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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都市农业已演变为承载理念、文化、知识、健康的综合载体，具有如

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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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施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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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21信息平台”建设应用的引领下，北京都市型农业的信息化发展，

正在实现从“现代农业”到“智慧农业”的历史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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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施背景

          北京市在信息基础设施、应用系统开发、数据库及涉农网站建设等方面均

取得了长足进步，信息技术与农业的融合已逐步迈入了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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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施背景

• 推进农机农艺融合、农机化与信息化融合，是促进智慧农业发展的重要
内容：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用电子信息化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农业机械，促进自动化、智能化和精准化

农业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是未来农业机械发展的必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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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势头良好：

1.实施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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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农机原值在20万元（含）以上的农机服务

组织达368个，2354人，正向大型化方向发展，服

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已成为京郊农业发展的主力军。

    截止2013年底，拖拉机保有量8882台，小麦联合

收割机888台；玉米联合收获机1056台，微耕机达

18001台。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72.05%。
机耕率 机播率 机收率

87.8% 66.9% 56.3%

991
人

184个 184个
农机原值在20万元（含）
-50万元的服务组织

1363
人

农机原值在50万元
以上的服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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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机行业面临的需求：

1.实施背景

 农机管理部门层面

     准确掌握全市农机分布和流动状况

     获得准确的行业管理数据

     应急情况下及时准确的调度
 

 农户层面

     农忙时用机需求及时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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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机服务组织层面

      准确快速调度

      高效精准作业

      有效管理



of 30BeijiBeiji
ngng

• 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北斗产业化应用提速

1.实施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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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 2020年2012年12月底

亚太地区运营服务

北京、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示范

交通部 “两客一危” 8万台终端

2014年重点行业专项
2015年地基增强网实现米级精度
2016年终端总量突破3000万台套

扩展行业专项

2018年，实现厘米级精度

2020年实现全球覆盖

2013年 2014年 --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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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3月，北京市启动了中国第二代卫星导航系

统重大专项—北京市北斗导航区域应用示范工作；

 在11个应用领域中，包含了农机类《基于北斗的农

机高效作业和精确调度示范项目》；

 该项目以北斗导航为核心技术，结合北京农机行业

实际需求打造北斗农机终端与业务应用软件相结合

的农机作业管理与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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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施背景

• 参与北京市北斗导航区域示范工作，开展在农机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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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斗应用——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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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 服务电话

政府部门

供需服务

需求信息提交

需求信息发布

农机组织信息检索

需求匹配

需求匹配

服务网站

辅助决策

农机服务组织

订单管理

需求推送

需求确认
精确调度

动态监管统计分析

农机手

订单信息

任务信息

作业信息

作业任务推送

作业状态回传汇总统计

2.北斗应用——业务应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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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型终端-- JY-1303

 支持BDS/GPS双模定位、无线GPRS通讯；

 实时采集位置信息，定时向平台回传；

 外接农机作业状态标识按钮；

 主电掉电报警、紧急求助；

 三防IP54 （防尘、防震、防水）；

 体积小、功耗低、可靠性高，使用方便。

2.北斗应用——农机作业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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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功能：

特点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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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型终端-- JY-1502

 具有监控型终端各种功能；

 支持农机作业的地图展示及作业路径规划；

 支持作业任务接收及显示、作业状态标识；

 7寸电容屏，多点触摸，界面操作便捷流畅，具有良好的用户体验；

 三防IP54（防尘、防震、防水）；

 耐高温、抗电磁干扰等性能设计。

2.北斗应用——农机作业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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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功能：

特点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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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斗应用——农机作业资源门户

    主要面向农民为其提供供需信息的查询、匹配以及需求填报功能，为

农户提供便捷、高效的供需对接服务。

地图展示与列表展示 需求填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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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农机服务组织，实现农机订单管理、实时监控、指挥调度和信息管理等

