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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蔬菜物联网管理系统的构建及应用
黄韫宇
渊淮安市农业环境保护监测站袁江苏淮安 223001冤
摘要 为了在设施蔬菜种植时将传统的人工种植转变为数字化的智能种植方式袁并且基于实用性尧灵活性以及可
扩展性的原则袁建立了设施蔬菜物联网管理系统遥 本文阐述了该系统由感知与执行层尧网络传输层尧数据存储层以及应
用层等组成袁介绍了该系统包括设施蔬菜高效栽培尧专家决策尧多源信息采集尧水肥一体化滴灌管理尧质量安全追溯等
功能模块袁并总结了物联网智能温室控制系统在设施蔬菜栽培研究中的应用成效袁以期为促进设施农业的高效可持续
发展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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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蔬菜栽培可为蔬菜种植提供适宜的环境条

物联网系统袁该系统通过收集传感器监控数据尧视频

件尧创建高效的生产体系袁是先进的农业生产方法袁其

图像和其他多源的信息数据以及对数据进行科学合

包含了物联网技术尧现代农业栽培技术以及农业机械

理分析和利用尧建立高效的蔬菜栽培模型和专家决策

技术遥 设施蔬菜栽培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袁其对人才和

模型袁 实现了蔬菜种植喷滴灌和肥料的有机整合尧智

经济的需求较大袁 其可以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尧土

能化自动控制和设施蔬菜质量安全的可追溯遥

地产量和资源利用率袁可以提高我国农业的生产效率

1 物联网技术在我国设施蔬菜上的应用背景

和市场竞争力遥

现如今袁 智能化控制系统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工

物联网是互联网和通信网络的有效结合袁它可以

业尧农业尧军事等许多领域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

进一步扩展应用程序和网络系统袁并使人们可以随时

前景遥 我国农业生产领域开始逐渐引入这些现代化信

随地将任何对象尧任何物体进行连接遥 物联网能够提

息技术袁并将其应用于设施蔬菜种植的各个环节遥 关

高人们精确控制和管理物理世界的能力袁对资源进行

于设施蔬菜物联网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公司和产品也

合理的分配利用以及进行科学的智能决策遥 这一技术

日新月异遥 传统种植方式虽然相对成熟袁但是也存在

在我国的设施农业发展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遥它可以

诸多缺点遥 很多蔬菜种植者都是农民袁只能凭借常年

随时随地为设施蔬菜种植者提供机械技术支持袁创造

积累的种植经验对蔬菜进行栽培管理袁对生产环境的

可控的适宜环境条件袁对农作物生长进行高效控制和

温度尧湿度尧风速等的控制以及水尧肥尧药的施用都是

管理遥 进一步促进我国设施蔬菜种植与物联网管理系

靠经验尧凭感觉袁很容易错过最佳时间和最优剂量袁造

统有机结合袁可以更好地实现我国现代农业绿色可持续

成生产资料的浪费袁蔬菜产量减少尧质量下降和土壤

发展袁并使我国在国际市场上保持强大的竞争力遥

污染遥物联网可以精确而有效地监测生产环境袁并由农

许多科研机构和公司已经对物联网技术在设施

业专家系统提出管理措施袁由智能化操作系统精准调

蔬菜种植中的应用进行了大量的实践研究遥 戴运新等

节袁大幅降低了生产者的生产风险和劳动强度遥设施蔬

探索了蝴蝶兰精细培养控制系统袁该系统基于物联网

菜物联网管理技术在我国的广泛应用袁可以大幅提高

技术实现了对蝴蝶兰生长环境的调控和精细培养遥 马

我国设施蔬菜的生产效率袁最大程度地利用自然资源袁

二磊等研究了基于物联网的甜瓜遥控器的简化高效

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和提高蔬菜的品质和产量[1-2]遥

栽培技术遥 杨 芳等设计了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工厂环

2 设施蔬菜物联网系统的整体构架

境监控系统袁并基于物联网进行了数据收集和远程自

2.1 感知与执行层

动化控制遥 本文提出了一种用于高效种植设施蔬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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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传感器技术袁 在设施蔬菜的整个生长期间袁
记录现场操作设备状态尧视频监控点图像数据袁并收
集水分尧温度尧湿度尧光照尧土壤 pH 值和温度等环境数
据袁然后通过传输层将数据传输给系统袁随后结合

