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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技术在智能农业中的应用 

杨 英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长沙 

【摘要】在社会发展的新时期，我国的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物联网技术的应用越来越被

重视，并且在农业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提高农作物种植产量的重要手段。在目前的社会背景下，

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将物联网技术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使智能农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是现阶段我国关

注和研究的重点话题。因此，本文简单分析了物联网的基本概念，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物联网技术在智能农

业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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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 development, my country's agriculture has developed rapidly. At the 
same time,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agricultural field, becoming an important means to increase crop production. Under the current 
social background, how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and enabl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is a key topic of concern and research in 
my country at this stag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briefly analyzes the basic concepts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proposes a series of applications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in smart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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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目前的农业发展中，从物联网技术在智能农

业中的发展情况来看，由于发展的时间相对较短，

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经验不够丰富、行业

标准方面存在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已经被相关学者

多次提出，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尚未得到根本

上的解决。对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物联网技术的

研究，为智能农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从

而为我国农业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物联网的基本概念 
物联网，简单的来说，其主要是以互联网为依

托，在特定的事物之间建立相应的联系。与此同时，

不同的物体之间会产生一定的作用，进而产生影响。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物联网技术的构成所涉及到的

内容较多，且比较复杂，但是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物联网技术的优势不言而喻，能够被应用到不同的

领域，但是为了使其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发挥重要作

用，还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比如，提高技术的强

度，提高管理的水平等等[1]。 
2 智能农业中物联网关键技术 
2.1 M2M 技术 
对于这项技术的理解，一般情况下，是指对于

不同的两个事物之间，能够实现信息的沟通与交流，

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进行理解：第一，通过

多种信息交流形式，使人与机器之间进行交流。对

于两台不同的设备，在具体的信息交流过程中，能

够使数据同时传送，根据信息完成相应的指令，比

如，远程测量工作。人与机器设备之间的交流互动，

简单的来说，是指通过机器设备，能够将所需要的

各种信息进行采集，然后这些信息被传送到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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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人员通过系统能够及时了解与农业相关的信

息。人员可以根据对这些信息的分析，对设备下达

相应的指令，从而实现远程操作与控制，使农业能

够得到正常运营；第二，机器与机器之间的联合行

动。具体的来说，依托网络的作用，对各种类型的

设备中所产生的信息进行处理，然后下达相应的命

令，任何一台机械设备的运行都不是孤立的，而是

与其他类型的机器设备之间能够保持一定的联动

性，进而凸显出农业物联网的人工智能特点[2]。 
2.2 WSN 技术 
在这项技术的应用下，能够及时掌握与农作物

生长情况相关的各项数据。比如，温度数据、土壤

数据等等。这项技术能够通过对农业大棚中传感器

所传输的各项信息进行接收，且将信息在第一时间

传送到系统中，与设置好的标准指数进行对比，从

而给相关的设备下达相应的指令，主要是为了保证

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3]。 
2.3 射频识别技术 
这种技术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对

无线电波的利用，对于所采集到的各种数据信息进

行传输、交流、互动。需要注意的是，在信息传输

的过程中，已经脱离了对通信线路的应用，可以对

网络架构进行直接利用，从而使各项数据信息能够

达到非接触性交互的目的。在数据和信息进行互相

的交流与互动时，识别系统会接收到指令，使数据

信息原本的结构标记呈现出来。与此同时，通过对

电子标签的识别和确定，能够进一步确定对接设备

的运行信息，且对信息进行准确定位，从而实现对

数据的预调制功能[4]。 
3 物联网技术在智能农业中应用 
3.1 在智能农业信息管理方面的应用 
在智能农业的发展过程中，通过了解发现，需

要处理好与农业相关的各种数据信息。在信息的管

理方面，利用物联网技术，能够将各种类型的信息

收集起来，使信息形成一个数据库。通过对数据库

的分析，能够将重要的信息提取出来，掌握与农业

相关各项数据。利用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挖掘出重

要的信息，并且能够为智能农业的发展提供科学依

据。与此同时，在智能农业的发展中，对于用户想

要查询的信息，或者想要统计的信息，通过对技术

的应用，能够满足用户对于信息方面的真实需求。

对此，对于相关部门来说，需要在这项技术的应用

下，提高农业信息管理的科学性。比如，可以将完

善信息发布的相关平台、专家咨询平台等等[5]。 
3.2 在智能农业信息监测方面的应用 
在农业信息的检测方面，通过对这种技术的应

用，能够帮助农业生产者及时了解农产品的生长情

况、生长状态。如果发现农产品的生长环境出现异

常，农业生产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生长环境中

的各项因素进行调节和控制。对于相关部门来说，

要在技术的应用下， 重视对温度传感系统的构建，

避免在温度测量时出现失误的情况，使温度测量更

加精准[6]。 
3.3 在智能农业流通方面的应用 
物联网在农业流通方面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农产品进入加工环节时，可

以将不同类型的农产品进行分类，根据类别制作出

相对应的电子标签，将标签输入到运输系统中。加

工企业通过对标签的识别，可以掌握与农产品相关

的各种信息；第二，利用物联网技术，在运输环节

时，能够根据运输的要求，在系统中规划出相应的

运输路线，且合理安排相应的运输数量。通过这种

方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成

本。与此同时，通过对这项技术的应用，能够使运

输环节更加自动化；第三，通过对这项技术的应用，

不管是在农产品的储存环节，还是保管环节，都能

够实现对各项工作程序的控制。比如，农产品的出

库、农产品的售后等等。与此同时，通过对物联网

技术的应用，能够根据农产品的特点，使农产品存

放的温度能够达到相应的标准，控制好存放的温度，

且对存放农产品的库房进行全面监控；第四，在农

产品进入销售环节之后，能够根据销售的情况，及

时提醒相关人员补充农产品，使零售环节的管理更

加规范化[7]。 
3.4 在智能农业安全溯源系统方面的应用 
农产品的安全追溯体系在近些年来已经逐渐完

善，简单的来说，其主要是通过对技术的应用，对

于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工序，消费者都能够

随时随地的了解。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在很大程度

上保证食品安全[8]。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农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物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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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技术在智能农业中的应用十分重要。对此，需要

不断提高物联网技术的应用水平，提高智能农业的

应用程度，抓住农业发展的机遇。比如，在管理方

面、在农作物的批量生产方面，需要进行进一步的

研究与应用，使物联网的应用程度不断提高，在农

业领域发挥出更大的价值，为我国农业的长远、稳

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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