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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 2018-2019 年度 

“精准农业”重点专项申报指南 

 
精准农业是以信息化、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的

新型现代化农业生产系统。本专项按照“统筹规划、夯实基

础、有限目标、重点突破”的原则，通过对物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的集成应用和产学研协同攻关，围绕水

稻、蔬菜、水果、茶叶、畜禽和水产六大产业链，突破数字

化农业技术、农业前沿技术等领域关键技术，研发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技术与成果，力争到“十三五”末，构建覆盖广

东主要农业产业的精准农业技术体系，促进农业高质高效绿

色发展，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加快广东省农业现

代化进程。具体指南如下： 

专题一：作物生产信息感知与管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专题编号：0214） 

开展作物生产多维信息感知与大数据平台、田间作物生

长信息感知与精准管控技术、设施园艺作物生长信息感知与

环境精准调控技术研究。 

项目 1：作物生产多维信息感知大数据平台示范应用 

（一） 研究内容 



研发主产作物生产环境与生长信息感知异构物联网技

术。研究广东主产作物生长与生产环境信息接入标准、精准

管控技术标准、数据采集规范和大数据平台接入规范；研究

作物生产环境、生长及生态信息采集感知技术与系统，集成

开发作物环境、生长及生态等新型传感器件的多功能接口，

多维度集成卫星、遥感和传感器等多种感知的作物信息感知

技术，并进行田间应用。 

构建主产作物生产信息多维感知大数据平台。研究主产

作物生产信息基础数据库、智能感知与精准解析系统，建立

田间“四情”（苗情、墒情、虫情、灾情）监测预警体系；

研究作物长势、产量、品质以及抗性受环境、气候、耕作时

间、耕作模式与病虫草害胁迫的精准管控方法与模型；研究

作物土壤环境因子与其长势、产量及品质互作机理的大数据

深度挖掘模型，构建主产作物生产信息与环境多维信息感知

共享服务大数据平台，并进行试点应用。 

（二）考核指标 

1. 突破土壤特征信息和作物生长快速采集、原位监测、

信息决策关键技术 3-5项。 

2. 建立分析作物土壤环境因子与其长势、产量及品质

互作机理的大数据深度挖掘模型，模型分析与决策速度达到

秒级，精度达到 90%以上。 

3. 构建广东省作物生产重要信息感知与生产大数据平



台 1 套，包括水稻、蔬菜、水果和茶叶等不同品类生产信息

基础数据库 10个以上，田间“四情”监测预警系统 2-4套；

平台可支持大田水稻、蔬菜、水果和茶叶等作物生产管理 20

类以上先进感知应用装备与系统的互联互通，实现物联网感

知与解析设备的秒级调用和按需闭环控制，平台预警与决策

误判率小于 3%。 

4. 平台需在 10 个以上农业产业园进行示范应用，3 年

提供作物生产技术服务信息 100万条以上。 

5. 制定作物生产环境传感器接入规范、生长传感器接

入规范、大数据平台采集规范等地方或行业标准 3-5 项；申

