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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农业监控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农业监
控系统，
包括中央处理器，
所述中央处理器上连
接有智能传感器、智能调控装置、
实时图像与视
频监控设备、
传输设备、
报警系统以及终端；
所述
中央处理器与智能传感器、智能调控装置、
实时
图像与视频监控设备、传输设备、报警系统以及
终端通过无线网络控制系统连接；
所述智能农业
监控系统通过太阳能供电设备供电。
该物联网农
业智能测控系统能大大的提高生产管理效率，
节
省人工，
而且能非常便捷的为农业各个领域或研
究等方面提供强大的科学数据理论支持，
其重要
作用在当今的高度自动化、
智能化的社会中是不
言而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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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农业监控系统，
包括中央处理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中央处理
器上连接有智能传感器、智能调控装置、
实时图像与视频监控设备、传输设备、报警系统以
及终端；
所述终端包括电脑、
手机及智能手持终端设备；
所述中央处理器与智能传感器、智能调控装置、实时图像与视频监控设备、传输设备、
报警系统以及终端通过无线网络控制系统连接；
所述智能调控装置包括自动灌溉装置、
自动降温装置、
自动卷模装置、
自动补光装置、
自动监控虫害装置、
自动识别作物成熟度并摘取装置、
自动液体肥料施肥装置以及自动喷
药装置；
通过中央处理器的调控进行相关阀门的自动开启；
包括远程控制田间电磁阀，
并设
定不同的灌溉施肥方案；
远程控制监控摄像头；
以上远程控制及访问需要设定不同的权限，
远程访问都需要有记录保存；
该系统提供充足的升级空间，
满足后续创新园建设中的监控、
数据收集、
田间灌溉的提
升需求并预留接口；
根据用户需求，
若需要和原有的电磁阀、施肥机设备进行衔接，
在用户
提供原有设备接口和通信协议的情况下进行有效衔接；
该系统在温室环境里单个温室成为无线传感器网络一个测量控制区，
采用不同的传感
器节点构成无线网络来测量土壤湿度、土壤成分、pH值、
降水量、
温度、
空气湿度和气压、光
照强度、CO 2浓度，
来获得作物生长的最佳条件；
根据客户需求或实际分析确定数据采集节
点数，
具体为以大棚或每块田地为单位根据实际大小确定每个大棚或田地的节点数量，
其
中每个节点附带一个该类型的数据采集传感器，
如有传感器及其电脑主机、
显示器的尺寸、
特殊精度、数量和品牌要求在说明一栏中说明；
若无特殊说明将按系统的实际情况及其用
户要求作出最佳配置选择；
所述中央处理器通过智能传感器、
实时图像与视频监控设备、传输设备进行信息收集，
并负责接收无线传感汇聚节点发来的数据，
然后进行存储、
显示和数据管理；
然后实现所有
基地测试点信息的获取、
管理、动态显示和分析处理，
以直观的图表和曲线的方式显示给用
户，
使用户以及消费者都能及时、
准确的了解具体情况；
该系统在线实时连续的采集和记录监测点位的各项参数情况，
成表格显示，
曲线显示
或柱状图显示，
有报警功能，
数据能够随时调出查看；
可扩充多达65536个点；
设定各监测点
位的报警限值，
当出现被监测点位数据异常时自动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并发送警报到控制
室或者手机上；
该中央处理器根据以上各类信息的反馈通过智能调控装置对农业园区进行自动灌溉、
自动降温、
自动卷模、
自动补光、
自动监控虫害、
自动识别作物成熟度并摘取、
自动进行液体
肥料施肥以及自动喷药的自动控制；
所述智能传感器包括空气温度传感器、
空气湿度传感器、
光照强度传感器、
光合有效辐
射传感器、二氧化碳传感器、土壤温湿度传感器、风向风速传感器、雨量传感器以及土壤成
份传感器；
所述智能农业监控系统通过太阳能供电设备供电 ；
所述智能农业监控系统中还包括无线语音遥控设备、智能机器人和智能农业耗电 系
统；
无线语音遥控设备用于对农业生产进行监测与控制；
智能机器人用于进行无线视频监
控及无线数据传送、
自动识别作物的成熟度并采摘；
智能农业耗电系统用于在强噪声背景
下提取微弱电流信号，
来检测线路用电状况。
2

CN 104852989 B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农业监控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智能传感
器、智能调控装置、
实时图像与视频监控设备、
传输设备以及报警系统上连接有无线发射模
块，
所述中央处理器上设有无线接收模块，
所述无线发射模块与所述无线接收模块连接。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农业监控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传输设备
