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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现代化温室的智能调控

系统，包括数据采集部分、控制执行部分、计算机

自动控制系统、报警器、控制器、服务器、客户端、

农产品管理单元和销售管理模块，数据采集部

分、控制执行部分、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报警器

与控制器之间通过电信号连接，服务器与控制

器、客户端、农产品管理单元、销售管理模块之间

通过互联网相连。本调控系统可通过计算机自动

控制系统实现对温室的自动管控，用户也可以通

过客户端对大棚进行干预调控，农产品打包整装

环节放在大棚内部，产品信息上传至服务器，通

过农产品管理单元和销售管理模块实现对农产

品的销售监管，本调控系统实现了农产品产前、

产中、产后的智能化过程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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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现代化温室的智能调控系统，包括前端数据采集部分（3）、控制执行部分（4）、计

算机自动控制系统、报警器、控制器（2）、服务器（1）、客户端（6）、农产品管理单元和销售管

理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前端数据采集部分（3）包括环境因子采集设备和传感器，分别为：

温湿度采集器、光照传感器、CO2浓度传感器、土壤水分采集器、气象站、视频采集器、红外热

像仪，前端数据采集部分（3）将采集到的环境因子信号传送至控制器（2）；所述控制执行部

分（4）为配套的调控环境因子的设备，包括：加热装置、自然通风装置、灌溉装置、施肥装置、

降温装置、遮阳电机、CO2发生器、补光装置、内部环流风机，控制执行部分（4）的设备接收来

自控制器（2）的控制信号；所述前端数据采集部分（3）、控制执行部分（4）、计算机自动控制

系统、报警器均设置于温室（5）内部，所述控制器（2）设置于温室（5）外部，前端数据采集部

分（3）、控制执行部分（4）、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报警器与控制器（2）之间分别通过电信号

连接，所述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接收来自控制器（2）的信号，并对控制器（2）发送控制信息；

所述服务器（1）与控制器（2）、客户端（6）、农产品管理单元、销售管理模块之间分别通过互

联网相连，所述客户端（6）包括终端设备、手机APP、网页，所述客户端（6）通过网络可与打印

机（7）选择连接；所述大棚内部还设有农产品采摘打包模块、信息录入装置、标签打印装置、

产品整装出库系统，所述农产品采摘打包模块包括农作物生长动态模型模拟系统、农产品

采摘设备、农产品打包入库设备，通过农作物生长动态模型模拟系统判断农作物是否达到

采摘标准，所述信息录入装置包括条形码或二维码扫描器、用于输入农产品信息的电脑，信

息录入装置与农产品管理单元相连，所述标签打印装置为标签打印机，标签打印装置与农

产品管理单元相连，农产品管理单元会将农产品信息上传至服务器（1），所述产品整装出库

系统包括将打包好并贴有标签、条形码或二维码的农产品运出去的流水线，所述销售管理

模块包括订单管理模块、支付管理模块、物流跟踪管理模块、交易信息统计管理模块、销售

业绩分析模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现代化温室的智能调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设置于温

室（5）外部的控制器（2）设置有保护装置，所述保护装置为安装于温室（5）侧面的箱式结构，

所述保护装置内部还安装有配电盒，所述配电盒与控制器（2）、前端数据采集部分（3）、控制

执行部分（4）、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报警器均相连，并为其提供不同的电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现代化温室的智能调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农作物生

长动态模型模拟系统是通过数学方程式对农作物生长参数、环境因子参数进行的准确合理

的定量化表达，所述农作物生长参数和环境因子参数均来自于控制器（2）提供的信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现代化温室的智能调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温湿度采

集器采用DMXA1310  GPRS温湿度采集器，所述视频采集器为像素高于130万的摄像头，每5m2

种植面积的中心位置处设置一个摄像头，摄像头可360°旋转拍摄，每10m2种植面积的中心

位置设置一个热像仪，热像仪安装于农作物的上方。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现代化温室的智能调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装置

采用热风加热或者热水管道加热的方式，所述降温装置采用湿帘降温或者微雾降温的方

式，所述遮阳电机与温室（5）的外遮阳保温幕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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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现代化温室的智能调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温室领域，尤其是一种现代化温室的智能调控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绝大多数农业大棚均采用人工种植和护理，农业大棚虽然已经达到了提高

