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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数据采集在智能农业中的应用 

—基于 K60 和 GPRS 的设计 

中文摘要 

远程数据采集是设施农业、工厂设备监控、环境监测等领域的重要技术手段之

一。它集微控制器技术、嵌入式软硬件设计技术、传感器技术、数据通信技术等于

一体，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现代控制技术的应用研究热点之一。远程数据采集

的应用研究重点是选择新型微控制器及相关器件，应用嵌入式软件工程方法，进行

软硬件设计，提高系统鲁棒性，提高性价比。 

本课题提出了一种以飞思卡尔 2011 年上市的 MK60N512VMD100 微控器为主

控芯片，结合 MG323-GPRS 模块，含有多路 A/D 采集及摄像头的远程数据采集方

案；在实验室前期工作的基础上，配合完成了硬件设计、配合完成通信协议设计；

在 MCU 底层构件基础上，完成了 MCU 内的软件设计；完成了 PC 端数据库结构、

侦听程序及应用框架程序的设计；以智能农业为例，进行了软硬件系统的综合调试。 

在硬件方面，本系统遵循硬件构件化原则，将整个系统硬件封装成可重用的硬

件实体。具体来说，本系统使用的主控器具体由以下 5 部分组成：MCU 最小系统、

电源系统、GPRS 模块、摄像头模块以及数据采集接口模块。在设计硬件电路时，

需要充分考虑现实情况中的各种不利因素，做好电路保护工作，提高系统的抗干扰

能力。在软件方面，本系统软件主要分为运行于主控器的嵌入式软件和运行于数据

中心的服务器端软件。为了缩短开发周期，嵌入式软件复用实验室已有的软件构件

并继续开发基于该应用程序的个性化构件。数据中心服务器软件设计采用分层思想

和模块化思想，利用 C#的多线程思想和 Socket 通信原理实现了温度、湿度、光照

和图像的网络传输。根据功能不同，整个服务器端软件分为侦听软件和管理软件，

其中侦听软件负责与测控终端的数据传输，信息管理软件负责提供人机交互界面。 

系统集成测试表明，本系统具有良好的数据传输性能及稳定性，能基本满足智

能农业对远程数据采集系统的需求，为农业自动化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案。 

关键词：远程采集，GPRS，K60，网络控制  

作者：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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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 Data Acquisition of Smart Agriculture 

Abstract 

Remote data acquisi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thods for protected 

agriculture, factory equipment monitoring,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many other 

fields. It combines micro-controller technology, embedded software and hardware design, 

sensor technology and data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Now it has become a very hot 

topic in the research of modern control technology. Choosing the optimal 

micro-controller and the related electronic elements, designing software and hardware 

with embedded software engineering methods, and achieving a system with strong 

robustness and high cost-efficiency have become the main research areas of remote data 

acquisition. 

The architecture of remote data acquisition proposed in this paper consists of a 

MK60N512VMD100 microprocessor which was released by Freescale in 2011, a GPRS 

module MG323, an A/D acquisition module and a camera. We complete the hardware 

design and develop the protocol and database, based on the existing work of our 

laboratory. We finish the software design running on the MCU based on the infrastructure 

of the microprocessor. At last, the complete system, including software and hardware, is 

tested with the environment of smart agri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hardware design, we packaged the system into reusable hardware 

entity by abiding component-based principles. In detail, the system is divided into five 

components: MCU kernel, power-supply module, GPRS module, camera module and 

data acquisition interface. During the design of hardware, any adverse factor wa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nd necessary circuit protection has been added. 

The software design was completed in two parts, master and data center. Aiming at 

shortening the system development cycle and reducing the difficulty of upgrade and 

maintenance, component-based masters take advantage of the existing software 

component and do further work to meet different requirements of the appli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modular-based data center software makes the best use of C# multi-thread as 

well as Socket communication and provides two modules: listing softwa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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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software. Listening software is responsible f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collection terminals and data center, while management software is for friendly 

interactive interface. 

The integration test indicates that this system satisfies the requirement on the remote 

data acquisition during the use of smart agriculture with outstanding stability, which 

certainly provides a new alternative for realizing agriculture automation. 

Key Words: Remote Acquisition, GPRS, K60, Web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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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数据采集作为信息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以传感器、信号测量与处理和微型

计算机等技术为基础而形成的一门综合应用技术[1]。数据采集系统是利用计算机、

通信和测控等技术采集、记录和显示现场的各种物理参数，以供管理人员和现场操

作者参考的系统，是现代测控系统的基础。本文旨在设计一套基于嵌入式平台的数

据采集系统，借助无线网络把远程环境信息和图像信息传输到数据中心服务器，通

过服务器将信息发布给客户端，从而实现远程数据采集功能。由于远程数据采集系

统的设计和实现包括很多方面，涉及面也很广，本文以智能农业为例进行远程数据

采集系统的设计。 

1.1 课题研究背景 

数据采集作为现代测控技术的基础，已经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生产以及科学

研究等诸多领域。在工业、农业生产中，应用数据采集系统可以得到现场的温度、

湿度、电流和电压等参数，将所得数据反馈给用户，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

供信息；在科学研究方面，数据采集可以提供大量的现场信息，成为探索科学奥秘

的重要手段[2]。 

数据采集主要有便携式检测仪和远程数据采集两种方式。采用便携式仪器需要

花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并且采集到的数据不能反映现场的实时状态，具有一定局

限性。一般的远程数据采集系统，检测数据相对单一，不能满足多成分分析的需要。

对于一些大型的远程数据采集系统，虽然能满足实时检测和精度要求，但系统体积

庞大、投资多，难以推广使用。因此开发出具有实时数据采集、存储、传输等功能

的远程数据采集系统是十分必要的。 

1.1.1 GPRS通信技术的发展 

随着计算机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Internet 网络已经遍布世界各地，其传递信息

方便快捷、覆盖范围广等特点促使它的应用越来越广泛。GPRS（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是在现有 GSM 系统上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分组交换技术，多个用户可以

共享固定的信道资源，在移动设备和数据网络之间建立连接，提供高速的无线 IP 服

务[3]。目前移动通信网络已经基本覆盖全国大部分居住区，这无疑为移动设备接入

互联网提供了新的途径。借助比较成熟的 GPRS 技术，人们可以方便地通过无线终

端连接到 Internet，从而克服有线传输的缺陷，提高移动终端的灵活性[4]。总的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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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技术的发展为远程现场数据的传输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 

1.1.2 图像采集技术的应用 

图像采集技术作为数据采集系统中的一项重要技术[5]，应用过程相对较晚，但

前景十分广阔。通过采集远程现场的图像信息，可以了解现场的实时场景，进而指

定管理控制措施。基于 32 位微处理器嵌入式系统的图像采集技术正处于方兴未艾阶

段。因此，能实时采集图像、可靠性高和成本低的系统有很大的市场应用前景。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如何对现场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实时存储，保证数据不丢失，一直是数据采集

系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目前，全世界已有近百个运营商开通了 GPRS 商用系统、

