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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2022 年度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 

“精准农业”（智慧农业）重点专项 

申报指南 

（征求意见稿） 

 

为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

翅膀。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提升农业

的生产效率，实现农业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

业新模式。围绕广东农业特色和优势产业，启动实施广东省重点

领域研发计划“精准农业”（智慧农业）重点专项。采用智慧农

业关键技术与产业结合思路，从“水稻、水果、蔬菜、茶叶、畜

禽”等开展技术研究与示范，促进农业信息技术应用，提升农业

机械化、智能化水平，引领未来农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 

专项设置五个专题，共 15 个研究方向。所有项目应整体申报，

须涵盖各自项目下所列示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在广

东省开展技术应用与示范。原则上同一研究方向支持 1 项，评审

结果靠前且技术路线不同的项目可并行支持。项目实施周期 3～5

年。项目申报单位不超 6 家，项目参与人不超 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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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水稻精准生产技术研究与示范 

项目 1：水稻精准种植新技术及智能装备研究与示范 

（一）研究内容 

针对水稻种植环节机械化程度低、缺少适合的智能种植装备

等问题。农机农艺结合，研究杂交稻低播量壮苗成毯和常规稻密

苗育秧方法，突破智能化精密育秧技术；突破机械化精准供秧、

密苗栽插等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田间出苗率快速检测、视觉定位

补苗、自主作业技术，研发补苗机器人；突破无人机低空精密播

种、抛秧技术，研发无人机条播装置和抛秧装置；形成面向不同

区域的标准机械化种植体系，进行应用示范。 

（二）考核指标 

1.突破精密育秧、精准供秧、密苗栽插、田间出苗率快速检测、

视觉定位补苗、无人机低空条播和抛秧等关键核心技术 6-8 项； 

2.研发水稻精密育秧成套装备、补苗机器人、无人机条播装置

和抛秧等机具 4-5 种，适应杂交稻和常规稻机械化种植要求； 

3.建立示范基地 2-3 个，单个示范基地连片面积≥200 亩。 

（三）支持方式、强度与要求 

1.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支持强度：500 万元左右。 

3.申报要求：产学研联合申报。 

项目 2：水稻病虫害智慧诊断及减源早控技术研究与示范 

（一）研究内容 



 - 5 -

针对水稻病虫害非专业人员诊断误判率高，流行性病虫害发

病迅速、后期防治难等问题，以水稻病虫害为研究对象，构建病

虫害大样本数据库；研究病虫害图像特征提取、智能识别算法和

模型；重点突破菌源、虫源信息原位检测技术，研发病虫害早期

预警及智能诊断终端；构建知识图谱驱动的农业病虫害诊断与防

控服务平台，提供在线学习、远程指导、辅助决策、定制推送等

全天候无障碍病虫害防治的知识服务。集成病虫害早期预警、智

慧诊断、减源早控与农艺避害等精准防控技术，进行应用示范。 

（二）考核指标 

1.构建水稻病虫害大样本基础数据库 1 套，突破水稻病虫害图

像信息智能识别、菌源虫源信息原位检测、智能服务等关键技术

3-5 项；  

2.研发病虫害早期预警及智能诊断装备 2-3 套，研发农业智能

知识服务平台 1 套，对水稻常见病虫害类型识别率达到 90%以上； 

3.集成开发减源早控技术 2 项，在 2 个以上农业科技园区或现

代农业产业园进行示范应用，示范基地面积≥500 亩，示范区内目

标病虫害农药使用量减少 40%。 

（三）支持方式、强度与要求 

1.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支持强度：500 万元左右。 

3.申报要求：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 

项目 3：水稻产量表型性状精准获取技术及装备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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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内容 

