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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岁的姜涛站在望不到头的稻田
边。这是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江北乡的一
个山村，水稻结了沉甸甸的穗，把碧绿的秆
子压得直不起腰。远处还有沙沙作响的玉
米地，看不到的地方还有一片大豆田。

如果在两年前，他肯定要掂一掂稻穗，
抓一把土闻闻，才决定今天该浇多少水、要
不要施肥。但现在，姜涛一手捧着 iPad，
一手手指点点划划，大声念出了今日该做
的事情——“9月25日，打药。”
“为啥这天打药？你看嘛，天气晴，施

用后3天温度正常，作物预计成熟度85%，
预计生长积温2567，都合适。”姜涛指着屏
幕上的打药方案，又指指头顶，“这可是天
上的卫星告诉咱的，准得很，比最有经验的
老农民说的还清楚”。

高科技不贵——

20多颗卫星指挥农民种地

姜涛算是年轻一代里的种地能手。在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读书期间，他跟着导师
种了多年试验田。2013年毕业后，他先后
在4个村流转了400多公顷土地，种了玉
米、稻花香水稻和50多个品种的大豆。

虽然跟着导师学了不少，但面对400
多公顷土地，试验田精细化管理的做法根
本用不上。“地块太大了，四五年了，我也没
有全部走一遍。”姜涛不好意思地说。

随着土地集约化发展，姜涛这样的种
植大户越来越多，他们往往流转了上千亩
土地，每天走一圈都走不过来。走马观花
尚且为难，想要随时掌握上千亩土地的“微
表情”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自然也无法
准确判断、记忆哪块地该浇多少水、哪块地
该施多少肥……

起初，姜涛用了老人、老办法，聘用村
里原本种田的人接着给他种地，最多的时
候公司聘用了五六十个人，员工成本飙升。

2015年，姜涛所在公司引进了北京佳
格天地科技有限公司的耘境系统。村里的
老把式将信将疑，但姜涛毫不犹豫就加入
了。他得到了一个账户，登录后，里面清晰
绘制了他全部地块的影像、种植面积、作物
品种，并实时更新该乡镇的天气情况，每天
还有农事活动建议……姜涛用一个iPad，
随时保持在线。

iPad连着天上的眼睛——那是20多
颗卫星，其中10多颗是遥感卫星，6颗是
气象卫星。遨游在太空中的卫星永不疲
倦，拍一张照片就是几百亩地，时间、空间
上都能够满足大田管理的需要。卫星掠过
地球时拍摄下高精度照片，佳格用计算机
识别不同的图像，结合农作物品种信息，就
能够判断农作物种植面积、生长态势、土壤
条件、气候变化，告诉农民该干什么了。

听起来高大上的服务，收费一点也不
贵。“1500亩地的卫星图像，最贵的只要几
百元，通常只有几元钱、几角钱。”北京佳格
天地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弓似乎很
欣赏记者惊讶的表情，接着补充了一句，
“我们打包购买图像服务，价格更便宜”。

数据源头价格低廉，佳格利用数据提

供的服务也很好地控制了成本。姜涛说，
“佳格的服务价格我完全可以接受，算下
来，总成本能节省10%到 20%，这对农民
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数据了”。

30年和50年——

建作物和土壤气候数据库

我国幅员辽阔，从东北地区的黑龙江
到华南地区的海南岛，气候条件迥异，都有
农作物种植。稻米、小麦、大豆、玉米、土
豆，根据不同品种，每种作物又有数十个品
种。至于土壤，一个村里的地块还有含沙
量、含碱量、含水量、微量元素的差异，阴
面、阳面的光照条件也不一样，这就让种地
成为一门信息含量极高的大学问。

佳格的第一步，就是建立一个作物生
长和土壤气候的大数据库，并对应生成数
据模型。

在佳格的数据库里，存储着全国每一
地块至少30年来的遥感影像数据和对应
的气候数据，随机点一块地，就能看到这块
地在过去30年中的影像，种的什么作物、
面积多少、长势如何，当时的风速风向、空
气湿度、温度、土壤湿度等。

佳格还收集了东亚范围内50年的农
业气象数据，并结合作物品种，在电脑里模
拟出作物的整个生长过程，得出一个在不
同气候条件下、不同地块、不同品种的作物
生长模型。针对每个品种的农作物，佳格
都会根据具体的生长“表现”，建立一个专
属的数据库。