试商用系统或实验系统，GPRS 数据传输已成为一种成熟的通信技术应用于工业、

商用等领域。较著名的有英国的 BTCellNET、德国的 T-Mobile、香港的 Smarttone、

台湾 TSL 以及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运营商。 

不过国内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与此同时国内很多专家正在探索

远程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以下是目前国内研究的三种技术。 

1）现场总线 

现场总线是一种工业数据总线，采取一对多双向传输信号。将智能设备作为网

络节点挂载在现场总线上连接为网络系统，可方便实现对网络节点的访问与控制等

功能并进一步构成自动化系统，用户可以按需自由选择不同种类的设备互联。目前

国际上比较流行的现场总线技术有：CAN、FF、PROFIBUS 以及 CC-Link 等[6][7]。但是

不同总线技术之间的标准相差较大，很难在同一个系统中集成不同的总线技术，从

而大大限制了系统的可扩展性。 

2）网络通讯技术 

网络通信技术发展迅速、普及率高，将该技术运用于数据采集，不但能降低信

息的获取成本，而且可以提高信息获取的便捷度。将远程现场信息通过网络传输，

采用计算机对数据进行分析和监控，可以增强信息查看的方便性，减少人力成本；

同时也打破了地域限制，可通过互联网技术远程监测现场环境。 

3）无线通信技术 

远程数据采集系统中，监测节点分布范围广、数量多、距离远，采取有线传输

有一定的难度，不仅布线复杂，铺设电缆难度大，而且也不利于扩展，因此将无线

通信技术运用于远程现场各节点的通信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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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无线技术主要有 Zigbee、WiFi、BlueTooth、GPRS 和 3G 等，其中 GPRS

通信技术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环境，将传感器技术与

GPRS 技术结合，研究出更加经济便捷的远程数据采集方案。 

1.3 课题研究的意义 

单片机具有体积小、可靠性高、功能强和灵活方便等许多优点，因此被广泛应

用于各个行业。由多台单片机和计算机构成的远程数据采集系统，结合了单片机数

据采集实时性和计算机对图像处理、显示的优点，具有不受地理环境、气候和时间

影响等优点，已广泛用于石油、电力、水利、公安、交通和安防等行业[8]。 

越来越多的设备如家电、电表和工业终端等都有了进行远程数据采集的需求，

因此设计出功能齐全、能够实时传输数据的基于单片机的远程数据采集系统具有重

大意义。 

1.4 课题研究的内容 

本课题依托 GPRS 无线通信网络，充分运用 GPRS 网络永远在线、按量计费、

快速登录和自动切换[9]的优势，参照构件化开发方法，以满足用户需求最大化、系

统成本最小化为目标，设计了通用性强、可配置性高的远程数据采集系统，并且将

该系统应用于智能农业。本文的主要内容有： 

（1）分析目前国内外远程数据采集系统的发展现状，比较不同通信方式的优缺

点，选择 GPRS 网络作为本系统的通信平台；通过对系统功能的分析，结合构件化

开发方法和软件开发分层思想，提出了基于 GPRS 网络、使用飞思卡尔

MK60N512VMD100（以下简称 K60）作为主控芯片、结合图像处理技术的远程数

据采集系统的总体设计方案。 

（2）完成系统硬件平台的搭建，在设计系统硬件时按照可移植性、可封装性和

可扩展性的原则，将系统中的硬件划分成满足不同功能的硬件构件。实现了主控芯

片 K60 最小系统、电源系统、GPRS 无线通信模块 MG323、摄像头模块和数据采集

接口模块的硬件设计。 

（3）实现系统软件设计，按照软件工程思想，对软件进行分层设计同时根据功

能将系统划分成不同的模块。运行于远程现场的主控器复用了实验室已有的驱动构

件，实现了所有与本系统相关的功能。运行于数据中心的监控软件根据功能不同划

分为侦听软件和管理软件，负责处理、存储和管理主控器采集并通过 GPRS 网络传

输的现场环境信息和图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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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行系统集成测试，将主控器软硬件以及数据中心服务器软件组成完整的

数据采集系统并对其进行测试，验证本系统应用于智能农业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为

智能农业的数据采集提供经济便捷的管理方式。 

1.5 论文结构 

本文共分为七章，论文的组织结构及各章内容如下： 

（1）第一章为绪论部分。首先介绍课题的研究背景，分析远程数据采集系统的

国内外发展现状，提出基于 GPRS 的远程数据采集系统的必要性。 

（2）第二章为系统总体设计。研究了远程数据采集系统的技术方案并论证其用

于本系统的可行性。首先对系统进行需求分析，清楚系统需要完成的功能；其次按

照可靠性、安全性、可扩展性、易操作性和易维护性的原则设计本系统的总体方案；

将系统分为数据采集终端、主控器、通信链路和数据中心服务器四部分，并且分别

给出了具体设计方案。 

（3）第三章为主控器的软硬件设计。选择 K60 作为主控芯片，将整个主控器硬

件划分为功能独立、复用性强的硬件构件：K60 最小系统、电源系统、GPRS 模块、

摄像头模块以及数据采集接口模块。然后在此基础上完成主控器的软件设计，并详

细描述两个主要模块：摄像头模块和 GPRS 模块的实现方法及过程。 

（5）第四章为通信协议及数据库的介绍。通信协议是主控器和数据中心服务器

通信时必须遵守的准则，而数据库是服务器端软件之间进行数据交互的媒介，它们

在整个系统中起到“翻译”和“桥梁”的作用。 

（4）第五章为运行于数据中心服务器的监控软件的设计。该软件使用 C#语言

开发，遵循软件工程设计思想，采用微软的 SQL Server 作为数据库工具，操作方便，

简单易用。按照功能的不同，将监控软件设计成两个功能独立的软件：侦听软件和

管理软件，它们通过数据库进行数据交互。侦听软件主要负责和主控器通信，参照

软件分层思想，侦听软件分为网络通信层、数据处理层和应用层；管理软件主要负

责数据的统计、显示和下载，按照模块化设计方法将管理软件分成不同的模块，给

开发和维护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6）第六章对系统进行集成测试，将系统的硬件模块和软件模块进行“组装”，

并对“组装”之后的系统进行测试，模拟农业现场数据的采集，完成系统稳定性和

可靠性的测试。 

（7）第七章为总结和展望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且就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

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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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远程数据采集系统的总体设计 

为了满足远程数据采集系统的需求，本文在分析现有数据采集系统的基础上，

结合 GPRS 技术和 Internet 技术，使用嵌入式软硬件构件化思想和层次化思想实现

了远程数据采集系统，并且在智能农业中进行初步应用。下面给出该系统的组成，

主要包括系统设计方案和系统结构两个方面。 

2.1 远程数据采集系统的主要功能 

本文旨在实现一种新型的远程数据采集系统，结合利用嵌入式系统、传感器技

术和无线通信等技术手段，设计出一套功能完善的远程数据采集系统，并且完成相

应的软硬件设计。远程数据采集系统通过数据采集终端采集远程现场的环境数据，

然后通过主控器将获得的最新数据传给数据中心，并且在出现意外情况的时候及时

告警，数据中心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手机终端或者电脑终端发送查询控制命令，获

得相关的历史和实时数据，及时做出决策。 

本系统实现的功能有：参数配置，实时数据采集，实时控制，数据统计，数据

查询。 

1）参数配置 

通过参数配置功能，用户可以很方便地根据实际需求配置不同的参数，例如状

态数据告警的阈值、告警号码的设置和心跳包上传时间间隔等。主控器通过将用户

配置的参数存储在存储介质中保证参数在断电时不丢失，从而增强系统的适应性，

使得系统可以适应不同环境的需求。 

2）实时数据采集 

分布在远程现场的测控终端通过传感器检测实时环境的最新状态，获得例如温

度、湿度、光照度等数据，将这些数据发送给主控器，主控器收到数据之后通过无

线网络传给数据中心，在数据中心完成数据的接收、存储、查询和统计功能，并将

这些信息发放给经过授权的用户。 

3）数据查询 

用户可以通过手机或者电脑发送数据查询命令到主控器，主控器收到命令之后

控制数据采集终端进行相应的数据采集，然后再将结果传给用户终端，便于用户随

时随地了解实时数据；此外用户也可以查询存放在数据库中的历史数据，通过分析

历史数据掌握环境变化规律，做出更好的决策。 



第二章 系统总体设计                                                远程数据采集在智能农业中的应用 

 

