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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方便对温室环境的监控和控制袁使用 Netty 网络框架设计了一个农业物联网服务器系统袁能够简化物联网服务器端的开发袁
实现下位机与上位机的实时通信遥本文阐述了该系统的工作原理和总体设计袁以期为实现大棚农作物生长的智能化和信息化管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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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monitoring and control of the greenhouse environment袁an agricultural Internet of things server system was
designed using Netty network framework袁which could simplif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server side and realize real -tim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ensor devices and the servers.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working principle and overall design of the system袁in order to
realize the intelligent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greenhouse crop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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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袁我国已是设施作物栽培第一大国袁温室承担着生
产各类蔬菜尧花卉等任务 遥在粮食安全日益重要的今天袁提
[1]

高温室普及率和管理水平有助于我国粮食安全自主可控遥由
于温室大棚不受外界气候以及地域等因素的制约袁是未来农
作物种植的发展趋势遥大棚内的温湿度尧CO2浓度以及光照
度等环境参数是影响农作物生长的主要因素 遥因此袁通过
[2]

对大棚内环境参数和植物参数的采集袁能够做出有效决策袁
同时对温室相关设备的控制能够及时调节温室环境参数袁
为植物生长提供适宜的环境条件遥
目前袁我国农业大棚作物生长管理主要以人工为主袁工

据袁实现远程控制[7]遥本系统使用 Java 语言和 Netty 网络框架
实现了上尧下位机之间的通信过程遥
2 系统设计

2.1

总体设计

本系统使用到的开源技术主要有 Java 语言尧MySQL 数

据库尧Redis 数据库和 Python 语言遥本系统主要分为 2 个模
块院WEB 服务器部分和 TCP 服务器部分袁由于物联网应用主

要在 TCP 服务器部分袁现对 TCP 服务器介绍如下遥本系统
的总体设计如图 1 所示遥

作量大且生产管理不精细遥本文结合物联网技术[3]袁设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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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

下位机 1

温室环境监控系统袁可对大棚内农作物生长进行远程终端无
线监控袁实现大棚农作物生长的智能化和信息化管理袁以期
提高设施农业大棚农作物生产效率和农产品品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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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环境监控系统采用 Netty 网络框架作为底层框架遥

Netty 是基于 Java NIO 的通信框架袁具有高可用性尧高扩展性

Redis
数据库

和高可制定性等特性袁已经在各大企业得到应用 [4]遥基于系

统对用户量并发的需要袁由于传统阻塞 IO渊Blocking IO袁BIO冤
无法承受大量客户端的并发连接袁系统采用非阻塞 IO渊Non-

下位机 2

下位机 N

图 1 物联网服务器系统设计

blocking IO袁NIO冤进行高并发尧高负载的开发[5]遥NIO 采用反

2.2

器 Selector袁可注册尧监听和轮询成千上万个客户端的连接[6]遥

服务器袁TCP 服务器收到数据后解析并将数据存入 MySQL

备袁支持的网络协议较为底层袁同时袁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袁

户通过浏览器网页可以从 MySQL 数据库中查询到下位机

应器渊Reactor冤模式袁1 个 Reactor 线程可聚合 1 个多路复用
由于下位机设备一般都是低功耗尧低内存尧芯片级的设

设备所处的网络环境一般较差袁因而不适合使用 HTTP 等高
级协议传输数据遥TCP/IP 协议是面向连接的协议袁支持双向

通信袁采用此协议可以实时采集下位机的在线状态袁在下位
机上报数据给服务器的同时袁服务器也可以对下位机下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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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传输与处理

由图 1 的流程可知袁下位机连接并将数据发送给 TCP

数据库中袁同时将设备的在线状态写入 Redis 数据库中遥用
上报的数据袁也可通过网页发送指令给下位机袁为了将指令
正确地传送到相应的下位机中袁使用了 Redis 队列保存指令
数据袁TCP 服务器会检查 Redis 队列的状态袁如果队列中有
数据袁则会读取出并下发给指定的下位机遥

Netty 搭建服务端袁仅需要绑定端口号尧配置服务参数尧

启动服务即可遥下面的代码就实现了一个服务端主程序遥

EventLoopGroup bossGroup=new NioEventLoopGroup渊冤曰

EventLoopGroup workerGroup=new NioEventLoopGroup渊冤曰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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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Bootstrapb=new ServerBootstrap渊冤曰

b.group渊bossGroup袁workerGroup冤

.channel渊NioServerSocketChannel.class冤
.childHandler渊new ServerInitializer渊冤冤

.option渊ChannelOption.SO_BACKLOG袁128冤

.childOption渊ChannelOption.SO_KEEPALIVE袁true冤曰
ChannelFuture f=b.bind渊8080冤.sync渊冤曰

f.channel渊冤.closeFuture渊冤.sync渊冤曰
} finally{

workerGroup.shutdownGracefully渊冤曰

}

bossGroup.shutdownGracefully渊冤曰

将按照写入顺序向下位机下发指令袁Redis 提供了一个阻
塞读取的功能渊如 brpop 函数冤袁使用此功能防止频繁读取队
列袁当队列中有数据写入时袁才会触发遥本系统需要记录下
位机的在线状态袁在 Redis 中可以使用普通的 key-value 格
式记录每个下位机的状态袁但若有大量的下位机需要管理时袁
就不便于操作袁因而选择 hash 结构来存储这类数据遥Hash

