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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水肥一体化系统包括水肥灌溉装置、灌溉水

信息采集模块、气象及农田信息采集模块、控制

装置、灌远程信息监控平台，灌溉水信息采集模

块设置在水肥灌溉装置中，以采集水肥灌溉装置

中的水肥信息，气象及农田信息采集模块位于农

作物所在的田地中，以采集农作物所在的田地的

气象信息和土壤信息，灌溉水信息采集模块与气

象信息采集模块与控制装置电性连接，控制装置

还与水肥灌溉装置电性连接，控制装置还与灌远

程信息监控平台无线通讯连接，所述灌溉水信息

采集模块包括EC传感器、PH传感器、流量计，所述

EC传感器和PH传感器位于水肥灌溉系统的出水

口处，以检测灌溉水的EC值和PH值。本发明还提

供一种水肥一体化系统的灌溉、施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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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肥一体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水肥灌溉装置、灌溉水信息采集模块、气象及农

田信息采集模块、控制装置、灌远程信息监控平台，灌溉水信息采集模块设置在水肥灌溉装

置中，以采集水肥灌溉装置中的水肥信息，气象及农田信息采集模块位于农作物所在的田

地中，以采集农作物所在的田地的气象信息和土壤信息，灌溉水信息采集模块与气象信息

采集模块与控制装置电性连接，以将信息传输至控制装置，控制装置还与水肥灌溉装置电

性连接，以控制水肥灌溉装置的运行，控制装置还与灌远程信息监控平台无线通讯连接，以

便于远程管理，所述灌溉水信息采集模块包括EC传感器、PH传感器、流量计，所述EC传感器

和PH传感器位于水肥灌溉系统的出水口处，以检测灌溉水的EC值和PH值。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肥一体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肥灌溉装置包括至少三个

肥料灌、至少三个流量调节阀、至少三个文丘里施肥器、进水总管、出水总管、给水泵，所述

肥料灌的出水口与流量调节阀的进水口连通，流量调节阀的出水口与文丘里施肥器的支管

连通，文丘里施肥器的进水口与进水总管连通，文丘里施肥器的出水口与出水总管连通，EC

传感器和PH传感器设置在出水总管内，以检测灌溉水的EC值和PH值，给水泵设置在进水总

管或出水总管上，给水泵与控制装置电性连接，以控制给水泵的运行。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肥一体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装置包括控制器、触摸

屏、无线通讯单元，控制器与触摸屏、无线通讯单元电性连接，无线通讯单元与灌远程信息

监控平台无线通讯连接连接，以进行远程数据传输，所述控制装置还与流量调节阀电性连

接，以控制流量调节阀的运行。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肥一体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气象及农田信息采集模块包

括风速传感器、太阳辐射传感器、空气湿度传感器、土壤湿度传感器，风速传感器采集田间

的实时风速信息，太阳辐射传感器采集田间的实时光照强度信息，空气湿度传感器采集田

间的实时空气湿度信息，土壤湿度传感器采集作物的实时土壤湿度信息，控制装置设有时

钟模块，时钟模块对灌溉间隔以及灌溉时间进行计时，控制装置根据实时风速信息、实时光

照强度信息、实时空气湿度信息、实时土壤湿度信息以及灌溉间隔、灌溉时间控制水肥灌溉

装置的运行。

5.水肥一体化系统的灌溉、施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001，针对不同类型的不同生长阶段的农作物，设置灌溉间隔、灌溉时间以及每种

