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与农村信息化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牵头申报单位 推荐单位 技术负责人

1 NC2010OA0004 
特色农产品信息服务云平台关键

技术及其应用示范 

同济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向阳 

2 NC2010OA0014 
广东农村信息化服务与平台 广东村村通科技有限

公司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廉迎战 

3 NC2010OA0015 
农村多源信息集成与个性化推送

服务平台 

浙江大学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何钦铭 

4 NC2010OA0017 
农村综合信息共享关键技术集成

研究与示范 

贵州省农村综合经济

信息中心 

贵州省科学技术厅 林丽红 

5 NC2010OA0022 

基于 3G 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基层

农技推广信息化关键技术研究与

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信息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王文生 

6 NC2010OA0026 
现代农业科技网络服务技术集成

与应用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秦向阳 

7 NC2010OA0032 
小麦生产农情应急与联合调度信

息服务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

总站 

河北省科学技术厅 段玲玲 

8 NC2010OA0037 
农村特色农产品增值服务信息化

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史舟 

9 NC2010OA0039 
农村信息化知识服务技术研究及

平台建设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

科学研究院 

专家推荐 王儒敬 

10 NC2010OA0041 
内蒙古农村牧区信息化服务平台

及其体系建设与示范 

内蒙古中生联网络商

务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

厅 

随洋 

11 NC2010OA0042 
基于主动服务模式的农村智能信

息服务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应用

北京赛迪时代信息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 

安琼 

12 NC2010OA0043 
农村智能体验式信息服务关键技

术集成与示范 

中国农业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朱德海 

13 NC2010OA0049 
基于二/三维 GIS 的农业资源信

息公共服务平台研究及应用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林兰芬 

14 NC2010OA0054 
设施农业气象服务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 

上海市气候中心 中国气象局 李军 

15 NC2010OA0055 
福建省农村信息化服务关键技术

集成示范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赵健 

16 NC2010OA0056 
西部边疆特色农产品及农资电子

商务服务平台 

云南省农村科技服务

中心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 牛跃 

17 NC2010OA0062 

面向农村的商品林培育与经营决

策支持信息化服务平台研究与示

范 

北京林业大学 专家推荐 吴保国 

18 NC2010OA0063 
低廉高效农村多元信息服务关键

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

院 

湖北省科学技术厅 薛飞 

19 NC2010OA0064 
新疆特色农业产业信息化技术集

成示范 

新疆农业大学 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蒋平安 

20 NC2010OA0066 
基于 3G 网络的热带农业信息化

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海南省壹壹零农业科

技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杜文才 



21 NC2010OA0068 
农业专业信息服务关键技术集成

与示范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程述汉 

22 NC2010OA0071 
农民工技能培训与综合服务集成

及示范应用 

华中师范大学 专家推荐 刘清堂 

23 NC2010OA0075 
农村信息化服务工程关键技术集

成与平台建设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方逵 

24 NC2010OA0077 
特色农产品流通信息化关键技术

集成与示范 

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

公司 

国家农产品现代物流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徐红 

25 NC2010OA0082 

农村农业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集

成与示范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科

技信息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朱建华 

26 NC2010OA0085 西部旱区农业物联信息服务平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专家推荐 李书琴 

27 NC2010OA0086 
畜产品生产质量安全溯源技术集

成与示范 

黑龙江省畜牧兽医总

站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 苏中滨 

28 NC2010OA0087 
统筹城乡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与应用示范 

四川省计算机研究院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刘营 

29 NC2010OA0089 
基于三网融合的农村信息可靠传

输技术集成与示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

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姚路平 

30 NC2010OA0093 
广西社会化农村科技信息综合服

务平台建设与应用示范 

广西科技信息网络中

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

术厅 

叶波 

31 NC2010OA0095 
农村综合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集

成与示范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王志诚 

32 NC2010OA0096 
农作物种子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

台 

天津天隆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 

专家推荐 冯耕中 

33 NC2010OA0107 
农村信息服务资源三维可视化技

术与产品 

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

究中心 

专家推荐 郭新宇 

34 NC2010OA0113 

蔬菜生长中重金属污染源实时原

位激光光纤监控系统的研究与开

发 

清华大学 专家推荐 马晓红 

35 NC2010OA0114 
基于多源农业信息获取与集成的

服务平台研究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 

专家推荐 欧阳竹 

36 NC2010OA0120 
农村气象灾害预警综合信息平台

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

服务中心 

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

变化司 

孙健 

37 NC2010OB0003 
水稻表型组学的全自动数字化研

究和应用 

华中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熊立仲 

38 NC2010OB0019 
基于模型的粮食生产力预测预警

技术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朱艳 

39 NC2010OB0031 
中部山区有机脐橙数字化管理技

术研究与应用 

华东交通大学 江西省科学技术厅 刘燕德 

40 NC2010OB0046 
基于遥感观测与地面调查的农田

精准管理技术体系研究 

武汉大学 专家推荐 舒宁 

41 NC2010OB0048 
黑龙江农垦数字农业与精准农业

集成示范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 汪春 

42 NC2010OB0051 
设施农业数字化管理与精准化作

业技术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黄丹枫 



43 NC2010OB0052 
数字化森林模型与可视化模拟关

键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资源信息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林

业局 

张怀清 

44 NC2010OB0053 
数字化森林资源监测关键技术集

成研究与示范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资源信息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林

