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922811.X

(22)申请日 2019.09.27

(71)申请人 北京科百宏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100036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1号

6层603-11室

    申请人 莱芜科百数字农业技术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刘宗波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久维律师事务所 11582

代理人 邢江峰

(51)Int.Cl.

G01D 21/02(2006.01)

H04L 29/08(2006.01)

H04N 7/1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农业生产环境远程自动监测系统

及其工作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农业生产环境远程

自动监测系统及其工作方法，要解决的是现有农

业监测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包括数据采集单

元、监测中心和云平台，所述数据采集单元安装

在农业场地中，数据采集单元通过数据传输单元

与监测中心电连接，监测中心通过远程通信单元

与云平台电连接。本发明设计合理，通过在农业

生产环境中设置数据采集单元，再将数据采集单

元得到的农业环境数据依次发送给监测中心和

云平台，自动对农业环境数据进行监测和判断是

否正常，无需人们凭经验判断，准确性高，智能程

度高，使用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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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农业生产环境远程自动监测系统，包括数据采集单元(1)、监测中心(2)和

云平台(4)，所述数据采集单元(1)安装在农业场地中，其特征在于，数据采集单元(1)通过

数据传输单元(3)与监测中心(2)电连接，监测中心(2)通过远程通信单元(5)与云平台(4)

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农业生产环境远程自动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视

频单元(12)，视频单元(12)与数据传输单元(3)电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农业生产环境远程自动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云平

台(4)还与移动终端(6)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农业生产环境远程自动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

采集单元(1)包括空气温湿度传感器(7)、光照强度传感器(8)、土壤温湿度传感器(9)、土壤

导电率传感器(10)和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1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农业生产环境远程自动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测

中心(2)包括数据转换单元(13)、数据处理单元(14)和数据存储单元(15)。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农业生产环境远程自动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测

中心(2)还包括异常数据删除单元(16)。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农业生产环境远程自动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云平

台(4)包括修正单元(17)。

8.一种如权利要求1-7任一所述的用于农业生产环境远程自动监测系统的工作方法，

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一，数据采集单元(1)采集农业生产环境中的农业环境数据并且通过数据传输单

元(3)将农业环境数据发送给监测中心(2)；

步骤二，监测中心(2)判断农业环境数据是否正常，将农业环境数据和判断结果通过远

程通信单元(5)发送给云平台(4)；

步骤三，云平台(4)对农业环境数据和判断结果进行二次判断，如果判断结果无误，云

平台(4)不发送二次判断结果，如果判断结果有误，云平台(4)发送二次判断结果给监测中

心(2)，监测中心(2)显示并储存二次判断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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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农业生产环境远程自动监测系统及其工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物联网领域，具体是一种用于农业生产环境远程自动监测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农业是利用动植物的生长发育规律，通过人工培育来获得产品的产业。农业的劳

动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获得的产品是动植物本身。农业是提供支撑国民经济建设与发

展的基础产业。

[0003] 物联网拥有业界最完整的专业物联产品系列，覆盖从传感器、控制器到云计算的

各种应用，构建了“质量好、技术优、专业性强，成本低，满足客户需求”的综合优势。人们也

在将物联网技术应用在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现有的农业还是由人工在现场进

行操作和监测，这种方式虽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依靠人们的经验，没有将数据量化，也不

符合农业物联网的发展趋势。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农业生产环境远程自动监测系统，以解决

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实施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用于农业生产环境远程自动监测系统，包括数据采集单元、监测中心和云平

台，所述数据采集单元安装在农业场地中，数据采集单元通过数据传输单元与监测中心电

连接，监测中心通过远程通信单元与云平台电连接，数据采集单元用于采集农业场地中的

农业环境数据并且将农业环境数据发送给数据传输单元，数据传输单元用于将农业环境数

据传输给监测中心，监测中心用于接收、存储农业环境数据并且判断农业环境数据是否正

常，将农业环境数据和判断结果发送给远程通信单元，远程通信单元用于将农业环境数据

和判断结果发送给云平台，云平台用于对农业环境数据和判断结果进行二次判断，确保结

果的准确性。

[0007] 作为本发明实施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用于农业生产环境远程自动监测系统，包