请专利 3-4项；发表高水平论文 3-5 篇。 

项目 2：田间作物生长精准管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一）研究内容 

作物生长信息感知传感器及机械化作业精准决策管控

系统。针对南方主产水稻、蔬菜、水果、茶叶等田间作物生

长重要信息获取和精准生产管控技术发展的需求，开展作物

营养诊断与长势监测技术研究，构建作物营养、病虫草鼠害

以及水分胁迫的诊断决策模型，揭示作物本体信息与种、肥、

水、药精细调控机理，开发作物生长信息感知传感器及施肥

播种、植保和收获机械化作业精准决策管控系统，并进行试

点应用。 

（二）考核指标 



1. 研发土壤养分、作物长势监测、营养诊断、病虫害

诊断等关键核心技术 3-4 项；研发防尘、防水、防震作物生

长信息感知传感器 4-6种，满足主产作物在线、动态检测误

差实际需求。  

2. 开发施肥播种、植保和收获机械化作业精准决策管

控系统 2-4套。  

3. 在农业园区及农业企业进行应用示范 2 个；降低机

械作业功耗≥5%，减少化肥农药施用 10%，减少人工成本 30%。 

4. 申请专利 3-5项；发表高水平论文 4-6 篇。 

项目 3：设施园艺作物精准调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一）研究内容 

设施园艺作物生长信息感知技术研究。瞄准设施园艺作

物生产精准管控的紧迫需求，以设施蔬菜、花卉、水果苗木、

食用菌培植为主要对象，研发设施园艺作物生长信息感知系

统和温、光、水设施调控系统，提高精细生产管控水平，实

现高效作业。 

设施农业生产营养供给及高效节能智能调控技术。研究

不同作物特性识别、营养耦合供给等关键技术，优化基于蔬

菜、花卉、水果苗木、食用菌生长特性的温光水智能调控系

统，开发路径规划电动作业平台，研发温室环境精准调控、

高效节能调控系统，并示范应用。 

（二）考核指标 



1. 突破设施园艺作物生长信息高效获取、温光水设施

智能调控、电动作业等关键核心技术 3-5 项，揭示设施园艺

作物生态监测、数字化表征和分类辨析、生长调控等基本原

理，构建蔬菜、花卉、水果苗木、食用菌等作物生产管控模

型 3-5个。 

2. 研制温室与智能调控系统、电动作业平台及温室智

能化精细生产控制系统 3-5套。 

3. 整套系统在 10 栋以上智能温室中进行应用，提高水

肥综合利用率≥10%，提高作物产量 20%以上，提高作物品质

效益 30%以上。 

4. 制定环境调控标准 3-5 项；申请专利 3-5 项；发表

高水平论文 4-6篇。  

项目 4：基于大数据和区块链的果蔬产品溯源系统示范

应用 

（一）研究内容 

针对果蔬溯源体系存在数据盲区、数据壁垒、数据安全

等问题，研究基于大数据和区块链的果蔬产品质量安全溯源

技术体系，融合果蔬产品生产、加工、储运、检验信息，建

立溯源体系建设规范与标准，研究农业多源复杂数据的处

理、分析、建模方法，重点突破数据流通效率、安全隐私、

链式分布存储、密钥分配与存储、信息防篡改等区块链核心

技术。 



（二）考核指标 

1. 突破大数据、区块链核心关键技术 2-3 项，研制果

蔬产品质量安全溯源大数据和区块链模型 3-5个。 

2. 研发建立基于大数据和区块链的果蔬产品溯源系统

1 个，系统活跃用户量不低于 5000。 

3. 在 10 家以上企业进行实际应用。 

4. 制定标准 1件；申报专利 1-2件；发表论文 2-3 篇。 

 

