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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业冷链物流的智能监测系统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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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冷链物流配送过程中袁很多车辆生产年限较早袁环境保温稳定性差袁运输过程中难以实时监控农产品的
生理状况袁最终导致产品运输到目的地时可能已经处于腐坏状态遥 本文设计一款功能齐全尧造价较低的便携冷链物流
在线监管设备袁其可以通过物联网传感器袁对冷链车内的环境进行实时监控袁提高了冷链运输效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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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lligent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Agricultural Cold Chain Logistics

SHANG Haodong 1 XU Jian 1,2 * GUAN Feng 1 HOU Gongao 1
( Beijing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al ,Beijing 102206; 2 Beijing Rural Remote Information Servic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Beijing 102206)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old chain logistics transportation, many vehicles have relatively early production years and
poor environmental insulation stability. It is difficult to monitor the 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real time
during transportation, and eventually the products may be in a corrupted state when they are transported to the destination. This
paper designed a portable cold chain logistics online monitoring device with complete functions and low cost. It can monitor the
environment in the cold chain vehicle in real time through Internet of Things sensor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old chain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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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冷链物流是以保护易腐农产品发展起来的袁

智能监测系统袁以此来实时监控车的情况以及车内农

其旨在保持新鲜农产品以及冷冻货物的品质袁使其在

产品是否发生腐败遥

生产到消费的整个过程始终处于低温状态袁是以保持

1 系统整体结构设计概述

食品质量完好与安全为目标的一个系统遥

本设备轻便小巧尧易于携带袁可监测冷链运输车

农业冷链运输看似美好袁但实际上在其运输过程

内部环境袁主要用于冷链运输袁其原理是通过实时监

中时常出现问题遥 冷链物流车外面的车壳只要稍微有

测冷链运输车内部各项数据来有效预防新鲜农产品

一点破损就会对冷链车内部的环境造成巨大影响袁往

在运输过程中的腐败袁万一发生冷藏失灵或内部温度

往运输者难以察觉袁到达目的地后才发现农产品变质曰

异常升高等情况袁冷藏司机可及时发现数据变化袁迅

运输者不能按时交付货物袁用户不能按时收到货物袁对
双方都造成了损失袁其中运输者损失更多袁在运输过
程中花费了人力尧物力袁最终却钱货两空袁甚至还要补
偿用户费用遥
本课题将结合实际背景袁以冷链运输车内的各项
基本参数为切入点袁结合市面上已经成熟的各种常规
传感器袁 探索冷链运输车内部环境的各种感知方法袁

设计出集感知尧传输为一体的监测系统要要
要冷链运输
作者简介 粮经作物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渊BAIC0
9-2020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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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对货物进行保鲜处理袁及时止损袁防止更大损失[1-2]遥

本设备可监测的数据主要分为以下两大类院气体

数据与环境数据袁其中气体数据的监测有乙烯传感器尧
氨气传感器尧二氧化碳传感器遥 这 3 种气体均为农产
品腐败时所产生的主要气体袁实时监测该种气体可有
效得知内部是否存在腐败现象遥
环境数据监测有温湿度传感器袁其可有效监测冷
链车内的温度与湿度袁 防止冷链车内部制冷失灵而导
致温度尧湿度异常袁影响农产品质量遥 本设备内部还配
有 1 个风扇与 1 个电池袁风扇可自动将运输车内的气
体送入设备中感知尧分析袁电池可保证设备在运输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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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正常使用遥 处理后的数据会通过 4G 模块传入在
线平台袁使用户可在线实时监测数据[3-4]遥

2 系统硬件设计

硬件系统分为三部分院控制芯片尧感知传感器以

及通讯模块遥 将 STM32F103C8T6 作为主控芯片袁并使

用 4G 模块作为通讯模块袁然后使用各类传感器实时
监测运输车内部各种情况遥 硬件结构见图1遥
乙烯传
感器

氨气传
感器

温度传
感器

二氧化碳
传感器

图 2 4G 模块通信协议
风扇

开始
458 协议初始化

单片机

发送准备指令
4G 模块

在线平台

图 1 硬件结构

发送测试指令
接收并处理指令

2.1 STM32F103C8T6 芯片

芯片采用 STM32F103C8T6袁该芯片 是一款 基于

ARM Cortex-M 内核 STM32 系列的 32 位微控制器袁程
序存储器容量 64 KB袁运算速度快尧性价比高遥 正常工
作仅需要电压 2.0~3.6V袁稳定耐冷热性高遥 工作状态

