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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大数据的农业管理，

系统所述系统包括田通信模块、烟田数据处理服

务器、烟田土壤水含量采集模块、烟田土壤肥含

量采集模块、烟田作物长势采集模块、烟田温湿

度采集模块、烟田CO2浓度采集模块、烟叶病虫害

监测采集模块、烟田滴灌系统、烟田水肥配置系

统和喷药系统;述烟田数据处理系统和通信模

块、土壤水含量采集模块、土壤肥含量采集模块、

滴灌系统、水肥配置系统和喷药系统连接。本发

明的有益效果是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烟草现代农

业的发展，实现烟草种植远程化控制、自动化操

作和精细化管理的目标，大大减少工作量；通过

4G或Wifi等移动网络将应用展示内容传输至工

作台、手持终端或LED大屏显示，实现烤烟远程化

控制、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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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烟田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包括烟田通信模块、烟田数据处理服 

务器、烟田土壤水含量采集模块、烟田土壤肥含量采集模块、烟田作物长势采集模块、烟田

温湿度采集模块、烟田CO2浓度采集模块、烟叶病虫害监测采集模块、烟田滴灌系统、烟田水

肥配置系统和喷药系统;  述烟田数据处理系统和通信模块、土壤水含量采集模块、土壤肥

含量采集模块、滴灌系统、水肥配置系统和喷药系统连接；所述烟田作物长势采集模块用于

采集烟田的烟苗长势；所述烟田温湿度采集模块用于采集烟田温度和湿度；所述烟田CO2浓

度采集模块用于采集烟田的CO2浓度含量；所述烟田病虫害监测采集模块用于采集烟田的

病虫害情况；

所述烟田土壤水含量采集模块用于定期采集土壤中水分含量；

所述烟田土壤肥含量采集模块用于定期采集土壤中植物生长所需的各成分含量；

所述烟田滴灌系统用于用于单纯的补水滴灌和水溶肥滴灌；

所述烟田水肥配置系统用于配置不同成分的肥料；

所述烟田喷药系统用于给作物喷洒农药和叶面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烟田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烟田通信模块和大数

据服务器连接，用于下载大数据服务器上的相关烟田数据给数据处理服务器作为计算依

据，同时通信模块定期上传烟田土壤水含量采集模块、烟田土壤肥含量采集模块、烟田作物

长势采集模块、烟田温湿度采集模块、烟田CO2浓度采集模块、烟叶病虫害监测采集模块收

集的信息传送到大数据服务器。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烟田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处理服务器安装

有专家系统，并且数据处理服务器开放给操作者对相关参数的修正功能。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烟田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滴灌系统采用M字型

模块化可拓展的多功能喷滴灌系统:包括喷灌模块、微滴灌模块、喷灌支管和微滴灌支管;

微滴灌模块设置在喷灌模块的正前方；喷灌支管上游端通过喷灌控制阀连接侧部干管，下

游端设有滴灌减压阀；微滴灌模块通过多个三通与微滴灌支管相连，微滴灌支管的上游端

连接所述的滴灌减压阀，微滴灌支管上游端同时连接水力平衡支管的下游端，水力平衡支

管的上游端通过滴灌控制阀连接首部干管，与喷灌支管形成串联关系；所述喷灌支管、微滴

灌支管、微滴灌模块形成M字型结构。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烟田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喷药系统是无人机基

于GPS导航的喷药；无人机根据烟叶病虫害监测采集的数据采取喷药系统的自动变量来控

制喷药量。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烟田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肥配置系统根据土

壤肥含量采集模块返回的结果来配比不同种类的水溶肥，每批水溶肥配置完成后水肥配置

系统再进行检测各元素成分。

7.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烟田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肥配置系  统包括

烟叶根区部分传感器和烟叶叶面部分传感器；根区部分的传感器包括空气温度传感器、湿

度传感器、二氧化碳传感器、光照强度传感器中的一种或几种，叶面部分的传感器包括EC传

感器、pH传感器、张力传感器、溶解氧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中的一种或几种。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烟田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滴灌系统安装压力监

控装置用于滴灌带出现堵塞、破裂引起的压力异常来发出报警；滴灌系统还包括输配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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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和压力流量调节装置，所述输配水管网采用口径在150mm以上的大口径支管，每根支管控

制一个灌溉小区，毛管与支管连接，毛管入口处安装压力流量调节装置，所述电控阀门安装

在每根支管与输配水管网的干管连接处，用于控制整个支管；毛管采用灌水器流量在1.2L/

h以下的小流量、薄管壁的滴灌带，滴灌带的铺设长度可达120m以上；所述电控阀门采用电

压在5V以下的微功耗的直流脉冲电磁阀，以脉冲信号进行控制，阀门开启、关闭瞬间进行供

电，正常工作过程中不耗电。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烟田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处理服务器收集

的数据无线传输连接管理者手机APP、电脑端管理软件，软件端在相关参数异常时发出报

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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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烟田管理系统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大数据应用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基于大数据智能的烟田管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3] 烟草生产是烟草工业的基础，随着劳动力价格上涨、烟农老龄化加速、烟叶比较效

