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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麦变量施肥机施肥状态监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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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稻麦变量施肥机施肥状态监测方法可靠性差等问题，研究设计一种稻麦变量施肥机施肥状态监测方法。

该方法用 RFP-602薄膜压力传感器来检测排肥管中肥料颗粒的下落状态，对施肥系统的施肥状态进行监测。首先通

过仿真试验对 RFP-602薄膜压力传感器进行可行性验证；其次使用数字示波器来采集和储存薄膜压力传感器产生的

信号，以小波包变换对信号进行能量分解得到特征向量；最后把特征向量导入 BP神经网络模型进行识别训练得到分

类器，训练得到的分类器经过效果检验后写入单片机，单片机与排肥管上传感器相连接就可以实现监测方法的广泛

应用。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法监测精度可达 95.3%。实现对稻麦播种机施肥系统排肥管堵塞问题的状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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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oor reliability of fertilizer condition monitoring method of rice and wheat
variable fertilizer machine, we designed a new method. This method used rfp-602 thin film pressure sensor to detect the
falling state of fertilizer particles in the fertilizer discharge pipe and monitored the fertilization state of the fertilization system.
Firstly, the feasibility of rfp-602 thin film pressure sensor was verified by simulation test. Secondly, digital oscilloscope is
used to collect and store the signal generated by the thin film pressure sensor. Finally, the feature vector is imported into the
BP neural network model for recognition training to obtain the classifier, which is then written into the single-chip
microcomputer after effect testing.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nitoring accuracy can reach 95.3%m this method can be
used to monitor the status of clogging of discharge pipe of rice and wheat seeder fertilization system.
Keywords: Rice and wheat; fertilizer applicator; condition monitoring

传统施肥方式是在同一种植区域内等量施加同一种肥料，会造成肥料利用率低和环境污染等问

题[1]。变量施肥技术是根据地块内不同区域对肥料的需求而改变肥料施放种类和数量的施肥方式，

相比于传统施肥方式，变量施肥可以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环境污染[2]。

肥料在导肥管中堵塞问题是变量施肥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导肥管堵塞会造成漏施现象，现在农

业生产中普遍采用人工监测方法，人工监视浪费劳力而且效果不佳。国内外部分科研机构正在研究

堵塞监测方法，东北农业大学研制一种以红外二极管为核心工作部件的施肥监测仪[3]，由于肥料的

易潮、腐蚀和粘性等特性，以及田里工作环境易受泥土灰尘影响，实际监测中红外传感器效果不佳；

南京农业大学设计一种基于光谱探测的小麦精准追肥机，近地光谱探测技术通过测距和测速来实时

调整施肥量，追肥控制精度达 90%[4]；华南农业大学研制一种基于电容传感器的监测系统[5]，该监测

系统结构复杂、电容传感器安装不便，不适于广泛应用[6]；北华大学设计一种以光电二极管为核心

监测模块的监测系统[7]，华中农业大学研究光电传感器在监测系统中的应用[8]，光电传感器在实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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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易受天气和恶劣的工作环境影响，不能保证监测精度。John Deere 公司公开一种以流量传感器

为核心工作部件的监测方法，流量传感器工作之前需要校准[9]；Case公司研制一种播种机模糊智能

监测系统，通过监控软件计算出控制率，控制速率通过 CAN总线的数字输出模块输出到模糊控制器，

将模糊控制应用于直流电机的无级调速，该监测系统精度为 91.4%[10]。

本文针对稻麦变量施肥机监测方法存在的问题，研究一种以 RFP-602 薄膜压力传感器作为核心

检测模块的监测方法，对施肥系统漏施和堵塞现象进行监测，该方法具有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和准

