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7-4619( 2015) 04-0578-08 Journal of Ｒemote Sensing 遥感学报

农情遥感监测云服务平台建设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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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准确及时的农情信息是国家与地方政府保障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云计算的出现为这一需求

的实现提供了契机。本文阐述了农情遥感监测云服务平台建设的重要意义、设计思想、总体架构、组成部分以及建

设内容。在此基础上，以农情遥感监测产品信息服务为例，开发了一个农情遥感监测信息在线原型系统。该系统是

农情遥感监测云服务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多尺度时间序列农情遥感监测结果与信息的管理、存储和维护，并

且向用户提供查询与下载服务。农情遥感监测云服务平台建设框架的设计为全面整合专家智慧、IT 技术、数据资

源、服务方式以及平台的实现提供理论指导与建设依据。该平台的建立，将深刻改变农情遥感应用的模式，推动农

情遥感的广泛应用与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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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准确、及时、大范围以及可靠的农情信息是国

家与地方政府保障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必要条

件，也是保障国家及全球粮食安全的重要依据，在

全球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剧烈

的背景下，对这一信息的需求也更加迫切( 吴炳方

等，2010b) 。
目前的粮食与农产品市场需要客观、准确的农

情信息。由于农情遥感监测技术具有客观、准确、
及时、覆盖面广等特点，可以定期监测如作物长势、
作物种植面积、作物产量、种植结构、复种指数、农

业灾害等农情信息，一直以来备受重视，农情遥感

监测信息已逐渐成为国家与地方政府制定宏观决

策、粮食进出口贸易、保障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各
级生产管理、生产经营及农产品市场部门制定农业

政策、管理指导农业生产和制定经营策略的重要科

学依据( 吴炳方 等，2010a; 曹卫彬 等，2004) 。一些

国家和国际机构相继建立了农情遥感监测系统与

项目，并开展运行化监测，如美国的 Global Agricul-
tural Monitoring ( GLAM) ( Becker-Ｒeshef 等，2010 )

和 Cropland Data Layer ( CDL) ( Han 等，2012) ，欧盟

的 Monitoring Agriculture with Ｒemote Sensing
( MAＲS) 计划 ( Taylor 等，1997; Baruth 等，2008) ，世

界粮农组织 ( FAO ) 的 Global Information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 GIEWS) ( Ｒashid，2013 ) 和中国的

CropWatch ( Wu 等，2013) 等。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与

发展，各国农产品所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日益迫

切，为应对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世界各国也都不断

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农情遥感监测和信息服务，如印

度、加拿大、巴西、埃及、匈牙利和巴基斯坦均在发

展自己的农情遥感监测服务和系统( Parihar，2007;

Ｒeichert，2002; Fontana 等，2006; Csornai 等，2006;

Hanif，2005) 。
然而，各国已经建成的农情遥感监测系统大多

还是单机独立运行模式，由于受到遥感卫星影像数

据资源以及运算能力的限制，目前提供的农情遥感

监测信息不够公开和透明，并且难以满足用户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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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与个性化的信息需求，还有很多中小国家因

为资金与技术的缺乏难以掌握并建立覆盖全国及

全球范围的农情遥感监测技术与系统。
随着遥感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遥感影像数据

的多源和低成本化，越来越多的遥感数据被应用到

农情遥感监测领域中。然而，传统的纸质报告类农

情遥感监测结果大大限制了农情信息的传播，同时

对即时农情信息的发布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
单机运行的农情遥感监测体系较为固化，同时有效

监测范围也较为固定，对商业软件平台的依赖性较

强，当农情遥感监测区域进行变更时，又需要针对

区域重新开发一套“区域农情监测系统”，大大增加

了系统的开发、移植、部署、维护以及运行成本。用

户更希望能够通过一个灵活的、便捷的、无人值守且

无需维护的高效计算平台，直接输入或者无需输入本

地化的数据，就能获取本地精细化的农情监测信息。
云计算是继计算机、互联网之后电子信息技术

领域又一次重大变革( 田杰棠，2008 ) ，为解决海量

空间数据特别是海量遥感数据的存储与处理提供

了新的解决方案，为遥感技术的普适化推广与应用

提供了新的服务模式( 任伏虎和王晋年，2012; 何建

军等，2011) ，同时也为解决传统农情遥感监测系统

应用与推广的不足提供了新的契机。
建立农情遥感监测云服务平台的优势为: ( 1 )