上设有电子标签和传感器，
所述电子标签和传感器与农产品调度中心连接；
所述电子标签
为RFID电子标签或二维码，
所述传感器包括GPS定位传感器、
温度湿度传感器、光照传感器
和二氧化碳传感器。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农业监控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实时图像
与视频监控设备包括摄像监控设备和摄像头控制设备。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农业监控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摄像监控
设备包括180度可旋转高清摄像头和360度旋转可变焦摄像头。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农业监控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报警系统
包括声光报警系统和短信报警系统。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农业监控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智能传感
器还包括气压传感器、
电导率传感器和pH值传感器。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农业监控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智能农业
监控系统上还连接有普通供电设备，
所述太阳能供电设备包括太阳能电池板、
逆变器、
支架
和高储能石墨烯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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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农业监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领域中的一种智能监控系统，
具体涉及一种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农
业监控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农业作业靠大量使用化肥、
农药，
过量消耗水源来提高农业产量，
已经造成
水土流失、生态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损失等不良影响。虽然我国用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
世界21％的人口，
但却使用了世界上35％的化肥。
我国化肥的生产量和施用量居世界首位，
单位面积使用量是美国的2 .6倍，
但化肥利用率低，
氮仅为30％-35％、
磷仅为10％-20％，
钾
仅为35％-50％；
农药利用率也很低下，
仅在30％左右。化肥、农药的过量和不合理使用，
造
成化肥、
农药残留，
造成土质酸化、
硬化、
环境破坏等，
也使农产品的农药残留、
抗生素残留、
激素残留、
重金属残留超标，
严重影响了农产品质量安全，
对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和环境保
护造成严重威胁。
[0003]
另外，
传统农业生产采用漫灌供水方式，
不仅对水资源造成大量浪费，
还使农药残
留的农药、化肥流入江河，
给水体生态带来严重的危害，
是造成河网水质恶化的重要因素，
严重威胁居民饮水安全。
[0004] 目前智能农业物联网监控系统性价比低，
实用功能少，
仅在高档农业设施中才可
见到，
而我们的系统不仅实用功能多，
且性价比高，
系统稳定，
可广泛普及推广应用。现有智
能农业尚未将物联网，
WIFI网络，
GSM/3G/4G等网络三者相结合对农业生产进行控制，
手持
语音设备对农业设施操控也用之甚少，
在对温室情况进行实时监控也尚未引用无线视频传
输技术，
但这些应用在智能农业研发领域均有广阔的前景。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农业监控系统。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
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6] 一种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农业监控系统，
包括中央处理器，
所述中央处理器上连接
有智能传感器、智能调控装置、
实时图像与视频监控设备、
传输设备、
报警系统以及终端；
所
述中央处理器与智能传感器、智能调控装置、
实时图像与视频监控设备、传输设备、报警系
统以及终端通过无线网络控制系统连接；
所述智能传感器包括空气温度传感器、
空气湿度
传感器、
