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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古木大树一体化自动监测管理方法和

设备，包括以下步骤：S1、在古树名木根部取若干

个土壤样本，对样本进行土壤墒情分析，获得原

始土壤数值；S2、在古木大树根部取样点的土壤

内布设土壤墒情仪，实时获得土壤的参数；本发

明通过传感器对古木大树生长的土壤和空气进

行参数的监测，建立起环境监测系统，可以针对

性的发现古木大树生长环境的变化；设置供水管

道、肥料箱以及微控制单元组成的管理系统，可

以根据环境监测系统中传感器上传的数据，针对

变化值进行补足，以保持古木大树生长环境的稳

定，使古木大树实现自动维护；同时设置太阳能

电池板，形成供电系统，以保持系统能够自动化

保持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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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古木大树一体化自动监测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在古木大树根部取若干个土壤样本，对样本进行土壤墒情分析，获得原始土壤数

值；

S2、在古木大树根部取样点的土壤内布设土壤墒情仪，实时获得土壤的参数；

S3、在古木大树周围布设栏杆，在栏杆上布设温湿度传感器，将温湿度传感器、土壤墒

情仪与微控制单元信号连接，将古木大树周围的环境参数传输给微控制单元；

S4、设置给古木大树加湿、施肥的供水管道和喷头，管道及喷头置于土壤之上，在水源

和供水管道上设置与微控制单元连接的水阀，在供水管道上设置肥料箱，根据S3中温湿度

传感器、土壤墒情仪上传的数据微控制单元控制水阀的开闭；

S5、设置给水阀供电的太阳能电池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古木大树一体化自动监测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在S1中

获取土壤样本采用土钻。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古木大树一体化自动监测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在S1和

S2中采样点根据地势以及根系分布选取。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古木大树一体化自动监测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在S3中

温湿度传感器和土壤墒情仪均通过线缆与微控制单元信号连接，且线缆的外部均设置管

道。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古木大树一体化自动监测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在S4中

的管道采用PVC管道，所述PVC管道的外部铺设有橡胶垫。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古木大树一体化自动监测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在S4中

的所述喷头的分布与采样点的分布位置相同。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古木大树一体化自动监测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在S4中

肥料箱底部带有阀门，所述阀门与微控制单元连接，所述肥料箱中带有螺旋搅拌桨，所述阀

门、螺旋搅拌桨均与太阳能电池板电性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古木大树一体化自动监测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在S4中

的太阳能电池板电性连接有蓄电池，所述蓄电池设置在所述肥料箱的旁侧，所述蓄电池埋

设在地面以下，并距离古木大树一定距离。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古木大树一体化自动监测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在S4中

所述肥料箱中设有分别容纳水、营养液、除草剂、土壤调剂液的相互分隔的容腔。

10.一种古木大树一体化自动监测管理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1使用的取样

设备、参数检测设备、供水设备和控制设备。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2772248 A

2



一种古木大树一体化自动监测管理方法和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古木大树护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古木大树一体化自动监测管理

方法和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树木的养护可以安装季节分为：

[0003] 1、冬季阶段：12月及次年1、2月份、冰封大地，树木休眠期。

[0004] 2、春季阶段：3、4月份，大地回春，各种树木陆续发芽，展叶开始生长。

[0005] 3、初夏阶段：5、6月份，气温迅速上升，树木大量生长。

[0006] 4、盛夏阶段：7、8、9月份，气候高温多雨，正是树木生长的旺盛时期。

[0007] 5、秋季阶段：10、11月份，气温较低，树木准备休眠。

[0008] 养护与管理措施必须有利于提高古木大树的生活力和增强树体的抗性。这类措施

包括灌水、排水、松土、施肥、树体支撑加固、树洞处理、防治病虫害、安装避雷器及防止其他

机械损伤等,采用这些措施的数量、程度、以及具体的方法等都必须以有利于提高古木大树

的生活力和增强树体的抗性为前提。

[0009] 而针对于树体支撑加固、树洞处理、防治病虫害、安装避雷器及防止其他机械损伤

等，都比较容易进行，针对于灌水、排水、松土、施肥等，古木大树在特定的生境下已经生活

了成百或上千年，说明它十分适应其历史的生态环境，特别是土壤环境，因此如何针对古木

大树的土壤环境的变化而进行对应的施肥和灌水处理是非常重要的。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古木大树一体化自动监测管理方法和设备，以解决上述背景技

