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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智能化植物水培环境参

数检测系统，包括检测终端，所述检测终端是由

控制器、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光照度传感

器、触摸显示屏、蜂鸣报警器、气体浓度检测仪、

溶解氧浓度检测仪、微量元素检测仪、植物病虫

害检测仪、PH检测仪和电源构成。有益效果：通过

传感器实时检测组织液中的营养液成分、酸碱度

和氧气浓度，达到个体差异化精准检测营养含量

的目的，通过计算机计算监控水培植物营养和环

境的变化，减少了人工观看判断营养情况的工作

量；通过大数据分析收集互联中的数据，结合实

际检测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更新

水培营养液标准，达到智能化水培，降低对技术

人员的依赖并且符合现代化农业、信息化农业的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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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化植物水培环境参数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检测终端（1），所述检测

终端（1）是由控制器（2）、温度传感器一（3）、温度传感器二（4）、湿度传感器（5）、水位传感器

（6）、光照度传感器（7）、触摸显示屏（8）、摄像头（9）、蜂鸣报警器（10）、报警灯（11）、气体浓

度检测仪（12）、溶解氧浓度检测仪（13）、微量元素检测仪（14）、植物病虫害检测仪（15）、离

子检测仪（16）、PH检测仪（17）、盐份检测仪（18）和电源（19）构成，并且，所述控制器（2）与所

述电源（19）连接，所述温度传感器一（3）、所述温度传感器二（4）、所述湿度传感器（5）、所述

水位传感器（6）、所述光照度传感器（7）、所述触摸显示屏（8）、所述摄像头（9）、所述蜂鸣报

警器（10）、所述报警灯（11）、所述气体浓度检测仪（12）、所述溶解氧浓度检测仪（13）、所述

微量元素检测仪（14）、所述植物病虫害检测仪（15）、所述离子检测仪（16）、所述PH检测仪

（17）和所述盐份检测仪（18）分别均与所述控制器（2）及所述电源（19）连接；

其中，所述控制器（2）的内部分别依次设置有中央处理器（20）、传感器模块（21）、数据

存储模块（22）、数据分析模块（23）、无线传输模块（24）、触摸显示模块（25）、摄像头模块

（26）、报警模块（27）、分类处理模块（28）、气体浓度检测模块（29）、溶解氧浓度检测模块

（30）、微量元素检测模块（31）、植物病虫害检测模块（32）、离子检测模块（33）、PH检测模块

（34）、盐份检测模块（35）和电源模块（36），并且，所述气体浓度检测模块（29）、所述溶解氧

浓度检测模块（30）、所述微量元素检测模块（31）、所述植物病虫害检测模块（32）、所述离子

检测模块（33）、所述PH检测模块（34）和所述盐份检测模块（35）分别均与所述分类处理模块

（28）和所述电源模块（36）连接，所述分类处理模块（28）、所述传感器模块（21）、所述数据存

储模块（22）、所述数据分析模块（23）、所述无线传输模块（24）、所述触摸显示模块（25）、所

述摄像头模块（26）和所述报警模块（27）分别均与所述中央处理器（20）和所述电源模块

（36）连接，所述中央处理器（20）和所述电源模块（36）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化植物水培环境参数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气

体浓度检测仪（12）是由氧气浓度检测单元（37）、一氧化碳浓度检测单元（38）和二氧化碳浓

度检测单元（39）构成，并且，所述气体浓度检测仪（12）可设置多个。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化植物水培环境参数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无

线传输模块（24）是由无线发送模块（40）和无线接收模块（41）构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化植物水培环境参数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检

测终端（1）通过互联网与水培环境监测中心（42）和水培环境监测终端（43）连接，所述水培

环境监测中心（42）与所述水培环境监测终端（43）通过互联网连接，所述水培环境监测中心

（42）和所述水培环境监测终端（43）分别均与网络安全中心（44）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智能化植物水培环境参数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

培环境监测中心（42）是由信息数据库（45）、数据处理中心（46）和参数分析中心（47）构成。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智能化植物水培环境参数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

培环境监测终端（43）为手机和平板电脑。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化植物水培环境参数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数

据存储模块（22）是由数据识别模块（48）、驱动程序模块（49）、数据备份模块（50）和数据加

密模块（51）构成。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化植物水培环境参数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温

