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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

(57)摘要

一种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属于

现代农业装备与信息化技术领域，包括一组连栋

温室、一组子网络、一组子网主机、智能控制单

元、上位机智能温室管理系统、主网络和气象启

动检测设备，连栋温室由一组温室模块组成，一

组连栋温室、一组子网络和一组子网主机一对一

对应设置，温室模块和子网主机之间通过子网络

进行通信，一组子网主机和智能控制单元之间通

过主网络进行通信，智能控制单元和上位机智能

温室管理系统、气象启动检测设备和上位机智能

温室管理系统之间均通过无线通信连接。本实用

新型的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操作便

捷，可实现远程对温室大棚进行监控和操作，提

高了效率节能，降低了人工成本，也可以实现人

工手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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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一组连栋温室（1）、一组子

网络（2）、一组子网主机（3）、智能控制单元（4）、上位机智能温室管理系统（5）、主网络（6）和

气象启动检测设备（7），所述连栋温室（1）由一组温室模块（11）组成，所述一组连栋温室

（1）、一组子网络（2）和一组子网主机（3）一对一对应设置，所述温室模块（11）和子网主机

（3）之间通过子网络（2）进行通信，所述一组子网主机（3）和智能控制单元（4）之间通过主网

络（6）进行通信，所述智能控制单元（4）和上位机智能温室管理系统（5）、气象启动检测设备

（7）和上位机智能温室管理系统（5）之间均通过无线通信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温室模块

（11）内设有MCU模块（110）、温度传感器单元（111）、湿度传感器单元（112）、光照传感器单元

（113）、二氧化碳传感器单元（114）、土壤酸碱度检测仪（115）和风速测定单元（116），所述温

度传感器单元（111）、湿度传感器单元（112）、光照传感器单元（113）、二氧化碳传感器单元

（114）、土壤酸碱度检测仪（115）和风速测定单元（116）分别和MCU模块（110）的输入端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温室模块

（11）内还设有加热设备（117）、湿帘风机系统（118）、卷膜开窗（119）、二氧化碳发生器

（120）、灌溉设备（121）、照明灯设备（122）、臭氧发生器（123）和摄像头监控设备（124），所述

湿帘风机系统（118）、卷膜开窗（119）、二氧化碳发生器（120）、灌溉设备（121）、照明灯设备

（122）、臭氧发生器（123）和摄像头监控设备（124）分别和MCU模块（110）的输出端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温室模块

（11）上还连接有电源单元（125）。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温度传感

器单元（111）包括温室内温度传感器（126）和土壤湿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单元（127）。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湿度传感

器单元（112）包括温室内湿度传感器（128）、温室外湿度传感器（129）和土壤湿度传感器

（130）。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设备

（117）包括电暖气（131）和太阳能（132）。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灌溉设备

（121）包括滴灌（133）和喷雾（134）。

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照明灯设

备（122）包括照明灯（135）和农用钠灯（136）。

1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MCU模块

（110）采用AT89S52，所述温度传感器单元（111）、温室内湿度传感器（128）和温室外湿度传

感器（129）均采用SHT10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所述土壤湿度传感器（130）采用FDS-100型土

壤水分传感器，所述光照传感器单元（113）采用TSL2561光强传感器，所述二氧化碳传感器

单元（114）采用SH-300-DH二氧化碳传感器，所述二氧化碳发生器（120）采用ESM-CO2二氧化

碳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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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现代农业装备与信息化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基于物联网

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农业生产一般受季节性限制，而温室可以帮助农民克服农业生长的季节性

的问题，温室多用于种植不适宜的植物，特别蔬菜非生长的季节，并且温室能够提供生育期

和增加产量，多用于蔬菜育苗、繁殖、生长，提高农业生产的生产效率。

[0003]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温室种植因其涉及学科广、科技含量高、与人民生活关系

密切，己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在温室条件下，通过检测控制植物生长的温度、湿度、

光照、水肥量等植物生长条件，从而定量控制植物生长，能有效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0004]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物联网技术在各行业内得以普遍应用。将物联网技术

应用到温室中，利用精准的农业传感器进行实时监测，可以监测温室中空气温度湿度、CO2

浓度、光照度及土壤水分等参量；然后据此提供与种植、施肥相关的解决方案，通过控制开

关的开合改变农作物的生长环境，实现农作物生长过程的自动化管理，促进农作物的生长

和提高作物产量。

[0005] 物联网技术能够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而且利用智能机械代替人进行农业劳作，不

