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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北大荒集团

G 时关注

“大国粮仓”龙江 5G 数字农场项目获奖背后

本报 10 日讯（记者董盈）10 日，2022 世界 5G 大会在哈尔
滨盛大开幕，中国工程院院士、未来移动通信论坛理事长邬贺
铨在开幕式上发布了“2022 年 5G 十大应用案例”。
“ 大国粮
仓”龙江 5G 数字农场（北大荒）项目成功入选。

十大应用案例为：

1 千兆虚拟专网助力江南造船 5G 全连接工厂
应用落地

主要展示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G 全连接工厂
各项已落地应用及未来行业价值。
上海联通自 2019 年起携手江南造船共同致力于推进 5G
专网+协同制造的智能化转型，利用云大物智安结合船舶生
产工艺，打造 5G 智慧应用，推动船厂数字化转型。三年来持
续孵化十大标杆应用，打造了 1+1+N 的智慧船厂新生态，赋
能船舶高端制造，
助推国家船舶工业转型升级。

2 福建宁德时代 5G+智慧工厂
宁德时代 5G 智慧工厂项目建设了一张横跨福建、江苏、
四川、广东、上海、青海 6 省超 500 万平方米面积的全国最大企
业 5G 专网，通过 5G 网络与高速运动视频流 AI 检测、智能维
护预测系统、智能物流调度系统等应用的结合不仅推动了宁
德时代实现绿色低碳的“智变”，也为其迈向“全连接”+“极限
制造”
智慧工厂的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全国首个 5G-DMN（地下移动通信网络）商

3 用落地项目

晋能控股集团三元煤业全国首个 5G-DMN 智慧矿山项
目，由中国移动矿山军团和华为煤矿军团联手打造，以智能化
矿山建设及一体化智能管控为目标，打造了 1+1+1+N“智矿
通”产品体系，体现全国 5G 智慧矿山领先水平。

4 “大国粮仓”龙江 5G 数字农场（北大荒）
中国联通“大国粮仓”5G 数字农场项目，基于中国联通
5G 网络，应用于北大荒农场，打造世界先进的 5G 数字农场，
打通“人、地、机、物、环”生产作业全要素，贯穿“耕种管收”全
环节，以生产经营管理为核心，搭建“1+1+N”架构，即 1 张 5G
核心网，完成农业生产“感联智控”；1 个农业智脑，整合物联、
数据、业务、AI、GIS 等中台，进行统一的平台支撑和智能服
务；聚焦“黑土地保护+无人化作业”形成“N”项 5G 智慧农业
应用，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实现水、肥、药施用量节
约 20%以上，
每亩增产 5%~10%。

5 5G 助力天津港打造智慧、绿色的世界一流
港口

天津联通携手天津港匠心打造 5G 智慧港口，落地了 5G
智能无人集卡、5G 岸桥远程控制、5G 智能理货、5G 智能加解
锁站、四大 5G 创新应用场景，成为全球首个获批建设的港口
自动驾驶示范区、实现全球首个无人集卡场景下陆侧
“一键着
箱”、实现国内首家集装箱智能理货系统内外理一体化运行、
建成全球首台集装箱地面智能解锁站、建成全球首个集装箱
设备任务集成管理系统 ETMS。