确率高的优点，可实现稻麦变量施肥机监测方法的广泛应用。

1 硬件设计

1.1 试验台的构建及工作原理

排肥试验台架主要由储肥箱、台架、外槽轮排肥器、排肥管、薄膜压力传感器、肥料收集器、

导轨、电机底座、步进电机构成，整体结构如图 1所示。

试验时，通过控制步进电机启动带动外槽轮排肥器转动，进而模拟播种机在田间的施肥过程。

当步进电机启动时，试验台架模拟正常流通的施肥过程；当步进电机停止时，试验台架模拟肥料用

尽的施肥过程；当人为堵塞排肥管时，试验台架模拟排肥管堵塞的施肥过程。通过模拟三种施肥状

态并调节步进电机转速和外槽轮排肥器开度，获取多组试验数据。

传感器安装在排肥管末端斜面上，传感器面积小，不会影响排肥效果。人为对导肥管进行干预，

使导肥管末端堵塞，通过这种方式模拟播种机施肥过程中导肥管堵塞状况。导肥管末端结构及薄膜

压力传感器安装位置如图 2所示。

1.2 薄膜压力传感器概况

本方法所用 RFP-602 薄膜压力传感器实物如图 3 所示，RFP-602 薄膜压力传感器是一种应变材

料为半导体的电阻应变式传感器，具有灵敏度高和压阻特性稳定的特点，本方法的检测对象是强度

较弱的压力信号，所以采用 RFP-602薄膜压力传感器作为检测设备。RFP-602薄膜压力传感器将肥

料颗粒撞击产生的压力信号转化为电阻信号，电阻信号再经过一系列处理后转化为电压信号输出到

单片机[11,12]。RFP-602薄膜压力传感器部分参数如表 1所示。

表 1 传感器部分指标参数

Table 1 Sensor part indicator parameters
部分指标

Partial indexes
参数

Parameters
厚度 0.208 mm

感测范围（直径） 9.53 mm
线性误差 ±3%
量程 0~4.4 N

反应时间 <5% ms
工作温度 -9 ℃~60 ℃

2 验证薄膜压力传感器可行性

图 1 排肥试验台架
Fig.1 Fertilizer discharge test bench
1储肥箱 2台架 3外槽轮排肥器 4排肥管

5薄膜压力传感器 6肥料收集器 7导轨

8电机底座 9步进电机

图 2 导肥管末端

Fig.2 End of fertilizer 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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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测试薄膜压力传感器监测施肥系统施肥状态的可行性，利用如图 1 所示试验台架，通过启动

步进电机使试验台架模拟正常流通的施肥状态；通过停止步进电机使试验台架模拟肥料用尽的施肥

状态；通过人为堵塞排肥管使试验台架模拟排肥管堵塞的施肥状态。

RFP-602 薄膜压力传感器安装位置如图 2 所示，传感器具体的安装位置是排肥管末端斜面，传

感器所占空间小，不会影响排肥管施肥状态。因为传感器所占空间小且肥料下落速度较快，所以压

力传感器并不能检测到每一个肥料颗粒产生的压力信号。通过把外槽轮排肥器和排肥管的三维模型

导入 EDEM进行仿真试验，设置肥料在排肥管中的下落速度为 200粒/s，试验结果表明一定会有肥

料颗粒撞击到压力传感器。仿真试验图像如图 4 所示，图中三种颗粒颜色表示颗粒速度大小，红色

颗粒速度最快，绿色颗粒速度次之，蓝色颗粒速度最慢[13]。

图 3 薄膜压力传感器 图 4 排肥仿真

Fig.3 Thin-film pressure sensor Fig.4 Distributing simulation
肥料颗粒撞击薄膜压力传感器产生的信号用数字示波器进行采集和保存，采集、保存到的数据

和波形图可以使用硬盘取出进行处理分析。数字示波器主要参数如表 2所示。

表 2 示波器主要参数

Table 2 Main parameters of oscilloscope
主要指标

Principal indexes
参数

Parameters
模拟带宽 100 MHz
实时采样率 边沿、脉宽、斜率交替
垂直灵敏度 2 Mv/div-10 V/div
垂直分辨率 8位
U盘存储 位图、CSV、波形
显示 5.6英寸（320×234）64K彩色液晶屏
电源 100-240 V/45-65 Hz

图 5 正常流通时的波形图 图 6 产生堵塞时的波形图 图 7 肥料用尽时的波形图
Fig.5 Waveform in normal flow Fig.6 Waveform in blockage generation Fig.7 Waveform in fertilizer exhaustion