专题二：动物生产信息感知与健康养殖关键技术研究与

示范（专题编号：0215） 

开展动物精准养殖信息感知与大数据平台、畜禽健康养

殖重要信息感知与精准管控技术、水产健康养殖重要信息感

知与精准管控技术研究，形成广东主要畜禽水产养殖装备物

联网大数据和精准管控的技术标准，研发信息采集感知技术

系统，建立动物健康养殖共享服务云平台，构建动物健康养

殖产业服务体系。 

项目 1：动物精准养殖信息全面感知大数据平台示范应

用 

（一）研究内容 

动物生长环境及健康识别新型感知智能系统。研究动物

生理、生长及生态信息先进感知技术，集成开发动物生理、

生长及生态等新型传感器件的多功能接口，研发生长环境及



健康识别等多维传感于一体的新型感知智能系统。  

动物养殖信息精准感知与高效精细养殖智能综合管控

系统。构建不同动物、不同生理阶段、不同维度的动物生产

信息基础数据库，设计动物养殖环境与其生产性能互作机理

的大数据深度挖掘模型，构建动物养殖信息精准感知与高效

精细养殖智能综合大数据平台，并进行示范应用。 

（二）考核指标 

1. 研发动物健康感知、行为识别、大数据挖掘模型等

关键技术 3-5项，创制多维空间环境及动物健康行为巡检机

器采集系统 1套，实现周期性自动巡航感知动物养殖环境温

湿度、动物体温、动物行为等动物生长重要信息。 

2. 建立广东省动物养殖装备物联网及动物生产产业大

数据的标准和体系 3-5套；构建多主体（畜禽、草食动物、

水产等）、多维度（生产环境、生长过程及生产管理等）信

息数据库 15-20个。 

3. 以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构建动

物养殖信息全面感知与大数据平台 1 个，实现猪鸡牛和鱼虾

贝等动物养殖领域 20 类以上先进感知应用装备与系统的互

联互通，平台预警与决策误判率小于 3%。 

4. 平台需在 10 家以上养殖企业开展应用示范，3 年提

供动物健康养殖技术服务信息 100 万条以上。 

5. 申请专利 3-5 件；授权软件著作权 4-6 件；发表高



水平论文 3-5篇。  

项目 2：畜禽精准健康养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一）研究内容 

畜禽养殖重要信息感知新型传感器及环境调控系统。研

究主要养殖畜禽生理生态监测、数字化表征和分类辨析、生

长调控等基本原理与方法，揭示畜禽动物不同生长阶段和生

理状态下生长与健康、营养、环境的影响规律，构建动物生

长数字化模型，开发以鸡、猪、牛等主要养殖畜禽的生长环

境、生理生态等新型传感器件及环境调控系统。  

畜禽生产信息感知及高效精细养殖智能化综合管控平

台。集成畜禽生长及健康识别感知于一体的畜禽设施新型感

知智能控制系统，建立畜禽生产信息感知及高效精细养殖智

能化综合管控平台。 

（二）考试指标 

1. 突破畜禽生理生态监测、数字化表征和分类辨析、

生长调控等核心关键技术6-8项；开发防尘、防水、防震畜

禽行为、健康、环境监测等新型核心传感器件2-3种，适合

环境温度范围-40℃-+85℃，在线检测误差±0.05。 

2. 建立适应不同动物环境精准调控、精准饲喂等智能

管控系统4-5套，误判率小于3%，形成满足生产实际需要的

新一代智能养殖感知体系。 

3. 集成的动物行为及健康感知巡检智能采集系统、环



境精准调控系统、精准饲喂系统，需至少在3家养殖企业进

行应用示范；降低养殖机械化作业功耗5%以上，节省饲料消

耗8%以上，减少畜禽死淘率5%以上。 

4. 制定畜禽健康养殖精准管控规范或产品标准8-10

项；申请专利3-5项；授权软件著作权2-3件；发表高水平论

文3-5篇。 

项目 3：工厂化水产健康养殖精准调控关键技术研究与

示范 

（一）研究内容 

工厂化水产健康养殖环境感知及智能控制系统。以鱼、

虾及贝等主要水产品为研究对象，研究工厂化养殖模式下养

殖水体关键参数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设施养殖水体

关键参数精准感知、养殖车间集群和大规模池塘的 NB-IOT

可靠传输技术；研发养殖水体水质关键参数预测预警和优化

调控模型；开发集动物生长及健康识别感知于一体的新型感

知智能系统，建立集约化水产养殖信息感知及高效精细养殖

智能化综合管控大数据平台。  

智能化精准投喂系统。研究基于饲料知识库和水产动物

需求的投喂配方决策支持模型及控制系统；研究基于实时知

识库和水产品动物行为信息的饵料精准投喂量估算模型；研

制或优选养殖环境、营养及动物行为的智能监测系统，实现

快速监测和预警；研发工厂化水产养殖替代人工劳动强度较



大环节的自动化、智能化投喂系统。 

（二）考核指标 

1. 建立工厂化养殖模式下水产养殖水质影响因子动态

变化模型、水质关键参数调控模型、精准投料模型、循环水

处理智能调控模型 4 个；研制适用于工厂化养殖或淡水池塘

养殖的环境感知、高可靠传输、控制等精准化信息系统 2-3

套。 

2. 研制集约化水产养殖信息感知及高效精细养殖智能

化综合管控的大数据平台 1个。  

3. 大数据平台需在 2 家以上养殖企业示范应用；降低

养殖机械作业功耗 5%以上，节省饲料消耗 6%以上，提高水

产动物成活率 8%以上。 

4. 制定工厂化池塘、陆基工厂养殖水产动物健康养殖

精准管理规范或产品标准 1项；获得专利 5件以上；授权软

件著作权 3-4件；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2-3篇。 

 