术中提出的问题。

[0011]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古木大树一体化自动监测管理

方法和设备，包括以下步骤：

[0012] S1、在古木大树根部取若干个土壤样本，对样本进行土壤墒情分析，获得原始土壤

数值；

[0013] S2、在古木大树根部取样点的土壤内布设土壤墒情仪，实时获得土壤的参数；

[0014] S3、在古木大树周围布设栏杆，在栏杆上布设温湿度传感器，将温湿度传感器、土

壤墒情仪与微控制单元信号连接，将古木大树周围的环境参数传输给微控制单元；

[0015] S4、设置给古木大树加湿、施肥的供水管道和喷头，管道及喷头置于土壤之上，在

水源和供水管道上设置与微控制单元连接的水阀，在供水管道上设置肥料箱，根据S3中温

湿度传感器、土壤墒情仪上传的数据微控制单元控制水阀的开闭；

[0016] S5、设置给水阀供电的太阳能电池板。

[0017] 优选的，在S1中获取土壤样本采用土钻。

[0018] 优选的，在S1和S2中采样点根据地势以及根系分布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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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优选的，在S3中温湿度传感器和土壤墒情仪均通过线缆与微控制单元信号连接，

且线缆的外部均设置管道。

[0020] 优选的，在S4中的管道采用PVC管道，所述PVC管道的外部铺设有橡胶垫。

[0021] 优选的，在S4中的所述喷头的分布与采样点的分布位置相同。

[0022] 优选的，在S4中肥料箱底部带有阀门，所述阀门与微控制单元连接，所述肥料箱中

带有螺旋搅拌桨，所述阀门、螺旋搅拌桨均与太阳能电池板电性连接。

[0023] 优选的，在S4中的太阳能电池板电性连接有蓄电池，蓄电池设置在肥料箱的旁侧，

并距离古木大树一定距离。

[0024] 优选的，在S4中所述肥料箱中设有分别容纳水、营养液、除草剂、土壤调剂液的相

互分隔的容腔。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6] 本发明通过传感器对古木大树生长的土壤和空气进行参数的监测，建立起环境监

测系统，可以针对性的发现古木大树生长环境的变化；设置由供水管道、肥料箱以及微控制

单元组成的自动管理系统，可以根据环境监测系统中传感器上传的数据，针对变化值进行

补足，以保持古木大树生长环境的稳定，使古木大树实现自动维护；同时设置太阳能电池

板，可以对系统进行单独的供电，以保持系统能够自动化保持运行。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

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28] 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古木大树一体化自动监测管理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29] S1、在古木大树根部取若干个土壤样本，使用土钻在土层表面以下0.4±0.1米处

钻取土壤样本，取得样本后及时进行使用密封袋保存，并存放在遮光箱内，取得样本后，对

取样孔进行及时的回填，然后对样本进行土壤墒情分析，获得原始土壤数值，包括土壤湿度

和土壤温度、土壤孔隙等参数；

[0030] S2、在古木大树根部取样点的土壤内布设土壤墒情仪，实时获得土壤的参数；

[0031] S3、在古木大树周围布设栏杆，在栏杆上布设温湿度传感器，将温湿度传感器、土

壤墒情仪与微控制单元信号连接，将古木大树周围的环境参数传输给微控制单元，通过设

置栏杆，可以防止风景区游人践踏，若游人长时间踩踏会造成古木大树周围土壤板结，透气

性日益减退，严重地妨碍树根的吸收作用，进而降低了新根的发生和生长速度及穿透力，密

实的土壤使微生物无法生存、树根无法获取土壤中的养分，并缺少空气和自下而上的空间，

导致古木大树根系因缺氧而早衰或死亡，所以应尽可能保证古木大树有稳定的生态环境，

这样才能避免它们的非正常衰老和死亡，通过温湿度传感器、土壤墒情仪将收集到的空气

温湿度以及土壤温湿度数据上传给微控制单元，微控制单元根据预设的参数进行相应的阈

值的设定，当实时监测参数超出阈值时，则微控制单元控制阀门等进行相应的调控；

[0032] S4、设置给古木大树加湿、施肥的供水管道和喷头，管道及喷头置于土壤之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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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和供水管道上设置与微控制单元连接的水阀，在供水管道上设置肥料箱，根据S3中温