在云端可以为农情遥感监测系统及算法提供更为

高效稳定的计算资源与运行环境，合理配置并高效

利用优势计算资源，极大地提高农情遥感监测产品

生产及农情信息获取效率，满足长期业务化运行或

应急高峰期的存储和计算需求。( 2) 农情遥感监测

相关算法将会以 Web 服务的方式统一在云端进行

注册、部署、更新、维护和管理，可以避免用户在系

统移植、安装、运行、升级、维护、技术支持等方面软

硬件设备及人员的投入与运行成本，极大地简化用

户使用流程，降低用户使用难度。( 3 ) 可以汇集国

内外最新的农情遥感监测算法与模型，并将其第一

时间纳入平台，缩短科研成果到生产实践中应用的

时间，用户在使用的过程中可以及时发现存在问题

并反馈建议，进而不断完善农情遥感监测服务的功

能和范围，促使科研人员进一步明确研究重点，不

断修正科研方向。与此同时，可以促进各级政府决

策部门、农业生产管理部门及相关科研机构的交流

合作，共同推动农情遥感监测技术的发展。
本文提出并设计了一个农情遥感监测云服务

平台建设框架，为全面整合农情遥感监测数据、服

务、技术、智力和计算资源，降低农情遥感监测运行

成本及用户使用门槛，为推动农情遥感技术与信息

的普及与应用提供解决方案，为建成一个让全球范

围内用户都可以使用，操作简单、方便快捷的农情

遥感监 测 一 站 式 服 务 平 台 提 供 理 论 指 导 与 建 设

依据。

2 云计算与遥感云服务

云计算是一种利用互联网实现随时随地、按

需、便捷地访问共享资源池( 如网络、服务器、数据、
存储、应用程序和服务等) 的计算服务模式( Mell 和

Grance，2011) 。通过云计算，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

按需获取和使用共享资源池中的资源及服务，并以

按需支付的方式对所使用的资源及服务进行付费，

用户无需了解提供服务的技术与设备维护操作技

能，只关注所需服务即可，云计算在提升服务质量

的同时降低了运维成本。
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云计算主要提供 3 种基

本的服务模式，基础设施即服务 IaaS、平台即服务

PaaS 和软件即服务 SaaS。
伴随着云计算的蓬勃发展，基于云计算的遥感

应用也逐渐兴起，如武汉大学建立了开放遥感云平

台 OpenＲS-Cloud ( Guo 等，2010) ，用于多源遥感影

像的处理;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与微软公司

合作，在 Windows Azure 平台上建立了 MODISAzure
( Humphrey 等，2011 ) ，用于对 MODIS 遥感影像数

据的下载、处理和压缩; 广东中科遥感技术有限公

司基于中国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的云计算操作系统

G-Cloud 开发建设了一个遥感云服务平台原型，初

步实现了遥感数据、处理软件和计算机设施一体化

云服务( 任伏虎和王晋年，2012 ) 。商业化的 Envi-
ronment for Visualizing Images ( ENVI) 云遥感系统

已经搭建在亚马逊( Amazon) 弹性计算云之上，与

ESＲI 公司之前基于亚马逊弹性计算云 EC2 搭建的

ArcGIS Online 联合提供在线的影像处理和分析服

务，为遥感应用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和应用模式

( 陈秋锦 等，2013) 。
遥感云服务是基于云计算技术，整合各种遥感

信息和技术资源，通过互联网以按需共享的方式提

供的遥感应用服务，包括 4 种遥感云平台的典型服

务模式( 任伏虎和王晋年，2012 ) ，即遥感数据作为

服务 ＲSDaaS，遥感软件作为服务 ＲSSaaS，遥感平台

作为服 务 ＲSPaaS，遥 感 应 用 系 统 设 施 作 为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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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SIaaS。作为遥感应用领域中的一项重要专题应

用，建立农情遥感监测云服务平台，以遥感云服务

的模式向用户提供实时、快速、便捷、个性化的农情

遥感监测计算、产品及信息服务是农情遥感监测技

术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国内外云计算技术、遥感云

服务平台的快速发展与建立为农情遥感监测云服

务平台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3 平台总体设计

3． 1 总体设计思想

农情遥感监测云服务平台的主体思想是充分

汇总分析农情遥感信息各类用户需求，广泛汇集农

情遥感相关领域专家智慧及科研成果，利用 IT 技术

整合计算资源和农情遥感监测相关数据，为各类用

户提供实时、准确、方便、快捷、丰富的农情遥感监

测模型算法和信息服务。农情遥感监测云服务平

台主要包括 5 个重要组成部分: 用户、专家、IT 技

术、数据和服务，用户通过使用平台的各类服务，可

以即时提出各类服务存在的问题以及服务需求，专

家根据问题与需求进行会商，制订解决方案，不断

完善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形成用户、科研、技

术、数据与服务的良性循环，平台的 5 个组成部分逻

辑关系以及数据流程控制如图 1 所示。

图 1 农情遥感监测云平台总体设计思想

Fig． 1 Design conception of CropWatch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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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用户: 用户是平台的源动力，推动着农情遥