针对水稻育种环节用工量大，产量性状考察自动化程度低、

劳动强度大，缺少智能考种装备等问题，研究水稻有效穗数田间

原位检测、花粉育性显微图像检测、空实粒图像识别、整穗喂入

考种、穗粒参数全自动智能测量等关键核心技术；开发有效穗数、

花粉可育率等测量软件系统；研发智能考种成套装备，实现穗粒

总数、结实率、粒长宽、千粒重等全参数的智能考种。 

（二）考核指标 

1.突破有效穗数田间检测、花粉育性显微图像检测、空实粒图

像识别、整穗喂入考种、穗粒参数全自动智能测量等关键核心算

法和技术 3-5 项； 

2.开发有效穗数、花粉可育率等测量软件系统 2 套，研发可整

穗投料的穗粒全参数智能检测装备 1 套； 

3.在大型种业公司或科研基地建立示范基地 1-2 个。 

（三）支持方式、强度与要求 

1.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支持强度：300 万元左右。 

3.申报要求：产学研联合申报。 

专题二：岭南水果智慧生产技术研究与示范 

项目 1：岭南智慧果园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针对果园生产劳动强度大、自动化和无人化程度低等问题，

围绕荔枝、蓝莓等特色水果，研究高光效树形改造、营养与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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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平衡和精细调控技术；构建水果全生长期数字模型，实现标

准化的生产管理；研究空地协同的精准植保及施肥技术；研究田

间果实商品化关键设备，开发移动式处理平台，实现田间果实除

杂、烘干、包装和预冷功能；研究智慧果园的边缘智能关键技术

和云-边-端协同机制，研发基于云-边-端一体化的“智慧果园”精准

管控平台，进行应用示范。 

（二）考核指标 

1.突破宜机化高光效树形改造、营养和生殖生长精细调控、空

地协同变量管理作业、田间果实商品化处理等关键技术 3-5 项； 

2.研制边缘端和终端智能巡园装置 1-2 套；研制基于作业处方

图的地面与航空精准变量喷施作业装备 1-2 套；研制果实田间商品

化处理装备 1-2 套；研发基于云-边-端一体化的智慧果园管控平台

1 套； 

3.在 2 个以上农业科技园区或现代农业产业园进行应用示范。 

（三）支持方式、强度与要求 

1.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支持强度：500 万元左右。 

3.申报要求：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 

项目 2：水果智能化高效收获技术及装备研究与示范 

（一）研究内容 

针对水果收获环节机械化水平低、劳动强度大、智能收获装

备缺乏等问题，围绕立地条件好的菠萝、火龙果等特色水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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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宜机化的水果栽培农艺和配套装备；研究高地隙、变行距行走

驱动技术与平台；研究复杂环境下垄线自主跟踪导航的自适应行

走、果实精准识别与定位、低损采摘等核心技术；研制采摘高度

智能可调和具备误差补偿功能的采摘执行器及其智能控制系统、

缓冲输送与收集机构；研发智能机械化收获成套装备，进行示范

应用。 

（二）考核指标 

1.构建宜机化的菠萝、火龙果栽培农艺措施标准 2 套，突破高

地隙变行距行走驱动、垄线自主跟踪导航、果实精准识别与定位、

低损自适应采摘等核心技术 4-5 项； 

2.研发水果智能机械化收获成套装备 2-3 套； 

3.建立示范基地 2-3 个，单个示范基地连片面积≥100 亩。 

（三）支持方式、强度与要求 

1.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支持强度：500 万元左右。 

3.申报要求：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 

项目 3：岭南特色水果品质智能化评价及规格切制技术研究

与示范 

（一）研究内容 

针对岭南特色水果品质评价技术落后、自适应去皮和规格切

制技术与装备缺乏等问题，基于光谱技术、电子传感器和感官分

析技术开展岭南特色水果品质的智能化评价研究，研发具有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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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的水果品质智能决策信息模型，开发水果内外部品质评

价技术和系统；研究不同力学载荷对水果内外品质的影响并建立

适宜的去皮、切/块/条等机械手的操作数据库，明确水果在规格切

制中的褐变、微生物污染等品质劣变和营养损失的变化规律，集

成鲜切水果品质与营养保持新技术，研发水果高速自适应去皮及

规格切制装备，进行示范应用。 

（二）考核指标 

1.突破水果内外品质高通量在线检测关键技术 5-6 项，开发水

果品质特征参数的提取方法和信息模型 4-6 种； 

2.研创水果去皮和规格切制装备 2-3 种（研制的装置和装备具

有主要参数实时采集、故障诊断与自动监控及在线减菌护色功

能）； 

3.在 2 个以上农业科技园区或现代农业产业园进行应用示范。 

（三）支持方式、强度与要求 

1.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支持强度：500 万元左右。 

3.申报要求：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 

专题三：南粤蔬菜生产机械化提升技术研究与示范 

项目 1：蔬菜种苗工厂化高效嫁接技术及装备研究与示范 

（一）研究内容 

针对目前蔬菜种苗嫁接依靠人工作业，生产效率低、人工成

本高，缺乏国产化高速嫁接装备等问题，研究自动嫁接技术与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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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种苗栽培技术融合的高效自动化生产模式；研究接穗苗分级捡