4）数据统计 

本系统定期完成历史数据的统计，并将统计结果存放在数据库中，最终以图表

的形式显示给用户，以图看势，用户更容易把握其变化规律，对数据变化一目了然。 

5）意外告警 

本系统具有意外告警的功能，当现场环境数据超出用户设定的告警阈值或者当

主控器与数据中心长时间无法建立连接时，系统自动进行告警。告警的方式有两种：

声光告警和短信告警。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检测现场环境的紧急情况，在第一时间提

醒工作人员，以便及时处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2.2 远程数据采集系统设计方案及组成 

2.2.1 系统设计方案 

1．系统架构方案 

远程数据采集系统主要由四部分组成：数据采集终端、主控器、通信链路和数

据中心服务器，如图 2-1 所示。数据采集终端和主控器安装在远程现场，主要负责

环境和图像信息的采集，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实现与数据中心的数据传输；通信链路

主要用作数据传输的载体，为数据传输提供有效路径；数据中心接收来自主控器的

现场信息，实现数据的处理、存储和统计功能，同时提供信息查询功能，用户通过

浏览器访问服务器获得远程现场的环境和图像信息。数据采集终端由实验室其他同

学负责开发，本系统仅负责预留相应的通信接口与其进行通信从而获得相应的传感

器数据，因此该部分工作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以内。 

 

 

 

 

 

 

 

 

 

图2-1 系统架构图 

主控器的存储介质用于存储配置参数，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自定义参数，例如每

一种农作物来说，环境参数变化应该在一定的适宜生长的阈值范围内，对不同的农

作物设定不同的环境参数，当环境变化超出该阈值时，系统自动进行告警。这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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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使得系统可以更大程度满足不同的应用场景，具有参数动态可配置性。 

2．无线传输方案 

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无线通讯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无线通讯技术多

种多样，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类：适用于短距离通讯的技术，例如红外、蓝牙和

WiFi 等；适用于远距离通信的技术，例如 GSM、GPRS 和 3G 等。选择时要综合考

虑性能和成本，获得较高的性价比。主控器工作在远程现场，因此和数据中心之间

的通信只能采用远距离通信技术。 

GSM（Globem System for Mobile）是早期全球最主要的 2G 标准，能够在低服

务成本、低终端成本条件下提供较高的通信质量。但是 GSM 只能使用短信形式传

送数据，无法提供移动多媒体服务，因此不适合本系统。 

3G（3rd-Generation）是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简称，目前中国的 3G 网络有三

种制式，分别是：WCDMA、CDMA2000 和 TD-CDMA。3G 通信网络在通信速率

和通信质量上更胜一筹，但是目前 3G 的信号覆盖率有所欠缺并且资费比较贵，同

时市场上 3G 模块的价格也要高出 GPRS 模块的价格，因此不适合本系统。 

GPRS 是在 GSM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数据承载和传输方式[10]，具有实时在

线、高速传输和按量计费等特点；并且 GPRS 网络的覆盖范围很广，除了极少数地

区，GPRS 网络在我国已经基本覆盖了所有地区。GPRS 系统采用的分组通信技术令

用户在数据通信过程中并不固定占用无线信道，因此对信道资源能够更合理地应用

[11][12]，特别适合突发性、频繁小流量，偶尔大流量的数据传输，目前对于分布范围

广、数据采集点多以及实时性和稳定性要求较高的场合采用 GPRS 比较适合[13][14]。

待 3G 无盲区覆盖并且资费合理的时候可以将 GPRS 模块替换为 3G 模块，从而平滑

地过渡到 3G。图 2-2 描述了本系统的无线传输方案。 

 

 

 

 

 

图2-2 无线传输方案图 

GPRS 可以和 Internet 结合使用，本系统正是利用 GPRS 网络和 Internet 网络，

很方便地在它们之间进行数据传输。利用远程现场主控器中的 GPRS 模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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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RS 无线网络连接至 Internet，然后通过 Internet 连接至数据中心服务器。 

2.2.2 系统组成 

基于前文所描述的系统设计方案，接下来结合嵌入式系统设计的构件化思想[15]

和分层思想对系统的软硬件总体结构进行详细规划。 

1．硬件设计：主控器 

主控器通过输入接口来感知实际的外界物理量信号，运用微控制器的处理功能，

以输出接口来控制对象的状态或将数据发送给数据中心。本系统主控器的硬件结构

如图 2-3 所示。 

 

 

 

 

 

 

 

图2-3 主控器硬件框图 

主控器主要由通信接口、MCU 模块和无线传输设备三部分组成，具有参数配

置、实时数据采集和远程图像采集等功能。通信接口主要用来与数据采集终端及摄

像头进行通信，获得采集到的实时数据；MCU 模块是整个主控器的“大脑”，用于

分析处理主控器发来的各种数据，同时通过串口发送给无线传输模块。无线传输模

块主要用于主控器和数据中心之间的数据传输，通过串口与主控器连接。最终通过

AT 发送指令[16]将现场数据和图像发送至数据中心服务器。 

2．软件工作：主控器软件、侦听软件和信息管理软件 

本文提出的系统集嵌入式系统、传感器技术和无线通信等技术于一体，采用 B/S

结构的设计方案和“主控器-数据中心”的结构模式。 

如图 2-4 所示，本文讨论的远程数据采集系统的软件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主控

器软件、侦听软件和信息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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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系统软件结构图 

1）主控器软件 

主控器是远程数据采集系统的起点，整个数据传输过程的起点，位于被测环境

现场并与被测数据采集终端通信，因此在整个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主

控器工作正常才能保证整个数据采集系统的正常运行。 

为了使得主控器程序可以在无人状态下连续工作，该程序使用 K60 内部看门狗

定时器定期喂狗，一旦主控器由于干扰造成程序跑飞后，看门狗会强制系统复位，

从而“自动地”从初始状态开始正确运行程序，保证系统稳定运行。 

2）侦听软件 

侦听软件是主控器和信息管理软件数据交互的桥梁。它向下完成与主控器的无

线通信功能，接收从主控器上传的数据同时下发信息管理软件产生的命令；向上实

现与管理软件的数据交互，提供管理软件所需的数据，实现远程数据采集的功能。 

由于本系统对数据可靠性要求较高，为了保证数据无错、可靠地进行传输，在

设计侦听软件时，采用面向连接的 TCP 协议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3）管理软件 

管理软件直接面向用户，提供图形化的操作界面，降低用户的操作难度。该软

件提供所有终端设备的信息，例如安装位置、链接状态等等；具有参数配置功能，

工作人员可以根据需要对参数进行配置，通过管理软件生成参数配置命令，最终参

数存储在主控器的存储介质中；以图形化的方式显示环境信息和图像数据，其中包

括实时信息和历史信息，提供报表生成和打印的功能，实现现场环境参数和图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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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下载打印功能；提供日志记录和用户管理的功能，对用户的操作及权限进行更