括视频单元，视频单元与数据传输单元电连接，视频单元用于拍摄农业场地中农作物的实

时视频，便于监测中心进行进一步判断。

[0008] 作为本发明实施例进一步的方案：云平台还与移动终端相连，人们通过移动终端

可以查询到农业场地中的历史和实时农业环境数据，不受时间和距离的限制。

[0009] 作为本发明实施例进一步的方案：数据采集单元包括空气温湿度传感器、光照强

度传感器、土壤温湿度传感器、土壤导电率传感器和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空气温湿度传感

器用于检测空气的温度和湿度，光照强度传感器用于检测光照强度，土壤温湿度传感器用

于检测土壤的温度和湿度，土壤导电率传感器用于检测土壤的导电率，二氧化碳浓度传感

器用于检测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

[0010] 作为本发明实施例进一步的方案：监测中心包括数据转换单元、数据处理单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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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存储单元，数据转换单元用于对农业环境数据转换为统一的数据格式，数据处理单元

用于判断农业环境数据是否正常，数据存储单元用于存储农业环境数据。

[0011] 作为本发明实施例进一步的方案：监测中心还包括异常数据删除单元，异常数据

删除单元用于删除农业环境数据中不合理的数据，保证农业环境数据的准确性。

[0012] 作为本发明实施例进一步的方案：云平台包括修正单元，修正单元用于对农业环

境数据进行修正，然后云平台再对修正后的农业环境数据进行判断，准确性更高。

[0013] 所述用于农业生产环境远程自动监测系统的工作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14] 步骤一，数据采集单元采集农业生产环境中的农业环境数据并且通过数据传输单

元将农业环境数据发送给监测中心；

[0015] 步骤二，监测中心判断农业环境数据是否正常，将农业环境数据和判断结果通过

远程通信单元发送给云平台；

[0016] 步骤三，云平台对农业环境数据和判断结果进行二次判断，如果判断结果无误，云

平台不发送二次判断结果，如果判断结果有误，云平台发送二次判断结果给监测中心，监测

中心显示并储存二次判断结果。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实施例的有益效果是：

[0018] 本发明设计合理，通过在农业生产环境中设置数据采集单元，再将数据采集单元

得到的农业环境数据依次发送给监测中心和云平台，自动对农业环境数据进行监测和判断

是否正常，无需人们凭经验判断，准确性高，智能程度高，使用前景广阔。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用于农业生产环境远程自动监测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用于农业生产环境远程自动监测系统中数据采集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用于农业生产环境远程自动监测系统中监测中心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其中：1-数据采集单元，2-监测中心，3-数据传输单元，4-云平台，5-远程通信单

元，6-移动终端，7-空气温湿度传感器，8-光照强度传感器，9-土壤温湿度传感器，10-土壤

导电率传感器，11-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12-视频单元，13-数据转换单元，14-数据处理单

元，15-数据存储单元，16-异常数据删除单元，17-修正单元。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专利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

[0024] 实施例1

[0025] 一种用于农业生产环境远程自动监测系统，包括数据采集单元1、监测中心2和云

平台4，所述数据采集单元1安装在农业场地中，数据采集单元1通过数据传输单元3与监测

中心2电连接，监测中心2通过远程通信单元5与云平台4电连接，数据采集单元1用于采集农

业场地中的农业环境数据并且将农业环境数据发送给数据传输单元3，数据传输单元3用于

将农业环境数据传输给监测中心2，监测中心2用于接收、存储农业环境数据并且判断农业

环境数据是否正常，将农业环境数据和判断结果发送给远程通信单元5，远程通信单元5用

于将农业环境数据和判断结果发送给云平台4，云平台4用于对农业环境数据和判断结果进

行二次判断，确保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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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为了便于监测中心2进行进一步判断，所述用于农业生产环境远程自动监测系统，

