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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是用互联网的技术尧渠道和思维改造现代农业的整个产业链条遥结合互联网的技术特点

和现代农业的产业特点袁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应采取现代农业全产业链融合互联网技术的产业链条架构尧野应用技术+网

络服务+云端服务冶的互联网多层架构尧野公有云+私有云冶的混合云计算架构尧以现代农业为本应用互联网技术的主辅关

系架构袁从环节和链条两方面构建具体的融合模式袁从而立足全产业链袁实现野互联网+现代农业野的可持续尧共赢性的系

统融合遥
关键词院互联网曰现代农业曰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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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 现代农业”全产业链融合架构与模式

李圣军
渊济南大学 商学院袁山东 济南 250002冤

随着物联网尧大数据尧云计算尧移动互联网尧社
交互联网等新一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袁互联网

向政府尧社会尧企业尧媒体的浸透速度不断加快遥 与

此同时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袁农业这个拥有几千

年历史的古老行业的生产方式尧流通方式尧产品品

质等也不断发生变化袁传统农业在各种新技术的应

用推动下加速向现代农业转型遥 在互联网经济日益

兴起和现代农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袁推进野互
联网+现代农业冶的跨界融合既是大势所趋袁也是互

联网产业和农业加速发展的内在要求遥 2015 年袁国
务院发布叶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野互联网+冶行动的

指导意见曳袁明确了十一项重点行动袁以推动互联网

与各领域的深入融合和创新发展袁从而打造新的经

济增长点袁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遥 在政府推动

下袁野互联网+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袁吴志攀研究

了野互联网+冶的兴起及其法律的滞后性袁[1]宁家骏研

究了野互联网+冶行动计划的实施背景尧内涵及主要

内容袁[2]王正伟研究了野互联网+冶思维袁[3]孙立等研究

了野互联网+冶趋势下产业链大数据的整合与应用袁[4]

安宇宏研究了野互联网+冶战略曰[5]左键尧卢卫尧聂林

海尧刘永清尧高伟则分别研究了野互联网+冶对纺织尧
传媒尧电子商务尧家电物流尧农业的影响遥[6][7][8][9][10]总体

上袁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袁研究

数量较少袁研究深度非常有限袁两者的跨界融合模

式还需进一步深入探讨遥为此袁本文将从架构和模式

两个角度研究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的全产业链融合遥
一尧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概念界定

互联网自从 1969 年产生以来已走过近半个世

纪的发展历程袁 经过从单项传递信息向交互传递信

息转变尧从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扩散尧从窄带向宽带

演变尧从固定终端向移动终端发展袁目前互联网已扩

散到政府治理尧企业管理尧群众生活尧社会自治的方

方面面遥与此同时袁现代农业作为一个与传统农业相

对应的概念袁其内涵也是动态的尧不断变化的袁本质

上也是一个不断应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过

程遥 因此袁本文将从野互联网+冶和野互联网+农业冶两
个角度界定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概念遥

渊一冤野互联网+冶
如表 1 所示袁目前学术界关于野互联网+冶尚没

有一个公认的一致性概念袁 各种界定方式虽不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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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袁但其本质内涵具有内在一致性遥 为界定清楚野互
联网+冶袁本文将先界定野互联网冶和野+冶袁然后再界定

