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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农牧

羊吃得多，
长得慢 怎么办

我国智能畜牧业进入黄金发展期
实现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数据化、服务在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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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短讯

盆栽韭菜

每盆售价百元

创业致富农业物联网 耕种在“云”上
种菜有了新标准

旱地小麦品种“铜麦6号”

单产创最高纪录

中国畜牧业协会智能畜牧分
会成立大会在京召开，标志着我国
智能畜牧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
展阶段，将为智能畜牧产业营造一
个数据动态、数据即时、数据真实、
数据共享、网络安全、平台开放、共
享共生的生态环境。逐步建立起
比较完善的适合发展的智能畜牧
业规范体系，使智能化、信息化与
现代畜牧业深度融合，促进畜牧业
整体水平再上一个台阶，最终实现
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数
据化、服务在线化。

“建设现代畜牧业，提供信息
化、自动化、智能化是不可或缺的核
心内容，是当今和未来的产业发展

的方向，也是当前畜牧业产业科技
进步、产业创新驱动的重要努力方
向之一。”中国畜牧业协会会长李希
荣说，从目前智能畜牧的实践看，将
AI 人工智能与各个畜种结合在一
起，通过计算机、互联网、物联网、大
数据技术的链接将使养殖生产效率
大幅度提升。智能养猪+大数据及
AI养猪的高调推进，让养猪业再次
成为大众视野里的热点和焦点，人
工智能进入养殖业标志着互联网+
畜牧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据了解，2009年，网易通过全面
提升动物福利打造幸福猪场，打响
国内跨界“智慧养猪”的第一枪。
2015年，农信互联推出猪联网平台，

至今历时4年，是全国管理母猪头数
最多的平台，也是至今为止一个融
合物联网、智慧养猪设备、大数据与
企业管理的智慧猪场平台，实现了
智能养猪概念的成功落地。

智能养猪目前已形成了管理
数字化、业务电商化、发展金融化、
产业生态化的商业模式，初步探索
了一条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养
殖的新路子。2016年，北京峪口禽
业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现代信息技术，首创智慧蛋鸡物
联互通模式，实现从种鸡生产、种
蛋孵化到雏鸡运输等过程的智能
控制、数据集成及共享，开启蛋鸡
行业大数据应用模式，为养殖户提

供了“快乐养鸡、轻松卖蛋”的中国
蛋鸡行业新平台。2018年，阿里与
四川特驱集团、德康集团达成合
作，对人工智能系统“ET大脑”进行
针对性的训练与研发，在未来实现
全方位智能养猪，以 AI、大数据、

“互联网+”为技术为支撑，在食品
安全、AI 养殖方向进行布局，将极
大提高农业发展的质量。

“人工智能无论是在养殖生产
环节，还是在销售仓储物流环节，
都大幅度降低了人力成本和交易
成本，而且真正实现了从养殖到餐
桌全程监管与可追溯，有效提升了
畜禽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中国
畜牧业协会刘强德副秘书长介绍，

“智能畜牧应用从重点突破到遍地
开花，特别是小场景下的人工智能
应用空间巨大。比如在动物个体识
别、母畜管理、饲喂管理、生长曲线、
疫病防控、环境控制、转群管理等。
仅一个畜种就可以延伸出众多应用
场景，可见其发展空间巨大。

”智能与养殖业的融合，借助关
键技术的发展，尤其对涉及养殖大
数据服务平台、物联网平台、人工智
能、区块链技术等产业发展需要，严
控养殖过程精准化、绿色化、自动
化、智能化，带动畜牧产业整体技术
水平的提升，将成为智能畜牧服务
企业发展的正确途径之一。

据中国农业新闻网

叶面肥是以叶面吸收为目的，
将作物所需养分直接施用叶面的
肥料。化肥中高氮水溶肥类物质
对表皮细胞的角质层有软化作用，
可以加速其它营养物质的渗入，所
以高氮水溶肥成为叶面肥重要的
组成成分。叶面肥的喷施达要到
最佳浓度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浓度过高，易发生肥害或毒素
症;浓度过低，达不到追肥的目的。

1.最佳时期。一般在作物苗
期、始花期或中、后期需肥关键时
期喷施叶面肥，才能取得最佳效
果。选择阴天或晴天的早晨和傍

晚喷施效果好，避免烈日高照，叶
面蒸腾量大而引起毒害，雨后还应
及时补喷。

2.最佳用量。每亩喷施 50~60
克肥液，施用时应尽量提高喷雾器
的雾化程度。全株喷施，新生叶片
及叶面的背后也不能漏喷。一般蔬
菜在整个生长期喷施2~4次为宜。

3.最佳部位。叶面追肥效果的
好坏与喷施元素在植株体内移动
的速度有关，移动性较强的元素有
氮、钾、钠等，全部能移动但移动性
不强的元素有磷、硫等，部分移动
的元素有铁、铜、锰、钼等。不能移

动或移动性小的元素肥料溶液喷
在新叶上的效果好。

4.最佳混喷。各种叶面肥之间
混合喷施，或肥料和农药混喷，能
起到一喷多效的作用，但混喷时应
先弄清肥料的性质和农药的性
质。如性质相反，决不可混合喷
施。

配制混合喷施溶液时，一定要
搅拌均匀，现配现用，一般先把一
种肥料配制成水溶液，再把其它肥
料按用量直接加入配制好的肥料
溶液中，溶液摇匀后再喷施。

据《农业科技报》

据悉，目前，全国蔬菜质量标
准中心已收集梳理与蔬菜质量相
关的1920条产业链相关标准，完成
了蔬菜质量标准数据库建设，并建
立了 37种蔬菜的 54项生产技术规
范。