仅解决了农业劳动力日益紧缺的问题，还实现了农业生产的高度规模化、集约化、工厂化，

提高了农业生产对自然环境风险的应对能力。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实用新型目的：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

解决了大型连栋温室如何通过物联网进行温室整体控制的问题。

[0007] 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包括一组连

栋温室、一组子网络、一组子网主机、智能控制单元、上位机智能温室管理系统、主网络和气

象启动检测设备，所述连栋温室由一组温室模块组成，所述一组连栋温室、一组子网络和一

组子网主机一对一对应设置，所述温室模块和子网主机之间通过子网络进行通信，所述一

组子网主机和智能控制单元之间通过主网络进行通信，所述智能控制单元和上位机智能温

室管理系统、气象启动检测设备和上位机智能温室管理系统之间均通过无线通信连接。本

实用新型的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操作便捷，实用性强，可实现远程对温室大棚

进行监控和操作，提高了效率节能，降低了人工成本，也可以实现人工手动操作。

[0008] 进一步的，上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所述温室模块内设有MCU模

块、温度传感器单元、湿度传感器单元、光照传感器单元、二氧化碳传感器单元、土壤酸碱度

检测仪和风速测定单元，所述温度传感器单元、湿度传感器单元、光照传感器单元、二氧化

碳传感器单元、土壤酸碱度检测仪和风速测定单元分别和MCU模块的输入端连接。可在线监

测温室空气温度、湿度、光照强度、CO2浓度和土壤温度、湿度等对作物生长影响显著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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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以及风速、风向、降雨和太阳辐射等气象因子。

[0009] 进一步的，上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所述温室模块内还设有加热

设备、湿帘风机系统、卷膜开窗、二氧化碳发生器、灌溉设备、照明灯设备、臭氧发生器和摄

像头监控设备，所述湿帘风机系统、卷膜开窗、二氧化碳发生器、灌溉设备、照明灯设备、臭

氧发生器和摄像头监控设备分别和MCU模块的输出端连接。

[0010] 进一步的，上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所述温室模块上还连接有电

源单元。

[0011] 进一步的，上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所述温度传感器单元包括温

室内温度传感器和土壤湿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单元。

[0012] 进一步的，上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所述湿度传感器单元包括温

室内湿度传感器、温室外湿度传感器和土壤湿度传感器。

[0013] 进一步的，上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所述加热设备包括电暖气和

太阳能。

[0014] 进一步的，上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所述灌溉设备包括滴灌和喷

雾。

[0015] 进一步的，上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所述照明灯设备包括照明灯

和农用钠灯。

[0016] 进一步的，上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所述MCU模块采用AT89S52，所

述温度传感器单元、温室内湿度传感器和温室外湿度传感器均采用SHT10数字式温湿度传

感器，所述土壤湿度传感器采用FDS-100型土壤水分传感器，所述光照传感器单元采用

TSL2561光强传感器，所述二氧化碳传感器单元采用SH-300-DH二氧化碳传感器，所述二氧

化碳发生器采用ESM-CO2二氧化碳变送器。

[0017] 上述技术方案可以看出，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基于

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通过设置的子网络，能够使得单独的连栋温室进行数据的采

集和控制，通过各种传感器采集与温室环境变化的各种信息参数，同时上位机智能温室管

理系统通过主网络和子网络进行温湿度、光照等环境情况的调节，该系统能够直线大面积

温室的模块化控制，为温室大棚内植物生长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有利于提高植物种植率。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所述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的整体框架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所述温室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所述温度传感器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实用新型所述湿度传感器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实用新型所述加热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灌溉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照明灯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8为本实用新型所述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的电路图一；

[0026] 图9为本实用新型所述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的电路图二；

[0027] 图10为本实用新型所述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的电路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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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中：连栋温室1、子网络2、子网主机3、智能控制单元4、上位机智能温室管理系统

5、主网络6、气象启动检测设备7、温室模块11、MCU模块110、温度传感器单元111、湿度传感

器单元112、光照传感器单元113、二氧化碳传感器单元114、土壤酸碱度检测仪115、风速测

定单元116、加热设备117、湿帘风机系统118、卷膜开窗119、二氧化碳发生器120、灌溉设备

121、照明灯设备122、臭氧发生器123、摄像头监控设备124、电源单元125、温室内温度传感

器126、土壤湿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单元127、温室内湿度传感器128、温室外湿度传感器