肥料的施肥量；

步骤S002，风速传感器采集田间的实时风速信息并传输至控制装置，控制装置将实时

风速信息生成实时风速值，太阳辐射传感器采集田间的实时光照强度信息并传输至控制装

置，控制装置将实时光照强度信息生成实时光照强度值，空气湿度传感器采集田间的实时

空气湿度信息并传输至控制装置，控制装置将实时湿度信息生成实时空气湿度值，土壤湿

度传感器采集作物的实时土壤湿度信息并传输至控制装置，控制装置将实时土壤湿度信息

生成实时土壤湿度值，时钟模块对灌溉间隔进行统计并生成实时灌溉间隔值，控制装置设

有基础风速值、基础光照强度值、基础空气湿度值、基础土壤湿度值、基础灌溉间隔值，当实

时风速值小于基础风速值、实时光照强度值小于基础光照强度值、实时空气湿度值小于基

础空气湿度值、实时土壤湿度值小于基础土壤湿度值时，且实时灌溉间隔值大于基础灌溉

间隔值时，控制装置控制给水泵对农作物进行灌溉；

步骤S003，当给水泵启动时，控制装置的时间模块开始计时并生成实时灌溉时间值，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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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控制装置设有基础灌溉时间值，当实时灌溉时间值与基础灌溉时间值相等时，控制装

置关闭给水泵，时间模块开始计时并生成实时灌溉间隔值。

6.水肥一体化系统的灌溉、施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控制装置上设置若干种类型的农

作物，对应的农作物在不同的生长阶段设有与该生长阶段对应的氮肥施肥量值、磷肥施肥

量值、钾肥施肥量值，农田管理人员根据实际种植的农作物选定对应的农作物类型，施肥灌

内分别盛有氮肥、磷肥、钾肥的液体肥料，控制装置根据该农作物类型按照设定的生长阶段

以及氮肥施肥量值、磷肥施肥量值、钾肥施肥量值控制流量调节阀，从而控制不同施肥灌的

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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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肥一体化系统及其灌溉、施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灌溉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水肥一体化系统及其灌溉、施肥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滴灌技术可以对农作物进行灌溉和施肥。通过滴灌技术能够将肥料均匀且准确施

用至预定位置，从而提高肥料的利用率，减少肥料的浪费和因施肥导致的土壤的污染。由于

滴灌技术具有明显的节水、省肥、省力等特性，因此应用越来越广泛。目前，农作物的灌溉、

施肥多是通过人工进行管理。人工管理往往缺乏灵活性，不同土地的肥力不同，不同作物在

不同生长阶段的需求也不同。因此人工管理容易发生烧苗，或是营养、水分无法满足生长需

求等问题。且随着农业规模化种植的进行，以及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人工管理也需要投入更

多的成本。同时，在不同的地域，其气象特征也不同；同一区域，不同时间的气象特征也不

同，依靠人工管理也远远达不到农业精细化管理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有必要提供一种能够自动、精细化控制灌溉和施肥的水肥一体化系统