包括视频单元12，视频单元12与数据传输单元3电连接，视频单元12用于拍摄农业场地中农

作物的实时视频。

[0027] 进一步的，云平台4还与移动终端6相连，人们通过移动终端6可以查询到农业场地

中的历史和实时农业环境数据，不受时间和距离的限制。

[0028] 进一步的，云平台4包括修正单元17，修正单元17用于对农业环境数据进行修正，

然后云平台4再对修正后的农业环境数据进行判断，准确性更高。

[0029] 所述用于农业生产环境远程自动监测系统的工作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30] 步骤一，数据采集单元1采集农业生产环境中的农业环境数据，视频单元12拍摄农

业生产环境中的实时视频，数据采集单元1通过数据传输单元3将农业环境数据发送给监测

中心2，视频单元12通过数据传输单元3将实时视频发送给监测中心2；

[0031] 步骤二，监测中心2判断农业环境数据和实时视频是否正常，将农业环境数据、实

时视频和判断结果通过远程通信单元5发送给云平台4；

[0032] 步骤三，修正单元17对农业环境数据进行修正，云平台4对修正后的农业环境数

据、实时视频和判断结果进行二次判断，如果判断结果无误，云平台4不发送二次判断结果，

如果判断结果有误，云平台4发送二次判断结果给监测中心2，监测中心2显示并储存二次判

断结果。

[0033] 实施例2

[0034] 一种用于农业生产环境远程自动监测系统，包括数据采集单元1、监测中心2和云

平台4，所述数据采集单元1安装在农业场地中，数据采集单元1通过数据传输单元3与监测

中心2电连接，监测中心2通过远程通信单元5与云平台4电连接，数据采集单元1用于采集农

业场地中的农业环境数据并且将农业环境数据发送给数据传输单元3，数据传输单元3用于

将农业环境数据传输给监测中心2，监测中心2用于接收、存储农业环境数据并且判断农业

环境数据是否正常，将农业环境数据和判断结果发送给远程通信单元5，远程通信单元5用

于将农业环境数据和判断结果发送给云平台4，云平台4用于对农业环境数据和判断结果进

行二次判断，确保结果的准确性。

[0035] 为了保证数据全面，数据采集单元1包括空气温湿度传感器7、光照强度传感器8、

土壤温湿度传感器9、土壤导电率传感器10和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11，空气温湿度传感器7

用于检测空气的温度和湿度，光照强度传感器8用于检测光照强度，土壤温湿度传感器9用

于检测土壤的温度和湿度，土壤导电率传感器10用于检测土壤的导电率，二氧化碳浓度传

感器11用于检测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

[0036] 进一步的，监测中心2包括数据转换单元13、数据处理单元14和数据存储单元15，

数据转换单元13用于对农业环境数据转换为统一的数据格式，数据处理单元14用于判断农

业环境数据是否正常，数据存储单元15用于存储农业环境数据。

[0037] 进一步的，监测中心2还包括异常数据删除单元16，异常数据删除单元16用于删除

农业环境数据中不合理的数据，保证农业环境数据的准确性。

[0038] 所述用于农业生产环境远程自动监测系统的工作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39] 步骤一，空气温湿度传感器7检测空气的温度和湿度，光照强度传感器8检测光照

强度，土壤温湿度传感器9检测土壤的温度和湿度，土壤导电率传感器10检测土壤的导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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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11检测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数据采集单元1通过数据传输单元

3将农业环境数据发送给监测中心2；

[0040] 步骤二，数据转换单元13对农业环境数据转换为统一的数据格式，异常数据删除

单元16删除农业环境数据中不合理的数据，保证农业环境数据的准确性，数据处理单元14

判断农业环境数据是否正常，数据存储单元15存储农业环境数据，监测中心2将农业环境数

据和判断结果通过远程通信单元5发送给云平台4；

[0041] 步骤三，云平台4对农业环境数据和判断结果进行二次判断，如果判断结果无误，

云平台4不发送二次判断结果，如果判断结果有误，云平台4发送二次判断结果给监测中心

2，监测中心2显示并储存二次判断结果。

[004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不

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43]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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