感监测技术的进步，决定着服务模式和服务内容。
只有透彻分析、准确掌握用户需求，才能确保建成

后的农情遥感监测云平台最大化地发挥效用，既能

顺应时代要求满足当前用户需求，又能快速扩展响

应未来需求变更。农情遥感监测技术经过多年的

发展，农情产品与系统的用户已经逐渐从研究机构

的研究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拓展到各级政府、农业

与粮食决策部门、加工与贸易企业决策者和生产

者，甚至普通大众当中，逐步走向国际化、普适化和

大众化。随着网络及智能终端的快速发展，用户希

望通过网络，利用台式机、笔记本、平板电脑、智能

手机等多种终端设备在第一时间直接获取及时有

效的包括作物长势、作物种植面积、作物产量、种植

结构、农业灾害等农情信息。
( 2) 专家: 专家是平台的智慧源泉，是农情遥感

监测方法与技术的发明和创造者，也是用户需求的

直接诉求者和分析者，是平台提供准确、及时、可靠

的农情遥感监测信息的智力保障。他们在多年的

研究实践以及推广应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

用户需求有着深刻地理解，而且能够紧跟国内外农

情遥感监测技术的发展形势，深入分析存在问题，

不断完善农情遥感监测技术的理论与方法体系，改

进农情遥感监测的模型与算法。农情遥感监测云

平台的建立可以广泛汇集专家智慧，将最新科研成

果实时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以网络服务的形式第一

时间提供给用户使用，可以极大地缩短科研成果

应用于社会生产实践的时间，而且可以快速获取

用户反馈的意见，不断发现存在的问题，明确研究

重点，更进一步促进农情遥感监测技术的完善与

发展。
( 3) IT: IT 是平台的基础，也是平台各类功能实

现的技术保障，可以整合数据及计算资源，将专家

提供的解决思路、技术路线以及方法模型工程化、
系统化、智能化并且服务化，以方便、快捷的服务模

式向用户提供数据和计算服务。
( 4) 数据: 数据是平台的血液，是平台生命力的

集中体现。随着农情遥感监测技术的不断进步，平

台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也将不断扩充，平台将会逐渐

汇集不同尺度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长时间序列的

多源遥感数据、地面观测数据、农情遥感监测产品

与结果数据，形成巨大的农情遥感监测的数据与信

息共享资源池，既可用于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农

业生产管理部门、粮食加工贸易企业及经融投资行

业的决策支持，也可以用于科研部门进行算法测

试、模型验证、专家决策以及数据挖掘与分析。同

时，每个上传与发布的数据都会加上数据标签，标

明数据出处与处理方法，用户根据标签可以对数据

进行追溯，及时向数据提供商和服务商反馈数据存

在的问题与疑问，进一步提高数据质量。
( 5) 服务: 服务是平台的最终落脚点，也是整个

平台的核心，平台所有的服务内容都可以通过灵活

定制的方式提供给用户，其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直

接关系着平台建设的成败，决定着建成后的平台能

否被用户认可，能否全面、高效、稳定、人性化地满

足各类用户需求。因此必须深入分析并明确平台

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农情遥感监测模型算法

可以封装成 web 服务组件并注册到平台中，通过网

络向用户提供服务，这将有利于世界各地用户最大

化地享受最新科研成果。

3． 2 总体架构

农情遥感监测云平台总体分为 5 层，即云基础

设施、数据层、管理层、服务层和应用层，总体架构

如图 2。
( 1) 应用层: 应用层直接面向用户，利用笔记

本、台式机、平板电脑及智能手机等多种终端设备

通过互联网向用户提供多尺度、多时相、实时、动态

的作物产量、长势、种植面积、农产品价格和农业灾

害等农情信息，为国家和地方的粮食市场贸易决策

部门、农业生产管理部门、科学研究机构以及公众

提供农情遥感监测技术支撑和决策依据。
( 2) 服务层: 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两类:

1) 农情遥感监测模型算法即服务( CropWatch
Models and Algorithmas as a Service， CropWatch
MAaaS) 。平台将会把农情遥感监测数据处理、作物