业局 

鞠洪波 

45 NC2010OB0057 
农田生态环境信息获取与作物长

势监测技术研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专家推荐 常庆瑞 

46 NC2010OB0059 
基于生境信息的智能决策与精准

作业系统研究 

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

究中心 

专家推荐 王秀 

47 NC2010OB0060 

规模化生产条件下农业生产精细

管理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

河子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 

兵团石河子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 

吕新 

48 NC2010OB0065 

数字牧场监测管理一体化关键技

术研究与开发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

所 

专家推荐 王道龙 

49 NC2010OB0067 
数字土壤与农田水肥精准管理关

键技术研究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

研究所 

专家推荐 刘建立 

50 NC2010OB0076 
果园生物信息探测技术与精准施

药装备研制 

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

术研究中心 

国家农业智能装备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邓巍 

51 NC2010OB0079 
农业现场信息全面感知关键技术

集成与示范 

中国农业大学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李道亮 

52 NC2010OB0088 

果品质量安全无损检测技术与装

备 

北京农产品质量检测

与农田环境监测技术

研究中心 

专家推荐 王纪华 

53 NC2010OB0090 
宁夏多元生态经济区数字农业技

术研究与示范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

术厅 

周涛 

54 NC2010OB0092 
作物育种田间信息化技术与装备 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

术研究中心 

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杨宝祝 

55 NC2010OB0094 
设施农业机器人关键技术与产品 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

术研究中心 

专家推荐 乔晓军 

56 NC2010OB0103 
数字果园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信息研究所 

专家推荐 周国民 

57 NC2010OB0111 
精准农业多源信息获取与解析理

论方法 

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

究中心 

专家推荐 赵春江 

58 NC2010OB0116 
智能化植物生产工厂关键技术研

究与开发 

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

术研究中心 

专家推荐 薛绪掌 

59 NC2010OB0117 
新疆兵团农业机械跨区作业综合

调度系统平台集成示范 

新疆西部银力机械采

棉有限公司 

专家推荐 吴才聪 

60 NC2010OB0118 

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关键技术与

装备研究 

北京农产品质量检测

与农田环境监测技术

研究中心 

专家推荐 潘立刚 

61 NC2010OB0121 
平行农业控制与管理系统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

究所 

专家推荐 康孟珍 

62 NC2010OC0007 
植物土壤与环境信息感知技术与

装备 

浙江大学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何勇 

63 NC2010OC0008 
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领域智能接

入与处理关键技术研究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专家推荐 李宝东 



64 NC2010OC0020 
设施蔬菜安全生产物联网技术及

智能化装备的集成创新与示范 

慈溪市蔬菜开发有限

公司 

宁波慈溪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 

裘正军 

65 NC2010OC0023 
农业生产过程精细管理物联网关

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上海海洋大学 专家推荐 陈明 

66 NC2010OC0028 
新疆昌吉农业科技园区农业物联

网示范工程建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标

准化研究院 

新疆昌吉农业科技园区

管理委员会 

钱恒 

67 NC2010OC0033 
果品安全生产物联网技术与智能

化装备集成应用与示范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冯雷 

68 NC2010OC0034 
绿色蔬菜生产物联网服务系统及

其关键技术研究 

北京邮电大学 专家推荐 宋美娜 

69 NC2010OC0035 

基于物联网的畜禽水产品养殖信

息感知及动物标识技术装备研制

与集成示范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付新 

70 NC2010OC0038 
作物生长感知及智慧管理技术的

研究开发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曹卫星 

71 NC2010OC0040 
农业物联网关键技术标准化及应

用示范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

工业标准化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 

张晖 

72 NC2010OC0045 
农业物联网共性技术标准研究与

示范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 

徐成华 

73 NC2010OC0047 
繁殖母猪和泌乳奶牛精细饲养物

联网技术研究与开发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

畜牧兽医研究所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熊本海 

74 NC2010OC0058 
肉牛产业链物联网技术产业化集

成示范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

术信息研究所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

厅 

高安社 

75 NC2010OC0061 
肉类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物联网

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天津市畜牧业发展服

务中心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孙德林 

76 NC2010OC0070 
森林防火物联网关键技术研究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资源信息研究所 

专家推荐 唐小明 

77 NC2010OC0072 
低成本农田温室气体/农药残留

微纳感知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

科学研究院 

专家推荐 李淼 

78 NC2010OC0078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生鲜蔬菜供应

链管理系统集成与示范 

上海孙桥农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 

周志疆 

79 NC2010OC0083 
柑橘物联网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

研究所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邓烈 

80 NC2010OC0084 
物联网技术在热带农产品和农资

流通中的应用研究与示范 

海南省农业科技 110

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曹建华 

81 NC2010OC0091 
农业生产关键环节感知技术与产

品 

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

术研究中心 

专家推荐 董大明 

82 NC2010OC0097 
面向农村新能源的物联网管理系

统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 

北京邮电大学 专家推荐 邓中亮 

83 NC2010OC0099 
面向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物联网关

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 专家推荐 刘丽梅 

84 NC2010OC0104 

农产品产地环境溯源信息检测装

备与相关物联网关键技术研究与

开发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汪懋华 



85 NC2010OC0106 
生鲜农产品全程质量安全监控物

联网技术研究与开发 

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

究中心 

专家推荐 杨信廷 

86 NC2010OC0108 
食品质量安全物联网服务平台研

究 

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

术研究中心 

专家推荐 陈立平 

87 NC2010OC0109 

农业物联网关键技术集成应用与

示范 

滨州黄河三角洲高效

生态产业现代技术研

究院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郑立荣 

88 NC2010OC0110 
农作物病虫害与生长状况预测防

控物联网 

湖南大学 专家推荐 张恩迪 

89 NC2010OC0112 
新疆番茄生产实时监测与管理优

化物联网关键技术研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计

算机应用研究所 

专家推荐 陈天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