及其灌溉、施肥方法。

[0004] 水肥一体化系统包括水肥灌溉装置、灌溉水信息采集模块、气象及农田信息采集

模块、控制装置、灌远程信息监控平台，灌溉水信息采集模块设置在水肥灌溉装置中，以采

集水肥灌溉装置中的水肥信息，气象及农田信息采集模块位于农作物所在的田地中，以采

集农作物所在的田地的气象信息和土壤信息，灌溉水信息采集模块与气象信息采集模块与

控制装置电性连接，以将信息传输至控制装置，控制装置还与水肥灌溉装置电性连接，以控

制水肥灌溉装置的运行，控制装置还与灌远程信息监控平台无线通讯连接，以便于远程管

理，所述灌溉水信息采集模块包括EC传感器、PH传感器、流量计，所述EC传感器和PH传感器

位于水肥灌溉系统的出水口处，以检测灌溉水的EC值和PH值。

[0005] 优选的，所述水肥灌溉装置包括至少三个肥料灌、至少三个流量调节阀、至少三个

文丘里施肥器、进水总管、出水总管、给水泵，所述肥料灌的出水口与流量调节阀的进水口

连通，流量调节阀的出水口与文丘里施肥器的支管连通，文丘里施肥器的进水口与进水总

管连通，文丘里施肥器的出水口与出水总管连通，EC传感器和PH传感器设置在出水总管内，

以检测灌溉水的EC值和PH值，给水泵设置在进水总管或出水总管上，给水泵与控制装置电

性连接，以控制给水泵的运行。

[0006] 优选的，所述控制装置包括控制器、触摸屏、无线通讯单元，控制器与触摸屏、无线

通讯单元电性连接，无线通讯单元与灌远程信息监控平台无线通讯连接连接，以进行远程

数据传输，所述控制装置还与流量调节阀电性连接，以控制流量调节阀的运行。

[0007] 优选的，所述气象及农田信息采集模块包括风速传感器、太阳辐射传感器、空气湿

度传感器、土壤湿度传感器，风速传感器采集田间的实时风速信息，太阳辐射传感器采集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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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实时光照强度信息，空气湿度传感器采集田间的实时空气湿度信息，土壤湿度传感器

采集作物的实时土壤湿度信息，控制装置设有时钟模块，时钟模块对灌溉间隔以及灌溉时

间进行计时，控制装置根据实时风速信息、实时光照强度信息、实时空气湿度信息、实时土

壤湿度信息以及灌溉间隔、灌溉时间控制水肥灌溉装置的运行。

[0008] 水肥一体化系统的灌溉、施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步骤S001，针对不同类型的不同生长阶段的农作物，设置灌溉间隔、灌溉时间以及

每种肥料的施肥量；

[0010] 步骤S002，风速传感器采集田间的实时风速信息并传输至控制装置，控制装置将

实时风速信息生成实时风速值，太阳辐射传感器采集田间的实时光照强度信息并传输至控

制装置，控制装置将实时光照强度信息生成实时光照强度值，空气湿度传感器采集田间的

实时空气湿度信息并传输至控制装置，控制装置将实时湿度信息生成实时空气湿度值，土

壤湿度传感器采集作物的实时土壤湿度信息并传输至控制装置，控制装置将实时土壤湿度

信息生成实时土壤湿度值，时钟模块对灌溉间隔进行统计并生成实时灌溉间隔值，控制装

置设有基础风速值、基础光照强度值、基础空气湿度值、基础土壤湿度值、基础灌溉间隔值，

当实时风速值小于基础风速值、实时光照强度值小于基础光照强度值、实时空气湿度值小

于基础空气湿度值、实时土壤湿度值小于基础土壤湿度值时，且实时灌溉间隔值大于基础

灌溉间隔值时，控制装置控制给水泵对农作物进行灌溉；

[0011] 步骤S003，当给水泵启动时，控制装置的时间模块开始计时并生成实时灌溉时间

值，相应的，控制装置设有基础灌溉时间值，当实时灌溉时间值与基础灌溉时间值相等时，

控制装置关闭给水泵，时间模块开始计时并生成实时灌溉间隔值。

[0012] 优选的，在控制装置上设置若干种类型的农作物，对应的农作物在不同的生长阶

段设有与该生长阶段对应的氮肥施肥量值、磷肥施肥量值、钾肥施肥量值，农田管理人员根

据实际种植的农作物选定对应的农作物类型，施肥灌内分别盛有氮肥、磷肥、钾肥的液体肥

料，控制装置根据该农作物类型按照设定的生长阶段以及氮肥施肥量值、磷肥施肥量值、钾

肥施肥量值控制流量调节阀，从而控制不同施肥灌的流量。

[0013]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水肥一体化系统包括水肥灌溉装置、灌溉水信息采集模块、气

象及农田信息采集模块、控制装置、灌远程信息监控平台，水肥灌溉装置结合控制装置能够

针对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农作物对氮磷钾的施用量进行精确控制，从而避免肥料浪费和

污染。气象及农田信息采集模块与控制装置的配合，能够更全面的结合气象条件对农作物

进行灌溉，减小气象条件对灌溉的影响。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水肥一体化系统的结构简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的水肥一体化系统的功能模块图。