长势监测、种植面积监测、单产与产量预测、种植结

构监测、作物生长环境因子监测、作物灾害监测等

模型封装成 web 服务组件和可供下载的应用程序，

并提供模型服务注册接口，可以保证模型的及时更

新和新模型的接入。用户既可以在云平台中开辟

自己的存储空间，将遥感影像数据或者遥感共性产

品直接下载到指定存储空间，也可以上传本地的数

据，通过灵活的建模工具按需自由组合模型服务

链，实现农情遥感监测算法的流程化调用，生成所

需农情产品和数据，将最终产品和结果数据下载到

本地使用，还可以将应用程序下载到本地，加载自

己的数据进行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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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情遥感监测产品信息即服务( CropWatch
Products and Information as a Service，CropWatch
PIaaS) 。平台可以将现有农情遥感监测系统集成，

通过对现有农情遥感监测系统的输出结果进行标

准化、规范化和深加工，定期生成常用农情指标的

产品与信息，提供农情遥感监测产品和信息的查

询、统计、分析、下载等服务，用户无需关心遥感影

像数据的获取与管理，也无需掌握农情遥感监测的

关键技术和方法流程，只关注能够获取的农情信息

内容以及获取途径和方式。

图 2 农情遥感监测云平台总体架构

Fig． 2 Framework of CropWatch Cloud

( 3) 管理层: 主要面向平台管理人员，包括:

1) 资源管理，主要对平台的计算、存储、网络资

源、以及平台运行状况、农情遥感监测的业务及服

务使用状况进行实时监控和管理; 2 ) 数据管理，主

要对农情遥感监测相关空间、属性数据以及保证农

情监测业务正常运行的业务数据和用户数据的查

询、检验、添加、更新、修改、删除、导入、导出、备份、
还原及维护等; 3 ) 业务管理，主要是对农情遥感监

测业务化运行的应用系统进行管理，包括业务流程

的编排、订制、更新与维护以及用户权限管理; 4 ) 服

务管理，管理和控制农情遥感监测模型与数据服务

的使用、更新、维护以及新模型的注册和接入。
( 4) 数据层: 数据层主要为农情遥感监测服务

平台提供数据支持，主要包括: 1 ) 支持全球农情遥

感监测的多源遥感影像数据、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遥感共性产品数据和地面观测与验证数据、农情监

测专题产品数据以及计算结果等; 2) 支持平台维护

管理的 用 户 数 据、业 务 数 据、日 志 数 据 和 历 史 数

据等。
( 5) 云基础设施: 云基础设施为农情遥感监测

的各类服务提供计算、存储、网络以及通用软件平

台资源，是整个平台的基础。农情遥感监测云平台

无需重新搭建云基础设施，可以利用国内外已经投

入运营的如亚马逊云、阿里云和百度云等商业云平

台以及中科院云计算中心等云平台提供的基础设

施服务构建基础设施平台，这样既可以免去建立基

础设施平台所需高昂的机房、软硬件设备投入，又

可以避免后期的软硬件设备运行和维护费用，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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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管理人员可以只专注于农情遥感监测模型、算
法以及数据服务的构建、实现与管理。

4 农情遥感监测服务建设内容

4． 1 农情遥感模型算法服务功能建设

建成后的农情遥感模型算法服务应具备全球、
国家、省级、县市与地块 5 个不同尺度的农情环境信

息、农情指标信息、农情专题产品信息的计算与生

产能力。服务功能应包括多源遥感影像、多源遥感

共性产品数据、以及野外农情采样数据等数据的格

式转换、影像裁剪、影像拼接、几何纠正、投影转换、
重采样、波段组合、影像融合和植被指数计算等预

处理功能; 包括影响作物生长的光、温、水和生物量

等重要环境因子指标，衡量作物生长状况的植被指

数及用于计算作物种植面积的耕地种植比例、耕地

复种指数等农情指标以及作物长势、生物量、单产、
面积、产量和灾害等专题产品的生产与计算功能;

还应包括不同尺度数据的转换、同化、统计分析和

结果的在线可视化查询与显示以及报告的自动生

成等功能( 图 3) 。

图 3 农情遥感监测模型算法服务功能结构图

Fig． 3 Functional structure of CropWatch algorithm service

4． 2 农情遥感产品信息服务内容建设

建成后的农情遥感产品信息服务应具备全球、
国家、省级、县市与地块 5 个不同尺度，同时满足决

策者、管理者与农户的农情环境信息、农情指标信

息、农情 专 题 产 品 信 息 的 查 询、检 索 与 下 载 能 力

( 图 4) 。

图 4 农情遥感产品信息服务内容

Fig． 4 Information service content of CropWatch product

5 农情遥感产品信息服务建设实验

在上述平台的架构基础上，本文开展了农情遥

感产品信息服务的建设实验，基于面向服务的体系

结 构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 GIS ) 服 务 器

ArcGIS for Server 10． 1 开发了一个农情遥感监测信

息在线检索、查询与下载系统原型( ［2014-03-10］

http: / /demo． costargis． com /project /bj /viewer2 / index．
html) ，界面如图 5 所示。目标是负责业务化运行系

