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10 月 31 日 星期日2021 年 10 月 31 日 星期日99 调 查调 查

养 殖 业 跨 进养 殖 业 跨 进 AIAI 世 界世 界
——重庆智慧农场发展调查重庆智慧农场发展调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陆牧吴陆牧 冉瑞成冉瑞成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郎郎 冰冰 刘辛未刘辛未 美美 编编 王墨晗王墨晗

““智能养兔智能养兔”“”“鱼菜共生鱼菜共生”“”“精准喂牛精准喂牛”“”“AIAI 养猪养猪””⋯⋯如今⋯⋯如今，，智慧智慧

农业不只发生在田间地头农业不只发生在田间地头，，也在改变着传统养殖也在改变着传统养殖，，颠覆着人们的认颠覆着人们的认

知知。。与传统养殖相比较与传统养殖相比较，，智慧养殖有哪些特点智慧养殖有哪些特点？？带来了怎样的改带来了怎样的改

变变？？经济日报记者日前深入拥有首个国家级畜禽产品大市经济日报记者日前深入拥有首个国家级畜禽产品大市

场场、、国家级生猪大数据中心等多个养殖业重点项目的重国家级生猪大数据中心等多个养殖业重点项目的重

庆市一探究竟庆市一探究竟。。

智能技术为传统养殖业的转型升级提供

了全新方向。从重庆的实践可以看出，智能技

术的引入应用，不仅提高了养殖业生产水平，

实现销售、管理等多个环节更加有序高效，提

高了养殖质量和效率，为企业带来效益，也让

产业充满发展活力。

但也应看到，目前不少地方的畜牧养殖仍

以小规模散养为主，大规模智能化养殖场相对

较少，难以满足我国养殖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

要求。

随着我国养殖业规模不断扩大，以及数字

技术快速发展，养殖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成

为必然趋势。养殖企业应抓住机遇，通过技术

引进和自主研发，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

网等技术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积极探索数字

化养殖的新路径，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对地方政府而言，养殖业的智能转型非

一日之功。智慧养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它的实现需要政府、科研单位、高校、

企业、农户各个创新主体加强联合与协作。

各地在引导推动传统养殖业智能化改造提升

时，应以特色优势产业为基础，结合本地养

殖市场发展现状做好长远规划。同时，充

分发挥好市场主体的资金与技术优势，鼓

励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主动应用智慧养殖技

术，推动地方养殖业

驶入“智能化”发展

轨道。

智能化转型需久久为功
吴陆牧

提到养殖业，以往很少有人跟互联网、大数

据联系到一起。智慧农业在改造田间地头的同

时，也正在快速走入牛棚、羊圈⋯⋯智慧养殖正

在多地发展得风生水起。拥有多个国家养殖业

重点项目的重庆正是其中之一。养殖业是重庆

市农村经济的一大支柱产业，但也深受市场体

系建设有待加强、产业链需进一步完善、资源再

利用待提高等一系列问题困扰。伴随着数字科技

的深入发展，重庆传统养殖业积极借助现代科技

向数字化、信息化、智慧化转型升级，通过数字科

技与畜牧养殖相结合，提高养殖的生产效率。

节本增效新模式

38 岁的沈代福是重庆长堰肉兔养殖场的场

长。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坐在监控室里，通过智

能化监测系统查看养殖场内环境参数的实时数

据。“智能技术的应用，让工作变得轻松起来，效

率也更高了。”沈代福笑着告诉记者，面对养殖

场里的 4 幢兔舍、2 万多只兔子，自己每天只需

要在电脑上轻轻一点，饲养程序就能全部通过

智能化设备完成。

重庆是我国肉兔养殖的核心地区之一，兔