在正常流通、肥料用尽和排肥管堵塞三种施肥状态下各采集 300组数据，用来分析不同施肥状

态下波形图的差异。利用薄膜压力传感器获得三种施肥状态的波形图如下图所示，三种施肥状态下

的波形图具有明显差异。图 5为正常流通状态下的波形图，波形图像间歇出现向下的峰值，且峰值

较大，产生这种波形图的原因是正常流通状态下肥料颗粒撞击压力传感器所产生的压力信号；如图

6 为排肥管堵塞状态下的波形图，波形图像有向上和向下的峰值，产生这种波形图的原因是排肥管

堵塞状态下肥料颗粒持续撞击传感器所产生的压力信号；肥料用尽状态下的波形图，波形图像没有

峰值（图 7）。三种施肥状态下波形图差异明显，证明利用薄膜压力传感器监测施肥状态可行。

3 数据采集与信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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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数据采集

利用如上图 1所示的试验台架。当步进电机启动时，试验台架模拟正

常流通的施肥过程；当步进电机停止时，试验台架模拟肥料用尽的施肥

过程；当人为堵塞排肥管时，试验台架模拟排肥管堵塞的施肥过程。

当控制步进电机启动时，在试验台架的肥料箱中加入肥料，模拟正常流通的施肥过程，安装在

导肥管末端的薄膜压力传感器与图 8所示的信号转换模块相连接，信号转换模块再与数字示波器相

连接。试验开始后，电压信号经数字示波器的作用生成波形。通过控制外槽轮排肥器的开度和步进

电机的转速不同进行多组试验，可以通过数字示波器得到多组波形图，把得到的多组波形图存储在

硬盘中用来进行后续的试验分析。

试验台模拟肥料正常流通时，数字示波器显示的波形信号间歇出现向下的尖峰值，即为肥料颗

粒掉落、击打在传感器应变片表面时产生的压力在数字示波器显示出来的波形图，如图 9所示。

图 9 模拟正常流通时的波形图

Fig.9 Waveform diagram simulating normal flow
当控制步进电机启动时，在试验台架的肥料箱中不加入肥料，模拟肥料用尽的施肥过程，安装

在导肥管末端的薄膜压力传感器与图 8所示的信号转换模块相连接，信号转换模块再与数字示波器

相连接。试验开始后，电压信号经数字示波器的作用生成波形。通过控制外槽轮排肥器的开度和步

进电机的转速不同进行多组试验，可以通过数字示波器得到多组波形图，把得到的多组波形图加以

存储用来进行后续的试验分析。

试验台模拟肥料用尽时，如图 10所示数字示波器显示的波形信号大致是一条直线，无波峰和波

谷，即为肥料颗粒掉落、击打在传感器应变片表面时产生的压力在数字示波器显示出来的波形图。

图 10 模拟肥料用尽时的波形图 图 11 模拟肥料堵塞时的波形图

Fig.10 Simulated waveform in fertilizer exhaustion Fig.11 Simulated waveform in fertilizer clogging
当控制步进电机启动时，在试验台架的肥料箱中加入肥料，把如图 2 所示的导肥管末端封住，

模拟肥料堵塞的施肥过程，安装在导肥管末端的薄膜压力传感器与图 8所示的信号转换模块相连接，

信号转换模块再与数字示波器相连接。试验开始后，电压信号经数字示波器的作用生成波形。通过

控制外槽轮排肥器的开度和步进电机的转速不同进行多组试验，可以通过数字示波器得到多组波形

图，把得到的多组波形图加以存储用来进行后续的试验分析。

试验台模拟肥料堵塞时，如图 11所示数字示波器显示的波形图像有向上和向下的峰值，产生这

种波形图的原因是排肥管堵塞状态下肥料颗粒持续撞击传感器所产生的压力信号，即为肥料颗粒掉

落、击打在传感器应变片表面时产生的压力在数字示波器显示出来的波形图。

图 8 信号转换模块
Fig.8 Signal conversion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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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于小波包变换的信号分析

小波分析是在 Fourier（傅里叶）分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为小波分析具有良好的时频局部

化分析能力，所以小波分析被广泛应用于信号处理等诸多领域。由于 db3的时域有限，支持增强，

实时性好[14]。

db小波不依赖于傅里叶变换，具有时频局部特征良好和多分辨率分析的优点，运算不占额外的

存储空间，适合于硬件系统的实现[15]。所以本方法采用“db3”小波基分别对三种施肥状态下的信号进

行小波包分解，小波尺度函数和小波函数如图 12所示。

图 12 小波尺度函数和小波函数 图 13 小波树
Fig.12 Wavelet scale function and wavelet function Fig.13 Wavelet tree