6 广东南方电网 5G 智能电网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携手南方电网，依托于国家新基建重
点项目
“面向智能电网的 5G 新技术规模化应用”，共同在广州
南沙和深圳龙岗建立了 5G+数字电网示范区，从电力 5G 虚拟
专网顶层设计、关键技术研发、技术验证、行标企标、安全论
证、业务落地等方面推动 5G 与数字电网融合发展，全面孵化
验证 54 个业务场景，涵盖电力发、输、变、配、用、综合各个环
节，并形成规模化应用重点场景 24 个，已完成 5G 终端上线
6000 多个，形成规模化示范效应。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数字化无人化
提高效率节省人力
经过三代北大荒人的艰苦奋
斗，北大荒集团已经发展成为我
国耕地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
高、综合生产能力最强的国家重
要商品粮基地和粮食战略后备基
地。
近年来，北大荒集团积极推
进现代农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
促进农业产业链向数字化转型升
级，北大荒“数字农业”迈出坚实
步伐。
大规模机械化作业一直是北
大荒现代农业中的“神兵利器”。
曾经有学者质疑，北大荒的农业
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达到 99.9%，
还有提升的空间么？
从机械化向数字化、智能化
转型，
就是北大荒人的回答。
北大荒集团得天独厚的组织
化、机械化、规模化优势和通信网
络基础优势为发展智慧农业奠定
了良好基础。
“ 无人化农场”这个
自带科技感的名词，在北大荒现
代大农业不断发展的脚步中，逐
渐成为可操作的现实。
2018 年开始，北大荒集团正
式开展无人化农场的试验示范。
2019 年在红卫农场开启了水田
无人化农场建设，胜利农场第一
个进行无人化农场旱田实验。通
过三年来的探索和总结，目前已
建设水田无人化示范农场 4 个，
旱 田 无 人 化 示 范 农 场 2 个 ，到
2020 年无人农机示范场内，农业
生产耕、种、管、收全环节均可实
现无人农机自主作业。
2020 年至今，北大荒集团积
极推进无人农机的标准制定和无
人化管控平台建设，逐步形成了
无人化农场建设的总体 规 划 和
建设发展模式。目前已率先发
布了无人驾驶农业机械作业功
能评价规范企业标准。2022 年
将完成无人驾驶农业机械作业
质量评价规范的标准制定工作，
同时计划新建无人化智慧农场 6
个，进一步引领农机智能化发展
方向，抢占国内智慧农业发展的
制高点。
目前，建三江分公司实施无
人 化 农 场 试 验 示 范 项 目 ，实 现
5G 现场视觉管理，实时高清画
面传输，是目前国内外针对主粮
作物规模最大、参加试验示范的
农机设备最多、作业环节项目最
全、无人化技术最先进、农机田
间作业无人化程度最高的一个
无人化农场项目，为中国农业转
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大动力。2021 年，开展水旱田全
过 程 累 计 无 人 化 作 业 430.4 万
亩，通过全程无人化作业，整地
收获减少劳动力 80%以上、插秧
减少劳动力 50%以上，亩节省人
工 成 本 30 元 ~50 元 ，综 合 节 本
1.57 亿元。

8 月 10 日，在 2022 世界 5G 大会上，
“大国粮仓”龙江 5G 数字农场（北大荒）成功入选“2022 年 5G 十大应用
案例”
，成为农业行业唯一入围项目。
回顾数字农场项目的来时路，正是北大荒集团运用大量智能化、信息化、集成化农业设备的数字化建设之
路。
“数字科技”为北大荒集团现代大农业装上了新的“动力引擎”，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改写了种、管、收
的节奏，谱写出“十八连丰”
、粮食总产量 460 亿斤的金色乐章。

可视化可控化 让田间管理科学精准
近年来，北大荒通过“夯实 联网、遥感及非结构化数据存储
三个基础、围绕三大领域、聚焦 总量 32.2TB，形成了涵盖农业全
三项突破”，在规模化、机械化的 产业链的综合性数据资源库，实
基础上，推进信息化、数字化、智 现“一次采集、自动生成、多方共
能化和无人化智慧农业。
享，汇聚融合”算力价值赋能产
作为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 业的功能。
表，北大荒不断致力于提升农业
依托 5G、云计算、大数据、
数 字 技 术 集 成 应 用 水 平 ，围 绕 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建设
“网、地、云”三要素，进行数字化 5G 数字化农场管理平台，设置
建设，夯实智慧农业发展基础， 农业大数据、农业物联网、农场
推进中国智慧农业进入新时代。 管家等系统，实现种、管、收、储、
首先是建设现代信息通信 运等农业生产全流程数字化、可
网。北大荒集团数字化基础扎 视化、智能化、自动化管理，推进
实，拥有 2.53 万皮长公里光缆线 数字农业高质量发展。
路，形成了集团至分公司、农牧
在建三江分公司二道河农
场、管理区、作业站的五级光网 场有限公司，通过在田间设置采
架构，构建了光纤网、传输网、数 集设备高清摄像头获取叶子图
据网全覆盖的现代信息综合网 像 信 息 ，通 过 给 生 长 中 的 水 稻
络体系。
“拍照扫描”结合田间环境信息，
其 次 是 建 成 农 业 资 源 底 经过后台云服务系统的高效智
图。制定统一技术标准，实行一 能诊断，根据叶子的长势，对种
地块，一编码，完成了 4400 余万 植户的栽培技术和植保技术做
亩地块数据采集和上图，汇聚了 出指导。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
地理空间、种植作物、土壤环境、 候防病、什么时候除草？农户只
遥感及权属等多源数据，为农业 要 在 家 掏 出 手 机 看 看 就 知 道
生产经营管理提供数字化基础。 了。通过这个软件，可以查看叶
再次为搭建农业数据库，建 龄生长情况，根据叶龄再决定采
设北大荒云计算大数据中心，形 取的田间管理措施，一些种植户
成 了 覆 盖 垦 区 的 高 安 全、高 性 反映：
“以前进行田间管理，完全
能、全兼容的服务器集群体系。 靠主观判断和经验，现在用大数
建成离线数据库，业务系统、物 据分析，
更精准，更有效。
”