野互联网+冶遥
1援 互联网

从不同的角度袁可以对野互联网冶进行不同的界

定袁从本文的研究主题出发袁在野互联网+冶的语境下

对野互联网冶进行界定袁主要包括信息技术尧通讯渠

道和思维方式三个层面遥
要要要互联网是一种信息技术袁可以将人或物彼

此相连袁超越时空的限制袁实现人与人尧物与物尧人
与物的相连袁从而进一步实现人的网络化和物的智

能化遥
要要要互联网是一种通讯渠道袁 可以实现文本尧

视频尧图像的实时传播袁从而辅助生产者尧消费者尧
监管者实现远程监控尧实时监控和可视化监控遥

要要要互联网是一种思维方式袁用野网络冶代替

野个体冶式思维方式袁用野数据冶代替野经验冶式思维方

式袁用野虚拟化冶代替野面对面冶式的思维方式遥
2援 野+冶的界定

在野互联网+冶的语境下袁野+冶虽然具有丰富的内

涵袁但本质上可以从跨界尧融合尧增值三个层面进行

界定遥
要要要跨界院在互联网的基础上袁野+冶的前后即相

加的两部分肯定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或行业袁因为只

有跨界的两部分才可以相加或相加才有意义遥
要要要融合院在互联网概念界定的基础上袁野+冶指

的是将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另一个行业或领域袁实现

两者的融合袁强调前后两部分不是平等关系袁而是

野服务于冶或野应用于冶的关系遥

要要要增值院用野+冶将互联网和另一个领域或行

业相加袁不是简单做加法袁而是实现两者的互利共

赢袁在创新基础上实现增值尧追求溢价遥
渊二冤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
根据野互联网冶和野+冶的概念界定可以将野互联

网+现代农业冶界定如下院充分利用物联网尧大数据尧
云计算尧移动互联网尧社交互联网等现代互联网信

息技术改造升级现代农业袁从而实现两者的融合式

发展袁在做大互联网产业的同时袁着力做强现代农

业袁提高现代农业的附加值遥 这其中有三个要点院一
是互联网只是一种技术尧工具尧渠道或媒介袁野互联

网+现代农业冶的关键是将互联网的信息技术尧通讯

渠道尧思维方式应用于现代农业曰二是野互联网+现
代农业冶的目的是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袁因此应从

发展现代农业的角度选择合适的互联网技术袁思考

两者的具体融合模式等曰三是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
的落脚点是增值袁即应用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收益应

能覆盖或超过增加的成本袁因为不能增值的融合模

式是不可持续的袁也不会被农户采纳应用遥
二尧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的融合架构

当前袁互联网作为一种工具或渠道袁通过野互联

网+冶可以同创业创新尧制造业尧能源尧金融尧益民服

务业尧物流尧交通等各个行业或领域相融合遥 但现代

农业小规模生产尧多主体服务尧地域性强尧产销链条

长尧 质量安全影响因素多等自身众多独特因素袁决
定了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的跨界融合模式与别的行

业或领域相比将会有所不同遥 从体系架构角度袁野互
联网+现代农业冶的融合方式多种多样袁有环节融合

也有链条融合袁有互联网企业主导的融合也有现代

作者 概念界定

马化腾[9] 利用互联网的平台和信息通信技术袁把互联网和包括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业结合起来袁在新的领域创造一种

新的生态遥
宁家骏[2] 以互联网为主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渊包括移动互联网尧云计算尧物联网尧大数据等冤在经济尧社会生活各部门的扩

散尧应用与深度融合的过程袁这将对人类经济社会产生巨大尧深远而广泛的影响遥
刘九如[11] 将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思维应用到其他领域袁使得该领域与互联网结合起来袁形成聚合效应遥
高伟[10] 野互联网+冶里面的野+冶追求跨界融合袁发展新形态尧新业态曰不是野-冶袁更不是挤出尧零和博弈遥
王正伟[3] 野互联网+冶思维首先是跨界思维袁建立在自媒体思维的基础上,其核心竞争力是降维思想袁就是野用户第一原则冶遥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 野互
联网+冶行动的指导意见

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袁推动技术进步尧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袁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

和生产力袁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遥

表 1 野互联网 +冶的概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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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企业主导的融合袁但从现代农业自身特点和互

联网特性出发袁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 的融合应采取

全产业链融合尧互联网多层融合尧混合云计算融合

和现代农业主导融合的体系架构遥
渊一冤现代农业全产业链融合互联网技术的产

业链条架构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服务体系的完善袁
现代农业早已超越单纯的生产环节袁形成一个完整

的产业链条遥 从价值创造的角度袁生产环节单纯创

造价值的时代已经结束袁全产业链条合作创造价值

的特点日益凸显曰从利益联结的角度袁全产业链各

环节之间已超越单纯的产品买卖关系袁 合作共赢尧
信息共享尧风险共担的一体化特性日益明显遥 因此袁
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是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条综合采

用互联网技术袁即使是环节应用也是着眼于或定位

于全产业链应用的袁只有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条均采

用现代的互联网技术袁才能形成合力袁充分发挥潜

在的互联网优势袁创造新的市场价值袁从根本上改

造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和盈利模式遥
渊二冤野应用技术+网络服务+云端服务冶的互联