拾、高速同步自动嫁接、高密度立体愈合作业技术；研发蔬菜种

苗高速嫁接作业装备；研制高效、自动立体输送愈合装备系统；

集成高速自动嫁接技术、高效物流输送技术、高效愈合技术，开

发茄果类蔬菜种苗工厂化高效嫁接生产成套装备系统，进行示范

应用。 

（二）考核指标 

1.建立蔬菜种苗工厂化高效嫁接生产模式 1-2 套，突破接穗苗

分级捡拾、高速嫁接技术、高效立体嫁接苗愈合技术 3-4 项；  

2.开发茄果类高速嫁接装备系统 1 套；建立规模化高效立体嫁

接苗愈合技术 1 套，建立大型移动苗床输送立体单元嫁接苗愈合

室 1 套； 

3.在 2 个以上农业龙头企业或种苗生产基地应用示范。 

（三）支持方式、强度与要求 

1.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支持强度：500 万元左右。 

3.申报要求：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 

项目 2：露地叶菜标准化生产精准管控及智能收获关键技术

研究与示范 

（一）研究内容 

针对菜心、芥兰等露地叶菜成熟期不一致、人工采收成本高、

效率低等问题，研究叶菜生长表型监测、精准营养和水分调控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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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整齐度和成熟期的关键技术，开展与肥水管控设备相匹配的标

准化农艺栽培技术研究。研发基于多传感器融合的蔬菜行实时识

别定位技术及辅助自动驾驶装置；研发具有地面仿形能力与割高

自动调节功能的采收装置；研发机载叶菜分级技术与装置。构建

叶菜农艺智慧管控技术体系并开发智能化收获成套装备，进行示

范应用。 

（二）考核指标 

1.研发露地叶菜标准化生产精准管控平台 1-2 套，突破叶菜表

型-肥水关系的智能解析、肥水丰缺无损检测、精准管控等关键核

心技术 2-3 项，形成与水肥管控设备相匹配的叶菜种植技术规范

2-3 套； 

2.突破露地叶菜行、垄面参数测量、叶菜切割深度检测等关键

核心技术 3-5 项，开发集采收和采后分级为一体的叶菜收获机，具

有形态分级及捆扎功能，收获效率是人工的 10 倍以上； 

3.实现精准管控平台与智能收获机的云端标准化生产协同，在

2 个以上农业科技园区或现代农业产业园进行应用示范。 

（三）支持方式、强度与要求 

1.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支持强度： 500 万元左右。 

3.申报要求：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 

    项目 3：南粤瓜菜智慧种植及采收输运技术研究与示范 

（一）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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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冬瓜、南瓜等南粤瓜类蔬菜成熟期不一致、用工多等产

业难题，研发高通量低成本无损监测果实熟期的方法及设备，解

析影响果实成熟的关键栽培要素，研究构建果实产量和关键品质

形成的生长模型，构建单品大数据知识图谱；研究促进果实成熟

期一致且与农机匹配应用的标准化农艺管理技术模式，构建典型

瓜类蔬菜智慧种植决策模型。研发机械化采收装备和田间运输装

备；集成构建露地瓜菜智能机械化采收技术体系，进行示范应用。 

（二）考核指标 

1. 突破瓜类蔬菜大数据知识图谱、智慧种植管理模型、高通量

无损监测等关键核心技术 2-3 项；制定瓜类蔬菜成熟期一致的种植

技术规范及其智慧种植管理模型 2 套； 

2.研发瓜类蔬菜采收和田间运输装备 1-2 套； 

3.在 2 个以上农业科技园区或现代农业产业园进行应用示范，

对照传统生产管理，节约肥水管理及采收人力成本 40%。 

    （三）支持方式、强度与要求 

1.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支持强度：300 万元左右。 

3.申报要求：产学研联合申报。 

专题四：茶叶生产提质增效技术研究与示范 

项目 1：优质名茶智能化加工及定向品质控制技术研究与示

范 

（一）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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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优质名茶加工品质不稳定、劳动力成本高的问题，结合