度传感器一（3）测试水温、所述温度传感器二（4）测试室温，所述温度传感器一（3）和所述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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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传感器二（4）均设置有多个。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化植物水培环境参数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无

线传输模块（24）通过WIFI或者移动通讯网络中的一种或多种连接到互联网。

1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智能化植物水培环境参数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信息数据库（45）包括物种信息数据库和营养液配方数据库，所述物种信息数据库包含有组

培植物的物种信息，所述营养液配方数据库包含有组培植物各阶段所需要的营养液配方信

息。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1693092 A

3



一种智能化植物水培环境参数检测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信息化无土栽培技术领域，具体来说，涉及一种智能化植物水培环境

参数检测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水培是无土栽培中的一种，是指植物根系直接与营养液接触，不用基质的栽培方

法，不同的水培方法具有不同的优缺点，但所有的水培方法均要注意保证营养液中具有足

够的营养成分、酸碱度、氧气浓度等环境条件，水培的植物都需要经过多次的更换营养液，

不同品种对营养的吸收及消耗不一样，导致每一个品种所需要更换营养液的周期不一致。

即使是同一品种，不同植株个体之间也存在不同的营养吸收情况，从而产生植株之间拥有

不同的营养液更换周期。但目前的组织培养由于缺少对营养液营养成分的检测方法，所以

都是固定在一个统一的时间对植株进行营养液更换，这种做法导致部分消耗较大的植株面

临营养不足的环境，同时消耗较慢的植株则会造成浪费。

[0003] 针对相关技术中的问题，目前尚未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相关技术中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智能化植物水培环境参数检测系统，以

克服现有相关技术所存在的上述技术问题。

[0005] 为此，本发明采用的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智能化植物水培环境参数检测系统，包括检测终端，所述检测终端是由控制器、温

度传感器一、温度传感器二、湿度传感器、水位传感器、光照度传感器、触摸显示屏、摄像头、

蜂鸣报警器、报警灯、气体浓度检测仪、溶解氧浓度检测仪、微量元素检测仪、植物病虫害检

测仪、离子检测仪、PH检测仪、盐份检测仪和电源构成，并且，所述控制器与所述电源连接，

所述温度传感器一、所述温度传感器二、所述湿度传感器、所述水位传感器、所述光照度传

感器、所述触摸显示屏、所述摄像头、所述蜂鸣报警器、所述报警灯、所述气体浓度检测仪、

所述溶解氧浓度检测仪、所述微量元素检测仪、所述植物病虫害检测仪、所述离子检测仪、

所述PH检测仪和所述盐份检测仪分别均与所述控制器及所述电源连接；

其中，所述控制器的内部分别依次设置有中央处理器、传感器模块、数据存储模块、数

据分析模块、无线传输模块、触摸显示模块、摄像头模块、报警模块、分类处理模块、气体浓

度检测模块、溶解氧浓度检测模块、微量元素检测模块、植物病虫害检测模块、离子检测模

块、PH检测模块、盐份检测模块和电源模块，并且，所述气体浓度检测模块、所述溶解氧浓度

检测模块、所述微量元素检测模块、所述植物病虫害检测模块、所述离子检测模块、所述PH

检测模块和所述盐份检测模块分别均与所述分类处理模块和所述电源模块连接，所述分类

处理模块、所述传感器模块、所述数据存储模块、所述数据分析模块、所述无线传输模块、所

述触摸显示模块、所述摄像头模块和所述报警模块分别均与所述中央处理器和所述电源模

块连接，所述中央处理器和所述电源模块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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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进一步的，所述气体浓度检测仪是由氧气浓度检测单元、一氧化碳浓度检测单元

和二氧化碳浓度检测单元构成，并且，所述气体浓度检测仪可设置多个。

[0007] 进一步的，所述无线传输模块是由无线发送模块和无线接收模块构成。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检测终端通过互联网与水培环境监测中心和水培环境监测终端连

接，所述水培环境监测中心与所述水培环境监测终端通过互联网连接，所述水培环境监测

中心和所述水培环境监测终端分别均与网络安全中心连接。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水培环境监测中心是由信息数据库、数据处理中心和参数分析中

心构成。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水培环境监测终端为手机和平板电脑。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数据存储模块是由数据识别模块、驱动程序模块、数据备份模块和

