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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双中控的大棚控制系统，

包括本地执行控制组件和中央部署控制组件；所

述本地执行控制组件包含执行机构、感知机构、

执行控制单元和末端通信模组，所述中央部署控

制组件包含中央通信模组、存储控制器、存储单

元、中央控制单元、模型计算单元和协调仲裁单

元；本发明通过中央控制单元和模型计算单元两

个中控单元分时运行的方式，能够有效降低能

耗，并使大棚种植的智能控制处于更为合理、自

动化程度更高的水平，以极低的成本规避了高性

能ARM内核微处理器长时间运行不稳定的弊端，

并以双模式切换的方式有效降低系统能耗，同时

又不影响深度学习模型的正常更新，从而最终极

大的降低智能化程度较高的规模化大棚控制系

统的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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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中控的大棚控制系统，包括本地执行控制组件和中央部署控制组件，其特征

在于：所述本地执行控制组件包含执行机构、感知机构、执行控制单元和末端通信模组，所

述中央部署控制组件包含中央通信模组、存储控制器、存储单元、中央控制单元、模型计算

单元和协调仲裁单元；

所述执行控制单元连接控制执行机构、感知机构，并通过末端通信模组实现与中央部

署控制组件的通信；

所述存储控制器连接控制存储单元，并通过中央通信模组实现与本地执行控制组件的

通信；

所述存储控制器、中央控制单元和模型计算单元接于同一数据总线上；

所述协调仲裁单元通过GPIO分别连接存储控制器、中央控制单元和模型计算单元；

所述中央控制单元和模型计算单元均有两种工作状态，分别为控制状态和休眠状态，

当中央控制单元和模型计算单元中任一个从休眠状态通过协调仲裁单元的GPIO连接唤醒

至控制状态时，另一个通过数据总线发起数据传输并在数据传输完成后进入休眠状态。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中控的大棚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央通信模组由第一

通信模组和第二通信模组组成，存储控制器通过串口连接或SPI通信连接控制第一通信模

组和第二通信模组。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中控的大棚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通信模组和第二

通信模组均为LoRa模块，末端通信模组也为LoRa模块。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中控的大棚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协调仲裁单元四路

GPIO引脚连接至存储控制器，其中两路输出分别标示中央控制单元和模型计算单元的工作

状态，另外两路输入接收存储控制器的工作状态，存储控制器的工作状态包括“中央控制单

元读”、“模型计算单元读”、“中央控制单元写”、“模型计算单元写”。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中控的大棚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协调仲裁单元两路

GPIO引脚连接至中央控制单元，其中一路输出接至中央控制单元的唤醒中断引脚用于唤醒

中央控制单元，另一路输入接收中央控制单元的工作状态。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中控的大棚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协调仲裁单元两路

GPIO引脚连接至模型计算单元，其中一路输出接至模型计算单元的唤醒中断引脚用于唤醒

模型计算单元，另一路输入接收模型计算单元的工作状态。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中控的大棚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执行机构包括喷淋电

磁阀、抽水泵、风扇、暖风机、照明灯中至少两种。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中控的大棚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感知机构包括空气温

度传感器、空气湿度传感器、光敏传感器、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中至少两种。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中控的大棚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存储控制器和中央控

制单元均为Cortex-M3或Cortex-M4内核的微控制器，所述存储单元为EMMC芯片，所述模型

计算单元为主频在500MHz以上的ARM内核微处理器，所述协调仲裁单元为MSP430系列16位

微控制器。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0162122 A

2



一种双中控的大棚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双中控的大棚控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蔬菜种植大棚的控制系统相关技术依然发展较为成熟，如申请号为

CN201710873496.7的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蔬菜种植大棚智能控制系统，能够对蔬菜大棚进

行自动环境控制，如申请号为CN201811270003.1的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基于神经网络的作

物生长模型选择方法及装置能够利用深度学习技术对种植环境控制进行有效优化，如申请

号为CN201811281366.5的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基于树莓派的农业大棚智能控制系统能够