专题三：化肥农药减施增效精准管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

范（专题编号：0216） 

开展广东主要作物“空-天-地”立体化监测与肥药高效

精准管控技术体系研究。通过集成创新，制订主要作物化肥

农药减施增效与精准管控技术规程，在广东主要作物产区大

面积推广应用。 



项目 1：化肥农药精准施用管控技术示范应用 

（一） 研究内容 

针对广东水稻、果树和蔬菜等主要作物化肥农药精准施

用大数据缺乏、肥药施用盲目的现状，建立不同作物养分需

求、病虫草鼠害及环境因子立体化监测体系，开展主要作物

化肥农药施用“空-天-地”立体化监测，构建主要作物化肥

农药精准施用数据云平台，研究不同作物的化肥农药减施增

效与精准管控技术,为不同作物化肥农药的合理施用及药肥

施用精准管控提供支持。 

（二） 考核指标 

1. 研发广东主要作物化肥农药精准施用、作物养分智

能快速诊断等关键技术 8-10 项。 

2. 建立作物养分需求、病虫草鼠害及环境因子“空-天

-地”立体化监测体系 1 个，作物肥药精准施用大数据服务

平台 1 个；建立作物化肥、农药高效精准管控专家系统 3-5

个。  

3. 技术需在 3-5 个企业或农业园区示范应用，示范区

化肥减量 20%，农药减量 35%，肥药利用率提高 10%以上，作

物增产 3-5%。 

4. 申报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3-5 项；发表高水平论

文 8-10篇。 

项目 2：肥药协同高效技术体系建立与示范应用 



（一） 研究内容 

根据肥药互作机制，建立作物肥药智能快速诊断、肥药

协同高效施用专家决策支持系统，构建基于知识库智能化化

肥农药精准施用管控技术体系；按照不同区域、不同作物，

制订肥药协同高效精准管控技术解决方案，形成系统标准，

在广东主要作物产区大面积推广应用。 

（二） 考核指标 

1. 研究作物智能快速诊断、专家决策和肥药同步施用

等关键技术 3-5项。 

2. 建立智能化化肥农药减量增效与精准管控技术体

系，集成技术需在不少于 10 个企业或产业园示范应用，示

范推广 500 万亩，化肥减量 30%，肥料利用率提高 15%，化

学农药减量 35%，农药利用率提高 12%，作物增产 3-5%。 

3. 建立作物化肥农药减量增效与精准管控技术规程

3-5；发表高水平论文 5-8 篇。 

 