数据加密模块构成。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温度传感器一测试水温、所述温度传感器二测试室温，所述温度传

感器一和所述温度传感器二均设置有多个。

[0013] 进一步的，所述无线传输模块通过WIFI或者移动通讯网络中的一种或多种连接到

互联网。

[0014] 进一步的，所述信息数据库包括物种信息数据库和营养液配方数据库，所述物种

信息数据库包含有组培植物的物种信息，所述营养液配方数据库包含有组培植物各阶段所

需要的营养液配方信息。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通过传感器实时检测组织液中的营养液成分、酸碱度和氧

气浓度，达到个体差异化精准检测营养含量的目的，通过计算机计算监控水培植物营养和

环境的变化，减少了人工观看判断营养情况的工作量；通过大数据分析收集互联中的数据，

结合实际检测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更新水培营养液标准，达到智能化水培，

降低对技术人员的依赖并且符合现代化农业、信息化农业的趋势。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

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

得其他的附图。

[0017] 图1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智能化植物水培环境参数检测系统的检测终端连

接示意图；

图2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智能化植物水培环境参数检测系统的控制器内部模块

连接示意图；

图3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智能化植物水培环境参数检测系统的水培环境监测中

心和水培环境监测终端连接示意图；

图4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智能化植物水培环境参数检测系统的数据存储模块内

部连接示意图。

[0018] 图中：

1、检测终端；2、控制器；3、温度传感器一；4、温度传感器二；5、湿度传感器；6、水位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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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7、光照度传感器；8、触摸显示屏；9、摄像头；10、蜂鸣报警器；11、报警灯；12、气体浓度检

测仪；13、溶解氧浓度检测仪；14、微量元素检测仪；15、植物病虫害检测仪；16、离子检测仪；

17、PH检测仪；18、盐份检测仪；19、电源；20、中央处理器；21、传感器模块；22、数据存储模

块；23、数据分析模块；24、无线传输模块；25、触摸显示模块；26、摄像头模块；27、报警模块；

28、分类处理模块；29、气体浓度检测模块；30、溶解氧浓度检测模块；31、微量元素检测模

块；32、植物病虫害检测模块；33、离子检测模块；34、PH检测模块；35、盐份检测模块；36、电

源模块；37、氧气浓度检测单元；38、一氧化碳浓度检测单元；39、二氧化碳浓度检测单元；

40、无线发送模块；41、无线接收模块；42、水培环境监测中心；43、水培环境监测终端；44、网

络安全中心；45、信息数据库；46、数据处理中心；47、参数分析中心；48、数据识别模块；49、

驱动程序模块；50、数据备份模块；51、数据加密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进一步说明各实施例，本发明提供有附图，这些附图为本发明揭露内容的一部

分，其主要用以说明实施例，并可配合说明书的相关描述来解释实施例的运作原理，配合参

考这些内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应能理解其他可能的实施方式以及本发明的优点，图中

的组件并未按比例绘制，而类似的组件符号通常用来表示类似的组件。

[0020]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智能化植物水培环境参数检测系统。

[0021] 实施例一：

如图1-4所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智能化植物水培环境参数检测系统，包括检测终端

