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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水肥一体化

系统，属于农业灌溉技术领域，包括信息采集处

理系统、水肥混施系统、巡检机器人、云平台和分

布式监控中心；信息采集处理系统采集土壤墒

情、土壤pH值、土壤EC值、土壤的温度值、空气的

温湿度、光照强度和微量元素等数据，数据融合

处理后通过网络传送到云平台上，水肥混施系统

根据土壤墒情与农作物生长周期、生长状况进行

水肥混施；巡检机器人对农作物定期巡检、病虫

害在线监测与定位、病虫害类型的识别和精准对

靶喷雾施药；云平台根据信息采集处理系统和巡

检机器人反馈的信息向水肥混施系统下达对农

作物施肥、灌溉的指令，或向巡检机器人下达治

理农作物病虫害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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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信息采集处理系统、水肥混施

系统、巡检机器人、分布式监控中心和云平台；所述信息采集系统、水肥采集系统和巡检机

器人分别对应一个分布式监控中心，所述分布式监控中心用于将信息反馈至云平台和将云

平台下达的指令传达至信息采集系统、水肥混施系统和巡检机器人，所述信息采集处理系

统采集土壤墒情、土壤pH值、土壤EC值、土壤的温度值、空气的温湿度、光照强度、雨量和微

量元素含量等数据，所述水肥混施系统接收云平台下达的指令，对农作物进行水肥混施；所

述巡检机器人对农作物定期巡检、病虫害在线监测与定位、病虫害类型的识别将信息通过

分布式监控中心反馈至云平台，同时对农作物精准对靶喷雾施药；所述云平台根据信息采

集处理系统和巡检机器人反馈的数据信息向水肥混施系统下达对农作物施肥、灌溉的指

令，或向巡检机器人下达治理农作物病虫害的指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分布式

监控中心作为中间站点，通过有线传输或无线传输连接信息处理系统、水肥混施系统、巡检

机器人和云平台，向云平台反馈信息，或者将云平台的指令下达至信息处理系统、水肥混施

系统和巡检机器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信息采

集处理系统包括气象监测模块和土壤监测模块，所述气象监测模块包括风速传感器、风向

传感器、雨量传感器、光照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所述土壤监测组件包括EC值传感器、pH值

传感器、CO2传感器、土壤墒情传感器和微量元素传感器；所述信息采集处理系统分布式监

控中心与云平台连接，用于向云平台反馈信息和接收云平台发出的指令。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肥混

施系统包括恒水压变频控制系统、水质过滤系统和用水用电监控系统，还包括肥料配比桶

和水肥一体机，所述水肥混施系统通过分布式监控中心与云平台连接，用于向云平台反馈

信息和接收云平台发出的指令。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巡检机

器人包括机器人定位模块、路径规划模块、病株检测与定位模块、病虫害类型识别模块和精

准对靶施药模块，所述机器人通过分布式监控中心与云平台连接，用于向云平台反馈信息

和接收云平台发出的指令。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云平台

为阿里云平台，所述云平台建立有农作物生长模型数据库、病虫害模型数据库和专家经验

数据库。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云平台

与手机终端或者PC机终端连接。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1061322 A

2



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灌溉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过量的施肥肥料会随降雨、灌溉和农田径流进入水体，严重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

对人体及生态造成了危害。在资源条件和生态环境的双重压力下，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大力发展节水农业，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刻不容缓。水肥一体

化技术是根据农作物需求，对农田水分和养分进行综合调控和一体化管理，以水促肥、以肥

调水，实现水肥耦合，全面提升农田水肥利用效率。与传统的灌溉和施肥措施相比，水肥一

体化技术具有节水、省肥、省工、增产、提高水肥利用效率、提高农作物品质及减少环境污染

等诸多优势。因此，水肥一体化技术逐渐成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现代农业的“一号技术”。

[0003] 如公开号为CN206640995U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提出了一种水肥一体化系统，农

民需要配好所需的肥料，肥料配比完成后，打开阀门，合上电闸，对农田作物进行浇水施肥，

不能使农民从繁重的田间劳作中解放出来。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传统的水肥一体化技术不能使农民完全从繁重的田