稳定尧串口充足袁适合在各种环境下工作袁非常适合本
课题的开发遥
2.2 WH-LTE-7S4V2 4G 模块

WH-LTE-7S4V2 是一款体积小巧尧功能齐全的通

结束
图 3 485 模块原理

WS-N01 变送器袁该变送器温湿度传感器体积小巧袁可

安装在电路板之上遥 电路采用工业级处理芯片袁测得

的温湿度精度高尧准确性高袁并且采用 485 通信接口袁

内置协议尧波特率均可修改遥 如若修改得当袁通信距离
最高能达到千米远袁产品内部具有防反接功能袁不会
因接反而烧坏设备渊图 4冤遥

讯模块袁其可适用于各种运营商袁并且网络速度分为
3G尧2G袁可满足各种需求的开发遥其主要功能为野透传冶袁

简单易用尧封装简单袁双排针的封装形式可提高电路
板的空间利用率袁也可使用户快速方便地集成于自己
的电路板上袁并且该模块功能齐全袁可适用于各种情
况袁用户只需通过简单的设置即可完成串口与网络之

图 4 温湿度变送器指令

2.4 腐败气体传感器

间的透明传输曰并且支持自定义注册包袁心跳包等各

关于腐败气体的监测袁本设备旨在减少冷链运输

种需求功能的实现遥 此外袁其还支持各种通信协议袁具

车运输过程的损失袁通过监测运输车内的各项环境参

有高速率尧低延时的特点遥 通信协议如图 2 所示遥

数来防止冷链运输车内部发生制冷问题袁但市面上的

2.3.1 RS485 传输协议遥 RS485 是一种接收器的电气

败气体遥 冷链运输车要进行长途运输袁在运输前司机

2.3 环境感知传感器

特性标准袁使用该标准能在远距离条件下以及电子噪

声大的环境下有效传输信号遥 RS-485 使某些本地网

络的配置通讯成为可能袁使用 485 协议可让微型控制

芯片与相应的传感器进行稳定地串口通信渊图 3冤袁保

冷链运输监测仪普遍只监测温度与湿度袁而不监测腐
并未设置正确的温度与湿度袁因而对于温湿度传感器
来说袁这个温度与湿度是正常的袁但是对于货物来说袁
这个温度与湿度是不利的遥在这种情况下袁温湿度传感
器就不经意间被野蒙蔽冶了袁待货物运输到目的地袁可

证数据传输可靠性袁且传输速度快速尧稳定袁易于设备

能货物本身已经变质腐败袁而市面上的冷链运输监测

开发遥

仪无法监测到腐败气体袁因而货物的运输质量将会极

2.3.2 温湿度变送器遥 温湿度变送器使用 PR-3000262

大下降遥 而我们所要研发的传感器包含了腐败气体与

商浩东等院基于农业冷链物流的智能监测系统设计与实现
温湿度传感器袁在监测冷链车内部环境的同时袁也监
测冷链运输车内部的货物袁是货物的野双保险冶袁极大
地降低货物出现问题的概率袁节约了成本遥
2.4.1 氨气传感器遥 该氨气变送器采用进口一线大品
牌氨气传感器袁其反应灵敏尧抗干扰能力强袁有多段标
准气体标定并且内部还制备有特殊算法袁可实时将环
境中的氨气数值反馈到所接电路板之中遥
2.4.2 乙烯传感器遥 因为本设备要在冷链运输车内干
冷的环境内长时间持续工作袁所以传感器的选型相对
比较困难袁很多传感器在该种环境下都会工作异常遥
最终选择了大众系列的 SKSG-M-C2H4-H7 乙烯传感
器袁该传感器的各种设计都非常符合需求袁并且进行
了相应的测试袁证明该传感器确实能在湿冷环境下持
续稳定地工作袁是一款外壳牢固尧整体体积较小尧反应
迅速尧价格低尧高性能尧功能齐全的乙烯浓度测量传感
器遥 采用内部模块化设计袁在修理时无须整体更换袁只
需更换受损模块即可袁其头部的传感器探头寿命虽然
相对较短袁但是传感器整体采用了分离气室袁在探头