湿度传感器、土壤墒情仪上传的数据微控制单元控制水阀的开闭，为了调控土壤以及空气

中的湿度，设置的供水管道通过阀门与水源连接，当土壤内湿度低时，则控制阀门打开，对

土壤内进行供水，对土壤内供水的喷头与空气中的供水喷头是采用单独的阀门单独控制

的，且根据土壤内的有机物变化情况，可以控制肥料箱在供水管道内补入肥料；

[0033] S5、设置给水阀供电的太阳能电池板，通过设置太阳能电池板对系统的用电设备

进行供电。

[0034] 具体的，在S1中获取土壤样本采用土钻，土钻的施工动作小，对土壤以及古木大树

周围环境的条件影响小，因为古木大树周围进行建厂、建房、修厕所、挖方、填方等都有可能

导致土壤条件的剧烈变化影响古木大树的正常生活。

[0035] 具体的，在S1和S2中采样点根据地势以及根系分布选取，可以根据地势的高低选

取不同的采样点，这样选取的采样点具有局部特征和局部代表性，且最好避开根系的分布，

降低对树木的影响。

[0036] 具体的，在S3中温湿度传感器和土壤墒情仪均通过线缆与微控制单元信号连接，

且线缆的外部均设置管道，通过有线线缆可以保证信号传输的可靠性，另外对线缆设置管

道可以保护线缆，进一步提高线缆的可靠性。

[0037] 具体的，在S4中的管道采用PVC管道，所述PVC管道的外部铺设有橡胶垫，PVC管道

可靠性高，不会受到腐蚀，且具有较好的强度，另外通过铺设的橡胶垫对管道形成进一步的

保护。

[0038] 具体的，在S4中的所述喷头的分布与采样点的分布位置相同，通过喷头对采样点

的周围进行补水和补肥，有针对性的控制采样点区域的土壤环境平衡。

[0039] 具体的，在S4中肥料箱底部带有阀门，所述阀门与微控制单元连接，所述肥料箱中

带有螺旋搅拌桨，所述阀门、螺旋搅拌桨均与太阳能电池板电性连接，肥料箱中设有分别容

纳水、营养液、除草剂、土壤调剂液(调节土壤PH等)的相互分隔的容腔，当需要添加肥料时，

肥料箱内的容纳水、营养液、除草剂或土壤调剂液通过阀门单独的控制排出至混合室，在混

合室中通过螺旋搅拌桨混合后，再通过阀门进入到供水管道中，溶解在水里，然后输出至喷

头对区域内的土壤进行灌溉，实现单独的喷水、或单独的浇水、施肥、除草、或调节土壤，亦

可以同时完成上述的多项。

[0040] 具体的，在S4中的太阳能电池板电性连接有蓄电池，蓄电池埋设在地面以下，蓄电

池设置在肥料箱的旁侧，并至少距离古木大树十米之外，设置成类似于太阳能路灯的设计，

且远离古木大树降低影响。

[0041] 具体的，在S4中所述肥料箱中设有分别容纳水、营养液、除草剂、土壤调剂液(调节

土壤PH等)的相互分隔的容腔，分别占箱体体积的60％、20％、10％、10％，监测系统监测出

土壤墒情问题，会自动喷洒相应的液体，箱体液体正常能维持2个月的量。

[0042]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流程：S1、在古木大树根部取若干个土壤样本，使用土钻

在土层表面以下0.4±0.1米处钻取土壤样本，取得样本后及时进行使用密封袋保存，并存

放在遮光箱内，取得样本后，对取样孔进行及时的回填，然后对样本进行土壤墒情分析，获

得原始土壤数值，包括土壤湿度和土壤温度、土壤孔隙等参数；

[0043] S2、在古木大树根部取样点的土壤内布设土壤墒情仪，实时获得土壤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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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S3、在古木大树周围布设栏杆，在栏杆上布设温湿度传感器，将温湿度传感器、土

壤墒情仪与微控制单元信号连接，将古木大树周围的环境参数传输给微控制单元，通过设

置栏杆，可以防止风景区游人践踏，若游人长时间踩踏会造成古木大树周围土壤板结，透气

性日益减退，严重地妨碍树根的吸收作用，进而降低了新根的发生和生长速度及穿透力，密

实的土壤使微生物无法生存、树根无法获取土壤中的养分，并缺少空气和自下而上的空间，

导致古木大树根系因缺氧而早衰或死亡，所以应尽可能保证古木大树有稳定的生态环境，

这样才能避免它们的非正常衰老和死亡，通过温湿度传感器、土壤墒情仪将收集到的空气

温湿度以及土壤温湿度数据上传给微控制单元，微控制单元根据预设的参数进行相应的阈

值的设定，当实时监测参数超出阈值时，则微控制单元控制阀门等进行相应的调控；

[0045] S4、设置给古木大树加湿、施肥的供水管道和喷头，管道及喷头置于土壤之上，在

水源和供水管道上设置与微控制单元连接的水阀，在供水管道上设置肥料箱，根据S3中温

湿度传感器、土壤墒情仪上传的数据微控制单元控制水阀的开闭，为了调控土壤以及空气

中的湿度，设置的供水管道通过阀门与水源连接，当土壤内湿度低时，则控制阀门打开，对

土壤内进行供水，对土壤内供水的喷头与空气中的供水喷头是采用单独的阀门单独控制

的，且根据土壤内的有机物变化情况，可以控制肥料箱在供水管道内补入肥料；

[0046] S5、设置给水阀供电的太阳能电池板，通过设置太阳能电池板对系统的用电设备

进行供电。

[0047]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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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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