网多层架构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袁 互联网的内涵日益宽

泛袁功能也日益多样化袁早已超越了早前单向信息

传播尧数据数字化尧固定终端相连的时代袁物联网尧
大数据尧云计算尧移动互联网尧社交互联网尧自媒体

等新兴信息技术日益发展袁以互联网为基础延伸出

的信息技术和网络功能也日益多样化遥 在野互联网+
现代农业冶的融合架构中袁互联网也必将在多层次尧
多功能基础上全方位立体式地服务于现代农业袁主
要包括野应用技术+网络服务+云端服务冶袁从服务现

代农业的角度袁应用技术主要包括移动终端尧物联

网尧电子商务尧电子结算尧手持终端等多种现代信息

技术袁网络服务主要包括信息传播尧信息交互和远

程监控等袁云端服务则主要包括大数据汇聚尧存储尧
挖掘和软件平台研发等渊见图 1冤遥

渊三冤野公有云+私有云冶的混合云计算架构

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涉及监管者尧 生产服务者尧
生产者尧流通者尧消费者等多个主体袁不同主体之间

在利益总体一致的基础上也存在一定的分歧袁无论

是主体私人信息还是商业机密信息都需要采取一

定的保护措施防止泄密遥 同时袁现代农业全产业链作

为一个利益攸关尧共创价值的完整产业链条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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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野互联网 + 现代农业冶的融合架构

共享是应用互联网提升农业附加值的重要举措之

一袁只有信息共享袁才能将全产业链打造成一个完

整的统一体袁创新经营模式和盈利方式遥 因此袁野互
联网+现代农业冶 必须在信息保密和信息共享之间

形成一种平衡袁为此袁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的融合架

构必须采取野公有云+私有云冶的混合云计算架构袁
利用野公有云冶实现数据的共享和公开袁利用野私有

云冶保护企业的机密信息袁同时服务于环节企业自

身的日常经营管理遥
渊四冤以现代农业为本应用互联网技术的主辅

关系架构

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不是两者之间的平等相加袁
两者之间也不是平等关系袁互联网仅仅是一种工具

或手段袁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 的目的是利用现代互

联网信息技术改造农业的生产方式袁重塑农业的产

业链条袁创新农业的盈利模式袁提高农业的产品附

加值袁培养新时代的现代农民等袁因此野现代农业冶
是主袁野互联网冶是辅袁无论是互联网企业还是现代

农业产销企业主导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袁都必须立

足于现代农业开展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袁探索两者

的融合模式袁从服务于现代农业发展的角度袁对互

联网技术采取有针对性的野拿来主义冶袁而不能一味

地求新求精袁关键是管用有效袁能创造利润遥
总体上袁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 还处于发展的初

级阶段袁两者的融合还需要不断探索袁在总结经验尧
教训中不断发展完善遥 但在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的
融合架构方面袁必须结合现代农业的特性袁坚持全

产业链融合尧多层次融合尧混合云端融合和现代农

业主导融合的体系架构袁只有如此才能实现野互联

网+现代农业冶的初衷袁进而实现互联网产业和现代

李圣军：“互联网 + 现代农业”全产业链融合架构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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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合作共赢袁真正用互联网技术从根本上推动

现代农业的变革袁实现现代农业的飞跃式发展遥
三尧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的融合模式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工袁现代农业已演

变成一个复杂的产业链条袁从互联网切入或融合的

角度袁无论是生产环节尧流通环节还是消费环节均

可引入互联网技术进行重塑遥 但在环节融合的同

时袁为保证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条数据的汇聚尧共享

和挖掘袁必须从产业链的角度统一设计数据编码格

式尧采集指标尧传输通道尧传输方式等袁以实现现代

农业全产业链条的透明化协作遥 为此袁野互联网+现
代农业冶的融合模式有必要从环节和链条两个角度

分别研究遥
渊一冤环节融合模式

从互联网应用的角度袁现代农业产业链条主要

可以划分为生产尧流通和消费三个环节袁因此野互联

网+现代农业冶 的环节融合模式就主要包括生产融

合尧流通融合和消费融合三种遥
1援 生产融合

在现代农业的生产环节袁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
的融合模式主要包括两个切入点袁 一个是生产服