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去年 10 月，由重庆渝北区

统景镇长堰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建设的长堰肉兔

养殖场正式投用，这是西南地区目前智能化程

度最高的肉兔养殖基地。记者在该养殖场内看

到，兔舍内始终保持着 25 摄氏度的恒温，环境整

洁，一只只通体雪白的兔子活蹦乱跳。

高温高湿的气候环境，一直是制约重庆肉

兔养殖业发展的瓶颈。对此，长堰肉兔养殖场

有绝招：以全智能化温控系统替代传统人工降

温。“多个温度传感器每天 24 小时采集兔舍温

度、湿度等数据，一旦温度过高，系统会自动发

出指令，启动降温湿帘和风机降温。”沈代福告

诉记者，智能化的环境控制改变了过去肉兔养

殖“生长看天气，产量靠运气”的被动局面，成功

实现了兔群在最舒适的环境中健康生长。

长堰肉兔养殖场还配套了投料、清粪、喷雾

消毒、生物除臭等多套智能化系统，除人工注射

疫苗外，该场其他程序全部实现了自动化、智能

化，打造出“智能养兔”新模式。

智能化应用为长堰肉兔养殖场带来了什

么？“大幅降低了人工成本和饲料成本，提高

了养殖效率和质量。”沈代福举例说，

过去，同样规模的养殖场至少需

要 10 名 工 人 ，现 在 仅 需 要 4

名 ，且 实 现 了 肉 兔“ 同

期配种、同期产

崽 、同

期断奶、同期出栏”的工厂化繁育模式。按照目

前每月出栏 6000 只计算，场里 4 名工人一年能

养出 7 万多只兔子。

在重庆，智能化还让养殖业与种植业实现

了紧密衔接，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记

者在重庆市农业科学院“5G+鱼菜共生”大棚看

到，大棚内有序排列着一个个养殖池和蔬菜种

植槽。池中鱼儿在游弋，无土栽培的种植槽里

蔬菜长势茂密。“通过布设在鱼池养殖区和叶菜

培植区的传感器，稳定收集和传输养殖大数据，

鱼类和蔬菜养殖环境的水肥循环、自动控温等

实现智能化控制，形成了‘养鱼不换水、种菜不

施肥’的养殖模式。”重庆市农业科学院农业工

程研究所所长高立洪告诉记者，他们研发推出

的工厂化鱼菜共生系统，实现了 5000 平方米年

产 100 吨鱼与 160 吨菜的高效生产，有效提高了

土地利用率，节本增效明显。

数据引领产业链

一头奶牛的父母是谁，基因是否优良？每

天活动量是否达标，健康状况怎么样，需要准备

多少食物？在重庆天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牧

场里，每一头奶牛身上都佩戴了“电子耳标”和

“无线项圈”，奶牛的健康数据通过物联网实时

传输到中控平台上，经过数据分析后，会自动出

具每日的饲料配方调控方案供营养师参考，实

现奶牛精准喂养。

大数据智能化，让养殖业逐渐从以人为核

心转变为以数据为中心。“传统的奶牛养殖，主

要依靠饲养员的肉眼观察与经验来判断牲畜的

健康状况，很难做到对所有奶牛个体信息的实

时、精准监控。”天友乳业总经理费睿告诉记者，

通过应用智能设备与大数据分析，他们的牧场

管理者不仅可以远程实时监控每头奶牛的情

况，还能通过中控平台分析奶牛生长、产奶等各

项数据，开展育种分析，预测一年之内的牛群规

模及产量走势，令牧场牛奶的单产提升 10%，运

营成本下降 7%。

据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天友乳业已经在自

营的 7 个牧场里投用了牧场管理系统、挤奶系

统、TMR 精准饲喂系统等信息化管理系统，并

通过数据整合建立起完整的健康信息数据库，

实现了对奶牛的医、配、喂全生命周期管理及牧

场日常生产、经营管理的全程信息化。2020 年，

他们的成母牛单产达 10.5 吨，同比提高 0.75 吨，

再创历史新高。

费睿认为，乳业的智能化不能仅仅在养殖

这一个环节布局，应该实现全产业链的智能化、

数字化。他告诉记者，他们正致力于建设“智慧

牧场—智慧工厂—智慧物流—智慧营销—全程

追溯”的智能化乳业全产业链。“比如，在生产工

厂，我们打造了多条自动化生产线，实现全封闭

监控生产、全流程动态检验；在仓储物流环节，

建设了 13 层的自动化立体仓库，引进数字化车

管系统，实现产品在途温度和配送进度的实时

监控和管理。”

