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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附加值植物生产的环境控制技术（三）

植物工厂发展前景及高效生产
贺冬仙
（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人工光型植物工厂的可持续发展前景
古在丰树 教授
日本植物工厂研究会
人工光型植物工厂的生产成本主要包括设备折
旧（前期投入）
、人工和电力成本。2016 年以来，
日本利用 LED 作为光源种植散叶莴苣，经济收益

通过介绍未来型植物工厂的基本观点、概念与方
法，集中展望了下一代人工光型植物工厂的可持续
发展前景及其应该整合应用的核心技术。目前，下
一代人工光型植物工厂的研发刚刚开始，这需要更
加广阔的眼界和敏锐的视野以实现技术颠覆和科技
创新。


（中国农业大学贺冬仙翻译）

（销售额 / 成本）
、工作效率和电耗生产力均得到
极大提高，资源利用率与水肥生产力明显改善。这
些效率提升与采用 LED 植物生长灯、自动物流装
置与生产管理软件等密切相关。其他国家也得到了
类似的结果。然而，即使是在技术改进后的 LED
植物工厂，人工智能、表型组学、清洁能源、遗
传育种等最先进技术也鲜有使用。例如，在高 CO2
浓度和低光照强度下也不会产生生理障碍的莴苣品
种仍未培育成功，药用植物、番茄、草莓、蓝莓
等高附加值植物的生产收益和资源生产力仍有待
提高。
通过集成人工智能和遗传育种等技术开发未
来型植物工厂将会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随着城
市人口的增加、农业人口的减少、耕地面积和水
资源供应的短缺、以及全球气候环境的变化，未来
型植物工厂将面临需要同时解决功能性食品、环境
污染、资源短缺和生活质量等相关问题。因此，人
工光型植物工厂还将大幅度缩短食物里程和新鲜农
产品损失，提高本地生产效率并满足本地消费，在
实现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
贺冬仙，教授，专业方向：生物环境工程，E-mail：hedx@cau.edu.cn

利用人工智能和表型组学进行智能植
物工厂的环境控制与育种应用
林绘理 副理事长
日本植物工厂研究会
人工光型植物工厂是应对和挑战全球性粮食不
足、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越
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针对植物工厂开展广泛研
究、系统开发和产业化推进。就理论和实践而言，
植物工厂是一种资源高效利用的植物生产系统，利
用保温隔热的密闭式结构，具有生产效率高、稳定
性好和重复性强等技术优势。目前，植物工厂面临
的一个挑战是如何优化环境因子，使生产效益最大
化。因此，在开发新型栽培方法以实现植物工厂的
高度环境控制以外，还需要对植物表型和环境管理
数据进行连续监测，有效地利用人工智能和数据库
技术确定追加的栽培环境以实现生产效益最大化。
因此，基于人工智能和表型组学技术进行智能植物
工厂的环境控制技术优化和育种应用（杂交育种和
分子育种）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应用前景包括：

收稿日期：2019-12-17

① 大规模生产个性化植物；② 为本地和全球市场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项目（2016YED0201003）

提供快速和个性化品种；③ 用于研发、教育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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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开放式植物表型数据库；④ 基于人工智能开

本文讨论了基于物质循环的密闭式农业生产技术体

发本地和全球的植物源价值链。

系。首先介绍在一个完全密闭的生命支持系统的物



（中国农业大学贺冬仙翻译）

质循环概念，可以支持人类在太空中居住；其次考
虑有效地利用材料和能源的循环再利用以尽量减少

LED 农场 -LED 植物工厂的商业模式

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同时提高植物工厂可持续性；

渡边博之 教授

市和农村产生的有机废弃物建立植物工厂和沼气工

日本玉川大学

程联合系统的应用案例。

最后基于资源循环利用和能量转换技术介绍利用城



（中国农业大学季方翻译）

植物工厂技术的开发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
期，日本除大学和科研院所外，电器制造商、食品
发工作。目前，日本是植物工厂技术研发领域最活