加精确的管理。 

2.3 本章小结 

本章详细介绍了系统的整体设计方案及设计依据，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1）对系统进行需求分析，提炼出远程数据采集系统需要实现的功能。 

（2）介绍系统的设计方案，主要包括系统架构和无线传输两个方面。确定了由

数据采集终端、主控器、通信链路和数据中心服务器四部分组成，采用 GPRS 作为

无线传输方式的系统设计方案。 

（3）描述基于该设计方案的系统软硬件结构，从而论证整套方案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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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控器硬件及软件设计 

基于第二章系统的整体分析之后，本章主要完成主控器的软硬件设计与实现。

嵌入式系统通常定义为以应用为中心，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软硬件可裁剪，适用

于对功能、可靠性、成本、体积和功耗有特殊要求的计算机系统[17]。本章首先介绍

主控器的硬件设计，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软件设计，最终完成整个主控器的

开发工作。 

3.1 主控器硬件设计 

3.1.1 总体设计 

本系统在设计时遵循硬件构件原则，嵌入式硬件构件是指将一个或者多个硬件

功能模块、支撑电路及其功能描述封装成可重用的功能实体，并提供一系列规范的

输入/输出接口[18][19]。基于硬件构件的设计原则，在进行系统硬件设计时，需要按照

一定的原则，将系统分成若干个与具体应用无关并且功能独立的硬件构件，然后对

这些构件进行“组装”，完成具体应用系统的设计。 

系统硬件设计逻辑结构如图 3-1 所示。 

 

 

 

 

 

 

图3-1 硬件设计逻辑结构 

主控器的硬件具体由以下五部分组成：MCU 最小系统、电源系统、GPRS 模块、

摄像头模块以及数据采集接口模块。其中 MCU 最小系统设计基于实验室已有的研

究成果。 

3.1.2 MCU最小系统 

本系统基于 GPRS 网络，主要完成远程现场环境和图像数据采集的功能，不仅

要求高速的数据处理能力和较大的数据存储能力，还要求丰富的外设接口与外围模

块进行数据交互，因此选择飞思卡尔K60系列的MK60N512VMD100作为主控芯片。

MCU最小系统电源系统

GPRS模块

摄像头模块

数据采集接口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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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芯片拥有低成本、高性能、高精度的混合信号处理能力[20]，工作电压为 1.71-3.6V，

采用 32 位 ARM Cortex-M4 内核[21][22]，提供高达 100MHz 的 CPU 频率，性能可达

1.25DMIPS/MHz，同时还具有丰富的 I/O 接口[23]。 

MCU 最小硬件系统是指使芯片内部程序正常运行的最小电路[24][25]，也可以包

括写入器接口电路。根据芯片参考手册[26]推荐的最小系统分析可得，K60 最小系统

包括：电源电路、晶振电路、复位电路及 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接口。本

系统最小系统参考《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实践——ARM Cortex-M4 Kinetis 微控制器》

一书，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不再详细描述。 

3.1.3 电源系统 

电源系统是整个嵌入式设备的动力系统，它的稳定性直接影响着整个系统的稳

定性，因此在系统稳定性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无可比拟的地位。在设

计电源系统时，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点： 

（1）输入电压的范围，不同嵌入式系统的输入电压可能会相差很大，需要根据

具体的应用确定，确定输入电压是设计电源系统的第一步。 

（2）清楚整个系统各模块需要的电压，在设计电源系统之前，必须了解系统所

有模块需要的电压，以便使得电源系统可以提供各个模块所需的工作电压，使得所

有模块正常工作，否则可能会因为不能提供充足的电压而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3）在进行电源设计时要将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遵循“单点”接地原则；在

电源处考虑低频和高频滤波，低频滤波电容均匀分布，高频滤波电容必须靠近电源

或者地[27]。 

表 3-1 描述了系统不同元件对工作电压及功耗的需求信息。 

表 3-1 功耗信息 

主要器件 工作电压 功耗 

K60 最小系统 3.3V 0.33W 

GPRS 模块 MG323 4V 8W 

摄像头 5V 与外围设备相关 

根据表 3-1，本系统的电压转换过程如图 3-2 所示。 

 

 

 

 

图3-2 电源系统 

5V DC

4V DC

3.3V DC

220V AC ZY0GB05D

LM2596

AMS11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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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采用 220V AC供电，通过开关电源ZY0GB05D将 220V AC转换为 5V DC

供给系统。根据各模块对电压的要求，再将 5V DC 通过电源转换芯片转换为 4V DC

和 3.3V DC。在电压转换过程中采用了可调整的稳压器 LM2596 和 AMS1117。

LM2596 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生产的 3A 电流输出降压开关型集成稳压芯片[28]，

它内含 150KHZ 固定频率振荡和 1.23V 基准稳压器，具有限制电流、热关断电路等

完善的保护电路，同时该器件只需极少的外围器件便可构成高效稳压电路，因此在

电源系统中选用该芯片用于电压调节。AMS1117 有两个版本：固定输出版本和可调

版本。固定输出电压有 1.5V、1.8V、2.5V 和 3.3V 等，具有 1%的精度[29]，根据不

同元件对工作电压的需求，本电源系统采用固定输出电压为 3.3V 的 AMS1117 芯片。

利用 AMS1117-3.3 将 5V 电压转换为 3.3V 的原理图如图 3-3 所示。 

 

 

 

 

 

 

 

图3-3 AMS1117-3.3电压转换图 

AMS1117-3.3 具有四个引脚：Vin，Vout，Tap 和 Adjust。其中 Vin 接转换之前

的输入电压；Tap 和 Vout 在芯片内部连接，为经过转换之后的输出电压，对于本系

统来说，就是 3.3V 电压。 

芯片运行要求电源稳定，但是实际电源并不稳定，夹杂高频及低频干扰，因此

需要进行电源滤波。在电源引脚附近使用 10uF 和 0.1uF 的电容滤波，10nF 电容对

于滤除低频干扰有较好的作用，但对于高频干扰，无法有效滤除，因此再并一个 0.1uF

的电容滤除高频分量。 

3.1.4 GPRS模块 

本系统选择华为公司生产的 MG323 模块作为 GPRS 模块。MG323 体积小，可

减少 PCB 的空间，支持 GSM850/900/1800/1900MHz 四个工作频段，接收灵敏度为

107dBm，工作温度为-20℃~70℃。同时该模块使用 4V 电压供电，是一款 50 PIN 的

B2B 2G 模块产品，外部提供1个UART，为与MCU之间的通信提供稳定的接口[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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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描述了 MG323 模块的应用框图，其主要包括串口（UART）、SIM 卡、

模拟语音、电源、状态指示、开关机和重启模块。根据实际需求，本系统仅使用了

部分功能，其中不包括模拟语音和状态指示功能。 

 

 

 

 

 

 

 

 

 

 

 

图3-4 MG323应用框图 

MG323 的原理图如图 3-5 所示，该模块共有 50 个引脚[31]，但是只需 K60 提供

5 个引脚：DATA_TX, DATA_RX, PWRON, RESET 和 RING。其中 DATA_TX 和

DATA_RX用于GPRS模块MG323和主控芯片K60之间的数据传输；RING、PWRON

和 RESET 引脚分别用于提供中断、开关机信号和复位信号。 

 