茶树综合农艺性状调查，研发基于智能识别、精准定位的茶青机

械化采摘装备与配套技术；研发茶青分级装备，研究基于分级设

备、机器视觉与光谱分析的茶青外观与内质的综合检测分级技术；

研发基于环境控制、智能化反馈的茶叶加工管控装备，研究数据

化加工与定向品控技术；构建加工端生产数据信息平台；进行示

范应用。 

（二）考核指标 

1、研发茶青采摘及分级装备各 1 套，研发茶叶智能化加工管

控装备 2-3 套； 

2、建立茶叶智能化加工与定向品控技术体系 1 个，突破茶青

快速分级、加工环境智能化管控、加工适度精准判断等关键核心

技术 5-6 项，构建加工端生产数据信息平台 1 个。 

3.在 2 个以上农业龙头企业或高新技术企业应用示范。 

（三）支持方式、强度与要求 

1.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支持强度：500 元左右。 

3.申报要求：产学研联合申报。 

项目 2：生态茶园智能化监测及精准管控技术研究与示范 

（一）研究内容 

针对生态茶园管理机械化水平低、智慧管控程度低、劳动力

成本高等问题，重点研究茶园原位茶鲜叶茶多酚、总糖、游离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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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酸和咖啡碱等品质参数的规模化的茶鲜叶品质快速检测技术；

研究茶园杂草生态类型、危害程度及覆盖密度等的大数据监测与

快速识别评估技术，并研发适宜广东茶园的除草装备及配套杂草

管控技术；研究基于遥感技术的广东省茶产业资源，实现一张图

精准解析广东省茶产业分布，以及茶园长势；构建支持多源异构

数据解析融合的茶园云计算平台，并示范应用。 

（二）考核指标 

1.突破茶叶嫩稍生长及品质监测技术 1-2 项，检测指标覆盖茶

多酚、总糖、游离氨基酸、咖啡碱等； 

2.建立生态茶园杂草监测与快速评估技术、杂草管控技术、茶

产业资源遥感监测技术等关键核心技术 5-6 项；研发茶园除草装备

1-2 套；搭建广东省茶产业资源一张图，web 端 1 套，构建支持多

源异构数据解析融合的茶园云计算管控平台 1 个； 

3.建立示范基地 2-3 个，连片面积≥100 亩。 

（三）支持方式、强度与要求 

1.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支持强度：300 元左右。 

3.申报要求：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 

专题五：畜禽健康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项目 1：生猪立体工厂化健康养殖技术研究与示范 

（一）研究内容 

针对生猪养殖用地缺乏、平层养殖空间利用率低，养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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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程度低等问题，研究多楼层、楼层间封闭式及高密度养殖

模式的猪只行为、不同区域温湿度、光照及空气质量参数的多元

动态数据智能采集方案，构建猪只健康与环境控制预警模型；研

究同楼层不同功能区域环境智能调控、种猪及肥育猪不同生理及

生长阶段营养均衡智能调控技术，尤其是“封闭”空间模式下的生

物安全精细管控及预警等关键技术；研制符合生猪生物学特性和

行为习性的立体养殖物联网智能控制成套装备、自主移动式猪只

健康行为监测系统；构建生猪生产全过程数字化及智能管控平台。 

（二）考核指标 

1.研发多楼层、楼层间封闭式及高密度养殖模式下猪只个体异

常感知技术，区域环境指标的动态感知与在线分析技术，空间区

域环境智能调控技术、群体精准饲喂及料肉比监测等关键技术 3-5

项； 

2.构建生猪楼房立体健康养殖工艺模式 1 套，集成构建适应立

体楼房健康养殖的环控智能系统 1 套，创制生猪立体健康多层封

闭式散养生物安全智能预警平台 1 套，制定生猪立体健康散养与

精准环境管理规范 2-3 项； 

3. 研制的数字化与智能管控平台示范应用到 1-2 家工厂化养

猪企业，提高养殖效率及效益 10%以上。 

（三）支持方式、强度与要求 

1.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支持强度：500 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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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报要求：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 