统监测结果数据的存储与管理，并向用户提供自

2001 年至今时间序列的农情遥感监测数据与信息，

而且将会每季度更新一次，主要包括以下信息:

( 1) 全球尺度 65 个农业生态区划的降雨、气

温、有效光合辐射以及潜在生物量等环境因子单元

统计及分析结果信息; ( 2 ) 区域尺度 7 个作物主产

区的农业种植模式、耕地利用强度以及生物量单元

统计及变化趋势分析结果信息; ( 3 ) 国家尺度占全

球大宗作物总产量 80% 以上的 31 个粮食主产国

( 含中国) 的耕地利用强度、作物长势、单产及总产

信息; ( 4) 州 /省尺度 9 个面积较大国家的州 /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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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和产量信息。

图 5 CropWatch Online 原型系统部分界面

Fig． 5 A Prototype of CropWatch Online

农情遥感监测信息在线查询与下载原型系统

CropWatch Online 是农情遥感监测产品信息即服务

的直接表现形式，面向终端用户，是用户第一时间

获取可视化农情遥感监测信息和趋势变化分析的

有力工具，用户只需打开浏览器通过网络就可以进

行农情信息的可视化查询、分级渲染与数据下载，

普通大众也可操作并获取相关信息与知识。但该

原型系统目前只能查询监测结果，还不能进行在线

处理，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目前正在封装农情遥感

监测模型算法插件库，这样既可以快速构建与扩展

各业务部门的农情遥感监测应用，保证农情遥感监

测业务的正常运行，又为将来算法发布成 Web 服

务，实现平台的模型算法服务功能奠定基础。

6 结论与展望

农情遥感监测云服务平台的建立，将深刻改变

农情遥感应用的模式，推动农情遥感信息的广泛应

用与产业化发展。农情遥感监测必然从本地计算

机设备大数据处理、计算、管理和转移的重量级应

用模式转向多终端、智能化、随时随地、方便快捷和

操作简单的轻量级应用模式，农情遥感监测云服务

平台的建立已是大势所趋。平台可以将农情遥感

监测相关数据、处理技术、科研成果以及计算资源

作为公共设施向用户提供服务，用户可以利用多种

终端通过网络随时随地按需使用，使用户可以只专

注于业务应用而无需关心处理过程。
由于云计算在遥感中的应用还处于刚刚起步

阶段，如果单从农情遥感监测相关数据处理、存储

管理、信息获取与服务提供的角度来看，农情遥感

监测云服务平台建设的技术路线比较清晰，但从服

务角度来看，需要探索出一条能够使不同用户、服

务提供者以及平台运营商长期共赢的运营模式，才

能保障平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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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Abstract: Accurate and timely information on crops is essential for national and regional food security，market planning，and
social stability． All stakeholders ( e． g． ，decision makers，traders，farmers) need reliable and up-to-date crop monitoring informa-
tion whenever and wherever possible． A comprehensive online platform for global crop monitoring ought to be established to provide
customers with a variety of real-time，easily accessible，and efficient services，such as raw data，information，maps，and analytical
tools． The emergence of cloud computing provides a good opportunity to build such a global crop monitoring instrument． After a
detailed inventory of the status，scope，and technological basis of existing cloud and remote sensing-based global crop monitoring
systems，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relevance of CropWatch Cloud． The basic design concept，design framework，and main contents
of CropWatch Cloud service platform are described，which will incorporate expert knowledge，advanced IT technology，and data
resources． A virtuous cycle will be built to bridge science，technology，services，and applications． A prototype of CropWatch
online was developed; users can query and download time series of crop monitoring indicators at different scales． The prototype of
CropWatch onlin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ropWatch Cloud; it provides a downloading service for crop information，also stores and
manages a long-term series of crop monitoring data and results． The evolvement of a local crop monitoring application into a conven-
ient web-based application with multiple-terminal support is the key of the CropWatch Cloud project． The developed design frame-
work will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a sound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ropWatch Cloud service platform． This platform
will change the application patterns and promote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Key words: crop monitoring，remote sensing，system，cloud platform，ser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