光照强度传感器、
光合有效辐射传感器、
二氧化碳传感器、
土壤温湿度传感器、
风向
风速传感器、雨量传感器以及土壤成份传感器等；
所述智能农业监控系统通过太阳能供电
设备供电。
[0007] 进一步地，
所述智能农业监控系统中还包括无线语音遥控设备、智能机器人(无线
监控及自动采摘)和智能农业耗电系统。
[0008] 进一步地，
所述终端包括电脑、
手机及智能手持终端设备。
[0009] 进一步地，
所述无线网络控制系统包括控制柜和变频器。所述无线网络包括WIF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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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GSM/3G/4G网络、
Zigbee网络以及互联网等。
[0010] 进一步地，
所述智能传感器、智能调控装置、
实时图像与视频监控设备、传输设备
以及报警系统上连接有无线发射模块，
所述中央处理器上设有无线接收模块，
所述无线发
射模块与所述无线接收模块连接。
[0011] 进一步地，
所述智能调控装置包括自动灌溉装置、
自动降温装置、
自动卷模装置、
自动补光装置、
自动监控虫害装置、
自动识别作物成熟度并摘取装置、
自动液体肥料施肥装
置以及自动喷药装置。
[0012] 进一步地，
所述实时图像与视频监控设备包括摄像监控设备和摄像头控制设备。
所述摄像监控设备包括180度可旋转高清摄像头和360度旋转可变焦摄像头。
[0013] 进一步地，
所述传输设备上设有电子标签和传感器，
所述电子标签和传感器与农
产品调度中心连接。所述电子标签为RFID电子标签或二维码，
所述传感器包括GPS定位传感
器、
温度湿度传感器、
光照传感器、
二氧化碳传感器等。
[0014] 进一步地，
所述报警系统包括声光报警系统和短信报警系统。
[0015] 进一步地，
所述智能传感器还包括气压传感器、
电导率传感器和pH值传感器。
[0016] 进一步地，
所述太阳能供电设备包括太阳能电池板、
逆变器、
支架和高储能石墨烯
蓄电池。
[0017] 进一步地，
所述智能农业监控系统上还连接有普通供电设备。
[0018]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农业监控系统及方法，
其主要具有的有益效
果为：
该物联网农业智能测控系统能大大的提高生产管理效率，
节省人工，
例如：
对于大型
农场来说，
几千亩的土地如果用人力来进行浇水施肥，
手工加温，
手工卷帘等工作，
其工作
量相当庞大且难以管理，
如果应用了农业物联网技术，
手动控制也只需点击鼠标的微小的
动作，
前后不过几秒，
完全替代了人工操作的繁琐；
而且能非常便捷的为农业各个领域或科
研等方面提供强大的科学数据理论支持，
其重要作用在当今的高度自动化、智能化的社会
中是不言而谕的。
附图说明
[0019] 下面根据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农业监控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本发明实施例所述的一种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农业监控系统。
下面以具体实验案例
为例来说明具体实施方式，
应当理解，
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
并不
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2] 实施例1
[0023] 一种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农业监控系统，
包括中央处理器1，
所述中央处理器1上连
接有智能传感器2、智能调控装置3、
实时图像与视频监控设备4、
传输设备5以及报警系统6；
所述中央处理器1与智能传感器2、智能调控装置3、
实时图像与视频监控设备4、传输设备5
以及报警系统6通过无线网络控制系统连接。所述无线网络控制系统包括控制柜和变频器。
所述智能传感器2、智能调控装置3、
实时图像与视频监控设备4、传输设备5以及报警系统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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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连接有无线发射模块，
所述中央处理器1上设有无线接收模块，
所述无线发射模块与所述
无线接收模块连接。
[0024] 进一步优选的实施方式，
所述智能调控装置3包括自动灌溉装置、
自动降温装置、
自动卷模装置、
自动补光装置、
自动监控虫害装置、
自动识别作物成熟度并摘取装置、
自动
液体肥料施肥装置以及自动喷药装置等。通过中央处理器的调控进行相关阀门的自动开
启。
[0025] 进一步优选的实施方式，
所述中央处理器1通过智能传感器、
实时图像与视频监控
设备、传输设备等进行信息收集，
并负责接收无线传感汇聚节点发来的数据，
然后进行存
储、显示和数据管理；