利用“db3”小波基对三种施肥状态下的信号进行小波包分解得到不同施肥状态下的小波树，小波

树如图 13所示。小波树中(0,0)节点代表原始信号，(a,b)节点的含义为第 a层小波包分解之后第 b个
节点的系数。

3.3 小波包特征提取

3.3.1 小波包特征提取实例 每个训练数据中的样本数为 212，下面说明构成特征矢量的每个技巧[16]。

对第 5级分辨率进行小波包多分辨率分析得到 32个子频带，每个子频带包含 128个小波包系数；

根据第 5级分辨率的每一个子频带，计算小波包系数所包含的平均能量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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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波包特征矢量中的第 i个特征；ni是每个子频带中样本的数目；pi,j是第 i个子频

带中的第 j个小波包系数。小波包特征矢量表示如下：  twpwpwpwp vvvv 3221 ,,, 

3.3.2 小波包特征提取应用 三层小波包分解后产生 8个子频带，

如图 14所示为子频带的能量分布。归一化处理 8个子频带能量，

得到的 8维特征向量作为施肥状态识别的特征向量[17]。

特征矢量的标准化和调整在训练神经网络的收敛性中起着

关键作用[18]。如果不进行标准化，网络将不能收敛于期望的网

络错误，网络的收敛性会导致偏离而且给真实检验数据进行加

权是必要的。

3.4 BP神经网络模型识别训练

利用 BP 神经网络模型对三种施肥状态进行识别训练[19]。选用的神经网络拓扑结构具有一个隐

含层，神经网络拓扑结构输入层有 8个神经元，8 个神经元分别对应特征向量的 8 个分量；神经网

络拓扑结构输出层有“0”和“1”两个神经元，通过两个神经元的组合可以表示三种施肥状态类型[20]。

通过把训练目标精度调至 0.02，从三种施肥状态的特征向量中各选取 150组作为样本进行训练，当

样本训练进行到第 317次时，训练迭代停止，收敛到稳定值得到分类器。

3.5 分类器效果检验

利用 SPSS 软件对得到的分类器进行效果检验[21]，分别从正常流通、排肥管堵塞和肥料用尽三

图 14 三种施肥状态下能量分布
Fig.14 Energy distribution under three

fertilization conditions



第 5期 石绍军等:稻麦变量施肥机施肥状态监测方法 ·783·

种状态下各取 100组作为检测样本，用检测样本测试该方法的识别效果（表 3）。在表 3中：正常流

通施肥状态下的识别正确率为 92%，被误判为排肥管堵塞状态的概率为 8%，正常流通状态在三种施

肥状态中识别正确率最低；排肥管堵塞施肥状态下的识别正确率为 94%，被误判成正常流通施肥状

态的概率为 6%；肥料用尽施肥状态下的识别正确率为 100%，在三种施肥状态中识别正确率最高。

样本测试得到的总体识别正确率达 95.3%，表明该方法满足施肥系统施肥状态的监测要求。

表 3 识别结果统计

Table 3 Recognition result statistics
状态类型

Condition type
样本总数

Total samples
识别错误数量

Number of identifying error
错误识别结果

Results of misidentification
识别正确率

Accuracy of identification
正常流通 100 8 堵塞 92%
堵塞 100 6 正常流通 94%

无肥料流过 100 0 -- -- 100%
总计 300 13 -- -- 95.3%

4 结 论

（1）研究一种稻麦变量施肥机施肥状态监测方法。该方法用 RFP-602薄膜压力传感器来检测排

肥管中肥料颗粒的下落状态，对施肥系统的施肥状态进行监测。

（2）通过仿真试验对 RFP-602薄膜压力传感器进行可行性验证；其次使用数字示波器来采集和

储存薄膜压力传感器产生的信号，以小波包变换对信号进行能量分解得到特征向量；最后把特征向

量导入 BP神经网络模型进行识别训练得到分类器，训练得到的分类器经过效果检验后写入单片机，

单片机与导肥管上传感器相连接就可以实现监测方法的广泛应用。

（3）通过搭建试验台架模拟田间实际施肥过程。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法的监测精度可达 95.3%。

实现对稻麦播种机施肥系统导肥管堵塞问题的状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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