 

 

 

 

 

 

 

 

 

图3-5 MG323原理图 

芯片提供服务的引脚也可称为 I/O 端口资源类引脚。K60 具有多达 100 个 I/O

MG323 GPRS模块
天线接口

应用接口

UART SIM
模拟

语音
电源

状态

指示

开关

机
重启

通过串口与K60

进行数据传输

连接SIM卡模块

连接K60的GPIO
引脚，用于控制

模块的开关机

连接K60的GPIO
引脚，用于控

制模块复位

连接电源系统

VCC 4V引脚，用

于模块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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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脚。其中 A 口 26 个，B 口 20 个，C 口 20 个，D 口 16 个，E 口 18 个，每个引脚

均具有多个功能，有关这些引脚的简单说明参见表 3-2。 

表 3-2 K60 I/O 端口资源类引脚 

表 3-3 为 GPRS 模块 MG323 和主控芯片 K60 之间的引脚连接说明。DATA_TX, 

DATA_RX, PWRON, RESET和RING五个信号分别由的 PTA0和 PTE[24~25，27~28]

控制。 

表 3-3 MG323 和 K60 引脚连接 

MG323 引脚 K60 引脚 说明 

17 引脚 DATA_TX 45 引脚 PTE24 接收来自 K60 的数据 

15 引脚 DATA_RX 46 引脚 PTE25 向 K60 发送数据 

32 引脚 RING 50 引脚 PTA0 用于提供中断信号，该功能预留，目前未使用 

41 引脚 PWRON 48 引脚 PTE27 提供 MG323 的开关机信号 

40 引脚 RESET 49 引脚 PTE28 提供 MG323 的复位信号 

GPRS 数字移动电话手机必须装上 SIM 卡（Subscriber Identity Module，客户识

别模块）方能使用，否则只能拨通由网络中心许可的几个紧急号码，如 110、119

等。SIM 卡带有 MCU 芯片，主要由 5 个模块组成：CPU、程序存储器 ROM、工作

存储器 RAM、数据存储器 EEPROM 和串行通信单元[32]。这 5 个模块被封装在 SIM

卡铜质接口内，通过卡面上的铜质接口来连接卡内逻辑电路。SIM 卡在与 GPRS 模

块连接时至少需要 5 根线：电源（VCC）、时钟（CLK）、数据 I/O 口（Data）、复位

（RST）和地线（GND）。VPP 为 SIM 卡的编程供电，一般都与电源 VCC 相连。SIM

卡模块原理图如图 3-6 所示。 

端口名 引脚数 引脚名 功能描述 

A 26 
PTA[0~19] 

PTA[24~29] 
JTAG/Enet/EXTAL/FTM/ADC/TSI/SPI/UART/I2S/CMP/GPIO 

B 20 
PTB[0~11] 

PTB[16~23] 
ADC/CMP/TSI/Enet/FTM/UART/SPI/I2S/CAN/GPIO 

C 20 PTC[0~19] ADC/CMP/TSI/FTM/I2S/UART/SPI/CAN/I2C/GPIO 

D 16 PTD[0~15] ADC/FTM/UART/SPI/I2C/SDHC/GPIO 

E 18 
PTE[0~12] 

PTE[24~28] 
ADC/FTM/UART/SPI/I2C/I2S/SDHC/GPIO 

总数 100   

 

 

 

 

图3-6 SIM卡模块原理图 

数据I/O口

接地 GND

编程供电 VPP

时钟 CLK

复位 RST

电源 V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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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RS 模块通过 VCC 供给 SIM 卡芯片所需的电压之后，再通过 SIM 卡管理单

元送出SIM卡时钟和SIM卡复位信号，并在CPU和SIM卡之间建立一条数据链路；

当供电、复位、时钟条件具备之后，SIM 卡通过 DATA 引脚作出回应，CPU 收到响

应信号，确认 SIM 的存在之后就开始与 SIM 卡通信，进行用户身份鉴别等操作。 

3.1.5 摄像头模块 

实际应用中，往往希望使用摄像头采集图像数据，因此本系统带有摄像头模块。

成都蓝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LJ- DSC03 系列串口摄像头是一款拥有 200 万像素的

嵌入式数字摄像头。可通过 TTL 进行数据传输，接口简单，容易扩展；同时采用专

用图像压缩 DSP 微处理器进行图像的压缩处理，直接输出 JPEG 格式图片，画面清

晰，色彩逼真。 

LJ-DCS03 系列串口摄像头与外部处理器的通讯接口定义和描述如图 3-7 所示。 

 

 

 

 

 

 

 

 

图3-7 摄像头通信接口 

本系统采用 TTL 接口与 K60 的 UART 引脚直接对接，将摄像头输出的 TTL 数

据信号直接传送到微控制器输入接口，然后再根据通信协议获得图像数据。 

3.1.6 数据采集接口模块 

主控器通过 Zigbee 网络与数据采集终端进行通信，获得数据采集终端上传的状

态数据同时下发数据采集命令。本系统通过串口与 Zigbee 模块进行数据传输，由

Zigbee 模块负责将数据传送至数据采集终端。因此在进行硬件设计时仅需要预留对

应的串口即可。 

 

TTL：GND TX RX +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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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控器软件设计 

嵌入式系统是硬件与软件的结合体，需要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相辅相成[33]。嵌

入式构件分为硬件构件和软件构件[34]。嵌入式硬件构件前一节已经详细描述，这里

不做过多讨论。嵌入式软件构件（Embedded Software Component, ESC）[35]是实现一

定嵌入式系统功能的一组封装的、规范的、可重用的、具有嵌入式特性的软件单元。 

图 3-8 为本系统主控器软件构件开发设计的层次模型。 

 

 

 

 

 

 

 

 

 

图3-8 主控器软件构件层次模型 

从图 3-8 中可以看出，整个主控器的开发分为四个层次进行：硬件构件层、底

层软件构件层、高层软件构件层和应用层。软件构件基于硬件构件之上，是对硬件

构件的封装。底层软件构件与硬件驱动直接打交道，涉及寄存器的配置，同时它又

是其他软件层的基础，为高层软件构件层提供统一的接口，因此该层的软件复用度

最高，软件质量的好坏至关重要。高层软件构件层位于底层软件构件层之上，可直

接调用底层软件层封装好的功能构件[36]，该层软件与具体的系统应用相关，可以调

用一个或者多个底层软件构件组装成系统所需的通用构件。应用层是高层构件和底

层构件的具体应用，与实际的业务逻辑紧密相关。 

软件构件化思想及层次化思想[37]给主控器的开发和测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基

于构件的软件开发方法使系统具有易于维护、更新、定制和移植等特点。对于开发

来说，开发人员可以仅关注整个系统的某一层，利用接口函数调用底层提供的功能，

而不用了解具体的实现细节，降低了开发的难度；对于测试来说，将整个软件分成

功能独立的模块，有利于模块测试，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快速定位[38]；对于维护和

升级来说，如果某一层发生变动，仅需把新的层次替换原有的层次即可，不会影响

其他层的开发，降低了软件的耦合度，同时也降低了维护和升级的难度[39]。 

用户应用程序

底层硬件构件

ADC PIT GPIO UART FLASH

Light构件 GPRS构件

硬件构件层

应用层

底层软件构件层

高层软件构件层Camera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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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总体设计 