间劳作中解放出来的问题，提供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

以实现的：

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包括信息采集处理系统、水肥混施系统、巡检机器

人、分布式监控中心和云平台；所述信息采集系统、水肥采集系统和巡检机器人分别对应一

个分布式监控中心，所述分布式监控中心用于将信息反馈至云平台和将云平台下达的指令

传达至信息采集系统、水肥混施系统和巡检机器人，所述信息采集处理系统采集土壤墒情、

土壤pH值、土壤EC值、土壤的温度值、空气的温湿度、光照强度、雨量和微量元素含量等数

据，所述水肥混施系统接收云平台下达的指令，对农作物进行水肥混施；所述巡检机器人对

农作物定期巡检、病虫害在线监测与定位、病虫害类型的识别将信息通过分布式监控中心

反馈至云平台，同时对农作物精准对靶喷雾施药；所述云平台根据信息采集处理系统和巡

检机器人反馈的数据信息向水肥混施系统下达对农作物施肥、灌溉的指令，或向巡检机器

人下达治理农作物病虫害的指令。

[0005] 本发明方案进一步为：所述分布式监控中心作为中间站点，通过有线传输或无线

传输连接信息处理系统、水肥混施系统、巡检机器人和云平台，向云平台反馈信息，或者将

云平台的指令下达至信息处理系统、水肥混施系统和巡检机器人。

[0006] 本发明方案进一步为：所述信息采集处理系统包括气象监测模块和土壤监测模

块，所述气象监测模块包括风速传感器、风向传感器、雨量传感器、光照传感器、温湿度传感

器；所述土壤监测组件包括EC值传感器、pH值传感器、CO2传感器、土壤墒情传感器和微量元

素传感器；所述信息采集处理系统分布式监控中心与云平台连接，用于向云平台反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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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云平台发出的指令。信息采集处理系统将采集的气象数据或者土壤数据信息通过分布

式监控中心处理后传送到云平台，云平台根据气象信息、土壤墒情信息、pH值和EC值结合农

作物生长周期信息，制定农作物每个生长周期所需肥料的配比，向水肥混施系统下达灌溉

或施肥指令。

[0007] 本发明方案进一步为：所述水肥混施系统包括恒水压变频控制系统、水质过滤系

统和用水用电监控系统，还包括肥料配比桶和水肥一体机，所述水肥混施系统通过分布式

监控中心与云平台连接，用于向云平台反馈信息和接收云平台发出的指令。云平台根据土

壤墒情与农作物的生长周期、生长情况，控制水肥混施系统的水肥调配比例，实现精准灌溉

与精准施肥，提高灌溉效率，减少肥料挥发的流失，有效抑制面源污染。

[0008] 本发明方案进一步为：所述巡检机器人包括机器人定位模块、路径规划模块、病株

检测与定位模块、病虫害类型识别模块和精准对靶施药模块，所述机器人通过分布式监控

中心与云平台连接，用于向云平台反馈信息和接收云平台发出的指令。传统的病虫害检测

方法主要依赖个人经验和肉眼观察，传统病虫害检测方法可以满足小片农作物种植区，而

对于大规模集中种植区显然不能满足农业发展的需求；本发明利用巡检机器人准确、快捷、

高效对农作物完成检测任务，使病虫害检测定位更加精确、自主化、智能化，使人们从过去

繁琐的检测环节中解放出来。

[0009] 本发明方案进一步为：所述云平台为阿里云平台，所述云平台建立有农作物生长

模型数据库、病虫害模型数据库和专家经验数据库。云平台根据农作物生长阶段以及田间

的气象信息和土壤信息制定灌溉施肥计划，另外，根据专家经验和农作物的发病症状对症

配药。

[0010] 本发明方案进一步为：所述云平台与手机终端或者PC机终端连接；科研人员或者

种植农户通过PC或者手机远程控制田间的水肥混施系统和巡检机器人。

[0011]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云平台可根据农作物生长状况、所需得水肥量、农田土壤墒情和农田的气象信息，制定

农作物每个生长周期所需肥料的配比，向水肥混施系统下达灌溉或施肥指令，水肥混施系

统自动完成水肥的配比、混合搅拌以及对农作物的灌溉，无需人工操作、定时定量，达到水

肥的精准混施；巡检机器人对农作物定期巡检、病虫害在线监测与定位、病虫害类型的识别

和精准对靶喷雾施药，可代替基于个人经验和肉眼观察的传统病虫害检测方法，实现快速、

高效、准确的自主病虫害检测，使人们从过去繁琐的检测环节中解放出来。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用于展示本实施例系统的整体框图；

图2是用于展示水肥混施系统的框图；

图3是用于展示水肥混施系统的界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发明作进一步说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发

明而不用于限制发明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阅读了发明讲授的内容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对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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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包括信息采集处理系统、水肥