务袁一个是生产过程袁包括可视化生产和精准化生

产遥 前者是着力于利用互联网技术打造智能化的农

业生产服务平台袁后者是着力于利用物联网技术打

造远程可视的精准化农业遥
渊1冤生产服务云

以农业生产过程需要的各种服务提供者为主

体袁通过政府牵头或互联网企业介入袁根据农业生

产需求搭建一个实时尧开放尧交互式的生产服务云袁
全方位地提供农业生产过程所需要的各种服务袁通
过野生产服务云冶汇聚农业生产需要的各种技术常

识和服务供给主体袁为农民提供及时尧全面的农业

生产知识遥 同时袁 为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袁
野生产服务云冶还应是交互式的双向信息沟通过程袁
通过搭建虚拟的服务供需交流平台袁解决农业服务

野最后一公里冶问题曰通过支撑可视化视频上传袁使
农业技术专家及时实现对农业病情的远程诊断袁从
而为农业生产者提供全方位的尧保姆式的服务供给

平台和信息交流平台遥
渊2冤可视化生产

现代远程监控技术可以突破时空限制袁实现农

业生产全过程的可视化生产袁 这为体验式农业尧休

闲式农业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遇遥 城市人完全可以

通过远程监控参与农业生产全过程袁通过支付一定

的费用承包农村土地种植农作物袁从而体验生产过

程的乐趣曰 农业生产者则可以将土地承包给城市

人袁根据城市人的指令进行生产操作袁在收取土地

承包费的同时收取一定的务工费袁从而提高自身的

收入水平遥 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袁城市人不用到

农村也可参与农业生产过程袁通过网络终端和远程

监控便可实时掌控农作物的生长情况袁让农业文明

在城市扎根袁同时让信息文明在农村扎根袁实现城

乡的信息化统筹和基于互联网的一体化发展遥
渊3冤精准化生产

农业生产是利用土地尧水尧肥料尧农药等生产农

产品的过程袁传统农业各种要素投入量一直主要靠

经验决策袁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则可以实现农业生

产的精准化遥 通过温度尧湿度传感设备和远程智能

节水灌溉系统袁 可以实时采集设施农业内部的温

度尧湿度袁并通过智能终端实现自动化灌溉遥 这样一

方面可以节省水资源的消耗量袁 实现按需灌溉袁降
低水费曰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智能化控制节省人力投

入袁降低人工成本袁从而将拼资源尧拼消耗的传统农

业转变为实时监控尧定量投入的现代农业遥 总之袁利
用互联网技术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几千年

的生产经验式决策模式袁实现精准化的定量决策模

式袁从而打造资源节约型尧环境友好型的现代农业遥
2援 流通融合

农业流通环节连接生产和消费遥 我国农产品流

通中一直存在环节多尧成本高尧损耗大的问题袁甚至

造成农产品野卖难冶和野买难冶现象并存遥 在野互联网+
现代农业冶的推进过程中袁流通环节的融合至关重

要遥 从现代农业的角度袁流通融合主要包括电子结

算和电子商务两种袁虽然广义的电子商务包括电子

结算袁但从现代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互联网技术

的具体采用方式看袁两者仍属于不同的融合模式遥
渊1冤电子结算

从流通的角度袁 电子结算又称为非现金结算袁
主要是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袁 辅之于电子磅秤尧PC
终端尧IC 卡尧网络设备等硬件设备袁实现农产品的电

子结算袁从而节省交易时间袁提高交易效率曰同时袁
实时采集交易价格信息袁通过批发市场汇总袁可以

定时甚至实时发布单种农产品的指导价格袁解决农

产品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袁有效保护农民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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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遥 此外袁流通环节实施电子结算还可转变批发市

场管理方式袁为固定摊位费收取向交易额抽佣金方

式的转变提供数据支撑袁从而调动批发市场管理主

体的工作积极性曰同时袁通过研发批发市场软件管

理平台袁基于实时产生的海量交易数据袁利用数据

挖掘技术可以实现批发市场的循数决策袁提高批发

市场管理的信息化水平遥
渊2冤电子商务

从农产品交易的角度袁电子商务的核心是野网
上交易冶袁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农产品供求信息袁突破

传统农产品交易的时空限制袁即使远隔千山万水也

可找到潜在的交易对象袁 尤其是跨境电子商务袁对
于扩大农产品交易覆盖面更是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袁
可以大大节省交易主体寻求交易对象和交易产品