在无操作系统的嵌入式软件开发过程中，典型的应用系统程序都是由前台主循

环和后台中断服务程序（ISR）组成。主循环和中断服务程序之间的数据交换通过

事件标志和数据缓冲区来实现。主循环中执行系统的主要任务，当有中断发生的时

候系统会保存当前的程序现场，根据发生的中断类型执行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中

断任务完成之后再返回原来的主程序继续执行。 

就本系统而言，具体来说，系统上电之后首先禁止总中断，防止在随后进行的

芯片和硬件模块初始化过程中产生中断，影响系统正常的初始化；第二步就是完成

芯片初始化，内存分配管理，以及各硬件模块的初始化工作，初始化工作完成之后

系统就可以打开并处理各种中断；第三步也是系统实现参数可配置的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读取 FLASH 中存储的可配置参数；成功获得参数之后第四步就是根据这些参

数配置并初始化相应的模块，从而实现参数可配置，并且为接下来的通信做好准备。

至此，微控制器的初始化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接下来可以处理系统的主要任务。 

主控器主要完成数据采集的功能，因此在主循环中主要包括 5 个任务：GPRS

发送数据任务、GPRS 接收数据任务、心跳包发送任务、信息采集任务以及 GPRS

链路检测任务，其主程序流程图设计如图 3-9 所示。 

中断服务程序主要包括串口接收中断和定时器溢出中断。微控制器 K60 和

GPRS 模块 MG323 之间通过串口进行通信，最终由 MG323 模块完成主控器和微控

制器之间的 GPRS 通信。GPRS 数据的处理通过两个缓冲区——发送数据缓冲区和

接收数据缓冲区来完成。当发送数据时系统将要发送的数据放入指定的全局队列缓

冲区中，GPRS 发送数据任务将发送队列缓冲区中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给 GPRS 模

块；接收数据时，当 GPRS 模块有数据到达的时候会产生串口中断，在串口中断中

将数据放入接收队列缓冲区中而不做任何处理，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中断服务程序

占用大量时间，影响主程序和其他中断任务的执行。GPRS 接收数据模块负责从接

收数据缓冲区中取出接收到的数据，根据通信协议解析并且执行解析之后得到的命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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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主程序流程图 

在系统测试的过程中发现 GPRS 在长时间没有数据收发的情况下会出现掉线的

问题。经过研究发现这是因为当 GPRS 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数据传输时，GGSN 将判

定此次网络链路占用信道，会自动降低该信道的优先级别或者将该链路断开。为了

防止 GPRS 自动掉线的情况，设计时增加了心跳包发送模块，主控器每隔一定的时

间就上传一次心跳包，从而保证 GPRS 长时间在线。 

此外，受信号覆盖强度的影响，GPRS 通信过程中会产生由于信号不稳定造成

连接失败的情况，针对这个问题可以采取建立专线通信的办法，但是这样做无疑会

增加硬件成本，为了降低硬件成本本系统选择使用 AT 指令检测 GPRS 链接情况，

如果检测到通信链接失败则复位 GPRS 模块以便重新进行连接。 

关中断

开始

芯片初始化

内存分配管理

开中断

加载可配置参数

GPRS模块初始化

主循环

运行系统指示灯

GPRS发送数据处理

GPRS接收数据处理

发送心跳包

数据采集

GPRS链路状态检测

接收数据
缓冲区

发送数据
缓冲区

接收一个
字节数据

将数据放
入缓冲区

结束

向GPRS模块
发送数据

结束

串口接收
处理函数

串口发送
处理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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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图像采集 

图像采集模块使用成都蓝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LJ- DSC03 系列串口摄像头，

该摄像头中带有专用图像压缩 DSP 微处理器，可以对采集到的图像进行压缩处理，

生成 JPEG 格式[40]的文件。JPEG 图像比较小，可以节省存储空间，尤其适合对存储

空间比较珍贵的嵌入式产品；其次本系统采用 GPRS 无线通讯方式，使用 JPEG 格

式可以降低网络流量，较少图片的传输时间。 

在进行拍照之前，摄像头首先要完成初始化工作，主要包括：（1）传感器初始

化；（2）设置串口传输的波特率；（3）设置每一帧图像数据的大小（默认为 512 字

节）；（4）设置所需拍摄的图片大小；（5）设置图片的压缩率。 

初始化工作完成之后就可以开始拍照了，具体拍照流程如图 3-10 所示。 

主控器发送拍照命令，摄像头收到命令之后根据自身的状态做出应答，花费一

定的时间完成拍照过程，然后向主控器发送拍照完成命令，并且告知其所拍照片的

实际大小。由于图像数据量比较大，因此将图像封装成数据帧的形式一帧一帧传输，

 

 

 

 

 

 

 

 

 

 

 

 

 

 

 

 

图3-10 图像采集流程图 

主控器发送拍照命令

开始

摄像头执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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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器根据照片的大小和每帧所含数据的大小计算出实际的数据帧数目，然后一帧

一帧进行接收，直至最后一帧数据传输结束。由于图像大小不一，因此最后一个数

据帧的大小是不确定的，其所含数据量为图像总大小除以每帧图像数据的余数。主

控器接收完数据之后存在自身 FLASH 中，并利用 GPRS 模块将图像数据传输给数

据中心服务器。 

3.2.3 MG323驱动程序 

1．通信及初始化过程 

GPRS 是一种基于 GSM 系统的无线分组交换技术，提供端到端、广域的无线 IP

连接[41]。通过 GPRS 可以与实现 Internet 标准的服务器进行通信，具体的通信原理

如图 3-11 所示。 

 

 

 

 

 

 

 

 

 

 

图3-11 GPRS通信原理图 

主控器利用 GPRS 通信模块通过 GPRS 网络完成与连接至 Internet 的服务器通

信：GPRS 通信模块将分组数据发送至 GSM 基站 BBS 并且通过基站发送到 GPRS

服务支持节点（SGSN），SGSN 与网关支持节点 GGSN 通过基于 IP 协议的 GPRS

骨干网进行通信，最终由 GGSN 将数据处理之后发送至 Internet。 

MG323 具体的入网操作步骤如下[42]： 

（1）GPRS 模块上电，利用 AT+CPIN?检测 SIM 卡是否工作就位。 

（2）利用 AT^SICS 和 AT^SISS 设置 Internet 连接的所有参数，例如， 

AT^SISS=0, address, \"socktcp://192.168.12.6:8088”表示打开 TCP 连接，目标服

务器 IP 地址为 192.168.12.6，目的端口号为 8088，设备使用的链接号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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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行 GPRS 网络附着和注册，连入 IP 网络，并返回一个动态分配的 IP 地

址，此时 MG323 完成认证并已经连接到了 Internet。 

（4）使用 AT^SISO 指令打开 Internet 服务。 

2．驱动程序设计 

MG323 GPRS 模块在实际使用时主要完成：模块初始化，打开 TCP Socket 连接，

发送接收数据以及关闭网络连接。GPRS 模块初始化函数如下所示： 

//============================================================================ 

// 功    能：初始化 MG323 模块，清空 GPRS 数据缓冲区，完成网络参数的配置    

// 参    数：pgprsdatalist：数据链表 

//           pgprsfreelist：空闲链表 

// 返    回：0——初始化成功 

        1——GPRS 模块上电失败 

        2——回显模式关闭失败 

        3——SIM 卡检测失败 

        4——网络注册失败 

//============================================================================   

uint8 GPRSInit(struct list_head* pgprsdatalist, struct list_head* pgprsfreelist) 

