进的农业生产模式，向农业规
范化、精准化、智能化发展。通过对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进，大大提高农业生产产量和质
量，有效地减少化肥的使用，降低水资源、农药等投入。并且有序地农业经营实现了农民
的增收，不但可以从种植业、畜牧业中获利，还可以从农业加工销售过程中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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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big data
development at domestic and overs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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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big data in China’
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mprove its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quality.［ Method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first reviews the proposal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big data theory by

investigating the literature on big data and summariz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big data in

agriculture. Second， it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big data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the three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srael， and Japan. And
then summar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big data at domestic and

foreign.［Result/Conclusion］China needs to learn from advanced foreig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ls and develop them into three aspects：standardized，precise，and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This will have an important guiding role in the application of China’
s agricultural big data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thereby improving production efficiency，reducing waste，making full
use of limited agricultural resources，and providing guarantees for China’s food security.
Key words：big data；agricultural big data；precision agriculture；smart agri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