结构类似于普通的字符串 key-value 格式袁但是其 value是作
为对象可以被访问的袁因而适合于存储对象袁比如有一个名
为 h_devices 的 hash袁对象内部 field 为 deivce_{id}袁value 为
在线状态袁其初始化或赋值 key袁field 的命令为院HS-ET key
field value袁获取指定 key 的 field 的命令为院HGET key field遥

2.3 数据展示

下位机和 TCP 服务器采集到了大量的数据袁需要向用

TCP/IP 协议是流式的数据传输协议袁数据间是连续的袁

户展示出来袁因而本系统的 WEB 部分负责对用户展示数

定义遥本次数据定义为院一是采用换行符作为 2 次数据之间

存在袁可以通过页面的按钮间接向下位机发送指令遥现使用

因而需要上位机和下位机定义并同时使用一种格式的数据
间隔曰二是采用逗号作为一次数据内部之间的间隔遥

对于以上的需求袁Netty 已经有了内置的支持袁在 pipeline

中添加按行的分割器即可袁如下院

pipeline.addLast渊"framer"袁new DelimiterBasedFrameDeco

据袁提供控制下位机的按钮袁用户不需要关注 TCP 服务器的
Python 语言和 Django 框架开发了一个数据展示页面袁用户
可以查看各个下位机上报的数据袁也可对下位机进行指令
下发遥数据展示页面如图 2 所示遥

der渊1024袁Delimiters.lineDelimiter渊冤冤冤曰

如果有其他的数据切割需求袁也可以添加自定义的分隔

符遥需要注意的是袁此处的分隔符不能和数据可能出现的字
符相同袁否则会导致数据的完整性被破坏遥对于数据内部的
分隔袁在获取字符串数据之后对字符串自定义分隔即可遥
为了方便记录下位机的在线状态和向指定的下位机发

送指令袁需要下位机的 id 和连接 socket 对应袁在此使用同步
哈希表 ConcurrentHashMap袁防止多线程同时修改数据导致
数据错误遥Netty 的 ChannelInboundHandler 类提供了接入尧

离线尧读消息尧写消息的函数袁只需要继承这个类并重写这
些函数即可实现这些功能遥channelActive 函数在下位机接
入时被调用袁当下位机连接到服务器后就会触发这个函数执

图 2 数据展示页面
3 结语
通过对农业物联网需求和技术的学习和梳理袁设计和开

行袁在这个函数内部可以将连接的 id 和 socket 关系对应袁

发了一个轻量级的农业物联网服务器系统袁能够实现下位机

下位机离线的时候被调用袁在函数内部可以将哈希表中的此

议袁本系统可以实时与下位机进行通信袁提高了对温室的控

方便后续对这个下位机连接的操作遥channelInActive 函数在

的快速接入袁由于采用支持长连接和双向通信的 TCP/IP 协

下位机的 id 对应关系删除袁以明确此下位机已经下线遥Chan-

制效率遥本系统具有很强的可扩展性袁只要是使用相同的数

数据进行解析尧处理袁最后将数据写入 MySQL 数据库中遥

本系统也仅需简单修改数据解析的代码就可以支持遥

非关系型数据库渊Not Only SQL袁NoSQL冤产品之一袁它支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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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lRead 函数在下位机发送数据时会被调用袁在函数内部对
Redis渊Remote Dictionary Server冤基于远程字典服务袁是

络尧key-value 模型等存储系统袁可用作数据库尧高速缓存和
消息队列代理遥其支持的存储 value 类型包括 string渊字符串冤尧

list渊链表冤尧set渊无序集合冤尧zset渊sorted set 有序集合冤和 hash
渊哈希表冤袁也可将 Redis 看成一个内存数据结构服务器[8]遥

为了方便数据在 2 个服务之间传输袁使用了 Redis 数据

库作为消息系统袁WEB 服务和 TCP 服务可不用部署在同一
个服务器上袁只需这 2 个服务都可以都访问 Redis 数据库即
可袁提高了系统的扩展性尧可用性和安全性遥本系统使用了
消息队列 list 储存对下位机的指令袁使用哈希表 hash 存储设

备的在线状态遥本系统的 list 设计为一个先进先出的队列袁

据格式定义袁就可以接入本系统遥对于其他的数据格式定义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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