农作物产量和生产反季节作物的优势，但是这种采用人工种植和护理的方式与传统的农业

种植方式一样，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并且根据种植者自身的经验去种植，大棚内部的环境

不能达到作物生长的最佳要求，现有技术中虽然引入了自动化方式，但是自动化程度不高，

只能根据已经建好的温室来设计控制系统，使用灵活性受限制，农作物的生长与温室的管

控系统是分离不相关的，不能根据农作物的长势来自动调控进行环境因子参数。

[0003] 除此之外，现有的农业大棚没有对适合种植的农作物的选择模块，不能根据所建

温室的环境因子参数选择适合种植的农作物，成熟的农作物产品需要人工进行采摘，采摘

完成并打包好之后才能进入销售模块，延长了从农产品成熟到售出的时间，对农产品的新

鲜程度有影响。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缺陷，本发明提供一种现代化温室的智能调控系统，在温室建成后、种植

农作物前对温室的环境因子进行分析，判断种植哪种类型的农作物可以保证利用最小的控

制成本来实现最大的农作物产量；在农作物的种植过程中，可通过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实

现对温室内环境因子参数的自动管控，用户也可以通过终端设备、APP平台或者网页等客户

端对大棚内的环境进行干预调控；将农产品打包整装环节设置在大棚内部，产品信息上传

至服务器，商户可通过访问服务器进行农产品下单，通过农产品管理单元和销售管理模块

实现对农产品的销售监管。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现代化温室的智能调控系统，

包括前端数据采集部分、控制执行部分、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报警器、控制器、服务器、客

户端、农产品管理单元和销售管理模块，所述前端数据采集部分包括环境因子采集设备和

传感器，分别为：温湿度采集器、光照传感器、CO2浓度传感器、土壤水分采集器、气象站、视

频采集器、红外热像仪，前端数据采集部分将采集到的环境因子信号传送至控制器；所述控

制执行部分为配套的调控环境因子的设备，包括：加热装置、自然通风装置、灌溉装置、施肥

装置、降温装置、遮阳电机、CO2发生器、补光装置、内部环流风机，控制执行部分的设备接收

来自控制器的控制信号；所述前端数据采集部分、控制执行部分、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报

警器均设置于温室内部，所述控制器设置于温室外部，前端数据采集部分、控制执行部分、

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报警器与控制器之间分别通过电信号连接，所述计算机自动控制系

统接收来自控制器的信号，并对控制器发送控制信息；所述服务器与控制器、客户端、农产

品管理单元、销售管理模块之间分别通过互联网相连，所述客户端包括终端设备、手机APP、

网页，所述客户端通过网络可与打印机选择连接；所述大棚内部还设有农产品采摘打包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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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信息录入装置、标签打印装置、产品整装出库系统，所述农产品采摘打包模块包括农作

物生长动态模型模拟系统、农产品采摘设备、农产品打包入库设备，通过农作物生长动态模

型模拟系统判断农作物是否达到采摘标准，所述信息录入装置包括条形码或二维码扫描

器、用于输入农产品信息的电脑，信息录入装置与农产品管理单元相连，所述标签打印装置

为标签打印机，标签打印装置与农产品管理单元相连，农产品管理单元会将农产品信息上

传至服务器，所述产品整装出库系统包括将打包好并贴有标签、条形码或二维码的农产品

运出去的流水线，所述销售管理模块包括订单管理模块、支付管理模块、物流跟踪管理模

块、交易信息统计管理模块、销售业绩分析模块。

[0006] 上述的一种现代化温室的智能调控系统，所述设置于温室外部的控制器设置有保

护装置，所述保护装置为安装于温室侧面的箱式结构，所述保护装置内部还安装有配电盒，

所述配电盒与控制器、前端数据采集部分、控制执行部分、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报警器均