的时间成本遥 同时袁与传统面对面交易方式相比袁电
子商务平台集聚银行尧第三方监管平台尧运输商尧购
买商尧销售商等各种主体袁可以实现物流尧信息流尧
资金流和商流的信息化和虚拟化袁提高农产品流通

环节的专业化水平袁实现验货尧支付尧运输等各个环

节的无缝对接袁从而大大节省农产品交易时间袁对于

降低农产品尤其是生鲜农产品损耗具有重要意义遥
3援 消费融合

从主体角度袁 消费环节主要包括两类主体袁一
类是消费单位袁即学校尧机关尧餐馆等团体消费单

位袁一类是单个消费者遥 因此袁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
的消费环节融合模式也包括两种袁一种是针对团体

消费单位的电子化消费记录袁一种是针对单个消费

者的可查询式消费遥
渊1冤电子化消费记录

利用 IC 卡尧识读器尧PC 机尧宽带网络等现代网

络技术和硬件设备袁可以实现农产品消费记录的电

子化袁对于每天消费农产品的种类尧批次尧数量尧采
购时间尧 采购人等信息进行详细记录或电子记录袁
并实现长期保存遥 与传统的纸质记录相比袁不仅能

降低记录成本袁提高记录的准确度袁还能延长记录

的保存时间甚至实现永久保存袁降低记录的保存成

本遥 利用现代的大数据挖掘技术袁农产品团体消费

单位还可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加工袁从而提取有用

信息袁比如不同季节和不同农产品的消费数量波动

规律尧 一天内不同时间顾客的数量波动趋势等袁从
而提高团体消费单位管理的信息化水平袁降低库存

成本并同时防止缺货问题的产生遥

渊2冤可查询式消费

对于单个消费者袁对自己所消费农产品主要关

注两个问题袁一是消费价格是否公道袁二是消费产

品是否安全遥 对于消费价格袁消费者通过智能终端

和网络平台袁完全可以实时查询各种农产品的消费

价格袁甚至可以通过比价软件查询自己所购买农产

品的潜在最低价格袁从而实现价格的可查询遥 对于

产品安全问题袁利用现代的互联网技术袁基于统一

的云服务平台袁完全可以查询自己购买农产品的流

通链条和检验检疫情况袁甚至可以通过远程可视化

监控方式袁掌握所消费农产品的整个生长过程和完

整的要素投入记录袁 从而实现产品安全的可查询遥
因此袁通过现代的互联网技术袁消费者完全可以掌

握自己所消费农产品的完整产销链条和质检情况遥
渊二冤链条融合模式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袁市场竞争已经超越单

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袁 而变成产业链之间的竞争袁整
合完整的产业链已成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关键遥
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可以有效解决农业产业链先

前利益联结不紧密尧信息分布不对称的问题袁大数

据和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则为现代农业

产业链的打造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遥 从现代农业

产业链的角度袁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 的链条融合模

式主要包括四种方式袁 分别为链条全程可追溯尧产
消直接对接尧链条信息共享和链条统一云端遥

1援 链条全程可追溯

综合世界各国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经验可

以发现袁建立农产品追溯体系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

全的最有效手段袁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也进入了问

题高发频发期袁解决质量安全迫在眉睫袁而利用现

代互联网技术袁建立农产品产业链全程可追溯体系

是大势所趋袁而追溯的关键是利用 RFID尧二维码等

技术对农产品进行批次或个体标识袁然后利用手持

终端尧电子磅秤等设备实时采集交易信息袁最后通

过全国统一的追溯数据库存储海量的追溯数据袁利
用追溯平台软件对农产品追溯实施智能化监管遥 因

此袁只有深层次地推进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袁充分利

用物联网尧大数据尧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袁才能实

现农产品产业链条全程可追溯遥
2援 产消直接对接

农业野小生产冶与野大市场冶之间的矛盾决定了

农业流通环节多且链条长袁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的

李圣军：“互联网 + 现代农业”全产业链融合架构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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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则可以超越时空限制袁实现农产品的野产消直

接对接冶袁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直接交易袁减少流

通环节袁缩短整个链条袁这既可以降低农产品终端

消费者购买价格袁 又可以提高农民的产品销售价袁
从而同时提高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福利遥 与此同