上图为大豆无人植保作业。下图为智能叶龄诊断。
图片由北大荒集团提供

数字农服 打通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
北大荒农服平台以集成
现代农业先进种植技术和数
字化技术为手段，为农业经营
主体提供资源管理、
土地承包、
金融贷款、
农机管理、
粮食交易、
国家农业补贴管理、农业托管
服务、
农业保险、
农情信息推送、
农事咨询等农事服务，促进平
台经济健康发展。平台于2021
年正式上架，实现资源管理系
统和土地承包系统全覆盖。
截至目前，平台注册用户
数达 55.2 万人，累计线上完成
农贷业务 1.66 万笔，贷款金额

达 43.42 亿元，1.5 万台套农机
具实现线上化，作业任务调度
3500 万亩次，让种植户真正享
受农业科技红利。
数字经济已成为北大荒
集团转型升级的“主路径”，数
字经济增加值达 87.38 亿元。
到 2025 年，北大荒将实现
数字农服全覆盖，实现农机智
能化全覆盖，打造全国领先的
数字农（牧）场、智慧农（牧）
场，建成中国农业产业数字化
先行区，引领现代化大农业发
展，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

7 5G 赋能先行示范智能城市治理标杆
中国电信携手深圳南山区开展 5G 赋能深圳先行示范智
能城市标杆项目，赋能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等方面。5G 专
网+5G 终端高效协同，让政务管理在城市末梢如臂使指。
“5G
灯杆+AI 摄像头+智慧平台”的高效监管让电动自行车的交通
违章同比减少 56%。5G 云广播、5G 智能机器人指引服务、5G
无人车巡防+智能送水/抗疫物资、5G 消息推送服务信息等，
开启了智慧城市的数字跃升之门。

8 5G 车路协同系统关键技术及产业应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紧密依托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研发资源，联合东南大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开展基于 5G 蜂窝网络的车路协同系统
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应用。已经累计在江苏和全国多地建
设 30 余个应用示范，在南京、苏州建成行业领先的测试基地，
支撑了自动驾驶道路测试政策发布及测试牌照的发放，已为
50 余家企业提供了测试评估服务，道路测试总里程超过 500
余万公里，有效促进了产业链的发展和成熟。

架构下超便携混合现实颅脑手术导航系
9 5G
统建设
本项目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为中心，由上海电信 5G
赋能，协同构建 5G 医疗示范网，以神经外科疾病的治疗为导
向，面向神经外科疾病建立 AR 可视化手术导航平台。采用
5G、人工智能算法、边缘计算，全面分析进展性颅内出血风险
因素和相关系数，创新变革传统开颅手术方案制定手段，精准
实施手术，确保救治到位。

10 交通银行 5G 全域智能金融云专网
交通银行 5G 全域智能金融云专网项目，由交通银行联合
上海电信、华为公司在金融行业首次做出全国范围的 5G+金
融的探索与创新，助力交通银行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建设安
全泛在的新型金融基础设施，充分激发普惠金融、产业金融等
业务经营潜能，
形成多元融通的金融服务智慧再造。

