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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关于“民以食为天”的说法再恰当不过地表明了人类对于生存提出的最基
本要求。由此，我冒昧地延伸一步：“食以植为根”。用通俗的语言可以解释为“植物
是食物链中最为根本的单元”。 植物不仅为人类所直接食用，它也是动物赖以生存的
必要条件。人类正是通过食用动物这样间接的方式来消耗植物。植物的作用远远大于
仅为人类的食品。绿色植物除了保持水土、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作用外，还能够为人
类提供新鲜空气，纯净水质，宜人气候，优雅环境。人们的许多穿着、起居、药品是
离不开植物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植物是大自然恩赐于人类最珍贵的礼物”[1]。
在本次由中国科学技术部主持的“2003 年数字农业与农村信息化发展战略研讨会”
中，我愿意就“植物生长建模”研究谈一些个人的看法。希望通过“植物”与“建模”
这样两个关键词分别扣住“农业”与“数字”组合出来的重要主题。在此将感谢各行
领域专家对本文的兴趣并提出指正意见。

1．什么是植物生长建模？
所谓“植物生长建模”就是以植物体为研究对象，通过构造一个简单但是能够反映
物理世界中真实植物的数学抽象描述模型，模拟被研究对象的发生、发展过程，为解
释现象，揭示机理，发现规律，预测结果提供有用工具[1]。我们将建立这样一个计算
机模型的过程或方法简称为“建模”。在此应该对“植物生长建模（Plant growth
modeling ）” 一 词 有 广 义 的 理 解 ， 它 可 以 被 扩 展 为 包 括 模 拟 (Simulation) 与 可 视 化
(Visualization)部分。
可视化仿真为植物生长研究提供了一种直观、迅捷的科学研究方法。它可以帮助研
究者通过图形方式更有效地观察与分析植物生长中的结构与功能、生长发育、进化、
分布等各种规律和影响因素，以便系统的研究，并加快模型反馈和验证工作。更为重
要的是，可视化三维建模为研究与探索“植物－植物”，“植物－环境”或“人工操作
－植物”交互关系提供了独到的方法与途径。这主要是由于植物的形态结构在植物生
长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借助可视化模型研究植物生长的典型实例包括：植物
冠层光强分布、光合作用产量、趋光效果；水分蒸腾； 种植间距；作物与杂草竞争；

植物体的变形、弯曲、及倒伏； 植物相互间、或与外界障碍物之间产生的根系或冠体
碰撞等问题。同时，植物生产过程中的人工干预也将涉及到三维可视化仿真研究，如
人工修剪、整形等栽培操作下的植物生长过程模拟；施喷化肥、农药、水等人工管理
下的效果模拟[1]。国内外学者有时将这样一个研究工作称为“虚拟植物(Virtual
plant)”[2,3]。
文[1-3]对国际、国内有关植物生长建模的发展状况及未来展望作出了一定的介绍，
并给出了相关国内外参考文献。

2．植物生长建模的科学内涵
植物作为“数字农业”发展中的应用对象之一，其建模基础涉及了众多学科领域，
其中包括生物学、植物学、农学、生态学、信息科学、应用数学等。植物生长建模大
致可以被认为属于应用基础研究的范畴，它主要是宏观层次上的研究。不过在农业应
用中通常是小到植物器官，大到作物群体，有时会涉及到从微观层次的建模，如基因、
分子、细胞等。植物生长建模研究可以纳入所谓“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这
样一个新兴的交叉科学领域之中。
下面试举一些在植物生长建模中的科学或应用方面的具体问题：
A． 形态发生模型：这里包括植物的基因与拓扑结构模型及几何形态模型。
B． 生理生态模型：这里包括大量局部内容的子模型，如光和作用、水肥效果、呼吸
功能、温度影响、生物量生成与分配、矿质营养、大气等。
C． 描述植物生命过程的数学模型方法研究。其该过程表现的问题形式为：a. 众多的
控制变量及影响因素；b. 各变量与生长结果之间可能具有较强的动态耦合变化过
程；c. 生长过程呈现随机性、非线性、多变性及突变性。
D． 农作物优化模拟研究。这包括品种选择、播期确定、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农
艺措施、产量质量预测等各种内容。
E． 植物模型有效性及其评价方法的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工业过程对象，植物体对建
模体系方法的简易性、可理解性、普适性、定量化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F． 植物生长可视化研究。植物体可视化是计算机图形学领域中的经典问题。真实、
实时、动态地显示植物群体生长过程是极具挑战性的课题。
植物生长建模研究将会有力地推动各个相关学科的发展与有机融合。以植物学与农
学为例，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主要是单学科、经验式、定性化的模式。信息科学、
计算机科学知识的引入，对于改变传统学科领域带来新的契机。如控制论中的许多基
础理论知识可以被借鉴。如动态系统辨识、“植物－土壤－大气”的模型耦合分析、稳
定性分析、随机过程控制等。同时新的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植物建模研究带来新的思路

和方法，如可以将 Multi-agent 技术用于植物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模拟中。

3. “数字农业与农村信息化”在中国的战略发展目标
“数字农业（Digital Agriculture）”这一概念基本上是起源于“数字地球（Digital
Earth）”中的一个应用分支。目前这一概念得到了更多的引伸，但是国际国内对此还没
有达到统一的定义。文献[4-6]对“数字农业”的内涵及其在未来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有
着很好的讨论。
所谓“农村信息化”的发展目标，可以理解为是针对 “数字鸿沟”或“数字隔离”
这样全球范围内都面临的问题而提出的。该目标的设定，对于中国这样发展极为不平
衡的国家的长久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7]。针对本次会议讨论内容，有必要提出以
下有关“数字农业与农村信息化”在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I.