天气，是农民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大的
敌人。张弓认识一个佳格的客户，手机里
装了20多个天气预报软件，还感觉哪个都
不准。“因为民用天气预报很难做到精确，
跟农事活动也没有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张
弓解释说，比如天气预报会告诉大家今天
某县、某区的气温是多少摄氏度，可能会下
雨降温，需要穿什么衣服，但无法预计降温
会不会导致农作物结霜。

然而，佳格通过气象模型来模拟降水
和蒸发，用温度热红外波段去判断土壤的
温度湿度，通过云端气象模型和卫星气象
数据结合，可以给出更准确的局部天气预
报。目前，可以提供两周内的农业气象信
息服务，针对某些农业气象指标的短期预
报可以准确到95%。

同时，这套系统能够把天气预报术语
转化为农民需要的农事信息。这就好像一
部农业生产的“黄历”，告诉农民今日宜浇
水、宜施肥、宜除虫，精度可以准确到为每
一亩土地定制方案。

管千亩一样简单——

把种地能手的经验集
成大数据

虽然在种子销售时，都会附上适合的
种植地带、生长过程等“指南”。但在实际
种植环境下，作物生长总会千差万别。什
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收
割，哪块田能种玉米，哪块田能种大豆，不
同的坡度、河边、山上的土地分别该施多少
肥、浇多少水，只有经验丰富的农民才能准
确判断。

佳格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把农民积累
多年的经验，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秘
诀，转化为可以被定量、定性、定时分析的
大数据。
“我们跟种植者合作，收集他们的反

馈，获取在某一地块、某一品种作物的真
实生长情况。”张弓解释说，数据反馈回
来时，是带着土壤、气候等周边数据一起
回来的，“比如根据数据，我们计算出在
吉林某地，某一个品种的玉米出苗至成熟
125天，属中晚熟普通玉米品种。而这些
数据在种子销售时，只附有一句话，
‘120天左右可以收了’”。

有了作物生长的标准值，再根据气候
模型、实时数据得到的气温、湿度、土壤温
度等变量，佳格就能够指导作物种植的具
体活动。反过来，一块作物生长状态不佳，
佳格也能根据具体参数，诊断出是水少了、
肥多了、光照不足，还是其他原因。

农民的经验、土话也要转化为可参考
的数据。曾有一个种苜蓿的客户，要求佳
格告诉他第二天会不会下雨、会下什么雨，
因为下小雨他可以收苜蓿，下中到大雨就
不行了。佳格按照标准降雨量告诉他，第
二天可能会下中雨。结果当天客户打电话
来质问，明明下小雨，为什么说下中雨，害
他白耽误一天。深入了解才知道，这位客
户判断降雨量的标准是他的收割机能不能
下地，如果能下地干活就是小雨，太泥泞不
能下地作业，就是中雨或大雨。所以，按照
这一判断来计算，气象学上的中雨，对他来
说才是小雨。

两年来，佳格跟客户碰撞出了无数故
事。摔过的“跟头”都变成了宝贵的经验，
并转化为具体数据，进入了佳格的数据
库。数据累积，为佳格建起了农事遥感领
域的护城河。

覆盖农业全领域——

向更辽阔的天地一显身手

张弓和公司的另一位创始人之一曾经
是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科学家，有10
余年卫星遥感数据处理经验。2015年，他
归国创业，惊讶地发现中国的航天科技已
经世界领先。“佳格使用的10米量级卫星
中，中国卫星最多，差不多4天一次传回数
据，而美国10米量级的卫星数据可能一个
月才能传回一次。”张弓说。

2015年，佳格使用了七八颗卫星，全
是国外的；而现在用了约20颗卫星，有一
半是中国星。“农作物生长四五天就会有很
大变化，卫星图像有延迟问题。但使用的
卫星多，我们选取最近的时间就可以。”张
弓感谢量大质优价低的中国卫星为公司解
决了难题，“是中国航天科技的大发展，给
了佳格发展的机会，也让我们有机会拓展
新的业务”。

在农业保险上，佳格数据已经是最准
确的参考，包括太平洋保险在内的五六家
保险公司依靠佳格进行投保评估、标的判
断、风险评估、受损评估等。

2016年，某县发生了严重冻灾加旱
灾，农田受灾严重，按地块计算，多达18万
块。当地保险公司派了100多人，开了五
六十辆车去现场定损。他们选了几百个采
样点，也没有计算出实际受损情况。佳格
后期介入，仅用时两周，就计算出每一个地
块、每一个自然村的实际受损，最终结果让
保险公司、农民和政府都很满意。

