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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太阳能供电的温室无线传感器网络精量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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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提出了一个基于太阳能供电袁利用 Zigbee 和 Labview 技术的温室 无线传感 器网络精量 监测系 统袁在充 分利 用自然 资
源的基础上袁通过改变温度尧湿度尧光照度尧CO2 浓度等温室环境因素参数来 获得农 作物生长的 最佳条件 袁从而克服传 统温室 监测
系统的不足袁达到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尧改善其品质和提高其经济效益的目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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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house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precise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solar power supp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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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This paper proposed a power supply based on solar energy, using Labview and Zigbee technology of greenhouse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precise monitoring system, it was to make full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basis of, through the change of temperature,
humidity, light, CO2 concentration of greenhouse environment factors parameters to obtain the best condition of crop growth, so as to
overcome the deficiency of the traditional greenhouse monitoring system, to increase crop yiel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improve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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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农业大国袁随着农业的基础条件尧投入程度尧
科技程度等的不断改良和进步袁 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
长袁 但我国在农业发展中仍然面临着许多的问题与挑
战袁实行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农业是促进我国农业发展
的必经之路遥我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大多以家
庭为单位种植袁适合我国的农业智能温室还需要进一步
研究发展 [1]遥 结合温室环境的特点和精准监测要求袁我
们构建了一个基于太阳能供电尧 结合 Zigbe 和 Labview
技术的温室无线传感器网络作物精量监测系统袁以克服
传统温室监测系统的不足袁 达到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尧改
善农作物的品质并且提高其经济效益的根本目的遥

1 系统结构设计
1.1 系统总体结构
整个监测系统由太阳能供电系统尧 无线传感器网络
和监测控制中心三部分组成袁整体结构如图 1 所示遥 太阳
能供电系统由太阳能电池组件尧太阳能控制器尧蓄电池组
成袁为整个温室的传感器提供电力供应遥 无线传感器网络
采用 Zigbee 协议袁由监测节点尧协调器节点和路由节点构
成遥 传感器监测节点采集作物测量参数信息经由无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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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和网关传输到服务器袁远程监测站点通过 Internet 和服
务器进行连接袁再根据具体情况调整阈值袁然后将控制信
息发送给温室中的控制节点来控制电磁阀的开启和关闭遥
监测控制中心需要监控传感器节点的工作状态和运行情
况袁根据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及数据的变化实时调整节点的
工作任务遥另外袁当温室中作物需水量处于临界状态时袁服
务器还将通过 GSM 网络发送报警短信到用户的手机上袁
方便用户进行相关操作遥
1.2 太阳能供电系统
温室栽培要实现精确控制作物的生长情况袁 需要检
测的节点较多袁如采用常规电源供电方式需要架设电线袁
由于温室内环境的影响袁电缆在高温高湿尧腐蚀性较强的
环境中难以保证长期的使用效果袁 并且过度的敷设电缆
也会对正常的生产带来麻烦遥 温室的结构特点决定了其
内部的光辐射量很强袁 有利于采用太阳能供电方式来提
供电力供给袁从而避免大量电缆敷设遥而且太阳能是绿色
清洁能源袁采用该种供电方式也有利于能源节约遥太阳能
供电系统袁由太阳能电池组件尧太阳能控制器尧蓄电池组
成渊图 2冤袁太阳能电池板将太阳能转化成电能储存在蓄
电池中袁为温室环境监测节点提供电能遥
为保证系统工作的稳定性袁使其在阴雨天气也能正常
工作袁蓄电池容量应该能够满足设备负载持续 7 d 的正常
供电遥 此外袁从经济性上考虑袁由于整体系统的耗电量较
低袁类似于智能手机的供电方式袁所以采用锂电池的供电
的设计方案遥 白天太阳能板所输出的电能存储在蓄电池
中袁同时供给负载使用袁当蓄电池电量达到规定限度时袁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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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结构图

图 2 太阳能供电系统组成

关可以通过远程服务器控制软件尧 客户端控制软件或者
在管理现场通过中心处理器进行控制遥 无线传感器终端
节点的结构图如图 3 所示遥

止对蓄电池充电袁防止蓄电池过充曰晚上将蓄电池存储的
电能供给负载使用袁 同时要防止反充电路对太阳能板进
行充电袁当蓄电池电量不足时袁及时切断供电电路袁防止蓄
电池过放袁从而起到保护蓄电池的作用[2-3]遥

2 系统硬件设计

2.1 传感器选择
根据不同类型的传感芯片组成袁选择对温度尧湿度和
光照强度具有感知能力的传感器遥 其中温尧湿度传感器采
用 I2C 总线数字式温尧湿度传感器 SHT11袁其体积小尧能耗
低尧两线数字接口尧温度量程为-40~85益尧相对湿度量程为
0~100豫遥 光照强度传感器选用 TSL2550D袁其功耗可以满
足无线传感器低功耗系统设计的要求袁 其总线也易于与
CC2431 接口遥
2.2 传感器节点设计
本系统选用的 CC2431 是 TI 公司产品袁 这是一个真
正的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 ZigBee/IEEE802.15.4 解决方案
的片上系统袁符合 ZigBee 标准的低功耗通信芯片袁具有快
速唤醒和搜索外部设备功能袁 可以使节点更多地处于休
眠状态而节约功耗袁 而且其信道频率和功耗等参数可以
灵活设置[4]遥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传感器节点是分布在现场
的硬件设备袁 主要的部件是传感器尧CC2420 无线射频单
片机尧作物控制装置及其控制电路等遥 作物控制装置的开

图 3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硬件设计

3

系统软件设计

虚拟仪器是在以通用计算机为核心的硬件平台上袁
由用户设计定义袁具有虚拟面板尧测试功能袁由测试软件
实现的一种计算机仪器系统[5-6]遥 程序采用模块化的设计袁
为使操作人员能够直观地看到温室中各种环境参数数据
以及分配任务等情况袁 人机接口全部采用友好的图形界
面遥 系统软件由参数设置模块尧数据采集模块尧数据分析
和处理模块尧控制输出模块尧数据管理模块等 5 大模块组
成遥 系统的控制硬件完成数据采集尧运算尧比较和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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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通讯以后袁通过了解作物状况袁进而做出评价性的
结论袁并确定是否进行处理曰保存数据袁确定作物当前所处
状况袁 并在此基础上给出决策遥 Labview 提供了 3 种模糊

关系的计算方法院极大值中心法尧质量中心法和极大值平
均法袁本系统采用质量中心法遥 系统采集数据的界面图如
图 4 所示遥

图 4 系统数据采集界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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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测试
本研究选取河北省徐水县遂成镇大庞村某农业观光
园作为试验基地进行实地试用测试遥该基地拥有日光温室
10 个袁种植作物为番茄袁其中单个温室大棚参数为南北长
7 m袁东西长 80 m袁栽培畦长 6 m袁脊高 3.5 m遥 图 5尧图 6 是
截取的监测系统实时监测 24 h 温湿度折线图遥 通过实地
测试袁本研究的监测系统能够在我国北方简易大棚环境条
件下良好地运行袁 实现了对温室中作物测量参数进行实
时尧精确的监测和采集袁并在此基础上通过 labview 设计的
系统软件实现了精准尧定量的控制遥 系统的供电方式采用
太阳能供电袁基于我国不同类型温室经营者的经济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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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4 h 温度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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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4 h 湿度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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