{  

 //数据空闲链表 

 s_tGPRSInfo.pgprsdatalist = pgprsdatalist; 

 s_tGPRSInfo.pgprsfreelist = pgprsfreelist; 

 

 //GPRS 模块上电 

 if(GPRSStart() != eGPRSRET_NONE) 

 { 

  return eGPRSRET_SETBAUD; 

 } 

 FeedTheWatchDog(); 

 

 //检测 SIM 卡 

 if(GPRSDetSIM()!= eGPRSRET_NONE) 

 { 

  return eGPRSRET_SETSLEEP; 

 } 

 FeedTheWatchDog(); 

 

 //网络注册 

 if(GPRSRegNet() != eGPRSRET_NONE) 

 { 

  return eGPRSRET_REGNET; 

 } 

 FeedTheWatchDog(); 

 

 return eGPRSRET_NONE; 

} 

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仅给出 GPRS 模块初始化函数的部分代码，其它驱动函数

如表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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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GPRS 模块主要函数列表 

函数名 参数 功能 返回值 

uint8 GPRSOpenLink(const uint8* 

ip, uint16 port, uint8 linkNum, uint8 

linkType) 

ip: 目的 IP 地址 

port: 目的端口号 

linkNum: 打开的链接

号，有 1，2，3 三个链

接号  

linkType: 打开的链接

类型，1-TCP, 2-UDP 

 

 

建立 TCP/UDP 链接 

0-打开链接成功或

者链接已经打开；

1-打开链接失败，

需要重新打开； 

2-输入参数有误 

uint8 GPRSCloseLink(uint8 

linkNum) 

linkNum: 待关闭的链

接号 

关闭指定的

TCP/UDP 链接 

0-链接关闭成功；

1-链接关闭失败，

需要重新关闭； 

2-输入参数有误 

uint8 GPRSSendData(uint8 linkNum, 

uint8* pbuf, uint16 len) 

linkNum: 发送数据的

网络链接号 

pbuf: 存放待发送的数

据 

len: 待发送的数据长度 

 

通过 GPRS 发送数据 

0-发送数据成功；

1-发送数据失败；

2-发送缓冲区满；

3-输入参数有误；

4-超时错误 

void GPRSDataRecProc(void) 无 从串口接收数据，如

果是 GPRS 数据帧则

放入全局队列缓冲区

等待处理 

无 

uint8 GPRSGetLinkCSQ(uint8* 

pcsq) 

pcsq：存放信号质量 获得当前链接的信号

质量 

0-查询成功 

1-查询失败 

3.3 本章小结 

主控器是整个远程数据采集系统数据流的起点，本章完成了主控器的软硬件设

计，主要工作如下： 

（1）给出本系统的硬件设计总体框架，具体来说，主要由 MCU 最小系统、电

源系统、GPRS 模块、摄像头模块和 AD 采集模块这五部分组成。 

（2）详细介绍硬件构件的五大部分，给出了具体的电路原理图并且对电路工作

原理进行剖析，使得用户既可以重用这些硬件构件，还可以深入领会硬件构件思想

方法的应用。 

（3）给出主控器主程序的设计流程，详细描述 GPRS 模块 MG323 初始化、入

网过程以及数据的收发过程，并且给出了驱动程序的函数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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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通信协议及数据库的设计 

通信协议是主控器和数据中心服务器之间进行通信时需要遵循的准则，数据库

是服务器端软件之间进行交互的基础，它们在整个系统的数据传递中起到举足轻重

的作用。 

4.1 通信协议的设计 

为了保证主控器和服务器之间通信的可靠性，本系统采用基于 ACK 确认机制

的数据通信协议。由服务器主动发起数据帧，主控器收到数据帧之后进行处理，并

且对每一个收到的数据帧都要发送确认帧，以便服务器端跟踪数据帧的传输和处理

情况，防止由于通信不稳定造成丢帧。服务器向主控器主要发送两种类型的数据帧：

命令帧和状态请求帧。对于命令帧，主控器返回命令执行的结果；对于状态请求帧，

主控器在进行状态查询之后返回相应的状态数据帧，其中包含服务器请求的状态数

据。本文所讨论的数据帧都是基于 TCP/IP 协议之上的应用层数据帧。 

4.1.1 数据帧格式 

为了统一通信协议，不论是服务器发往主控器的还是主控器发往服务器的数据

均采用相同的数据帧格式，通过使用不同的命令字区分数据帧类型。具体的数据帧

格式如表 4-1 所示。 

表 4-1 数据帧格式 

帧头 ID 主控器地址 命令字 命令内容 校验码 帧尾 

0x53 4Byte 地址（6Bytes） 2Byte NByte 1Byte 0x54 

帧头帧尾采用固定格式的字符，如果在命令内容中出现与帧头帧尾相同的字符，

则需要转义，转义字符为 0x55；发送帧中 4 字节的 ID 用于对数据帧进行标识，返

回帧中 4 字节的 ID 用于表示该返回帧对应的发送帧，从而形成对应关系；校验码

是去除帧头帧尾之后的数据帧累加和，用于对数据帧进行校验，提高传输的准确率；

本系统采用变长数据帧格式，数据帧的长短根据具体的通信协议而定，这样可以提

高传输效率，减少不必要的通信开销。 

4.1.2 常用协议 

表 4-2 为服务器向主控器发送帧的通信协议，包括命令字、命令含义、命令内

容及相关说明，由于篇幅受限，这里只列出部分重要命令。 



远程数据采集在智能农业中的应用                                     第四章 通信协议及数据库的设计 

25 

表 4-2 发送帧通信协议 

命令字

（2Bytes） 

命令含义 命令内容 

（NBytes） 

说明 

0x000A 查询主控器心跳

包上传时间 

无内容 主控器正确接收后返回心跳包

上传时间，否则返回错误应答帧 

0x000B 设置主控器心跳

包上传时间(默认

60 秒，有效数据

默认不上传) 

有效数据上传开关（1B）： 

0：关，非 0：开 

心跳包上传时间（2B）： 

0：关闭心跳包上传功能，非 0：上传时

间，单位秒； 

主控器收到后，根据接收与设置

情况返回应答帧 

0x0012 手机告警功能开

关状态查询 

无 主控器正确接收后返回手机告

警功能开关状态应答帧，否则返

回错误应答帧 

0x0013 手机告警功能开

关状态设置 

开关标志（1B） 

0：关闭手机告警； 

非 0：开启手机告警功能； 

主控器收到后，根据接收与设置

情况返回应答帧 

0x0014 手机告警号码查

询 

无 主控器正确接收后返回手机告

警号码应答帧，否则返回错误应

答帧 

0x0015 手机告警号码设

置 

m 组手机号(11B * m) 

手机号（11B）：如

0103090102030405060708 按数值传入； 

主控器收到后，根据接收与设置

情况返回应答帧 

0x100A AD 值查询 m 组（AD 号（1B）*m） 主控器正确接收后返回指定 AD

号的当前AD值（应答帧 A006），

否则返回错误应答帧 

表 4-3 为接收帧通信协议，即主控器向服务器发送命令，包括命令字、命令含

义、命令内容及相关说明，由于篇幅受限，这里只列出部分重要命令。 

表 4-3 接收帧通信协议 

命令字

（2Bytes） 

命令含义 命令内容 

（NBytes） 

说明 

0x8000 应答帧 应答字（2B）： 

0x0000：正确接收； 

0x0001：校验和错误； 

……. 