从理论上来说，只要掌握了全球地块
的测绘数据、历史天气数据和气象数据，
佳格就可以准确预估出全世界粮食的产
量。而且，佳格的确有渠道获得这些数
据。最近，佳格刚刚测试了全球粮食期货
指数，这很可能是粮食期货最重要的参
考。此外，对更多宏观经济运行指标的监
测也在进行中。“卫星就像天上24小时在
线的摄像头，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搜集客
观可信的数据。”张弓认为，这才是佳格
最大的价值。

跟 着“ 卫 星 ”来 种 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 颖

一种快速判断呼吸道疾病病原菌的生
物芯片检测方法最近开始应用——只要检
测患者痰液，2个小时就能判断出细菌感染
种类，比传统方法快6倍至240倍。由于节
省时间对症治疗，避免延误病情，北京博奥
晶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这项技术，对于儿
童和老人呼吸道疾病的治疗尤具价值。

提起影响人类寿命的疾病，人们往往
忽视了呼吸道疾病。事实上，呼吸道与外
界相通，很容易被感染，特别是老人和儿
童，抵抗力较低，容易频繁感染。

世界卫生组织2013年发布的世界10
大死因统计结果显示，下呼吸道感染位列第
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1年不完全
统计显示，我国5岁以下儿童的肺炎死亡率
为184人/10万人至1223人/10万人。

呼吸道疾病的致死率如此之高，原因
之一在于：无法快速、准确找出病原菌，有
针对性地进行治疗。传统诊疗中，患者需

要先抽血化验，来推断是病毒还是细菌感
染。判定细菌感染后，医生才考虑使用抗
生素治疗，但最苦恼的问题也来了：很多人
使用某种抗生素后病情并没有好转，甚至
更加严重，只能再换一种抗生素继续治疗，
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和经济损失。

究其原因，传统方式无法快速、准确确
定致病菌种类，医生通常使用广谱抗生素，
如果致病菌对这种药物不敏感，则需要换
药。因此，目前我国大多数临床治疗仍处
于经验抗生素应用阶段，在使用高级抗生
素方面存在较大盲目性。

要确定病原菌，临床上常用的鉴定方
法是细菌培养法——通常需要一周左右，
才能得到结果；而特殊菌种鉴定时间更长，
会延误重症呼吸道感染患者的救治时间。

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的飞速发展，
病原学诊断与分子生物学技术密切结合，形
成了病原学分子诊断技术。针对病原菌难

培养、检测周期长、诊断率低等亟待解决的
问题，博奥晶典推出了一款呼吸道病原菌核
酸检测系统，通过检测患者痰液，2个小时就
能判断出细菌感染种类，比传统检测方法快
6倍至240倍，彻底打破了传统检测的局限
性。此外，凭借快速、准确、灵敏及特异等优
势，其在病原学诊断方面凸显作用，为下呼
吸道感染的诊断、治疗及细菌耐药机制的研
究等方面提供可靠技术支持。

准确早期诊断致病菌，是治愈病人的
关键，选择最佳的检测方法能够缩短疗程、
节约费用。呼吸道病原菌核酸检测系统可
以很好地解决吃药不对症问题，让我们少
吃错药。3岁的小患者明明，因肺炎入院两
天后没有任何好转，还出现了呼吸困难等
症状，只能用呼吸机维持生命。患儿病情
危重，医院采用最高级别的抗生素治疗，病
情仍无好转；后来采用呼吸道病原菌核酸
检测芯片测试，2小时后，根据检测结果，医

生采用针对致病菌对症的抗生素后，每天
花费大幅下降，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3
天后，孩子恢复自主呼吸，进入普通病房观
察，很快痊愈出院了。

据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高
占成介绍，呼吸道病原菌核酸检测产品从
2006年开始研发。经过临床验证，这款产
品能够对病患者进行高效便捷的检测，仅
需一口痰液，2小时内就可一次性快速检测
8种常见的下呼吸道病原菌。

据了解，该系统除可用于呼吸道病原
菌检测外，亦可应用于消化道病原菌检测、
伤口感染病原菌检测等多个临床检验方
向，为感染性疾病快速诊断、精准治疗及应
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了一种有效
工具。业内人士指出，如果这项技术得以
大规模推广，不仅能避免窗口期的误诊，而
且能精准地找出病因，有针对性地给药，避
免药物滥用。

生物芯片检测：从唾液中找出病原菌
本报记者 吴佳佳

以前，母畜繁殖需要人工观察并辅助进行授
精，费时费力又不准确。如今，“十三五”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畜禽繁殖调控新技术研发”改变了这一
现状：使用一种同期排卵、定时输精的调控技术，
就可达到母畜同期排卵、定时输精，使配种率和分
娩同期率分别达到95%以上。