专题四:动植物疫病智能诊断与精准防控技术研究与示

范（专题编号：0217） 

研究广东省动植物重要病原数据采集、检测以及重大疫

病信息智能采集、远程智能诊断、预警与精准防控技术，重

点突破动植物重要疫病发生危害规律、病原与宿主的协同演

化技术，研究药剂、物理、生物防控技术与动植物疫病的互



作关系，构建动植物重大疫病智能诊断与精准防控技术体

系，建立监测预警及防控大数据技术平台并示范应用。 

项目 1：畜禽疫病智能诊断与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 

（一）研究内容 

畜禽疫情预警及疫病精准诊断技术。以广东主要养殖畜

禽及草食动物为研究对象，研发生长环境、生理、行为多通

量信息感知传感器件及数据监测控制系统，采集感知畜禽生

长环境变化、生理异常、行为异常信息，开发畜禽重要疫病

信息智能采集、远程诊断、早期疫情预警技术大数据平台；

研究“互联网+”分子精准检测诊断技术，开发猪病现场快

速检测技术及产品，开展猪流行病净化与根除技术集成与示

范。 

（二）考核指标 

1. 研究基于大数据的重要疫病精准诊断及预警关键技

术 3-5项；研发动物生长信息智能感知采集器件及数据监测

系统 2套；研发基层适用的数据采集终端设备 1个。 

2. 开发广东主要养殖畜禽及草食动物重大疫病远程诊

疗服务平台各 1个，建立 12种畜禽重要疫病、5 种新发病的

信息数据库 2个；获得远程诊疗基础知识库构建指标 25项；

获得预测预警决定性参数 20 个；研究重要疫病预警预报的

规则，获得预测预警数学技术模型 4 套，技术规程 4 套。  



 3. 建立“互联网+”分子精准检测诊断系统 1套，建立

精准免疫程序与或用药程序效果评价指标 25 个，挖掘重要

病原基因数据库或精准检测靶标至少 5个，建立新型疫病检

测方法 10 个；提出广东主要养殖畜禽及草食动物远程诊疗

与精准防控的规程 2 套。 

4. 系统在 10个以上较大规模养殖场示范应用，示范场

实现疫病精准诊断，疫病发生率下降至少 5%，病死率下降

5-10%。 

项目 2：水产重要疫病智能诊治技术研究与示范 

（一） 研究内容 

水产重要疫病智能诊治技术及产品。以广东重要水生经

济动物鱼、虾、贝为主要研究对象，针对危害严重的疫病，

研发适于基层养殖场的快速检测技术及产品；建立主要水产

疾病专家知识数据库和主要水产疾病文献数据库；构建水产

疾病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模型、疾病的快速精准诊

断模型；构建重要病原检测大数据的采集、远程智能诊断技

术、疫情预警技术平台。 

（二） 考核指标 

1. 突破神经坏死症病毒、虹彩病毒、对虾白斑综合症

病毒、哈维氏弧菌和刺激隐核虫等 12 种严重危害水产养殖

产业的生物病原快速检测新技术 3-5 项；开发 3-5 种可商品

化的病原生物快速检测产品；研发快速检测诊断系统 1-2套。 



2. 建成的基于大数据的水生动物病原智能诊断及预警

系统，开发“互联网+”智能远程诊断系统 1个；建立 12种

鱼虾重要疫病发病及防控策略最新动态的信息数据库 1个；

获得远程诊疗基础知识库构建指标 4-8项。 

3. 搭建重要水产养殖动物病原检测大数据平台，挖掘

重要病原基因数据库或精准检测靶标 5个以上；研发快速检

测试剂盒及检测设备生产线各 1条。 

4. 技术需在 4-8 个较大规模的养殖场示范应用，实现

疫病快速诊断及防控。 

5. 提出鱼虾疫病远程诊疗与智能防控的规程 1-2 套；

获批检测试剂盒检测设备产品标准 10 个以上。 

项目 3：植物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与防控技术研究与示

范 

（一）研究内容 

“互联网+”智能识别、智能监测预警和精准防控决策

综合系统。以水稻、荔枝、柑橘、香蕉、蔬菜等主要作物的

传统和新发生的重大病虫害为对象，研究广东主要作物重大

病虫害-作物-环境互作关系；利用“北斗”遥感定位技术和

群智感知技术，研究开发“互联网+”智能识别、智能监测

预警和精准防控决策综合服务平台。 

高效精准防控技术集成示范应用。集成病虫害发生为害

规律、防治指标、农药限量标准、关键防控技术，结合作物



生态系统特点，通过实时监测、远程诊断、农药替代技术、

靶标导向药物和精准高效器械的综合运用，研发集成作物病

虫害的“准时、准位和准量”的高效精准防控技术并大面积

推广应用。 

（二）考核指标 

1. 研发广东重要病虫害“互联网+”智能实时监测、远

程诊断、智能预警和精准施药辅助决策系统等关键技术 5项；

研发精准防控技术 8 套。 

2. 开发和应用基于大数据的广东主要作物重要病虫害

监测预警和精准防控服务平台 1个，平台 3年提供病虫害监

测预警与防控技术服务信息 50万条以上。 

3. 技术在全省 20 个市（县、区）示范应用 500万亩次，

示范区内预测预报准确率达到 95%以上，化学农药利用率达

到 40%，农药使用量减少 35%。 

4. 研发并商品化生产应用农药新品种和防控新产品 5

个；专利 5件，其中国际专利至少 1 件；高水平论文 8篇。  

    