相连，并为其提供不同的电压。

[0007] 上述的一种现代化温室的智能调控系统，所述农作物生长动态模型模拟系统是通

过数学方程式对农作物生长参数、环境因子参数进行的准确合理的定量化表达，所述农作

物生长参数和环境因子参数均来自于控制器提供的信息。

[0008] 上述的一种现代化温室的智能调控系统，所述温湿度采集器采用DMXA1310  GPRS

温湿度采集器，所述视频采集器为像素高于130万的摄像头，每5m2种植面积的中心位置处

设置一个摄像头，摄像头可360°旋转拍摄，每10m2种植面积的中心位置设置一个热像仪，热

像仪安装于农作物的上方。

[0009] 上述的一种现代化温室的智能调控系统，所述加热装置采用热风加热或者热水管

道加热的方式，所述降温装置采用湿帘降温或者微雾降温的方式，所述遮阳电机与温室的

外遮阳保温幕相连。

[001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调控系统在温室建成后、种植农作物前，首先对温室

的环境因子进行分析，判断种植哪种类型的农作物可以保证利用最小的控制成本来实现最

大的农作物产量，种植者因地种植，有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提高了种植者的农产品收益；

在农作物的种植过程中，前端数据采集部分采集温室内的环境因子参数，计算机自动控制

系统对这些参数进行分析比较，通过控制器和控制执行部分实现对温室内环境因子参数的

自动管控，用户也可以通过终端设备、APP平台或者网页等客户端来调整计算机自动控制系

统内部设置的参数，从而对大棚内的环境进行干预调控，使温室内的环境达到农作物生长

的最佳要求，在农作物的种植过程中，视频采集器和热像仪会采集农作物的长势图像，通过

图像识别来进行农作物生长态势和生产产量的判定、抗旱和抗冻能力的判定、病虫害情况

的检测，农产品采摘打包模块中的农作物生长动态模型模拟系统会定期通过以上信息以及

其它环境因子参数对农作物的长势进行定量化数字分析，实现了对农作物生长阶段的全程

监管；当农产品已经成熟时，就地对农产品进行采摘、打包入库，并同时将产品信息上传至

服务器，不仅缩短了农产品从成熟到售出过程的时间，而且商户可通过访问服务器第一时

间了解农产品的生产情况，在农产品成熟采摘之前就对农产品进行定量预购，种植者可通

过访问服务器了解农产品的产量，通过预购订单可大致了解农作物的销售情况，种植者通

过农产品管理单元和销售管理模块实现对农产品的销售监管，本调控系统实现了温室农作

物产品产前、产中、产后的智能化过程管控，智能化程度高，可以直接方便的观察和控制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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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的环境因子参数，确保环境因子参数符合农作物的最佳生长要求，有利于保证农作物

良好的生长态势，减少了人力物力的输出。

附图说明

[001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示意图。

[0013] 图中1.服务器，2.控制器，3.前端数据采集部分，4.控制执行部分，5.温室，6.客户

端，7.打印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为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的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

式对本发明作详细说明。

[0015] 一种现代化温室的智能调控系统，包括前端数据采集部分3、控制执行部分4、计算

机自动控制系统、报警器、控制器2、服务器1、客户端6、农产品管理单元和销售管理模块，所

述前端数据采集部分3包括环境因子采集设备和传感器，分别为：温湿度采集器、光照传感

器、CO2浓度传感器、土壤水分采集器、气象站、视频采集器、红外热像仪，前端数据采集部分

3将采集到的环境因子信号传送至控制器2；所述控制执行部分4为配套的调控环境因子的

设备，包括：加热装置、自然通风装置、灌溉装置、施肥装置、降温装置、遮阳电机、CO2发生

器、补光装置、内部环流风机，控制执行部分4的设备接收来自控制器2的控制信号；所述前

端数据采集部分3、控制执行部分4、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报警器均设置于温室5内部，所述

控制器2设置于温室5外部，前端数据采集部分3、控制执行部分4、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报

警器与控制器2之间分别通过电信号连接，所述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接收来自控制器2的信