使得复杂的自动控制逻辑承载于一块成本较低的高性能ARM内核微处理器开发板上。

[0003] 通过将上述方案进行合理整合可以得到一种智能化程度较高的大棚控制系统，但

是其中的问题也很明显：

[0004] 1 .采用高性能ARM内核微处理器开发板进行控制，固然可以有效的将深度学习技

术应用于大棚种植，但是在日常控制中高性能ARM内核微处理器开发板稳定度较低，虽然高

性能ARM内核微处理器开发板本身成本较低，但是如要确保高性能ARM内核微处理器开发板

长时间稳定运行，则所需的外部电路成本是极高的。

[0005] 2.相对于常规的单片机而言，高性能ARM内核微处理器开发板能耗较高，虽然ARM

内核微处理器有休眠模式可以降低功耗，但是在常规控制中，中控必须持续运行以保证系

统正常，因此几乎不可能有休眠时间。

[0006] 3.深度学习技术的有效应用，关键问题在于数据，长时间持续采集运行数据，虽然

数据量可以达到有效应用的要求，但是数据分布会有很大问题，而如果要确保数据分布合

理，则采集数据的周期明显更长，在采集数据的过程中需要增加数据过滤，基于数据过滤来

删除大量的常规运行数据以使得数据分布更为合理，因此深度学习模型的更新周期实际上

会远比预期要长。

发明内容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双中控的大棚控制系统，该双中控的大

棚控制系统通过中央控制单元和模型计算单元两个中控单元分时运行的方式，能够有效降

低能耗，并使大棚种植的智能控制处于更为合理、自动化程度更高的水平。

[0008]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

[0009]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双中控的大棚控制系统，包括本地执行控制组件和中央部署控

制组件；所述本地执行控制组件包含执行机构、感知机构、执行控制单元和末端通信模组，

所述中央部署控制组件包含中央通信模组、存储控制器、存储单元、中央控制单元、模型计

算单元和协调仲裁单元；

[0010] 所述执行控制单元连接控制执行机构、感知机构，并通过末端通信模组实现与中

央部署控制组件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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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存储控制器连接控制存储单元，并通过中央通信模组实现与本地执行控制组

件的通信；

[0012] 所述存储控制器、中央控制单元和模型计算单元接于同一数据总线上；

[0013] 所述协调仲裁单元通过GPIO分别连接存储控制器、中央控制单元和模型计算单

元；

[0014] 所述中央控制单元和模型计算单元均有两种工作状态，分别为控制状态和休眠状

态，当中央控制单元和模型计算单元中任一个从休眠状态通过协调仲裁单元的GPIO连接唤

醒至控制状态时，另一个通过数据总线发起数据传输并在数据传输完成后进入休眠状态。

[0015] 所述中央通信模组由第一通信模组和第二通信模组组成，存储控制器通过串口连

接或SPI通信连接控制第一通信模组和第二通信模组。

[0016] 所述第一通信模组和第二通信模组均为LoRa模块，末端通信模组也为LoRa模块。

[0017] 所述协调仲裁单元四路GPIO引脚连接至存储控制器，其中两路输出分别标示中央

控制单元和模型计算单元的工作状态，另外两路输入接收存储控制器的工作状态，存储控

制器的工作状态包括“中央控制单元读”、“模型计算单元读”、“中央控制单元写”、“模型计

算单元写”。

[0018] 所述协调仲裁单元两路GPIO引脚连接至中央控制单元，其中一路输出接至中央控

制单元的唤醒中断引脚用于唤醒中央控制单元，另一路输入接收中央控制单元的工作状

态。

[0019] 所述协调仲裁单元两路GPIO引脚连接至模型计算单元，其中一路输出接至模型计

算单元的唤醒中断引脚用于唤醒模型计算单元，另一路输入接收模型计算单元的工作状

态。

[0020] 所述执行机构包括喷淋电磁阀、抽水泵、风扇、暖风机、照明灯中至少两种。

[0021] 所述感知机构包括空气温度传感器、空气湿度传感器、光敏传感器、二氧化碳浓度

传感器中至少两种。

[0022] 所述存储控制器和中央控制单元均为Cortex-M3或Cortex-M4内核的微控制器，所

述存储单元为EMMC芯片，所述模型计算单元为主频在500MHz以上的ARM内核微处理器，所述

协调仲裁单元为MSP430系列16位微控制器。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通过中央控制单元和模型计算单元两个中控单元分时运