温室生产系统的高分辨率植物信息大
数据

跃的国家，10 年前由政府主导积极推进了植物工

高山弘太郎 教授

厂产业化发展。利用植物工厂生产叶菜类蔬菜的技

日本爱媛大学

制造商、电力公司等也相继开展了该领域的技术研

术要点在于生产计划和栽培管理，完全人工光型植
物工厂系统远远优于太阳光型或补光型植物工厂系

为了实现温室作物的稳定生产和产量最大化，

统。然而，人工光型植物工厂最大的问题是运行成

需要利用更先进的技术方案来控制复杂的作物生产

本过高，尤其是植物光照和空调设备的电力成本。

过程。与植物对话的环境控制技术（speaking plant

以高压钠灯和荧光灯作为人工光源的植物工厂中，

approach to environment control，SPA）是围绕作物

光照所需电力成本约占蔬菜生产总成本的 40%，故

进行温室环境控制的智能策略，技术基础是精确监

有效地降低光照和空调的用电成本是十分必要的。

测植物的生长和生理状态。本文着重介绍被称为

发光二极管（LED）具有发光效率高、
发光光谱窄、

“植物数据”的高分辨率植物生长 / 生理信息的检

且与植物吸收光谱相吻合、热辐射较少等优点，可

测技术，即利用叶绿素荧光检测和图像识别进行实

以实现植物近距离照射。自 2014 年 11 月起，日本

时监测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同时介绍一个基于植

东京玉川大学利用 LED 光源设计建设的“LED 农

物数据进行智能栽培与劳动管理优化模型的实例。

场”开始营业，每天采收约 3 000 株散叶莴苣。本



（中国农业大学贺冬仙翻译）

文将介绍密闭式人工光型植物工厂“LED 农场”商
业模式的运行机制、系统功能和生产能力。


（中国农业大学季方翻译）

物质循环与能源高效利用的植物工厂

808 工厂：面向数据驱动的智能化大型
植物工厂应用
甲斐刚 研究员
日本新日邦株式会社

北宅善昭 教授
日本大阪府立大学

日本新日邦株式会社于 2014 年建设了日本
第 1 栋最大的人工光型植物工厂—808 工厂，在

开发低成本和轻简化技术以有效地控制植物生

2017 年建立了第 2 栋植物工厂。这两栋植物工厂

长和粮食生产是植物工厂领域的重要课题。与大田

的建筑面积分别为 1 400 m2 和 1 600 m2，总生产能

生产相比，植物工厂需要更高的前期装备投入和运

力为每天 20 000 株叶用莴苣，每天利用传感器技

营维护成本，但在环境保护方面具有更大的潜在价

术采集大量的环境数据和商业运营数据。分析采集

值。生态系统包括城市的人类活动一般是密闭的，

到的大数据，结合环境控制技术和植物生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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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茄果类、瓜类蔬菜重要研究进展
瓜类、茄果类蔬菜是重要的蔬菜种类，在蔬菜科学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2019 年，这两类蔬菜在
基因组学、基因编辑技术等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世界首个甜瓜全基因组变异图谱构建成功；
瓜类作物演化历史和果实大小新机制被揭示；首次从全基因组层面明确了西瓜 7 个种之间的进化
关系；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定向创制番茄粉果杂交种；番茄抵御根结线虫的系统信号途径被揭示；
等等。《中国蔬菜》编辑部将 2019 年度我国科学家在知名科技期刊发表的相关论文进行摘编汇总，
以供读者参考。

仲 苏
（
《中国蔬菜》编辑部，北京 100081）

1 茄果类蔬菜

系和杂交种植株均无显著差异。

1.1 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定向创制番茄粉果杂交种

茄杂交种中定向快速创制粉果番茄杂交种的方法，

该研究提出利用基因编辑技术从优良红果番

2019 年 10 月 24 日，Journal of Genetics and

并验证了基因编辑创制粉果番茄杂交种能够保持原

Genomics 以封面文章发表了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

始红果材料优异的农艺性状。该策略容易复制推

育生物学研究所李传友团队、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广到其他重要农艺性状，为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改

蔬菜研究中心李常保团队和华中农业大学叶志彪团

良杂交作物的主要农艺性状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应用

队合作完成的题为“Rapid breeding of pink-fruited

实例。

tomato hybrids using CRISPR/Cas9 system” 的 研 究

1.2 多篇论文报道番茄花青素合成调控机制

论文。该研究通过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对

2019 年，中国科学院李传友团队、华南农业

3 个优良红果番茄杂交种的父母本分别进行基因编

大学曹必好团队以及重庆大学李正国团队等分别

辑，获得无转基因标记的粉果自交系，进而重新组

在 Molecular Plant，New Phytologist 和 Horticulture

配，所得杂交种果实均为粉果，基因编辑之后的自

Research 上发表论文，解析了番茄花青素生物合成

交系和杂交种植株除了果实颜色之外，与原始自交

的调控机制。

日本新日邦株式会社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成功：

并扩大公司国际影响力，并争取在植物工厂物流自

① 大规模稳定生产的操作规程；② 不断提高的生

动化、人工智能应用、智能市场营销等领域实现世

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③ 规范的卫生管理，以

界领先。

确保即食叶用莴苣的食品安全；④ 有效的市场营



（中国农业大学季方翻译）

销，根据所获数据与当地社区进行沟通与联动。日
本新日邦株式会社不断开发植物工厂的相关装备，

本期 6 篇摘要来自于“2019 中国设施农业产

以实现面向未来的智能化植物工厂，从而在大规模

业大会暨 2019 年高附加值植物生产的环控技术国

智能化植物工厂的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提供商业模式

际研讨会”的“高附加值植物生产专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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