129、土壤湿度传感器130、电暖气131、太阳能132、滴灌133、喷雾134、照明灯135、农用钠灯

136。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详细描述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所述实施例的示例在附图中示出，其中自始

至终相同或类似的标号表示相同或类似的元件或具有相同或类似功能的元件。下面通过参

考附图描述的实施例是示例性的，旨在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而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

的限制。

[0030]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心”、“纵向”、“横向”、“长度”、“宽

度”、“厚度”、“上”、“下”、“前”、“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顺时

针”、“逆时针”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

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

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31] 此外，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或者隐含指明所指示的技术特征的数量。由此，限定有“第一”、“第二”的特征可以明示或者

隐含地包括一个或者更多个该特征。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除非另有说明，“多个”的含义

是两个或两个以上，除非另有明确的限定。

[0032] 在本实用新型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相连”、“连接”、“固

定”等术语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

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

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

在本实用新型中的具体含义。

[0033] 在本实用新型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第一特征在第二特征之“上”或之

“下”可以包括第一和第二特征直接接触，也可以包括第一和第二特征不是直接接触而是通

过它们之间的另外的特征接触。而且，第一特征在第二特征“之上”、“上方”和“上面”包括第

一特征在第二特征正上方和斜上方，或仅仅表示第一特征水平高度高于第二特征。第一特

征在第二特征“之下”、“下方”和“下面”包括第一特征在第二特征正下方和斜下方，或仅仅

表示第一特征水平高度小于第二特征。

实施例

[0034] 如图1所示的基于物联网的温室远程控制系统，包括一组连栋温室1、一组子网络

2、一组子网主机3、智能控制单元4、上位机智能温室管理系统5、主网络6和气象启动检测设

备7，所述连栋温室1由一组温室模块11组成，所述一组连栋温室1、一组子网络2和一组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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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3一对一对应设置，所述温室模块11和子网主机3之间通过子网络2进行通信，所述一组

子网主机3和智能控制单元4之间通过主网络6进行通信，所述智能控制单元4和上位机智能

温室管理系统5、气象启动检测设备7和上位机智能温室管理系统5之间均通过无线通信连

接。

[0035] 此温室远程控制系统中，如图2所示的温室模块11内设有MCU模块110、温度传感器

单元111、湿度传感器单元112、光照传感器单元113、二氧化碳传感器单元114、土壤酸碱度

检测仪115和风速测定单元116，所述温度传感器单元111、湿度传感器单元112、光照传感器

单元113、二氧化碳传感器单元114、土壤酸碱度检测仪115和风速测定单元116分别和MCU模

块110的输入端连接。所述温室模块11内还设有加热设备117、湿帘风机系统118、卷膜开窗

119、二氧化碳发生器120、灌溉设备121、照明灯设备122、臭氧发生器123和摄像头监控设备

124，所述湿帘风机系统118、卷膜开窗119、二氧化碳发生器120、灌溉设备121、照明灯设备

122、臭氧发生器123和摄像头监控设备124分别和MCU模块110的输出端连接。此外，所述温

室模块11上还连接有电源单元125。湿帘风机系统118是由风机、水帘组成，是利用自然界水

蒸发降温的原理设计而成。该系统提供一个让水汽化的表面，并有一个使该表面保持湿润

的供水系统，以及让空气穿过该表面的排风设备。当室内温度过高时，开启风机及水帘循环

泵、水帘外翻窗，关闭顶窗，让室外空气经过水帘达到降温的目的。湿帘面积根据温室面积

设置，湿帘高度15m，长度为8m，厚度0.1m，该系统一般可使室内最高气温比室外最高气温降

低3℃～7℃。

[0036] 另外，如图3-7所示的温度传感器单元111包括温室内温度传感器126和土壤湿度

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单元127。所述湿度传感器单元112包括温室内湿度传感器128、温室外湿

度传感器129和土壤湿度传感器130。所述加热设备117包括电暖气131和太阳能132。所述灌

溉设备121包括滴灌133和喷雾134。所述照明灯设备122包括照明灯135和农用钠灯136。

[0037] 此系统中，如图8-10所示的MCU模块110采用AT89S52，所述温度传感器单元111、温

室内湿度传感器128和温室外湿度传感器129均采用SHT10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所述土壤

湿度传感器130采用FDS-100型土壤水分传感器，所述光照传感器单元113采用TSL2561光强

传感器，所述二氧化碳传感器单元114采用SH-300-DH二氧化碳传感器，所述二氧化碳发生

器120采用ESM-CO2二氧化碳变送器。

[0038]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这些改进也应视为

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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