行的方式，能够有效降低能耗，并使大棚种植的智能控制处于更为合理、自动化程度更高的

水平，以极低的成本规避了高性能ARM内核微处理器长时间运行不稳定的弊端，并以双模式

切换的方式有效降低系统能耗，同时又不影响深度学习模型的正常更新，从而最终极大的

降低智能化程度较高的规模化大棚控制系统的维护成本。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的连接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进一步描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但要求保护的范围并不局限于所述。

[0026] 如图1所示的一种双中控的大棚控制系统，包括本地执行控制组件和中央部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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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组件；所述本地执行控制组件包含执行机构、感知机构、执行控制单元和末端通信模组，

所述中央部署控制组件包含中央通信模组、存储控制器、存储单元、中央控制单元、模型计

算单元和协调仲裁单元；

[0027] 所述执行控制单元连接控制执行机构、感知机构，并通过末端通信模组实现与中

央部署控制组件的通信；

[0028] 所述存储控制器连接控制存储单元，并通过中央通信模组实现与本地执行控制组

件的通信；

[0029] 所述存储控制器、中央控制单元和模型计算单元接于同一数据总线上；

[0030] 所述协调仲裁单元通过GPIO分别连接存储控制器、中央控制单元和模型计算单

元；

[0031] 所述中央控制单元和模型计算单元均有两种工作状态，分别为控制状态和休眠状

态，当中央控制单元和模型计算单元中任一个从休眠状态通过协调仲裁单元的GPIO连接唤

醒至控制状态时，另一个通过数据总线发起数据传输并在数据传输完成后进入休眠状态。

[0032] 所述中央通信模组由第一通信模组和第二通信模组组成，存储控制器通过串口连

接或SPI通信连接控制第一通信模组和第二通信模组。

[0033] 所述第一通信模组和第二通信模组均为LoRa模块，末端通信模组也为LoRa模块。

[0034] 所述协调仲裁单元四路GPIO引脚连接至存储控制器，其中两路输出分别标示中央

控制单元和模型计算单元的工作状态，另外两路输入接收存储控制器的工作状态，存储控

制器的工作状态包括“中央控制单元读”、“模型计算单元读”、“中央控制单元写”、“模型计

算单元写”。

[0035] 所述协调仲裁单元两路GPIO引脚连接至中央控制单元，其中一路输出接至中央控

制单元的唤醒中断引脚用于唤醒中央控制单元，另一路输入接收中央控制单元的工作状

态。

[0036] 所述协调仲裁单元两路GPIO引脚连接至模型计算单元，其中一路输出接至模型计

算单元的唤醒中断引脚用于唤醒模型计算单元，另一路输入接收模型计算单元的工作状

态。

[0037] 所述执行机构包括喷淋电磁阀、抽水泵、风扇、暖风机、照明灯中至少两种。

[0038] 所述感知机构包括空气温度传感器、空气湿度传感器、光敏传感器、二氧化碳浓度

传感器中至少两种。

[0039] 所述存储控制器和中央控制单元均为Cortex-M3或Cortex-M4内核的微控制器，所

述存储单元为EMMC芯片，所述模型计算单元为主频在500MHz以上的ARM内核微处理器，所述

协调仲裁单元为MSP430系列16位微控制器。

[0040] 由此，深度学习模型部署在模型计算单元上，以周期更新的方式运行，每次更新

后，先通过协调仲裁单元将中央控制单元唤醒，然后将更新得到的控制参数值发送至中央

控制单元，之后进入休眠状态等待协调仲裁单元唤醒，由此节约能耗；而协调仲裁单元可通

过内置定时器唤醒，本身采用低功耗的MSP430系列微控制器，功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央

控制单元采用Cortex-M3或Cortex-M4内核的微控制器，能耗比ARM内核微处理器低很多，同

时其性能足以满足常规的控制执行功能，当模型计算单元对深度学习模型进行更新的时

候，其耗时较长，此时中央控制单元进入休眠模式可以进一步降低系统整体能耗，而系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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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控制单元进入休眠模式后的常规控制需求则可以通过模型计算单元的片上定时器中

断服务函数来确保顺利完成。

[0041] 作为规模化种植而言，大棚数量较多，因此本地执行控制组件在现有技术的基础

上采用LoRa方式通信，主要考虑在于LoRa通信能够支持较长的通信距离、较多的节点数量，

而为了应对节点数量较多的情况，中央通信模组由第一通信模组和第二通信模组组成则可

以提供双路通信通道，确保通信数据及时有效。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0162122 A

6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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