由中国农业大学牵头、9所全国科研院校和
20余家大型企业实施的这项“十三五”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日前在北京启动。中国农业大学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繁殖学分会
理事长田见晖表示，“该项目核心是以定时输精、
妊娠诊断等创新优化集成与示范，形成批次化生
产技术体系。奶牛用这种定时输精技术后，16小
时至18小时可达到促排和同期排卵”。

据介绍，由于母畜配种、分娩等在繁育场随时
出现，不好掌握，繁育管理的无序状态增加了工作
量和成本，降低了生产效率。为突破效益低下、疫
病突出等瓶颈，欧美发达国家通过母畜同步繁殖
调控技术，促使技术与管理水平双重提高。

2016年 1月，经过前期研究，我国选择了温
氏和牧原等猪场进行批次化生产技术集成和示
范。研究发现，后备母猪配种率和分娩同期率分
别达95%以上，实现了不同批次、不同规模猪场批
次化生产集成和示范。

科技部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有关人士表
示，这一国家重点项目一旦成功推广应用，我国养
猪业将会彻底步入全进全出的批次化生产轨道，
实现工业化管理。由此，养猪业劳动生产效率将
提高十几倍，疫病长期滞留也将成为历史。

畜禽繁殖调控新技术研发：

让养殖步入批次化生产
本报记者 李华林

炎炎夏日，人们不得不在室内开空调降温。为
此，广州昌福建材有限公司从防晒霜中获得灵感，
自主研发了一种多功能干粉隔热涂料，取名“隔热
王”。该公司董事长关其焕告诉记者，房屋表面涂
上这种涂料，就像涂上了一层“防晒霜”，将给人体
带来不适的光线反射出去，从而实现隔热、降温。

关其焕介绍，“隔热王”涂料呈粉状颗粒料，原
材料为多种优质非金属矿物质和进口高分子材
料，加水搅拌即可使用。因其具有较低的热传导
系数，通过阻止热量传导，可反射75%以上太阳
光，有效降低屋面温度5摄氏度至25摄氏度，能
节省制冷电量30%。“‘隔热王’的原理是将太阳
光中的制热光线反射出去，保持屋面温度不升高，
从而实现技术节能，科学环保。”关其焕说。

在有效提升隔热作用之外，“隔热王”还实现
了保温、防水、防火、隔音等作用，成功克服了干粉
涂料功能单一的特性；在耐腐蚀、耐老化等性能上
也有进步，可减少维修频次和材料污染程度，延长
屋面使用年限，有效解决房顶老化等屋面问题。

这样神奇的效果是如何做到的？答案还要从
“隔热王”的成分说起。“隔热王”综合了多种材料
特性，实现了技术配方的创新。比如其中的绢云
母对紫外线有极强的屏蔽作用，对红外线有阻隔
作用；煅烧高岭土对红外线有阻隔作用，硫酸钡则
能够阻隔吸收对建筑、人体有害的Y射线、伽马射
线等；另一种重要成分海泡石提供了隔音、隔热、
吸甲醛等效果。每种成分的化学性质都很稳定，
按照最佳比例复合在一起，实现最佳综合性能。

今年以来，该产品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已在
全国200多个城市和19个国家推广。关其焕表
示，还将生产车用隔热涂料，将纳米级材料像喷漆
一样喷在汽车表面，起到有效隔热的作用。

给房屋涂上“防晒霜”
本报记者 周明阳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蒂森克虏伯近日宣
布，正在测试用于电梯维修备件配送的TeleRe-
tail机器人，以打造更加安全高效的维保服务。

这款配送机器人有效载荷达35公斤，宽度仅
为85厘米，可避开交通拥堵在人行道上行驶，甚
至深入限制车辆行驶的中心城区；此外，通过数字
平台可随时查看配送状态，进一步提升了电梯维
修的服务水平。

据悉，这一配送机器人由TeleRetail公司和
蒂森克虏伯共同开发。其中，基于云端技术的无
人系统支持了完整的供应链与物流网络，具有巨
大的应用潜能。由于有效提升效率、安全与流畅
度，其货运效果十分显著。

对此，蒂森克虏伯电梯全球物流高级副总裁
伊沃西贝斯表示，“无人驾驶配送机器人可以帮助
我们缓解配送压力，以更加快捷、灵活且环保的方
式将零配件运往电梯维保现场”。

无人驾驶实现安全物流配送

图为配送机器人TeleRetail。（资料图片）

▲ 北京佳格天地科

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介

绍数据图像系统。

� 工作人员实地查

看农作物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 佘 颖摄

掌中iPad尽显神通。

本报记者 佘 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