时袁利用现代互联网远程监控和可视化技术袁还可

以让消费者知道自己所购买农产品的整个生产过

程袁掌握化肥尧农药的使用过程袁提高消费者对农产

品的质量安全信心袁从而实现安全农产品的野质量

溢价冶袁进一步提高消费者福利和生产者剩余遥
3援 链条信息共享

农业全产业链条上下游环节之间既是合作者袁
也是竞争者袁上游的产品销售价格便是下游环节的

采购价袁上游产品的质量安全状况直接影响下游的

质量安全水平袁因此农业全产业链条上下游环节之

间的信息共享程度直接影响链条利益共同体的构

建遥 在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的融合过程中袁利用互联

网技术可以实现野订单采购冶和野订单生产冶袁实现上

下游环节的信息共享袁从而进一步实现风险共担和

利益共享遥 一方面袁采购主体可以实现无库存生产

或销售袁通过网络实现自动下单袁减少库存损耗曰另
一方面袁供给主体可以合理安排采摘时间袁从而科

学定价提高收益遥 此外袁通过信息共享袁出现质量安

全问题便于划定责任袁解决搭便车问题遥
4援 链条统一云端

在大数据尧 云计算等新兴互联网技术的支撑

下袁对农业海量异构数据的挖掘应用成为可能遥 为

此袁在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的融合过程中袁必须在国

家层面超越链条构建一个统一的野农业云冶袁存储来

自现代农业全产业链的所有异构数据袁并基于统一

的云端研发软件应用平台袁通过大数据分析为农民

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袁从而根据需求不断丰富农业

生产服务云的内容和材料遥 同时袁基于统一的云端

实现海量异构原始数据的社会化公开共享袁鼓励社

会机构研发应用平台袁对海量的原始数据进行分析

加工袁将低价值密度的海量数据转变为高价值密度

的信息和报告袁从而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并为

政府监管提供数据支撑遥
总体上袁在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全产业链融合尧

互联网多层融合尧混合云计算融合和现代农业主导

融合的体系架构下袁 基于现代农业主导的融合原

则袁从现代农业角度袁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的具体融

合模式可以分为环节融合模式和链条融合模式袁在
环节融合模式中袁生产环节融合主要是构建生产服

务云袁实现可视化生产和精准化生产袁流通环节融

合主要是电子结算和电子商务袁消费环节融合主要

是电子化消费记录和可查询式消费曰链条融合模式

主要是链条全程可追溯袁产消直接对接袁链条信息

共享和链条统一云端遥 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的融合

总体上是全产业链的融合尧全方位的融合和立体多

层次的融合袁必须用互联网的思维重塑现代农业全

产业链的生产方式尧决策机制和盈利模式袁从而实

现现代农业全方位系统性的变革遥
四尧结语

从概念角度袁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 就是用互联

网的技术尧渠道和思维改造现代农业的整个产业链

条袁实现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和盈利模式的系统性转

型遥 结合互联网的技术特点和现代农业的产业特

点袁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 应采取现代农业全产业链

融合互联网技术的产业链条架构尧野应用技术+网络

服务+云端服务冶的互联网多层架构尧野公有云+私有

云冶的混合云计算架构尧以现代农业为本应用互联

网技术的主辅关系架构遥 从现代农业的生产经营现

状出发袁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 的融合模式主要包括

环节融合和链条融合遥 总体上袁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
的跨界融合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袁 难度大且涉及面

广袁必须立足现代农业逐步推进袁必须在保证盈利

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利用各种现代互联网信息技

术袁逐步探索两者的具体融合模式袁以实现两者的

可持续尧共赢性的系统融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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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Integration Model of 野Internet Plus Modern Agriculture冶
LI Sheng-jun

渊College of Business袁University of Jinan袁Jinan Shandong 250002, China冤
Abstract: The "internet plus modern agriculture" is combining the technology, channel and thinking of internet with th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of modern agriculture. Combined the technology characteristics and modern agriculture industry charac鄄
teristics, "internet plus modern agriculture" should take the industry chain structure of modern agriculture whole industry chain
integration of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the multi-storey structure of "applied technology+ network services + cloud services",
the multi-cloud structure of "public cloud + private cloud" and the main auxiliary structure of based on modern agriculture
applying network technology. The specific integration model is constructed from sector and chain point. Thus based on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internet plus modern agriculture" achieves the sustainable and win-win systematic integration.

Key words: internet; modern agriculture;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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