专题五：农业生物合成技术研究与应用（专题编号：

0218） 

综合利用分子和细胞生物学、进化系统学、生物化学、

信息学、数学、计算机和工程学等多学科交叉技术，旨在加

强动物重大疫病疫苗、无抗微生物发酵饲料，生物农业和杀



虫剂研发及面源污染治理技术及产品研发等方面的农业生

物合成技术及产品前沿技术研究，为广东省高效精准农业的

发展提供前沿技术研发和产品支撑。 

项目 1：动物重大疫病疫苗生物合成关键技术研究 

（一） 研究内容 

针对动物重大疫病，利用基因重组、基因组编辑和反向

遗传学等相关技术，对病原微生物进行精准遗传改造，构建、

合成安全性高副作用低的疫苗菌毒株；结合生物信息学技

术，定向改造细胞系，用于疫苗生产、抗体和多肽药物等生

物制品的生物合成；研发高效、安全的基因工程疫苗；研发

动物重大疫病广谱性中和抗体；研发新型抗体疫苗。 

（二）考核指标 

1. 构建动物重大疫病生物合成防控产品研究平台，研

发针对动物重大疫病的高效、安全疫苗 2-3 种；研发广谱

中和抗体 2-3 种；研发新型抗体疫苗 1-2 种；研发口服疫

苗 3-5 种。 

2. 获得上述生物合成防控产品的新兽药证书 1-2个。 

3. 申请专利 8-10 件；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不少于 5篇。 

项目 2：无抗饲料生物合成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一）研究内容 

研究微生物发酵饲料。通过培养组学、高通量筛选技术、

基因组编辑等技术，优化益生菌选育技术，精准筛选安全、



稳定的益生菌菌株，优化发酵底物的配比，提高筛选菌株的

生物合成效率，开展饲料生产与安全评价；研究标准化、规

模化、可控制的固态和液态发酵新工艺，提高益生菌与代谢

产物含量，并在不同阶段畜禽、水产动物上的配套应用技术，

改善肠道健康。 

研究潜在抗生素替代品。通过体内外试验结合转录组

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多组学技术手段研究不同类型、

不同配伍的动植物（中兽药）或其提取物的作用机理，研究

动植物（中兽药）或其提取物对革兰氏阴性菌、革兰氏阳性

菌、真菌或病毒等的抑制作用，开发潜在的抗生素替代品，

并开展效价评价；应用宏基因组和微生物组等高通量测序技

术，综合评价其对畜禽、水产动物肠道微生物组成和功能影

响，以及对畜禽、水产生长、生产性能、免疫功能和肠道健

康的调节作用。 

（二）考核指标 

1. 培养效价高的有益生菌株 2 个，确定适宜的发酵底

物配比及其发酵方法，提出相应配套应用技术方案 5套以上。 

2. 建立菌株筛选的标准体系和技术流程，建立标准化

的发酵工艺和质量安全的动态监测系统。 

3. 在 2-3家饲料生产企业示范应用。 

4. 获得有潜在替代抗生素的动植物（中兽药）或其提

取物 2-3 个。 



5.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 项以上；发表高水平论文 5 篇

以上。 

项目 3：生物农药和杀虫剂生物合成关键技术研究与示

范 

（一）研究内容 

基于农作物病虫害抗药性问题及生物农药安全需求，研

究海洋微生物来源的新颖活性物质；以夜蛾科害虫为靶标，

获得杀虫物质，探明杀虫机制；以植物土传性病原菌为靶标，

获得杀菌物质，解析杀菌机理；基于杀虫/菌成分骨架结构，

研究其构效与活性关系；基于工程菌基因组信息，阐明工程

菌株调控/合成活性成分的关键基因，通过基因编辑和改造，

精准定向提高具有抗动植物病原活性物质的生物合成效率。

研究改良菌株发酵工艺，工业提取纯化工艺；研制其他环保

制剂。 

（二）考核指标 

1. 从海洋微生物中分离鉴定出杀虫/菌成分 4 种以上，

解析其杀虫/菌作用机制，通过构效关系分析，发现高活性

成分 2 种以上；验证出调控/合成活性成分关键基因，使效

价提高 10倍以上。 

2. 获得改良菌株 30L 以上深层发酵优化工艺，建立 1

套可行的工业提取纯化工艺，研制出杀虫/菌剂 1-2 个，并

在 2 家企业应用。 



3. 申报或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 件；发表高水平论文 5

篇以上。 

项目 4：农业面源污染与农田重金属污染监测治理与生