黄韫宇院设施蔬菜物联网管理系统的构建及应用
应用层系统模型和专家决策的操作指令袁对蔬菜温室

以往的经验作为参考袁通过大数据动态数据对蔬菜栽

的水肥一体化滴灌设备尧风机尧天窗尧水幕尧植物辅助

培技术的特征进行挖掘袁 以结合水肥一体化滴灌模

灯以及内外遮阳网等进行自动化控制袁并以人工控制

型袁指导设施蔬菜高效种植遥

为辅遥

3.3 多源信息采集模块

2.2 网络传输层

物联网系统可以通过对设施蔬菜种植基地的数

网络传输层由以太网和各种无线通信网络组成遥

字化监控设备袁对设施蔬菜栽培的全过程中的基地温

网络传输层将监视站点自动化监视的数据和报告的

湿度尧光照强度尧光照时间尧二氧化碳浓度等数据进行

数据远程传输到应用程序层的数据服务器和系统通

实时记录袁 并通过系统进行科学合理的统计和分析袁

信服务器遥

为后续种植方式的优化奠定良好的数据基础遥

2.3 数据存储层

3.4 水肥一体化滴灌管理模块

数据存储层的功能是在系统运行期间存储各种

物联网系统之间可以共享水肥一体化滴灌管理

数据信息袁这些数据主要通过数据库来实现遥 主要使

系统的参数和运行的实际状态袁并根据专家的建议及

用 MySQL 的数据库袁 其提高了对数据提取和存储的

时调整相关参数袁实现水肥一体化滴灌控制系统动态

将所有数据放在一个大型仓库中袁而是将数据存储在

3.5 质量安全追溯模块

速度和灵活性遥 MySQL 是关联数据库管理系统袁不是
不同的表中遥 MySQL 使用 SQL 语言对数据库进行访

平衡遥
在设施蔬菜种植的不同阶段袁 对环境监测参数尧

问袁其特点是体积小尧速度快尧开源袁因而是被广泛运

土壤监测参数和视频图像数据进行数据融合和提取

用的一种语言遥

工作遥 通过扫描蔬菜栽培的二维码袁用户可以通过文

2.4 应用层

字或视频了解设施蔬菜栽培的全过程袁建立蔬菜质量

物联网信息技术与高效蔬菜栽培深度有机融合袁
构建自学模型数据库尧环境监测数据库尧专业知识和
经验数据库以及视频图像数据库袁形成了一个大型高

安全追踪体系遥

4 设施蔬菜物联网系统应用成效
物联网智能温室控制系统在设施蔬菜栽培研究

效蔬菜数据中心区控制设施蔬菜的栽培遥 物联网系统

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袁且成效良好遥

的功能主要包括高效的蔬菜种植袁人工调查辅助数据

4.1 大幅降低人工成本

管理渊基本数据的管理记录以及设施蔬菜种植全过程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温室控制系统在平台上收集

记录等冤袁专家控制渊水肥一体化的滴灌控制和对环境

了有关设施蔬菜的环境信息袁可以远程查看和监视设

和土壤参数的控制冤袁预警和预测袁质量和安全可追溯

施蔬菜栽培大棚内的情况袁 对数据实时收集和统计曰

以及设施蔬菜种植和生产过程的实时尧准确尧高效的

可以对温室出风口远程自动控制尧对温室温度自动化

信息和智能化管理过程遥 这对于设施蔬菜种植和生产

调节袁并实现了 24 h 无人值守的自动通风模式遥 另外袁

的整个过程达到自动化和标准化的管理非常重要 遥
[3]

生产者都可以在手机上安装相应的控制 App袁以设置

3 设施蔬菜物联网系统功能模块组成

所需要的农作物生长环境参数袁从而实现对温室的实

3.1 设施蔬菜高效栽培模块

时自动调节袁比如实时检查大棚内外温度以及通风口

设施蔬菜种植是一个非线性且复杂的项目袁因而

的大小袁还可以及时接收温度报警提示遥 这样一来袁可

不可能使用精确的数学模型进行模拟遥 物联网系统将

以大幅减少人工劳动力袁并对生产者的长期规划提供

识别数据用作模块输入袁再使用大数据分类和深度挖

数据参考遥

掘的方式袁使用神经网络和模糊逻辑算法建立相关模

4.2 有助于调整种植结构和布局

型遥 建立有效的设施蔬菜高效栽培模型袁可指导设施

物联网管理系统可以接收温室内部环境因素的

蔬菜栽培遥

实时和远程数据袁并将其存储在网络平台上袁进而生

3.2 专家决策模块

成智能的数据报告遥 这些收集到的基本温室数据不仅

根据不同的设施蔬菜对栽培过程中环境温湿度尧

可以使生产者进行智能数据汇总袁还可以比较同一作

光照尧土壤温湿度和最佳 pH 值条件的要求袁形成相应

物在不同时间和不同温室的差异性遥 根据作物生长模

的蔬菜栽培专家控制参数阈值动态调整表袁以指导设

型数据库袁系统可以对实时温室环境监测数据进行比

施蔬菜种植环境参数的控制遥 与此同时袁在考虑土壤

较和分析袁为改进设施蔬菜栽培技术尧优化温室环境

肥力和其他优良成分对蔬菜质量和口味的影响时袁将

和引进新技术提供稳定的数据支持[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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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提升综合效益

需要更加全面和深入地开展物联网技术研究袁将更先

通过对先进科技的投入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袁在传
统种植经验和技术的基础上袁将物联网技术应用于设

进的管理系统融入农业生产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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