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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使信息化水平逐步提升。人们的生产生活与农业生产也因此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如何利用信息化技术开展智慧农业生产,让农业种植技术不断创新和提升,为
粮食产量的稳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智慧型农业的建设不仅可以促进农业的机
械化、自动化发展,还可以改善农产品的绿色环保性,生产生态无公害的农作物,为实现“健康食品”的
战略目标作出贡献。本文主要针对智慧型农业的发展现状以及该模式对农业种植产生的影响和建设措
施作出分析,以推动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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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fl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on Agricultural
Pla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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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gradually improved the leve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have also changed great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is era, how to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carry out intelligen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ake agricultural planting technology constantly innovate and improve, and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grain produc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topic.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mechanization and automatic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but also
improve the gree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duce ecological pollution-free
crops, and contribut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trategic goal of "healthy food".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and the influence and construction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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