然后实现所有基地测试点信息的获取、管理、动态显示和分析处理以
直观的图表和曲线的方式显示给用户，
使用户以及消费者等都能及时、准确的了解具体情
况；
该中央处理器并根据以上各类信息的反馈通过智能调控装置对农业园区进行自动灌
溉、
自动降温、
自动卷模、
自动补光、
自动监控虫害、
自动识别作物成熟度并摘取、
自动进行
液体肥料施肥以及自动喷药等自动控制。
[0026] 进一步优选的实施方式，
所述智能农业监控系统中还包括无线语音遥控设备(对
农业生产进行监测与控制)、智能机器人(用其进行无线视频监控及无线数据传送、
自动识
别作物的成熟度并采摘)和智能农业耗电系统(利用在强噪声背景下提取微弱电流信号，
来
检测线路用电状况)。
[0027] 进一步优选的实施方式 ，
所述智能传感器2包括空气温度传感器、空气湿度传感
器、
光照强度传感器、
光合有效辐射传感器、
二氧化碳传感器、
土壤温湿度传感器、
风向风速
传感器、
雨量传感器以及土壤成份传感器等；
根据实际需要，
所述智能传感器还可包括气压
传感器和pH值传感器等。
[0028] 进一步优选的实施方式，
所述报警系统6包括声光报警系统61和短信报警系统62；
该系统能够发送警报信息到系统的控制室或者相关工作人员的手机上；
该报警系统能够根
据种植作物的需求以及预先设定的参数提供各种声光报警信息和短信报警信息，
从而能够
更好的实施农业监管与控制。
[0029] 进一步优选的实施方式，
所述中央处理器1上连接有数量不等的终端7，
具体数量
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该终端7包括所述终端包括电脑、手机及智能手持终端设备等；
方便
实时的进行了解情况以及做出相应的操作指示。
[0030] 进一步优选的实施方式，
所述智能农业监控系统通过太阳能供电设备和普通供电
设备供电 ，
优先使用太阳能供电设备，
普通供电设备(即普通的市电)作为备用电 ；
所述太阳
能供电设备包括太阳能电池板、
逆变器、
支架和高储能石墨烯蓄电池。
[0031] 进一步优选的实施方式，
所述实时图像与视频监控设备4包括摄像监控设备和摄
像头控制设备。所述摄像监控设备包括180度可旋转高清摄像头和360度旋转可变焦摄像
头。农业物联网的基本概念是实现农业上作物与环境、土壤及肥力间的物物相联的关系网
络，
通过多维信息与多层次处理实现农作物的最佳生长环境调理及施肥管理。但是作为管
理农业生产的人员而言，
仅仅数值化的物物相联并不能完全营造作物最佳生长条件。视频
与图像监控为物与物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更直观的表达方式。
比如：
哪块地缺水了，
在物联网
单层数据上看仅仅能看到水分数据偏低。应该灌溉到什么程度也不能死搬硬套地仅仅根据
这一个数据来作决策。因为农业生产环境的不均匀性决定了农业信息获取上的先天性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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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而很难从单纯的技术手段上进行突破。视频监控的引用，
直观地反映了农作物生产的实
时状态，
引入视频图像与图像处理，
既可直观反映一些作物的生长长势，
也可以侧面反映出
作物生长的整体状态及营养水平。可以从整体上给农户提供更加科学的种植决策理论依
据。
[0032] 进一步优选的实施方式，
所述传输设备5上设有电子标签51和传感器52，
所述电子
标签51和传感器52与农产品调度中心连接，
从而能够向调度中心实时传递车辆位置、
载荷、
温度及湿度等信息，
实现高效调度，
使得农产品在运输与发售过程中更轻松且节约时间。所
述电子标签为RFID电子标签或二维码，
形成唯一且信息全面的识别码；
所述传感器GPS定位
传感器、
温度湿度传感器、
光照传感器以及二氧化碳传感器等。
[0033] 实施例2
[0034] 物联网在农业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从农产品生产不同的阶段来看，
无论是从
种植的培育阶段和收获阶段，
都可以用物联网的技术来提高它工作的效率和精细化标准管
理。
[0035]
(1)在种植准备的阶段，
可以通过在温室里布置多种智能传感器，
实时采集当前状
态下土壤及作物生长信息，
来选择合适的农作物并提供科学的种植信息及其数据经验。
[0036]
(2)在种植和培育阶段，
可以用物联网的技术手段进行实时的温度、湿度、二氧化
碳、
光照等的信息采集，
且可以根据信息采集情况进行自动的现场智能控制，
以达到高效的
管理和实时监控的目标，
从而应对环境的变化，
保证植物育苗在最佳环境中生长。例如：
通
过远程温度采集，
可了解实时温度情况然后手动或自动的在办公室对其进行温度调整，
而
不需要人工去实施现场操作，
从而节省了大量的人力。
[0037]
(3)在农作物生长阶段，
可以利用物联网实时监测作物生长的环境信息、
养分信息
和作物病虫害情况。利用相关智能传感器能够准确、
实时地获取土壤水分、养分(N、P、
K等)
环境温湿度、
光照等情况，
通过实时的数据监测和设定作物的专家经验相结合，
配合控制系
统调理作物生长环境，
改善作物营养状态，