无独有偶。在重庆荣昌区，当地打造的国家

级生猪大数据中心从生猪完整的产业链角度出

发，以大数据可视化呈现的方式，从猪品、养殖、

屠宰流通、消费价格、交易、科技创新、生猪金融

等各个环节入手，通过数据采集分析挖掘与建

模，搭建起了生猪全产业链各环节的大数据应用

场景，用大数据指导企业生产，帮助政府决策。

走进荣昌国家级生猪大数据中心，只见大

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全国生猪原饲料价格趋势、

每周生猪价格趋势、全国猪肉消费量走势预测

等信息，一目了然。“借助这些数据，可以为生猪

产业宏观调控、疫病防控、监测预警和稳产保供

等提供决策参考，有利于养殖户和企业规避猪

周期的不利影响。”荣昌生猪大数据中心主任钟

绍智告诉记者。

在今年 8 月举行的 2021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

博览会上，由荣昌国家级生猪大数据中心研发

运行的“区块链生猪监管电子签章平台”正式面

向全球发布。记者获悉，该平台运用“区块链+

电子印章”技术，搭建区块链生猪监管电子签章

平台，统一对生猪产业链的各个检疫环节开展

全方位全流程签章监管。未来，国家级生猪大

数据中心将运用数字生态和技术的力量聚焦生

猪产业，覆盖智慧养殖、数字农业、产业链金融

等方面，促进生猪产业数字化转型。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重庆不少养猪企业

已经把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数字技

术运用到养殖生产中，实现了智慧养猪。

位于重庆市合川区太和镇米市村的德康太

和种猪场是我国首个 AI 养猪场，于 2019 年建成

投用。记者在这里看到，通过巡检机器人采集

数据，智慧生猪系统为每头猪建立了一套包括

品种、体重、进食情况、运动强度、行为轨迹等内

容的数字化档案。

“数字化养殖带来了生产力的提升，对防控

非洲猪瘟，推动生猪增产保供和生猪产业高质

量发展都起到积极促进作用。”重庆市合川区德

康生猪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春告诉记者，

生猪产业已经步入大数据平台化养殖时代，只

有围绕环境、饲喂、疫病、行为分析等核心业务

实现数据之间的互联互通、共享共建，才能满足

养殖需求。

多元投入是关键

智慧养殖在重庆风生水起，越来越多的养殖

企业感受到智能应用带来的便利和

效益。“对养殖企业来说，面对新一代

信息技术层出不穷，智慧养殖不是一

道选择题，而是一门必修课。”合

川区德康太和种猪养殖场

场长郑春晓说，重

庆 智 慧

农业尤其是智慧养殖业之所

以取得快速发展，各级政府部

门大力引导和推动是关键。

“围绕粮猪菜保供产业和现

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填平补齐智

慧农业信息采集系统、分析决策系

统、控制作业系统。”重庆市农委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2019 年以来，重庆共投

入市级财政资金 1.1 亿元，建成市级智慧

农业试验示范基地 200 多个，41.18 万亩设

施栽培、868.04 万头畜禽养殖、8.82 万亩水

产养殖基本实现智能化生产。

合川区农业农村委副主任邓佳俐告诉记

者，当地策划了 36 个智慧农业实施项目，未来

3年内将建设“1+4+N”区、镇、村（企业）三级智

慧农业骨干网络体系，即 1 个区级智慧农业天

空地一体化农业物联网管理平台，在镇街建设 4

个智慧农业示范园，在行政村和企业建设 N 个

智慧农业网络节点。目前，合川区农业应用物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运用种植面积

达 1万余亩、养殖畜禽达 150万头（只）。

重庆近年来着力打造西部数字农业农村发

展高地，一方面，制定出台了智慧农业发展实施

方案、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等相关文件，引领

全市农业农村数字农业有序发展；另一方面，围

绕制约农业产业发展瓶颈问题，实施了农业生

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数据化和服务在线

化四大行动，积极推动 AI、区块链等现代信息

技术与农业机器人等创新技术成果投入到数

字农业建设中，促进农业生产转型升级。

记者同时发现，由于智能化基础设备投入

较大，目前重庆的智慧养殖应用场景大多集

中在规模较大的养殖示范基地，不少中小型

养殖场户受资金等条件限制，对产出效益

依然存在顾虑，智能化升级改造的意愿并

不强烈。有养殖户建议，将养殖智能化

设备纳入农机补贴之内，以缓解养殖

转型过程中的资金压力。

此外，有基层干部认为，智能技

术应用已经开始从养殖环节向全

产业链延伸，应鼓励支持大型

养殖企业、中小型养殖场户、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开展市

场化合作，走纵向一体化

与 横 向 联 合 化 的 智 慧

农业发展之路，推动

一二三产融合，为

农 业 农 村 现 代

化 提 供 有 力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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