功能，为精确匹配与调度农机具提供手段；动态监管农机作业过程，为信息化运

营管理提供支撑。

2.北斗应用——农机作业调度与监控管理系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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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临时订单和长效订单的分类管理及维护，实现订单的规范化管理。

2.北斗应用——农机作业调度与监控管理系统

16

订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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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斗应用——农机作业调度与监控管理系统

作业调度

    辅助农机服务组织对农机具科学有序分配，根据需求及时、合理调配。 

农机终端

机手手机任务信息

位置信息

17



of 30BeijiBeiji
ngng

作业监管

移动监管

以动态、实时、直观的方式动态监测农机作业状态，查看农机作业轨迹，分析

农机作业面积，辅助农机服务组织进行绩效和高效管理。

2.北斗应用——农机作业调度与监控管理系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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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分析

      对农机作业过程中产生的

信息进行统计与分析，从不同

角度反应农机实际作业状况。 

信息管理

      辅助农机服务组织进行

农机、机手、任务、作业量

等基本信息管理与维护。 

2.北斗应用——农机作业调度与监控管理系统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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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斗应用——农机作业辅助决策系统

      主要面向农机管理部门管理者，提供农机决策分析、应急管理、农机

服务组织管理等功能，为农机管理部门进行行业管理和决策提供基础数据

支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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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斗应用——农机作业辅助决策系统

       提供按专题、时间、地区、农机

类型等多维度的舒服统计与分析，为政

府部门农机补贴种类和数量的制定提供

决策依据。

决策分析

服务组织管理

21

       农机服务组织地理位置分布、基

本信息的管理、维护与展示，为农机管

理部门提供信息化管理手段，科学管理

农机服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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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斗应用——农机作业辅助决策系统

应急管理

      应对紧急订单、突发事故及咨询与投诉，提供科学、合理的处理方式，并

进行处理情况跟踪，保证事件的完善解决。

（1）紧急订单处理

（2）突发事故处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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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用效果

    在密云进行农机实际应用，验证北斗终端定位信息采集与传输、系统作业调度、

轨迹回放、面积计算等关键技术。 

终端安装位置

作业标识按钮

23

系统测试与技术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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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用效果

      在怀柔、通州、房山、大兴等地区进行现场应用与测试，验证系统整体业务流程

的合理性。

任务名称：怀柔区 小麦  
耕
里程：7.60公里
作业面积：28.50亩

24

系统测试与技术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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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用效果

      在密云县的5家大中型农机服务组织进行批量部署和应用，共计部署100台，辅

助农机服务组织进行三秋农机作业调度与管理。

25

批量部署与应用

注：安装的农机类型包括拖拉机（约翰迪尔、雷沃）、玉米收获机（勇猛、博远、双箭王） 

、小麦收获机（雷沃、福田、约翰迪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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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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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结合
农机业务 提供从供需发布、匹配、调度、监控到决策、应急、管理于

一体的全流程服务

可计算面积 具有作业轨迹回放、作业面积计算等专业化业务功能，面积
计算精度达90%以上

定位精度高 采用BD（北斗）与GPS双模定位模式，定位精度更高，精
度可达到 2米

精确到地块 北斗位置数据与自主高分遥感数据相融合，使农机作业位置
精准到地块

三防IP54 农机终端的设计紧扣农机工况的特殊需求，三防等级为IP54
，可适应农机作业的恶劣环境

      经过反复的系统测试、技术验证和实际应用，系统具有以下应用效果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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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用效果

•北京市经信委、总装北斗办领导观摩交流

•农业部领导、农业工程院院士参观指导

27

领导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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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农业局领导听取汇报

3.应用效果

28

领导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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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一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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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前完成安
装终端2000台

开通10-20家农机
服务组织应用运行

在北京市1万台农机
和1000多家农机服
务进行推广应用

加强农机作业质量
监管的技术研究与
应用

形成全流程、全作物、
智能化的生产服务体
系

以农业大省为主，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推广和应用



详情可咨询展区Z89
及农业局信息中心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