物合成制剂研发 

（一）研究内容 

开发互联网+面源污染治理技术系统。开展农作物生产

面源污染典型、定点监测与大数据集成研究，实施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技术效果监测与评估，创建广东农作物面源污染治

理精准决策系统。研究广东省中轻度农田重金属污染农艺修

复治理技术；研究农药废弃物回收和资源化利用技术；利用

合成生物技术、肥料化等技术开发农业面源污染与重金属治

理相关产品；研究农业废弃物处理及资环化利用微生物应用

技术。 

（二）考核指标 

1. 提出广东省农药废弃物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机制和

实用技术 1套；研发出生态补偿精准补贴信息系统平台 1套。 

2. 开发适用于我省典型农田面源污染及污染重金属固

化/稳定化的土壤改良或调理剂产品 1-2个。  

3. 建立适合广东省主要农作物种植的农药肥料减量控

害技术、重金属污染农田土壤污染控制与修复技术、互联网

+生态补偿系统等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共性技术 5-6项。 

4. 开发废弃物微生物处理技术及产品 3-4 个。 



5. 在广东省建立 3 个示范点，并开展规模化示范应用。 

6. 申请、授权发明专利 3-5 项；发表高水平论文 5 篇

以上。  

专题六：生物信息检测技术及系统研发（专题编号：

0219） 

针对动植物生长过程种不同尺度生物信息无损快速获

取困难的问题，开展植物体内活性小分子活体在线传感、动

植物体与环境物质交换在线传感以及种子综合信息快速检

测等关键技术研究，研制系列生物信息无损检测传感器，开

发配套在线监测分析系统，提高动植物种养殖的精细化水

平。 

项目 1：植物体内活性小分子活体传感器研发 

（一） 研究内容 

针对植物组织具有强度高、成分复杂、生物信号极其微

弱且易受干扰的问题，以糖类、氨基酸、植物激素为测量对

象，开展微电极阵列制作、修饰、生物兼容性及长效性、传

感器微型化处理等关键技术研究，研发适合植物叶片、茎秆、

果实等不同组织器官的高特异性微电极阵列生物传感器，构

建基于生物传感器的植物关键生物活性小分子活体在线监

测分析系统。 

（二） 考核指标 

1. 突破微电极阵列制作、修饰、微型化处理技术等核



心关键技术 3-4项。 

2. 研发葡萄糖、脱落酸、水杨酸、生长素等植物活性

小分子传感器的 3-4 种；构建植物小分子活体在线监测分析

系统。 

3. 申报专利 4-6件；发表高水平论文 3-5 篇。 

项目 2：动植物体与环境物质交换传感器研发 

（一） 研究内容 

针对生物学领域作物栽培、育种和转基因科学研究的需

要，开展动植物生长过程动植物体与环境物质交换在线传感

关键技术研究，研发微观动态离子流在线检测传感器，可活

体、在线、无损检测细胞、组织、器官等部位的动态离子流，

为生物学基础研究提供技术手段和装备支撑。 

（二） 考核指标 

1. 突破动植物生长过程 Ca2+、H+、K+、Na+、Mg2+、Cl-、

NH4+、NO3-等特定离子选择、微量离子信号感知、离子浓度

活体测量等核心关键技术 3-4项。 

2. 研发适用于动植物的多种离子浓度原位检测传感器

4-5 种；构建多参数在线监测分析系统。 

3. 申报专利 4-6件；发表高水平论文 3-5 篇。 

项目 3：作物种子综合信息快速检测传感器研发 

（一） 研究内容 

针对作物种子生产加工过程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



水分、活力状况等无法快速检测的问题，研究作物种子综合

信息快速检测关键技术，重点突破基于非制冷近红外焦平面

成像、低场核磁等技术的种子多维信息获取及解析、种子纯

度/净度/活力等评价模型、单粒种子快速检测等核心技术，

研发精准、高效的种子综合信息检测传感器。 

（二） 考核指标 

1. 突破水稻等作物种子综合信息特征表达、种子纯度/

净度/活力等特征评价、单粒种子检测等核心关键技术 2-3

项。 

2. 研发水稻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水分、活力状

况综合检测传感器 2-3种。 

3. 申报专利 4-6件；发表高水平论文 3-5 篇。 

 