1，所述检测终端1是由控制器2、温度传感器一3、温度传感器二4、湿度传感器5、水位传感器

6、光照度传感器7、触摸显示屏8、摄像头9、蜂鸣报警器10、报警灯11、气体浓度检测仪12、溶

解氧浓度检测仪13、微量元素检测仪14、植物病虫害检测仪15、离子检测仪16、PH检测仪17、

盐份检测仪18和电源19构成，并且，所述控制器2与所述电源19连接，所述温度传感器一3、

所述温度传感器二4、所述湿度传感器5、所述水位传感器6、所述光照度传感器7、所述触摸

显示屏8、所述摄像头9、所述蜂鸣报警器10、所述报警灯11、所述气体浓度检测仪12、所述溶

解氧浓度检测仪13、所述微量元素检测仪14、所述植物病虫害检测仪15、所述离子检测仪

16、所述PH检测仪17和所述盐份检测仪18分别均与所述控制器2及所述电源19连接；

其中，所述控制器2的内部分别依次设置有中央处理器20、传感器模块21、数据存储模

块22、数据分析模块23、无线传输模块24、触摸显示模块25、摄像头模块26、报警模块27、分

类处理模块28、气体浓度检测模块29、溶解氧浓度检测模块30、微量元素检测模块31、植物

病虫害检测模块32、离子检测模块33、PH检测模块34、盐份检测模块35和电源模块36，并且，

所述气体浓度检测模块29、所述溶解氧浓度检测模块30、所述微量元素检测模块31、所述植

物病虫害检测模块32、所述离子检测模块33、所述PH检测模块34和所述盐份检测模块35分

别均与所述分类处理模块28和所述电源模块36连接，所述分类处理模块28、所述传感器模

块21、所述数据存储模块22、所述数据分析模块23、所述无线传输模块24、所述触摸显示模

块25、所述摄像头模块26和所述报警模块27分别均与所述中央处理器20和所述电源模块36

连接，所述中央处理器20和所述电源模块36连接。

[0022] 借助于上述技术方案，通过传感器实时检测组织液中的营养液成分、酸碱度和氧

气浓度，达到个体差异化精准检测营养含量的目的，通过计算机计算监控水培植物营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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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变化，减少了人工观看判断营养情况的工作量；通过大数据分析收集互联中的数据，

结合实际检测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更新水培营养液标准，达到智能化水培，

降低对技术人员的依赖并且符合现代化农业、信息化农业的趋势。

[0023] 实施例二：

如图1-4所示，所述气体浓度检测仪12是由氧气浓度检测单元37、一氧化碳浓度检测单

元38和二氧化碳浓度检测单元39构成，并且，所述气体浓度检测仪12可设置多个，所述无线

传输模块24是由无线发送模块40和无线接收模块41构成，所述检测终端1通过互联网与水

培环境监测中心42和水培环境监测终端43连接，所述水培环境监测中心42与所述水培环境

监测终端43通过互联网连接，所述水培环境监测中心42和所述水培环境监测终端43分别均

与网络安全中心44连接，所述水培环境监测中心42是由信息数据库45、数据处理中心46和

参数分析中心47构成，所述水培环境监测终端43为手机和平板电脑，所述数据存储模块22

是由数据识别模块48、驱动程序模块49、数据备份模块50和数据加密模块51构成，所述温度

传感器一3测试水温、所述温度传感器二4测试室温，所述温度传感器一3和所述温度传感器

二4均设置有多个，所述无线传输模块24通过WIFI或者移动通讯网络中的一种或多种连接

到互联网，所述信息数据库45包括物种信息数据库和营养液配方数据库，所述物种信息数

据库包含有组培植物的物种信息，所述营养液配方数据库包含有组培植物各阶段所需要的

营养液配方信息。

[0024] 工作原理：温度传感器一3对液体温度进行监测，温度传感器二4对室温进行监测，

水位传感器6能够对营养液的量进行监测，光照度传感器7对光照强度进行监测，摄像头9能

够实时对植物状态进行监测，当出现问题时，蜂鸣报警器10和报警灯11能够进行报警，气体

浓度检测仪12对氧气浓度、一氧化碳浓度和二氧化碳的浓度进行监测，溶解氧浓度检测仪

13能够对营养液中的溶解氧浓度进行监测，微量元素检测仪14对营养液中的微量元素进行

监测，植物病虫害检测仪15对植物害虫进行监测，离子检测仪16对营养液中的离子进行监

测，PH检测仪17对营养液中的PH值进行监测，电源19为整个监测装置进行供电，数据存储模

块22能够对所监测到数据进行存储，无线传输模块24通过互联网将监测到的数据传送至水

培环境监测中心42和水培环境监测终端43，能够使得工作人员及时了解植物水培环境的变

化。

[0025] 综上所述，借助于本发明的上述技术方案，通过传感器实时检测组织液中的营养

液成分、酸碱度和氧气浓度，达到个体差异化精准检测营养含量的目的，通过计算机计算监

控水培植物营养和环境的变化，减少了人工观看判断营养情况的工作量；通过大数据分析

收集互联中的数据，结合实际检测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更新水培营养液标

准，达到智能化水培，降低对技术人员的依赖并且符合现代化农业、信息化农业的趋势。

[0026] 在本发明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设置”、“连接”、“固定”、

“旋接”等术语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成一体；可以

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两

个元件内部的连通或两个元件的相互作用关系，除非另有明确的限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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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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