及时发现作物的病虫害爆发时期，
维持作物最佳
生长条件，
对作物的生长管理及其为智能农业提供科学的数据信息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
[0038]
(4)在农产品的收获阶段，
也同样可以利用农业物联网的信息，
把它传输阶段、使
用阶段的各种性能进行采集，
反馈到前端，
从而在种植收获阶段进行更精准的测算。
[0039]
(5)在农产品的流通阶段 ,通过农业物联网质量安全溯源系统 ,可有效实现农产品
质量的安全溯源 ,该系统综合运用了多种网络技术、
条码识别等前沿技术，
实现了对农业生
产、
流通过程的信息管理和农产品质量的追溯管理、
农产品生产档案(产地环境、
生产流程、
质量检测)管理、条形码标签设计和打印、基于网站和手机短信平台的质量安全溯源等功
能，
基于单机或网络环境运行，
可用于农产品质量监管部门和农业生产企业应用。
[0040] 实施例3
[0041] 本发明具有的主要优势为：
[0042] ①物联网技术用应用于农业将大大减少农业投入品消耗，
减少农业污染
[0043] 在农作物生产管理中，
针对不同的作物对象(如:葡萄、
草莓、
蔬菜等) ，
综合应用现
代物联网技术，
建立数字化、信息化技术和控制作业装备高度集成系统，
从而形成从生物及
环境信息实时获取、无线传输、数字化分析处理到科学管理决策、实施完整的智能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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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实现农业广域空间分布的资源、环境和生产管理信息的高效实时采集、监测、科学分析
处理，
优化资源配置和生产科学管理，
提高农业生产的科学性、
主动性，
减少低效投入，
改变
传统农业用大量施肥、用药和漫灌水提高产量的方式，
消除传统农业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
境污染等不良影响，
从而达到减少投入、节约资源、
改善环境的目的，
从而提高农户亩产的
经济效益。
[0044] ②提高病虫害防治水平
[0045] 进行农业生态环境监测能够提高病虫害防治水平。
通过部署相应的传感器对环境
进行实时监测，
获取相应的数据进行分析，
以提前预防病虫害，
并可迅速采取相应措施抑制
病虫害的发病条件，
控制农药使用，
达到提高产品质量及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
[0046] ③提高农作物种植水平
[0047] 农业物联网在现代农作物智能种植领域中的应用主要包括:收集温度、
湿度、风
力、
大气、
降雨量等数据信息，
监视农作物灌溉情况，
监测土壤和空气状况的变更，
根据用户
需求，
随时进行处理，
为现代农业综合信息监测、环境控制以及智能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提
高农作物种植水平。
[0048] 在温室环境里单个温室即可成为无线传感器网络一个测量控制区，
采用不同的传
感器节点构成无线网络来测量土壤湿度、土壤成分、pH值、
降水量、
温度、
空气湿度和气压、
光照强度、
CO2浓度等来获得作物生长的最佳条件，
同时将生物信息获取方法应用于无线传
感器节点，
为温室精准调控提供科学依据，
从而达到增加作物产量、
改善品质、调节生长周
期、
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
[0049] ④提高农产品物流水平
[0050] 通过在农产品运输车辆安装GPS定位、
温度、湿度等传感器，
利用GPRS ,WCDMA等2G
或3G、4G技术，
向调度中心实时传递车辆位置、
载荷、
温度及湿度等信息，
实现高效调度，
从
而有效降低农产品运输损失率物联网在农产品流通中的另外一项主要应用是农产品运输
车辆及货物的快速识别，
通过RFID电子标签在农产品运输的“绿色通行证”的应用，
可以起
到有效防止伪造和涂改通行证的作用，
并可实现远程扫描获取运输车辆及货物信息，
实现
快速放行。
[0051] ⑤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系统，
实现农产品安全溯源
[0052] 食品安全己经成为当今社会的热点和焦点问题，
如何利用信息技术为食品安全生
产服务是现在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在农业物联网中使用RFID技术，
以数据云空间网络与
RFID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基于数据云空间网络的RFID农产品质量跟踪与追溯系统，
使用RFID
电子标签、
二维条码等技术建立生产和流通档案，
并在仓储、销售等环节通过读取设备获取
农产品产地和生产过程等相关信息，
实现农产品溯源，
能够有效提高加工环节质量安全可
追溯系统数据采集与传输的准确性，
进而提高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求解的精度。借助物联
网技术来实现农产品可溯源，