混施系统、巡检机器人、分布式监控中心和云平台；信息采集系统、水肥采集系统和巡检机

器人分别对应一个分布式监控中心，分布式监控中心用于将信息反馈至云平台和将云平台

下达的指令传达至信息采集系统、水肥混施系统和巡检机器人，信息采集处理系统采集土

壤墒情、土壤pH值、土壤EC值、土壤的温度值、空气的温湿度、光照强度、雨量和微量元素含

量等数据，水肥混施系统接收云平台下达的指令，对农作物进行水肥混施；巡检机器人对农

作物定期巡检、病虫害在线监测与定位、病虫害类型的识别将信息通过分布式监控中心反

馈至云平台，同时对农作物精准对靶喷雾施药；云平台根据信息采集处理系统和巡检机器

人反馈的数据信息向水肥混施系统下达对农作物施肥、灌溉的指令，或向巡检机器人下达

治理农作物病虫害的指令。

[0015] 分布式监控中心作为中间站点，通过有线传输或无线传输连接信息处理系统、水

肥混施系统、巡检机器人和云平台，向云平台反馈信息，或者将云平台的指令下达至信息处

理系统、水肥混施系统和巡检机器人。

[0016] 信息采集处理系统包括气象监测模块和土壤监测模块，气象监测模块包括风速传

感器、风向传感器、雨量传感器、光照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土壤监测组件包括EC值传感

器、pH值传感器、CO2传感器、土壤墒情传感器和微量元素传感器；信息采集处理系统分布式

监控中心与云平台连接，用于向云平台反馈信息，接收云平台发出的指令。信息采集处理系

统将采集的气象数据或者土壤数据信息通过分布式监控中心处理后传送到云平台，云平台

根据气象信息、土壤墒情信息、pH值和EC值结合农作物生长周期信息，制定农作物每个生长

周期所需肥料的配比，向水肥混施系统下达灌溉或施肥指令。

[0017] 水肥混施系统包括恒水压变频控制系统、水质过滤系统和用水用电监控系统，还

包括肥料配比桶和水肥一体机，水肥混施系统通过分布式监控中心与云平台连接，用于向

云平台反馈信息和接收云平台发出的指令。云平台根据土壤墒情与农作物的生长周期、生

长情况，控制水肥混施系统的水肥调配比例，实现精准灌溉与精准施肥，提高灌溉效率，减

少肥料挥发的流失，有效抑制面源污染。

[0018] 巡检机器人包括机器人定位模块、路径规划模块、病株检测与定位模块、病虫害类

型识别模块和精准对靶施药模块，机器人通过分布式监控中心与云平台连接，用于向云平

台反馈信息和接收云平台发出的指令。传统的病虫害检测方法主要依赖个人经验和肉眼观

察，传统病虫害检测方法可以满足小片农作物种植区，而对于大规模集中种植区显然不能

满足农业发展的需求；本发明利用巡检机器人准确、快捷、高效对农作物完成检测任务，使

病虫害检测定位更加精确、自主化、智能化，使人们从过去繁琐的检测环节中解放出来。

[0019] 云平台为阿里云平台，云平台建立有农作物生长模型数据库、病虫害模型数据库

和专家经验数据库。云平台根据农作物生长阶段以及田间的气象信息和土壤信息制定灌溉

施肥计划，另外，根据专家经验和农作物的发病症状对症配药。

[0020] 云平台与手机终端或者PC机终端连接；科研人员或者种植农户通过PC或者手机远

程控制田间的水肥混施系统和巡检机器人。

[0021] 本实施例的具体实施方式：

信息采集系统和巡检机器人将采集的田间气象信息、土壤信息和农作物生长信息，通

过分布式监控中心分析后将传输到云平台，云平台根据农作物生长模型，以及信息采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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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反馈的农作物生长情况，制定农作物每个生长周期所需肥料的配比，向水肥混施系统下

达灌溉或施肥指令，水肥混施系统自动完成水肥混合搅拌以及对农作物的灌溉；巡检机器

人对农作物定期巡检、病虫害在线监测与定位、病虫害类型的识别和精准对靶喷雾施药，可

代替基于个人经验和肉眼观察的传统病虫害检测方法，实现快速、高效、准确的自主病虫害

检测，使人们从过去繁琐的检测环节中解放出来。

[0022] 采用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及对靶精准喷药技术，智能识别作物生长施肥需求量，

既提高了灌溉效率，又有效减少了肥料挥发和流失，抑制面源污染，市场前景广阔。本水肥

混施系统对农作物的科技种植、科学施肥，提高粮食产量、改善土壤结构；节水节肥发展绿

色农业，解放农业劳动力有着重要意义。加快农业用水方式由粗放向集约和精准转变，缓解

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形成发展与自然相协调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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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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