专题七：畜禽人工智能技术研究与示范（专题编号：

0220） 

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在我国农业生产应用中高度依赖的

身份识别电子芯片缺乏、无应激感知手段落后，畜禽体况评

价系缺乏等技术现状，开展畜禽人工智能穿戴式生理感知芯

片、无应激识别、体况智能评价等关键技术研究，研制智能

穿戴式生理感知芯片及传感器系统、牲畜人工智能无应激识

别产品、牲畜体况评价等技术及装备，以推进人工智能技术

在畜禽生产管理中的广泛应用。 



项目 1：牲畜非接触式智能识别评价技术研究与示范 

（一）研究内容 

人工智能无应激识别技术系统。研究基于机器视觉识别

的牲畜个体体况及群体数量等信息无应激自动获得计算模

型，形成一体化视频采集、传输及分析计算的物联网系统，

实现对牲畜个体身份、重量及数量信息的非接触实时采集。 

牲畜体况自动成套评价系统。研究动物三维体型重构技

术、体型特征关键点搜索技术、多体尺数据精确估算技术；

开发多源三维数据限位和移动采集装置，建立牲畜体尺测量

和体况自动成套评价系统，实现牲畜精细喂养、种畜筛选、

培育与繁殖的体况自动精准评价。 

（二）考核指标 

1．非接触式实时识别装置 1 套，牲畜身份识别及数量

的估测精度达 99.5%以上。 

2. 牲畜三维数据限位采集和移动采集关键技术 2-3项；

牲畜多源三维点云拼接关键技术 3-5 项。 

3. 体况评价系统 1 套。精确搜索与定位动物关键体尺

特征点和轮廓包络 2-3项，测量动物重要特征体尺如体高、

体长、背高、胸围、腹围、臀围、髋宽、体斜长、臀部包络

等，其测量精度要达到 1cm，体尺特征估算体重精度误差不

超过 5%，采集并计算实时性达到 1s，建立牲畜个体生长图

谱以及群体养殖生产大数据。 



4. 在 5 个以上畜类养殖场开展应用示范；体尺体重的

估测精度达 96%以上，识别率达 99%以上。 

5. 申报及获得标志性专利、代表论文 3-4 项。 

项目 2.畜禽智能可穿戴式生理感知技术研究与应用 

（一）研究内容 

可穿戴感知及数据传输技术。研究畜禽主要生理指标的

有源和无源可穿戴感知及数据传输技术；研究多种模式的穿

戴式畜禽生理参数感知软件及硬件系统。 

低功耗智能生理传感芯片。设计畜禽一体的生理感知芯

片电路，实现畜禽身份识别及体表温度、运动量及脉搏次数

等生理参数的智能感知及数据传输，实现低功耗的智能生理

传感芯片国产化生产。 

（二）考核指标 

1. 研发无源可穿戴产品 5 套，实现身份识别与生理指

标感知一次性完成，温度感知精度达±0.1℃，运动量感知

精度 90%以上，感知的电量达到超低功耗即 10nA，与进口具

有相同功能的电子标签比较，成本减低 60%以上。 

2. 研发有源可穿戴产品 3 套，实现身份识别与生理指

标感知一次性完成，温度感知精度达±0.1℃，运动量感知

精度 90%以上，使用寿命 1.5年以上。 

3. 在 3-5个规模化猪场示范应用，数量不低于 1000头。 

4. 申报及获得标志性专利 3-5项；代表论文 3-4项。 



 

（专项业务咨询：叶毓峰, 020-831639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