损坏时拆卸方便袁维护简单[5]遥

传感器整体非常结实耐用袁外壳采用不锈钢材质袁

探头使用了过滤网过滤杂质袁并且探头上还配有防雨
罩袁防水尧防爆尧抗腐蚀遥 综上所述袁该传感器性能优
秀袁非常适合本设备的开发遥

开始
串口初始化
CO2 传感器初始化
复位
串口初始化
Erro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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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

N
Error

测量 CO2 浓度
数据传输给下位机
结束
图 5 二氧化碳模块流程

按照定义的工作逻辑或者根据上位机所发送的指令袁
进行相关的工作程序遥
在应用阶段袁系统整体工作流程是由下位机通过
编写好的工作逻辑袁进行相应的工作袁其工作流程如

图 6 所示遥 同时袁还有更高执行级别的看门狗程序设
计及时间网络同步程序设计袁能够有效地防止程序卡
死以及增加数据包时序验证的有效性遥

2.4.3 二氧化碳传感器遥 二氧化碳传感器使用 S80053
二氧化碳传感器袁该传感器结构稳定尧结实尧易于焊
接袁可以准确地反映当前空气中的二氧化碳遥 为了保

证数据的准确性袁特定使用了高精度传感器遥 该传感
器非 485 型传感器袁其需要独立占用一个串口袁独立

串口保证了数据传输的准确性袁外壳牢固袁焊接于电

路板之上袁防摔尧防尘袁可靠性很高[6-7]遥 具体的工作流
程见图 5遥

3 系统软件设计

智能冷链物流在线监管便携设备以 STM32F103C

8T6 作为主控芯片袁控制各个传感器的采集与其他模

块的正常工作袁它的设计是本次开发的关键遥 本次编

程形式采用模块化进行袁 在硬件中有电源模块电路尧
芯片的最小系统尧通讯模块尧外部的各种传感器以及

图 6 系统工作流程

3.2 通讯模块逻辑设计
在通讯模块模式的选择上袁使用了网络透传模

式遥 在此模式下袁用户的串口设备可以通过 4G 模块直

接发送数据到指定的服务器遥

4G 模块也可以接收来自服务器的指令袁并将接收

相应的控制电路袁每个模块都设计了相应的驱动程序

到的信息转发至串口设备遥 在该模式下袁用户不需要

及功能模块程序遥 在每个单独功能建立了源文件袁使

关注串口数据与网络数据包之间的数据转换过程袁只

用时只要调用单独模块的初始化和操作函数即可袁通

需通过简单的参数设置袁即可实现串口设备与网络服

过模块化的编程处理袁便于后期开发时更好地对程序

务器之间的数据透明传输[8]遥

进行改进遥
3.1 系统工作流程
单片机部分有其独有的运转逻辑程序袁可以自己

在设置方面上袁当设置为短连接时袁只有在发送

数据时才会和服务器建立连接袁数据发送完成后袁如果

一定时间内没有数据传输袁则会超时断开袁流程如图 8
263

农村经济学

4 结论

开始

农业冷链物流总体来说是一个高风险尧高收益的

下位机初始化

行业袁但是对其主要载体袁也就是冷藏车内部的监测

看门狗定时
上位机连接
Y
采集数据

N

与探究并不多遥 针对现有冷链运输设备存在的问题袁
我们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遥 以往的冷链运输车监
测系统只监测了温度与湿度袁并没有对其内部气体监

处理数据

测进行过多探究遥 我们在腐败气体以及功能优化方面

定时喂狗

进行了深度探究袁将腐败气体的监测融入冷链监测仪

封装打包数据

中袁并在整合后优化了冷链监测仪的稳定性袁为农业

数据上传
Y
上位机显示

N

冷链运输车内部的监测提供了一种精准尧便携尧多功
能的冷链物流监测仪袁提高了农业冷链运输效率袁可
有效降低农业运输中的损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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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了 Bloomfilter 的海量去重能力袁又发挥了 Redis 的

可持久化能力袁基于 Redis 也方便分布式机器的去重遥

在使用过程中袁要估算好待去重的数据量袁适当地调
整 seed 的数量和 blockNum 数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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