益下降，我国将很快面临“谁来种烟”的问题。国家烟草行业主管部门一直全力推动烟叶生

产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并形成了“责任烟草”、“绿色烟草”的理念，清醒认识到目前

在烟叶生产中存在着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管理模式等一系列基础性、结构性问题。解决这

些问题除了制度机制创新，还需要以科技创新作为解决现有问题的突破口和把手。随着云

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互联网农业”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深化应用，信息技术

与农业生产不断融合发展，以往“拼资源、拼投入、拼环境”的三拼老路线已无以为继，利用

科技撬动农业生态、绿色、可持续发展已迫在眉睫。目前已申请公开了多项发明或发明专

利，但此类发明专利并未根据作物需求、作物价值等特点针对性设计智慧管理系统，不能解

决对环境较为敏感、具有特殊利用价值的烟草智慧管理。目前的农业大部分采用经验为主，

有部分种植者会有一些基本的观测参数如土壤水分和速效氮、速效钾的含量，配肥也是凭

经验而来，所以如何通过大数据来指导整个灌溉、施肥、喷药过程是非常有必要的。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出了种基于大数据智能的烟田管理系统。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智能烟田管理系统，所述系统

包括烟田通信模块、烟田数据处理服务器、烟田土壤水含量采集模块、烟田土壤肥含量采集

模块、烟田作物长势采集模块、烟田温湿度采集模块、烟田CO2浓度采集模块、烟叶病虫害监

测采集模块、烟田滴灌系统、烟田水肥配置系统和喷药系统;  述烟田数据处理系统和通信

模块、土壤水含量采集模块、土壤肥含量采集模块、滴灌系统、水肥配置系统和喷药系统连

接；进一步，所述烟田作物长势采集模块用于采集烟田的烟苗长势；进一步，所述烟田温湿

度采集模块用于采集烟田温度和湿度；进一步，所述烟田CO2浓度采集模块用于采集烟田的

CO2浓度含量；进一步，所述烟田病虫害监测采集模块用于采集烟田的病虫害情况；

进一步，所述烟田土壤水含量采集模块用于定期采集土壤中水分含量；

进一步，所述烟田土壤肥含量采集模块用于定期采集土壤中植物生长所需的各成分含

量；

进一步，所述烟田滴灌系统用于用于单纯的补水滴灌和水溶肥滴灌，所述烟田水肥配

置系统用于配置不同成分的肥料；

进一步，所述烟田喷药系统用于给作物喷洒农药和叶面肥。

[0006] 进一步，所述烟田通信模块和大数据服务器连接，用于下载大数据服务器上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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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烟田数据给数据处理服务器作为计算  依据，同时通信模块定期上传烟田土壤水含量采

集模块、烟田土壤肥含量采集模块、烟田作物长势采集模块、烟田温湿度采集模块、烟田CO2

浓度采集模块、烟叶病虫害监测采集模块收集的信息传送到大数据服务器。

[0007] 进一步，所述数据处理服务器安装有专家系统，并且数据处理服务器开放给操作

者对相关参数的修正功能。

[0008] 进一步，所述的一种智能烟田管理系统所述的滴灌系统采用M字型模块化可拓展

的多功能喷滴灌系统:包括喷灌模块、微滴灌模块、喷灌支管和微滴灌支管;微滴灌模块设

置在喷灌模块的正前方；喷灌支管上游端通过喷灌控制阀连接侧部干管，下游端设有滴灌

减压阀；微滴灌模块通过多个三通与微滴灌支管相连，微滴灌支管的上游端连接所述的滴

灌减压阀，微滴灌支管上游端同时连接水力平衡支管的下游端，水力平衡支管的上游端通

过滴灌控制阀连接首部干管，与喷灌支管形成串联关系；所述喷灌支管、微滴灌支管、微滴

灌模块形成M字型结构。

[0009] 进一步，一种智能烟田管理系统所述的喷药系统是无人机基于GPS导航的喷药；无

人机根据烟叶病虫害监测采集的数据采取喷药系统的自动变量来控制喷药量。

[0010] 进一步，一种智能烟田管理系统所述的水肥配置系统根据土壤肥含量采集模块返

回的结果来配比不同种类的水溶肥，每批水溶肥配置完成后水肥配置系统再进行检测各元

素成分。

[0011] 进一步，一种智能烟田管理系统所述的水肥配置系统包括根区部分传感器和叶面

部分传感器；根区部分的传感器包括空气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二氧化碳传感器、光照

强度传感器中的一种或几种，叶面部分的传感器包括EC传感器、pH传感器、张力传感器、溶

解氧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2] 进一步，一种智能烟田管理系统所述的滴灌系统安装压力监控装置用于滴灌带出

