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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4G网络的农田灌溉远程监控系统设计与实现
田 添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 4G网络是当前使用最为普遍的远程通信技术，将 4G网络应用到农田灌溉远程监控系统，能够较好地支撑系

统数据传输。本文设计开发了一种基于 4G网络的农田灌溉远程监控系统，分为现场数据采集端、服务器端、客户端，

其中现场数据采集端由摄像头、传感器、数据采集模块组成；服务器端由管理模块、储存模块、通讯模块组成；客

户端由数据解码模块、信息分析模块、远程视频查看模块组成。系统开发分别采用了 ARM微处理器平台以及 JAVA、
JAVAEE、ObjC、C等语言。根据测试结果，本系统的相关功能和性能良好，有较大的载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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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mote Monitoring System for
Farmland Irrigation Based on 4G Network
TIAN Tian
Henan Technical College of Construction, Zhengzhou 450000, China
Abstract: 4G network is the most popular remot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pplying 4G network to farmland irrigation
remote monitoring system can better support system data transmission. This paper designs and develops a field irrigation
remote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4G network, which is divided into field data collection end, server end and client end.
The field data collection end is composed of camera, sensor and data collection module; the server end is composed of
management module, memory module and communication module; the client end is composed of data decoding module,
information analysis module and remote video. View the module composition. The ARM microprocessor platform, Java, Java
EE, objc, C and other languages are used in the system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test results, the relevant functions and
performance of the system are good, and it has a large load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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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农业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农田灌溉远程监控迎来了发展良机。农田灌溉需要时刻观察

水位，过度灌溉会造成不利后果，影响到苗种的发育[1]。国内学者对农田灌溉远程监控进行了较多

研究。黄文晋等针对农田灌溉的水位远程控制水平较低、水位信息的远程传输布线难以及传输距离

有限等问题，设计了一种基于 GSM 网络的农田灌溉智能控制系统，在操作方面较为简单，且成本很

低，有较大的推广价值[2]。李海波等为提高农田灌溉的质量和能源利用率，综合了互联网、物联网

及计算机控制技术，设计了一种基于Web技术的农田恒压灌溉远程监控系统，主要有现场感知层、

网络层和应用层，能够准确采集数据，平稳控制压力，形成良好的节能效果，且有着很强的抗干扰

能力[3]。关林芳等为节省农田灌溉的时间成本，设计了一种基于安卓智能手机的农田灌溉预约系统，

主要通过无线传感网络对农田灌溉的传感器信息进行采集，利用 GPRS传送到远程监控中心，用户

使用手机就能查看农田灌溉的相关信息，还能对农田灌溉进行预约，根据测试结果，该系统有效提

高了农田灌溉的灵活性[4]。如今，虽然 5G技术是当前的一个热点，但 5G网络还没有在农村地区广

泛普及，4G依然是农村地区使用最广的移动网络。纵观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结合 4G网络进行农

田灌溉远程监控的文献极少。本文设计一种基于 4G网络的农田灌溉远程监控系统，有一定的实用

价值和创新意义。

1 系统工作原理及设计

1.1 系统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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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作为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较好地改进了 3G技术，使信息传输更加快速，能够传输清晰的

图像和视频[5]。传统的农田灌溉远程监控系统除了在现场安装摄像头、传感器之外，还需要进行复

杂的布线，系统开发成本较高[6]。本系统则引入了 4G技术，分为现场数据采集端、服务器端、客户

端三个端点，由 4G网络进行连接，数据信息通过 4G网络实现快速传输，系统工作原理如图 1所示。

图 1 系统工作原理 图 2 系统功能模块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system operation Fig.2 System function module

1.2 系统设计

基于 4G网络的农田灌溉远程监控系统由现场数据采集端、服务器端、客户端组成，其中现场

数据采集端主要通过摄像头、传感器、数据采集模块进行水位信息的采集，然后经过 4G网络传输

到服务器端。在服务器端有三个模块，分别是：管理模块、储存模块、通讯模块。管理模块负责接

收和调度信息，储存模块负责储存信息，通讯模块负责将有效信息经过 4G网络传输给客户端。在

客户端也有三个模块，分别是：数据解码模块、信息分析模块、远程视频查看模块。数据解码模块

负责对数据进行解码，信息分析模块负责分析现场信息，远程视频查看模块负责连接现场的摄像头，

实时查看现场水位情况。系统功能模块如图 2所示。

2 系统实现

2.1 现场数据采集端的实现

本系统所要获取的主要数据是农田现场的灌溉水位，在农田四周安装了 2个摄像头和 4个传感

器，摄像头安装在斜对角的两端，传感器则安装在低水位、中水位、偏高水位、高水位的四个点上。

摄像头提供现场的实时视频画面，传感器采集水位数据，通过 CAN总线传输到数据采集模块，每 5
分钟汇总一次，利用 4G网络传输到服务器端。数据采集模块还通过 4G网络与客户端相连，当用户