号，并对控制器2发送控制信息；所述服务器1与控制器2、客户端6、农产品管理单元、销售管

理模块之间分别通过互联网相连，所述客户端6包括终端设备、手机APP、网页，所述客户端6

通过网络可与打印机7选择连接；所述大棚内部还设有农产品采摘打包模块、信息录入装

置、标签打印装置、产品整装出库系统，所述农产品采摘打包模块包括农作物生长动态模型

模拟系统、农产品采摘设备、农产品打包入库设备，通过农作物生长动态模型模拟系统判断

农作物是否达到采摘标准，所述信息录入装置包括二维码扫描器、用于输入农产品信息的

电脑，信息录入装置与农产品管理单元相连，所述标签打印装置为标签打印机，标签打印装

置与农产品管理单元相连，农产品管理单元会将农产品信息上传至服务器1，所述产品整装

出库系统包括将打包好并贴有标签、二维码的农产品运出去的流水线，所述销售管理模块

包括订单管理模块、支付管理模块、物流跟踪管理模块、交易信息统计管理模块、销售业绩

分析模块。

[0016] 进一步的，所述设置于温室5外部的控制器2设置有保护装置，所述保护装置为安

装于温室5侧面的箱式结构，所述保护装置内部还安装有配电盒，所述配电盒与控制器2、前

端数据采集部分3、控制执行部分4、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报警器均相连，并为其提供不同

的电压。

[0017] 进一步的，所述农作物生长动态模型模拟系统是通过数学方程式对农作物生长参

数、环境因子参数进行的准确合理的定量化表达，所述农作物生长参数和环境因子参数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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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于控制器2提供的信息。

[0018] 进一步的，所述温湿度采集器采用DMXA1310  GPRS温湿度采集器，所述视频采集器

为像素高于130万的摄像头，每5m2种植面积的中心位置处设置一个摄像头，摄像头可360°

旋转拍摄，每10m2种植面积的中心位置设置一个热像仪，热像仪安装于农作物的上方。

[0019] 进一步的，所述加热装置采用热风加热或者热水管道加热的方式，所述降温装置

采用湿帘降温的方式，所述遮阳电机与温室5的外遮阳保温幕相连。

[0020] 本发明调控系统在温室建成后、种植农作物前，前端数据采集部分首先采集温室

内的自然温湿度、日光光照强度、CO2空气浓度、土壤水分含量等环境因子参数，计算机自动

控制系统根据已设当地气候对这些环境因子进行分析，判断该温室适合种植哪种类型的农

作物，种植者可据此选择种植的农作物；在农作物的种植过程中，前端数据采集部分采集温

室内的温湿度、光照强度、CO2浓度、土壤水分等环境因子参数，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对这些

参数进行分析比较，通过控制器和控制执行部分实现对温室内环境因子参数的自动管控，

当温室内的某些环境因子参数突然发生变化，并且不能通过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恢复这些

参数时，用户也可以通过终端设备、APP平台或者网页等客户端来调整控制器的控制变量来

提高其自动控制的幅度，或者通过调整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内部设置的参数，从而对大棚

内的环境进行干预调控，在农作物的生长过程中，视频采集器会实时采集农作物的视频信

号，种植者可随时通过客户端查看不同视频采集器处的农作物的情况，并间隔一定周期（可

自主设定，如一个周或者一个月）采集一张清晰的图像，热像仪则会同时采集一张农作物此

时的温度分布图像，通过图像识别对这两张图像进行分析（如：通过拍摄距离与图像放大比

例测量农作物的高度、判定叶片或者果实的颜色、热像仪自动检测农作物的体表温度、通过

农作物的体表温度或者图像识别判断农作物上是否有害虫等等），从而进行农作物生长态

势的判定、抗旱和抗冻能力的判定、病虫害情况的检测，农产品采摘打包模块中的农作物生

长动态模型模拟系统会定期以上信息以及其它环境因子参数对农作物的长势进行数字化

定量表示，种植者可以方便的通过客户端对农作物的生长状况或者产量进行了解预估，当

农作物产品快要成熟的时候，种植者可以开放商户对服务器的部分访问权限，商户可以提

前了解农产品的生长状况，并对农产品进行定量预购，种植者可以根据预购量决定是将所

有农产品直接新鲜售出，还是选择一部分产品进行二次加工，例如制成果干、罐头、酱料等

等；当农产品已经成熟时，农产品采摘打包模块就地对农产品进行采摘、打包入库，并同时

将产品信息上传至服务器，商户可第一时间通过访问服务器了解农产品的采摘情况，进行

农产品下单支付，种植者通过农产品管理单元和销售管理模块实现对农产品的销售监管，

本调控系统实现了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的智能化过程管控。

[0021] 以上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例，不用于限制本发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由权利要求书限定。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本发明的实质和保护范围内，对本发明做出各

种修改或等同替换，这种修改或等同替换也应视为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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