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还启
动了一批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
体标准制定工作。桂河芹菜、寿光
独根红韭菜、浮桥萝卜、寿光大葱、
寿光化龙胡萝卜、寿光羊角黄辣椒
6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团体标准正
加快推进。 据《大众日报》

由陕西省铜川市选育的旱地
小麦品种“铜麦 6 号”顺利通过国
家审定。“铜麦6号”经过10年的后
代选择和系谱法处理，在旱地条件
下选育而成，具有抗旱、抗寒、抗倒
伏、抗病性强等优点。2015 年 6
月，原陕西省农业厅组织专家对印
台区陈炉镇的铜麦 6 号高产攻关
田实收称量，该小麦单产最高达到
676.09公斤，创陕西省旱地小麦小
面积单产最高纪录。

据悉，截至目前，铜麦 6 号已
在陕西省旱地推广种植 340 万亩，
累计增产小麦 8500 万吨，新增产
值 1.87 亿元，增加纯收入 1.53 亿
元。此次通过国家审定，也标志着
铜麦 6 号可在我国黄淮冬麦区大
面积推广。

据《陕西日报》

山东省莘县张寨镇沙河
村村民孔祥言，种了几十亩
的韭菜，以前每年的收入都
在 10 多万元。不过如今，孔
祥言变换了销售方式，将韭
菜用花盆装起来售卖，一盆
就能卖到 100元。

孔祥言种植的是有机韭
菜 。 生 产 过 程 中 ，不 用 农
药，不施化肥，只用沼液和
沼渣作为底肥。而且在大
棚的顶部架设防虫网，从而
减少了韭菜接触病原菌的
几率。

由于花盆体积不大，既
可放置于阳台、卧室乃至办
公桌上，又能够美化室内情
况。加之韭菜生命力强、易
于管理，只要营养跟得上，
盆景韭菜能养上三四年，每
隔一两个月就能收获一次，
每次能收获 0.5 公斤左右。
由于是自己种、自己吃，吃
起来也放心。而且种植“盆
栽韭菜”能够让城里人亲身
体验种植过程，看着韭菜出
苗、长大、收获，享受劳动的
乐趣，深受很多城市消费者
的青睐。如今，孔祥言在互
联网上大做盆景韭菜的销
售广告，并推出了富贵韭、
吉祥韭、幸福韭等各类盆景
韭 菜 ，销 售 额 一 发 不 可 收
拾，一路直线上升。 郑勇鹏

答：原因：1.品种不好；2.不注
意驱虫；3.没有科学搭配饲料。

要提高肉羊的生长速度，必须
采取以下技术措施：1.驱除寄生
虫：寄生虫不但消耗了羊的大量营
养，而且还会分泌毒素，破坏肉羊
消化系统功能，所以应当驱虫。2.
科学配合饲料：羊只育肥不仅需要
提供足够的营养，而且各种营养要
均衡，羊只才能快速生长。

与 传 统 农
业不同，浙江湖
州高新区“壹伍
田园”将大棚中
的可种植土地
租赁给网络用
户，利用物联网
技术远程控制
浇水、施肥、视
频监控等操作，
农产品经由冷
链物流送抵用
户家中。图为，
近日技术人员
正 在“ 壹 伍 田
园”大棚中调试
设备。 王坚颖

霜霉病和灰霉病是许多蔬
菜上的主要病害。霜霉病由鞭
毛菌亚门卵菌纲真菌侵染所
致，病菌喜温暖高湿环境，大棚
中只要温度合适可常年发病。
该病在蔬菜全生育期均可发
生，以成株受害较重。主要危

害叶片，由基部叶向上部叶发
展。发病初期在叶面形成浅黄
色近圆形至多角形病斑，病斑
受叶脉限制。空气潮湿时叶背
产生霜状霉层，后期病斑枯死
连片，呈黄褐色。

灰霉病由半知菌亚门葡萄
孢属真菌侵染所致，病菌喜低
温高湿环境。花、果、叶、茎均
可发病，主要危害果实。果实
染病，青果受害重，残留的柱头
或花瓣多先被侵染，后向果实
扩展，致使果皮呈灰白色，并生

有厚厚的灰色霉层，呈水腐
状。叶片发病从叶尖开始，病
斑沿叶脉间呈“V”形向内扩展，
灰褐色，有深浅相间的纹状线，
病健交界分明。

张建东

大棚也能养猪 省成本还实用
在浙江省临海市杜桥镇汾西村，

项连富的养猪棚形似种菜大棚，毛竹
架结构的拱棚两座，占地 480 多平方
米，每座分割成14个栏舍，每栏面积10
多平方米。

拱棚高2.8米，棚顶盖一层白色塑
料薄膜，两面为圈帘，可自由活动，大
棚猪舍可谓成本省而且实用。大棚的
砖墙上面设置1米高的纱窗，覆盖大棚
披向两边的塑料薄膜，当成卷窗帘，白
天气温高，闷热，窗帘卷上，使棚内空
气流通，也避免湿气；到晚上，或逢寒
冷和刮大风天气，窗帘放下，棚内十分
暖和。这是塑料薄膜起的保温作用，

即使在“三九”天，棚内温度也可达
18℃至 20℃，夜间也能保持 10℃。薄
膜通过变动换气，长期保持圈舍内空
气清新。猪体能量散失少，加快了猪
的增重，猪在冬季也照常育肥长肉。

项连富用大棚养的肥猪，产的肉
是生态肉，无公害食品，市场供不应
求。除了大棚猪舍建得科学，做好环
境清洁卫生和猪体疫病防治外，最重
要的一环，就是选择了最佳的喂猪饲
料——米糠和大麦。此外，大棚里的
猪粪在地上自然发酵，产生很好的有
机肥料，可直接施用到农田种植粮食
作物。 据《农业科技报》

蔬菜灰霉病和霜霉病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