需要查看现场视频情况时，可利用远程视频查看模块验证实时水位。数据采集模块中有 XML 编码

器和MP4 编码器，首先由 XML编码器将水位数据转化成 XML 格式，其次由MP4编码器将视频数

据转化成MP4格式，方便这两种数据在 4G网络中的传输。

2.2 服务器端的实现

本系统的控制中心在服务器端，由管理模块、储存模块和通讯模块组成。在这里可以完成数据

信息的接收、调度、储存，并通过通讯模块与客户端连接。在管理模块中有 XML解码器和MP4 解

码器，负责对接收到的 XML 格式的水位数据和MP4格式的视频数据进行解码。首先解码水位数据，

若水位信息为低水位或中水位，则继续解码视频数据，然后将水位数据和视频数据传输到储存模块；

若水位信息为偏高水位或高水位，则无需解码视频数据，将解码前的水位数据和未解码的视频数据

传输到通讯模块。其次由通讯模块通过 4G网络与客户端连接，将数据传输到客户端，提醒用户水

位情况即将超标，需要派人到现场操作。

2.3 客户端的实现

客户端由数据解码模块、信息分析模块、远程视频查看模块组成。在数据解码模块中装有 XML
解码器和MP4解码器，当接收到服务器端通讯模块传输过来的数据之后，首先由数据解码模块对水

位数据和视频数据进行解码，然后由信息分析模块对解码后的数据进行分析，初步确定当前的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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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用户还可以通过远程视频查看模块，实时查看农田灌溉现场的水位情况，最终确定水位，并

及时派人前往现场处理。客户端分别由安卓 APP源码和苹果 APP 源码编写，可安装在安卓手机和苹

果手机上。

3 系统测试

本系统的现场数据采集端使用ARM微处理器平台进行开发；服务器端使用 JAVA语言进行开发，

数据库为MySql 数据库；安卓客户端使用 JAVAEE语言进行开发，苹果客户端使用 ObjC和 C语言

进行开发。在系统开发的过程中分别测试了现场数据采集端、服务器端、安卓客户端、苹果客户端

的相关功能和性能，测试结果如表 1所示。并进一步测试系统载荷能力，并发连接数设置为 30，即

30个客户端同时登陆系统对服务器端造成的负荷压力，测试结果如图 3所示。
表 1 系统的相关功能和性能测试结果

Table 1 Relevant function and performance test results of the system
测试点 用户登陆 数据传输 数据编解码 数据储存 视频清晰度

现场数据采集端 -- 8M/s 成功编码 -- 高清晰

服务器端 管理员成功登陆 10M/s 成功解码 成功储存 高清晰

安卓客户端 普通用户成功登陆 10M/s 成功解码 -- 高清晰

苹果客户端 普通用户成功登陆 10M/s 成功解码 -- 高清晰

从系统的相关功能和性能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在用户登陆方面，管理员用户在服务器端成功登

陆，普通用户在安卓客户端和苹果客户端成功登陆，说明系统的登陆功能良好。在数据传输方面，

现场数据采集端的数据传输速度达到 8 M/s，服务器端和客户端的数据传输速度达到 10 M/s，说明

4G网络的数据传输速度较快，基本可以满足客户需求。在数

据编解码方面，各测试点都能成功编解码，说明系统编解码

功能良好。在数据储存方面，服务器端能够成功储存数据。

在视频清晰度方面，各测试点的视频数据都保持在高清晰。

从系统载荷能力测试结果可看出，当 30人同时在线时，服务

器端的负荷压力在 2.5%以下，说明系统载荷能力良好，而在

实际中，同时在线人数通常只有 3~5人。

4 结论与展望

农田灌溉远程监控系统是农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尤其对大亩地进行灌溉的时候，往

往耗时较长，派专人值守会耗费一定人力，还要考虑到天气恶劣情况。本文开发了一种基于 4G网

络的农田灌溉远程监控系统，充分利用 4G网络传输速度快、稳定性强的优势，成功实现了农田灌

溉远程监控的目的。本系统由现场数据采集端、服务器端、客户端组成，根据测试结果，本系统的

相关功能和性能良好，有较大的载荷能力。本系统既能精准监控农田灌溉的水位，还能为用户节省

一定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具备较高的推广价值。如今，在 5G技术的快速发展下，浙江、广东、上

海等地已进入 5G试点阶段，事实证明 5G技术拥有更大的优势，数据传输速度远超 4G。展望未来，

农业灌溉远程监控与 5G技术的结合，将进一步提高系统水平，这是今后值得研究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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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系统载荷能力测试结果
Fig.3 System load capacity test resul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