聚焦智慧农业发展 助推农业现代化进程
访北大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守聪

G 客访谈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智慧农业是农业现代发展的必然趋
势。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工
作，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进数字中国建
设，全力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加快 5G 网络
建设进程，为发展数字农业提供了有力的
政策保障。
”
8 月 10 日，
“2022 世界 5G 大会”开幕期
间，北大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守聪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北大荒在完成体制
改革后，潜力被充分挖掘，活力被充分释
放，正更好地聚焦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
略使命，以“1213”高质量发展工程体系全
力实施习近平总书记为北大荒擘画的“三
大一航母”发展蓝图，以“一体两翼”战略全
力推进科技建设，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云
计算、5G 通讯等前瞻数字技术，不断夯实
农业信息化发展基础，不断提升农业智慧
化发展水平，不断推动农业产业全程数字
化改造，以更好地引领中国农业现代化进
程、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

围绕“网、地、云”三要素，夯实智
慧农业发展基础
一是建设现代信息通信网，一网覆垦
区。北大荒数字化基础扎实，形成了集团
至分公司、农牧场、管理区、作业站的五级

光网架构，构建了光纤网、传输网、数据网、
语音网、综合信息网、视频会议网、宽带接
入网等现代化信息通信综合网络体系。二
是建成农业资源地图，一图观家底。制定
统一技术标准，实行一地块一编码，完成了
垦区全量地块数据采集和上图，涉及耕地
4500 多万亩，汇聚了地理空间、种植作物、
土壤环境、遥感及权属等多源数据，为农业
生产经营提供数字化底座支撑。三是搭建
农业数据库，一库汇所有。建有技术领先
的“三地三中心”的北大荒云计算数据中
心，形成了覆盖垦区的高安全、高性能、全
兼容的现代化计算服务器集群，为农业数
字化提供标准统一、安全可靠的数字化承
载底座。

和国内唯一的无人化农场群，开启大面积
无人农机作业先河。
二是打通“一体化”业务流程，实现农
业精细化管理。以北安分公司为试点，建
成农业、水利、畜牧、农机、农情等 17 套涉农
类管理系统，贯穿农业生产全过程，加快北
大荒业务线上化发展进程。
三是“一站式”数字农服，提供农业个
性化服务。上线了“北大荒农服”APP，为
广大农户提供“土地承包、农贷助手、农机
管理、农业补贴、精准气象”等一站式服务，
平台注册用户达 55.2 万人，累计线上完成
农贷业务 1.66 万笔，贷款金额达 43.42 亿
元，1.5 万台套农机具实现线上化，作业任
务调度 3500 万亩次，
取得了显著成效。

围绕“生产、管理、服务”三领域，
聚焦“数据、算法、应用”三方向，
加速智慧农业发展进程
力争智慧农业发展取得新成效
一是利用“空天地”数字技术，推动农
业智能化生产。北大荒地理信息系统及遥
感技术已实现全覆盖，遥感监测精度达到
85%以上。智能育种、精量点播、智能叶龄
管理、变量施肥、无人机植保等先进技术在
垦区广泛应用。2020 年以来，先后启动建
设了两批共 20 个数字农（牧）场，核心示范
总面积 30.4 万亩，辐射带动面积 236 万亩，
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农业集
成应用解决方案。
聚焦中国农业无人化作业发展科技前
沿，结合“3S”与“5G”技术，建成了七星、胜
利、创业、红卫、勤得利、二道河 6 个规模化
国产农机装备无人化农场，成为全国领先

一是聚焦农业数据治理，持续挖掘数
据价值。通过应用数字化工具，持续沉淀
从土地承包、种植计划、生资订购、春播、农
机调度、施肥植保、收获、入库、粮食交易到
农产品电商等农业数据，构建数据要素体
系，使数据真正成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
战略性资源。二是聚焦模型算法，持续优
化 AI 训练。利用 AI 技术，基于农业数据资
源积累，逐渐建立气候、植保、产量等模型，
持续训练，形成北大荒算法，为全域农业提
供种植方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三是聚
焦场景应用，支撑农业智能化决策。以农
业全产业链管理管控为主线，利用大数据
分析、预警及预测等深度数据应用技术，建

设北大荒农业大脑，实现高科技展示和生
产应用的深度融合，为管理决策提供“北大
荒数字智慧”
。
一边探索，一边总结，一边创新，这就
是北大荒集团智慧农业和数字化、信息化
的建设模式。北大荒集团智慧农业的发展
成果，为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奠定了坚实
基础、插上了腾飞翅膀，为加快推进“三大
一航母”建设工程、加快创建中国特色新型
农业现代化示范区注入了强大动力。
图片由北大荒集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