项目 2：重大动物疫病风险智能预警及生物安全防控技术研

究与示范 

（一）研究内容 

针对动物疫病预警难、决策慢、防控滞后等问题，围绕粤港

澳大湾区重大动物疫病（含人兽共患病），建立智能高效并能应

对未知传染病的监测预警和防控体系。研究重点监控的重大动物

疫病和人兽共患病的智能感知与数据融合分析决策技术，构建无

人值守疫病监测预警机器人系统，建立重大动物疫病风险点智能

地图，实现分布式、网络化、自动化疫病监测预警。综合利用关

键基序识别、分子对接和传播风险实验评估技术，建立未知病原

体传播风险评估体系并对高风险病原预警。基于全基因组编辑文

库高效筛选技术构建病原感染靶标基因数据库，并开发用于生物

安全防护的体内阻断病原体的防控制剂。 

（二）考核指标 

1.针对粤港澳大湾区重要动物的主要疫病种类，建立覆盖野生

-养殖-流通端的重大动物疫病风险点智能地图 1 个； 

2.构建动物疫病监测预警机器人系统 2 套，动物疫病健康巡警

机器人平台 1 套； 

3.构建病原感染靶标基因数据库 1 个，开发用于生物安全防护

的体内病原阻断制剂 1-2 种； 

4.在粤港澳大湾区 2-3 个重点区市县、养殖产业园示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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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精准/实时的预警、溯源和决策。 

（三）支持方式、强度与要求 

1.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支持强度：500 万元左右。 

3.申报要求：产学研联合申报。 

项目 3：优质肉鸡立体多层智慧养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一）研究内容 

针对黄羽肉鸡等优良品种地面饲养效率低、环境污染严重、

疫病频发、减抗压力大等问题，构建立体多层笼养设施工艺模式，

研究立体多层智能养殖模式对肉鸡健康、行为、生产性能和风味

的影响规律，研究肉鸡密闭环境参数对肉鸡适应性以及呼吸道、

肠道健康状况的影响规律；研究立体养殖条件下肉鸡行为姿态、

动态体重、健康状态等智能感知设备，构建评价肉鸡生长、健康

状况的数字化模型及疾病预警模型；研究立体多层笼养条件下肉

鸡粪便等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的智能控制技术及装

备；研究立体多层智慧养殖的智能管控、智能巡检机器人预报系

统，构建立体多层智能养殖管控平台；构建健康高效的立体多层

智慧养殖技术体系，并推广应用。 

（二）考核指标 

1. 构建黄羽肉鸡立体多层智慧养殖工艺模式 1 套； 

2．研发智能感知、智能环控、智能巡检、精细管理等关键技

术与机器人系统 3-5 项；创制立体健康智能养殖装备 1 套；开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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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化管控平台 1 个； 

3．制定肉鸡立体多层智慧养殖与精准管理技术规范 2-3 项。 

（三）支持方式、强度与要求 

1.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支持强度：300 万元左右。 

3.申报要求：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 

项目 4：兽用抗菌药物智慧评价及施用技术研究与示范 

（一）研究内容 

针对我国兽用抗菌药物药效评价、药物敏感性快速检测技术

落后，药物精准选择和智慧施用技术手段缺失等问题，以畜禽主

要使用抗菌药物为研究对象，研发药物品质快速无损评价技术，

建立适用于基层养殖场的候选药物库；研发抗菌药物敏感性快速

检测技术，建立覆盖全省主要养殖地区的耐药菌数据库；解析抗

菌药物的宿主异质性，研发基于机器学习的单细胞转录组测序技

术，建立影响主要抗菌药物疗效的单细胞图谱；构建药动学-药效

学联合模型，研发针对不同动物种属和不同个体的智慧用药综合

平台。 

（二）考核指标 

1.研发畜禽主要抗菌药质量评估、药效评价和精准施药等关键

技术及数据库系统 2-3 套； 

2.建立畜禽主要抗菌药物的“智慧用药”综合平台 1 个； 

3.在 3 家以上规模化养殖企业进行应用示范；实现示范区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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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使用量降低 20%，主要病原菌耐药率下降 20%，用药成本

下降 20%。 

    （三）支持方式、强度与要求 

1.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支持强度：300 万元左右。 

3.申报要求：产学研联合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