[0016] 图中：水肥灌溉装置10、肥料灌101、流量调节阀102、文丘里施肥器103、进水总管

104、出水总管105、给水泵106、灌溉水信息采集模块20、EC传感器201、PH传感器202、流量计

203、气象及农田信息采集模块30、风速传感器301、太阳辐射传感器302、空气湿度传感器

303、土壤湿度传感器304、控制装置40、远程信息监控平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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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的附

图作简单的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8] 请参看图1和图2，水肥一体化系统包括水肥灌溉装置10、灌溉水信息采集模块20、

气象及农田信息采集模块30、控制装置40、灌远程信息监控平台50，灌溉水信息采集模块20

设置在水肥灌溉装置10中，以采集水肥灌溉装置10中的水肥信息，气象及农田信息采集模

块30位于农作物所在的田地中，以采集农作物所在的田地的气象信息和土壤信息，灌溉水

信息采集模块20与气象信息采集模块与控制装置40电性连接，以将信息传输至控制装置

40，控制装置40还与水肥灌溉装置10电性连接，以控制水肥灌溉装置10的运行，控制装置40

还与灌远程信息监控平台50无线通讯连接，以便于远程管理，所述灌溉水信息采集模块20

包括EC传感器201、PH传感器202、流量计203，所述EC传感器201和PH传感器202位于水肥灌

溉系统的出水口处，以检测灌溉水的EC值和PH值。

[0019] 远程信息监控平台50可以手机、电脑等具有监控功能的联网设备。

[0020] 进一步的，所述水肥灌溉装置10包括至少三个肥料灌101、至少三个流量调节阀

102、至少三个文丘里施肥器103、进水总管104、出水总管105、给水泵106，所述肥料灌101的

出水口与流量调节阀102的进水口连通，流量调节阀102的出水口与文丘里施肥器103的支

管连通，文丘里施肥器103的进水口与进水总管104连通，文丘里施肥器103的出水口与出水

总管105连通，EC传感器201和PH传感器202设置在出水总管105内，以检测灌溉水的EC值和

PH值，给水泵106设置在进水总管104或出水总管105上，给水泵106与控制装置40电性连接，

以控制给水泵106的运行。

[0021] 进一步的，所述控制装置40包括控制器、触摸屏、无线通讯单元，控制器与触摸屏、

无线通讯单元电性连接，无线通讯单元与灌远程信息监控平台50无线通讯连接连接，以进

行远程数据传输，所述控制装置40还与流量调节阀102电性连接，以控制流量调节阀102的

运行。

[0022] 进一步的，所述气象及农田信息采集模块30包括风速传感器301、太阳辐射传感器

302、空气湿度传感器303、土壤湿度传感器304，风速传感器301采集田间的实时风速信息，

太阳辐射传感器302采集田间的实时光照强度信息，空气湿度传感器303采集田间的实时空

气湿度信息，土壤湿度传感器304采集作物的实时土壤湿度信息，控制装置40设有时钟模

块，时钟模块对灌溉间隔以及灌溉时间进行计时，控制装置40根据实时风速信息、实时光照

强度信息、实时空气湿度信息、实时土壤湿度信息以及灌溉间隔、灌溉时间控制水肥灌溉装

置10的运行。

[0023] 水肥一体化系统的灌溉、施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4] 步骤S001，针对不同类型的不同生长阶段的农作物，设置灌溉间隔、灌溉时间以及

每种肥料的施肥量；

[0025] 步骤S002，风速传感器301采集田间的实时风速信息并传输至控制装置40，控制装

置40将实时风速信息生成实时风速值，太阳辐射传感器302采集田间的实时光照强度信息

并传输至控制装置40，控制装置40将实时光照强度信息生成实时光照强度值，空气湿度传

感器303采集田间的实时空气湿度信息并传输至控制装置40，控制装置40将实时湿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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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实时空气湿度值，土壤湿度传感器304采集作物的实时土壤湿度信息并传输至控制装