以增加农产品的安全性。
[0053] 实施例4
[0054] A、
具体实施时，
在办公室及钢构房控制室内各安装一台液晶显示器，
实时显示收
集的数据及监控画面，
且两台显示器需同步显示。
[0055] B、
供电方式：
采用两种供电模式，
即市电 (普通供电)与太阳能双电源供电系统，
保
证设备在任何气候环境下都能持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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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传输方式：
①无线传感器网络(WSN) ；
②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 ；
③无线传感器
网络+全球移动通信系统+互联网(WSN+GSM+Internet) ；
④无线传感器网络+智能作业设备
等控制终端(WSN+作业终端)；
⑤无线传感器网络+WebGIS(WSN+WebGIS)；
⑥无线传感器网络
+WIFI。
[0057] D、
通讯接口：
无线自组织网络传输协议，
串口通信接口等。
[0058] E、
该系统可在线实时连续的采集和记录监测点位的各项参数情况，
可成表格显
示，
曲线显示，
柱状图显示，
有报警功能，
数据可随时调出查看。可扩充多达65536个点。可设
定各监测点位的报警限值，
当出现被监测点位数据异常时可自动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并发
送警报到控制室或者手机上。
[0059] 实施例5
[0060]
系统整体功能系统：
[0061] 1、
气象站及联动棚内(即种植农作物的温室)各项数据能统计分析，
并实时在控制
室电脑显示、
分析；
[0062] 2、
监控图像、
数据分析等图像同时在多台液晶屏上显示；
[0063] 3、
数据及监控图像通过GPRS传到网络，用户可在任何有网络的地方查看，
并可根
据其用户权限进行相应的操作；
[0064] 4、
可远程控制田间电磁阀，
并设定不同的灌溉施肥方案；
远程控制监控摄像头。
以
上远程控制及访问需要设定不同的权限，
远程访问都需要有记录保存；
[0065] 5、
收集的数据能设定警戒值，
如果超出警戒值可发送警报到控制室或者手机上，
以免发生意外情况；
[0066] 6、
根据用户需求，
若需要和原有的电磁阀、
施肥机等设备进行衔接，
在用户提供原
有设备接口和通信协议的情况下可进行有效衔接，
但是建议尽量不适用原有设备，
以免对
以后系统的实施、
维护和升级等过程造成困难；
[0067] 7、
能提供充足的升级空间，
可满足后续创新园建设中的监控、
数据收集、
田间灌溉
的提升需求并预留接口，
可对现有系统进行大规模的升级；
[0068] 8、
大棚可完成自动灌溉、
自动喷药、
自动施肥(液态肥)等功能，
且不需人工干预，
只需在办公室进行鼠标操作便可轻松完成上述复杂动作，
而且系统可设定自动模式，
例如：
根据当前自动采集的水分来判定是否需要灌溉等动作，
实现系统的自动化。
[0069] 实施例6
[0070] 该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农业监控系统是以提升农业智能化、
产品高产优质安全性、
减少人力物力投入，
并实现节能环保可持续的农业生态友好环境为主要目的。
以智能化、
优
质高产安全化、信息化、
高性价比为原则。(1)运用最新物联网(传感网)先进技术进行远程
监测与控制；
(2)使用WIFI网络及GSM/3G/4G等移动网络进行监测与控制；
(3)使用无线语音
遥控进行农业生产进行监测与控制；(4)运用智能机器人进行作物采摘、
无线视频监控及无
线数据传送。(5)运用农业专用物联网无人机进行喷洒农药及灾害巡视预警；(5)利用在强
噪声背景下提取微弱电流信号，
来检测线路用电状况(智能农业耗电系统) ；(6)该发明实现
了一种将嵌入式服务器应用于智能农业监控系统。
[0071] 具体实施时 ，
数据采集节点数可根据客户需求或实际分析确定数据采集节点数
(建议以大棚或每块田地为单位根据实际大小确定每个大棚或田地的节点数量) ，
其中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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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附带一个该类型的数据采集传感器，
如有传感器及其电脑主机、
显示器的尺寸、
特殊精
度、数量和品牌等要求请在说明一栏中说明。若无特殊说明将按系统的实际情况及其用户
要求作出最佳配置选择。
[0072]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最佳实施方式，
任何人在本发明的启示下所作的有关本发明
的任何修饰或变更，
凡是具有与本申请相同或相近似的技术方案，
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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