通过推广数字农业与农村信息化在中国的发展，培养掌握数字技术的现代

化农民，同时，减少中国落后农村地区被进一步边缘化的趋势，为实现中国全面实现
小康社会在必要的物资基础设施与技术人才队伍方面提供保障。
II.

通过数字农业技术的实施，更新中国的传统农业耕作模式，从而大大地提

高农产品的产量与质量，使中国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III.

通过数字农业技术的实施，发展“效益导向型”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

友好型”[8]的农业技术和生产方式，如节水、节能、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等可持续发展
的中国农业。

4. 植物生长建模在“数字农业”发展中的地位
1998 年 5 月在香山举办的“植物生理生态过程模拟与信息农业”专题会议[9]上，
国内学者对于植物生长建模在信息农业中的地位提出了许多有见解的发言。我将植物
生长建模在“数字农业”发展中的基本定位先用一句话表示。
“植物生长建模是’数字农业’发展中的核心与关键技术”。
下面是对于上述观点的进一步阐述。可以理解，
“数字农业”涉及的具体应用对象
和范围是相当宽泛的，如数字化农业机械，大田或温室生产管理，以及全球定位系统
（GPS），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技术，数字化网络等各种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中
的应用。所有这些技术应用的最终服务对象主要是农产品。植物可以被认为是农业产
品中的最主要、最重要的产品。这样的农产品包括：粮油作物、瓜果蔬菜、花卉药材、
树苗草皮、香料染料等一系列植物类产品。因此可以说植物体是“数字农业”技术应
用的核心对象。以数字化控制温室应用为例，常规的直接被控对象是机电类型的执行

机构，如供水，施肥，加温，鼓风、控光等过程对象。然而，实际的过程控制对象应
该是植物体。为了以数字化控制方式提高这些产品的产量与质量，对植物生长过程的
定量化描述是实现优化目标的必然依据。所有机电类型执行机构的输出，应该是根据
植物生长模型计算结果的建议值来设定。目前多数的现代化温室虽然已经相当程度的
实现了数字化控制方式，但是由于没有包括植物生长模型模块，这样的温室最多只能
被认为是辅助技术（相对而言）的完善。植物生长模型应该被认为是“数字农业”中
的核心环节。
与许多辅助技术相比，目前有关植物生长建模的现有技术水平还是相当初级。这主
要是由于其它技术的研究对象是机器，而植物生长建模研究对象是生命体。由于该技
术相当不成熟，因此它也成为实施所谓“数字农业”，“信息农业”或者“精细农业
（Precision Agriculture）”[10]中的关键技术，或“瓶颈”技术。还是以温室应用为
例。中国的番茄生产面积总量在 90 年代跃居世界前列。但是单位面积产量较低。中国
的现代化温室番茄最好的产量水平（上海孙桥进口的荷兰设施）也只有 27－34kg/m2
（1996－2000）。而荷兰、以色列的平均水平为 60－70kg/m2，是我国平均水平的 4－5
倍。其中，温室番茄作物模型知识的应用可以被认为是影响因素之一。我们知道，荷
兰研究机构与大学曾分别开发出 TOMGRO 与 TOMSIM 两个温室番茄作物模型软件。尽管
这两个软件目前还基本上是以研究性质为主，该模型研究成果对于温室技术应用的指
导是起到关键作用的。因此，植物生长建模应该被认为是影响“数字农业”整体发展
水平的关键技术。

5．有关发展对策建议
以计算机为手段对植物生长进行建模与仿真，将为探索植物生命的奥秘和生长过程
的规律，以及改善人类生存环境质量带来新的契机。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农业大国、
林业弱国，开展植物生长的建模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随着生态环境意识提高，
保护和有效利用植物将受到进一步重视。农林业信息化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重要发展
趋势，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永恒主题。无论从科学意义还是
从应用前景而言，我们应该尽快地作出相应的决策。下面提出三条发展对策建议：
I． 制订中国“数字农业与农村信息化”发展战略规划。将农业生物信息学列入重
大基础理论问题，其中植物生长建模研究作为科学技术应用发展的主攻方向。
鉴于该领域的科学问题及应用研究极具挑战性（西方国家在建模方面研究已有
三十多年历史），希望其相应的发展战略规划周期要充足，建议为 10 年。
II． 建议植物生长建模应用的近期目标（3－5 年）优先立足在温室作物上。这是由
于温室环境相对于大田环境更为平稳、可控。这样将有利于模型预测结果的可
靠性。只有可靠的模型才能被用户所接受。这也是植物生长建模技术是否能够

在农业普及应用的关键。目标是使中国温室的平均生产水平在五年内与国外先
进国家平均生产水平的差距显著缩小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为发展出适合中国国
情的节水、节能控制方式提供技术指导。
III．

鼓励多学科交叉的合作，包括建立农学与信息科学合作研究机构的联合实

验室。强化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在经费上支持参加国际科研合作
计划。在中国召开该学科方面的国际学术会议。使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与
国际接轨，并逐步发展出世界一流的学术创新。同时，在教育机构中，设置信
息学科与农学相结合的专业方向（3 年内），培养该学科领域的教师队伍和研究
队伍。
最后，衷心希望中国在未来的“数字农业”发展中能够在植物生长建模这一核心与
关键技术方面真正取得国际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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