现堵塞、破裂引起的压力异常来发出报警；滴灌系统还包括输配水管网和压力流量调节装

置，所述输配水管网采用口径在150mm以上的大口径支管，每根支管控制一个灌溉小区，毛

管与支管连接，毛管入口处安装压力流量调节装置，所述电控阀门安装在每根支管与输配

水管网的干管连接处，用于控制整个支管；毛管采用灌水器流量在1.2L/h以下的小流量、薄

管壁的滴灌带，滴灌带的铺设长度可达120m以上；所述电控阀门采用电压在5V以下的微功

耗的直流脉冲电磁阀，以脉冲信号进行控制，阀门开启、关闭瞬间进行供电，正常工作过程

中不耗电。进一步，一种智能烟田管理系统所述的数据处理服务器收集的数据无线传输连

接管理者手机APP、电脑端管理软件，软件端在相关参数异常时发出报警。

[0013]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1.本发明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烟草现代农业的发展，实现烟草种植远程化控制、自动化

操作和精细化管理的目标，大大减少工作量。

[0014] 2.通过4G或Wifi等移动网络将应用展示内容传输至工作台、手持终端或LED大屏

显示，实现烤烟远程化控制、精细化管理。

[0015] 3.整个过程都是在大数据给出最优模型，让种植过程更有科学性，再配合人工经

验的监督，让整个过程更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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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依据本发明实施例的系统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了对本发明的技术特征、目的和效果有更加清楚的理解，现对照附图说明本发

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局限于以下所述。

[0018]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智能烟田管理系统，所述系统包括烟田通信模块、

烟田数据处理服  务器、烟田土壤水含量采集模块、烟田土壤肥含量采集模块、烟田作物长

势采集模块、烟田温湿度采集模块、烟田CO2浓度采集模块、烟叶病虫害监测采集模块、烟田

滴灌系统、烟田水肥配置系统和喷药系统;  述烟田数据处理系统和通信模块、土壤水含量

采集模块、土壤肥含量采集模块、滴灌系统、水肥配置系统和喷药系统连接；所述烟田作物

长势采集模块用于采集烟田的烟苗长势；所述烟田温湿度采集模块用于采集烟田温度和湿

度；所述烟田CO2浓度采集模块用于采集烟田的CO2浓度含量；所述烟田病虫害监测采集模块

用于采集烟田的病虫害情况；

所述烟田土壤水含量采集模块用于定期采集土壤中水分含量；

所述烟田土壤肥含量采集模块用于定期采集土壤中植物生长所需的各成分含量；

所述烟田滴灌系统用于用于单纯的补水滴灌和水溶肥滴灌，所述烟田水肥配置系统用

于配置不同成分的肥料；

所述烟田喷药系统用于给作物喷洒农药和叶面肥。

[0019] 如图1所示，进一步地，所述通信模块和大数据服务器连接，用于下载大数据服务

器上的相关烟田数据给数据处理服务器作为计算依据，比如农业局、气象局和大型烟草公

司的数据，同时通信模块定期上传烟田土壤水含量采集模块、烟田土壤肥含量采集模块、烟

田作物长势采集模块、烟田温湿度采集模块、烟田CO2浓度采集模块、烟叶病虫害监测采集

模块收集的信息传送到大数据服务器，通过反馈不断增加大数据服务器的数据标本。进一

步地，所述数据处理服务器安装有专家系统，并且数据处理服务器开放给操作者对相关参

数的修正功能，各个种植场地还要根据自身的土壤气候实际情况对通用模型进行修正。

[0020]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中，滴灌技术最重要的不是浇水，而是水肥一体与水肥精确

投放，起到精细化管理水肥的效果。优选地，所述喷药系统是无人机基于GPS导航的喷药，通

过GPS获得作物区域，调整好飞行速度和喷药速度。所述土壤水含量采集模块、土壤肥含量

采集模块是土壤分析仪的模块，其具体采集的成分根据农业部印发的《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规范》和作物种类来决定。如图1所示，进一步地，所述烟田水肥配置系统根据土壤肥含量采

集模块返回的结果来配比不同种类的水溶肥，多种单一成分的水溶肥通过在容器里混合溶

化搅拌均匀，再通过滴灌技术精准地投放给作物。优选地，所述水肥配置系统具有测量水肥

含量的功能，每批水溶肥配置完成后水肥配置系统再进行检测各元素成分，肥料的合理使

用应非常重视，过渡施肥会引起烧根造成农作物死亡，过少则会影响生长而影响产量，如配

肥不达标则影响生长而减产。

[0021] 如图1所示，优选地，所述滴灌系统安装压力监控装置，用于滴灌带出现堵塞、破裂 

引起的压力异常来发出报警，因为规模化的滴灌因为面积广，很难查找问题，所以某些位置

设置有压力监控装置非常有必要。优选地，所述数据处理服务器收集的数据无线传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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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手机APP、电脑端管理软件，软件端在相关参数异常时发出报警。水肥配置系统包括

根区部分传感器和叶面部分传感器；根区部分的传感器包括空气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

二氧化碳传感器、光照强度传感器中的一种或几种，叶面部分的传感器包括EC传感器、pH传

感器、张力传感器、溶解氧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中的一种或几种。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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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依本发明权利要求所作的等同变化，仍属本发明所涵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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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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