置40，控制装置40将实时土壤湿度信息生成实时土壤湿度值，时钟模块对灌溉间隔进行统

计并生成实时灌溉间隔值，控制装置40设有基础风速值、基础光照强度值、基础空气湿度

值、基础土壤湿度值、基础灌溉间隔值，当实时风速值小于基础风速值、实时光照强度值小

于基础光照强度值、实时空气湿度值小于基础空气湿度值、实时土壤湿度值小于基础土壤

湿度值时，且实时灌溉间隔值大于基础灌溉间隔值时，控制装置40控制给水泵106对农作物

进行灌溉；

[0026] 步骤S003，当给水泵106启动时，控制装置40的时间模块开始计时并生成实时灌溉

时间值，相应的，控制装置40设有基础灌溉时间值，当实时灌溉时间值与基础灌溉时间值相

等时，控制装置40关闭给水泵106，时间模块开始计时并生成实时灌溉间隔值。

[0027] 进一步的，在控制装置40上设置若干种类型的农作物，对应的农作物在不同的生

长阶段设有与该生长阶段对应的氮肥施肥量值、磷肥施肥量值、钾肥施肥量值，农田管理人

员根据实际种植的农作物选定对应的农作物类型，施肥灌内分别盛有氮肥、磷肥、钾肥的液

体肥料，控制装置40根据该农作物类型按照设定的生长阶段以及氮肥施肥量值、磷肥施肥

量值、钾肥施肥量值控制流量调节阀102，从而控制不同施肥灌的流量。

[0028] 在一较佳实施方式中，控制装置40设有葡萄、红枣、西红柿、西瓜的农作物各参数。

以西红柿为例，西红柿一般有幼苗期、开花期、坐果期三个时期，在幼苗期设置灌溉间隔为8

天，每次氮磷钾的施肥量分别为20千克、5千克、5千克，灌溉时间为2小时。因为水泵的功率

是预定的，所以灌溉水的流速就是不变的。灌溉时间一确定，那么预定面积的灌溉量就是确

定的。由于灌溉的是预定面积，那么只需要确定氮磷钾的重量就可以了。以上灌溉间隔和氮

磷钾施肥量的确定只是举个例子。不同地域、不同土壤的肥力不同，具体施用多少肥，需要

当地的技术人员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如果到了灌溉时间，但是风速、光照强度、空气湿度、土

壤湿度不符合灌溉要求，那么还是不能够灌溉，直到满足灌溉条件。

[0029] 随着规模化农业的进行，探测和控制参数的选择非常重要。现有技术的灌溉系统

对以上综合信息的采集没有足够的重视，一般只采集土壤的湿度信息。在实际灌溉过程中，

会出现灌溉后下雨，造成田地内涝的问题，最终使农作物的生长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本方案

的技术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发现，西红柿在灌溉过程中，西红柿根部的土壤抓握力较小，如果

风速较大，那么西红柿就容易发生倒伏；如果光照强度较大，那么土壤的蒸腾作用会非常明

显，高温作用会对西红柿的生长产生影响；如果空气湿度较大，那说明有降雨趋势，不适合

灌溉；如果土壤湿度较大，则说明土壤的水分能够满足西红柿的生长需要，如果再继续灌

溉，那么西红柿的根系的呼吸就会产生问题。因此，采集风速、光照强度、空气湿度、土壤湿

度的参数是决定能否灌溉的重要参数，因此水肥一体化系统设置了对应的传感器来监测以

上参数，同时在控制装置40中设置对应的基础参数来对作物进行精细化管理。因为不同地

域的气象条件不同，参数会相应有变化，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当地的气象条件进行设

定。

[0030] 以上所揭露的仅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而已，当然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发明之权利范

围，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实现上述实施例的全部或部分流程，并依本发明权利要

求所作的等同变化，仍属于发明所涵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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