0x100A：AD 值查询失败 

服务器无需应答 

0x8006 心跳包上传时

间应答帧 

心跳包上传时间（2B）： 

0：关闭心跳包上传功能； 

非 0：上传时间，单位秒 

服务器无需应答 

0x800B 手机告警功能

应答帧 

开关标志（1B） 

0：关闭手机告警； 

非 0：开启手机告警功能 

服务器无需应答 

0x800C 手机告警号码

应答帧 

m 组手机号(11B * m) 

手机号（11B）：如

0103090102030405060708 按数值传入 

服务器无需应答 

0xA006 AD 采集应答帧 m 组（AD 号(1B)+AD 采样值(2B)） 服务器无需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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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数据库的设计 

按照系统体系结构的模块化思想，将整个服务器软件分为侦听软件和管理软件，

使得它们相互独立，各司其职。但是作为整个系统，不同模块之间的交互必不可少，

数据交互使得不同模块之间耦合在一起。管理软件将控制命令存储在数据库中，侦

听软件周期性地扫描数据库，将未处理的控制命令从数据库中取出并下发给主控器；

主控器将状态信息上传给侦听软件，经过简单解析之后，这些状态信息被存储在数

据库中以供管理软件查询。在整个系统中，数据的交互贯穿于不同的模块之间，因

此数据库在本系统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数据库的设计也显得尤为重要。 

4.2.1 数据库结构 

设计良好的数据库有助于减少数据冗余，提高数据处理效率，增强数据库的可

扩展性。本系统的数据库设计主要分为以下八张表：  

1．网络通信层 

心跳包表用于记录所有主控器和服务器之间的通信质量和心跳包上传时间。主

控器周期性地向服务器发送心跳包，每个心跳包都带有通信质量指数，服务器收到

心跳包经过解析之后得到通信质量，同时记下该心跳包的时间。利用心跳包可以防

止 GPRS 长时间没有数据传输造成的掉线，也可以了解当前主控器和服务器之间的

通信质量以及根据最近一次的心跳包时间判断主控器是否处于连接状态。 

2．数据处理层 

1）命令发送表 

该表存储了所有向主控器发送的命令，这些命令包括未发送的、发送成功的和

发送失败的，通过处理字段（HandleFlag）标识：0—未发出去；1—命令已经发送

但没有收到应答；2—已经收到命令执行成功应答；3—已经收到命令执行失败应答。

用户通过操作 Web 网页产生各种命令插入数据库中，侦听程序通过检测未发送的命

令，将数据库中待发送的命令按照通信协议组成命令帧发送出去，并且将相应的处

理标志置位。命令发送完之后的一段时间通过检测处理标志位就可以知道该命令的

执行状态，从而通知用户命令执行的结果。 

2）现场状态表 

该表用于存储主控器向服务器上传的现场状态信息，包括温度、光照强度和现

场图片信息。侦听程序每次收到最新的状态帧会更新该表，由于图像数据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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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不直接保存在数据库中，而是保存在固定的路径下，在数据库中仅保存图像路

径和名称，这样可以防止数据库过度膨胀[43]。状态统计和故障告警都要基于该表中

的数据。 

3．应用层 

1）主控器信息表 

主控器信息表用于存储由 MControllerID 作为主键的主控器配置信息，该部分

信息和具体应用无关，包括该主控器的编号，GPRS 模块对应的全球唯一 IMEI 号，

主控器所连接数据中心服务器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心跳包上传时间间隔以及协议、

软件、硬件的版本号。 

2）应用程序信息配置表 

应用程序信息配置表用于存储由 MControllerID 作为主键的应用程序配置信息，

该部分信息与具体的应用程序相关，不同的应用场景可以定制不同的表，包括温度、

光照告警信息的上下限，手机告警功能开关，手机告警号码以及声光告警开关。用

户可以设置告警功能的开关，当现场的环境超过事先设定的上下限时，系统进行声

光告警，并自动发短信给告警号码通知相关人员。 

3）状态统计表 

用于存放状态统计的结果，方便用户进行查询。根据用户需求将环境因子分为

不同等级，统计不同时段环境因子的范围。侦听程序根据 DirStatus 表中的数据通过

状态统计算法统计出每个数据采集终端在各个时段的状态，用户通过查询状态统计

的结果，更好地掌握远程现场的第一手数据，从而进一步加强对远程现场的监测。 

4）用户信息表 

该表用于存放所有用户的信息。最重要的功能是控制用户权限，不同的用户具

有不同的权限，只有在权限范围内的用户才可以进行相应的操作。浏览器是每一台

计算机都已具备的，如果不建立一个完整的权限检测机制的话，那么一个“非授权

用户”很可能通过浏览器就能轻易访问到 B/S 系统中的所有功能。因此 B/S 系统都

需要有一个或多个权限系统来实现访问权限控制，让经过授权的用户可以正常合法

的使用已授权功能，而那将些未经授权的“非法用户”彻底地“拒之门外”[44]。 

5）用户操作记录表 

该表用于存放用户操作记录。不同的用户通过浏览器就可以登录到系统操作，

将用户的操作记录下来，管理员可以在用户操作失误的时候查看用户操作记录，快

速掌握情况，纠正用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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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数据库操作 

1．数据库连接字符串 

服务器端软件基于.NET 框架开发，该框架可以利用配置文件保存项目的配置信

息。配置文件的文件后缀一般是.config，每个配置文件都是基于 XML 的文本文

件。.Net 2.0 的配置文件中新增加了一个节点<connectionStrings>，这个节点是专门

用于存储数据库连接字符串。利用<connectionStrings>节点可以对数据库连接字符串

统一管理，如果将来数据库配置信息发生了变化，仅仅需要用记事本打开.config 文

件编辑相关设置就可以重新正常使用，非常方便。<connectionStrings>的具体用法如

下所示： 

<connectionStrings> 

  <add name="SYConnectionString" connectionString="Data Source=(local);Initial Catalog=Dev; 

Integrated Security=True" providerName="System.Data.SqlClient" /> 

</connectionStrings> 

其中，name 是连接字符串的名字，用来标识具体的连接字符串；connectionString

存储连接字符串的配置；Data Source 用于指定数据库服务器名称；Initial Catalog 指

定数据库名；Integrated Security 指定身份验证方式，True 表示采用 Windows 身份验

证，使用当前的 Windows 帐户凭据进行身份验证，为 False 时，需要在连接中指

定用户 ID 和密码；providerName 指定数据库驱动的类型，可以使用 SQL Server，

Oracle 和 Access 数据库。 

应用程序中获取 connectionString 的方法如下： 

private static string ConnStr = ConfigurationManager.ConnectionStrings["SYConnectionString "].ToString(); 

使用 ConfigurationManager 可以读取 config 文件中的应用程序配置。根据数据

库连接字符串的名字检索需要使用的数据库连接字符串。 

2．数据库操作函数 

将所有数据库操作封装在公共类 DataBaseFunction 中，在需要的地方进行调用。

这样做可以对数据库操作统一管理，避免大量的数据库操作函数分散在代码中，给

修改带来不便。数据库查询的实现代码如下： 

//============================================================================ 

// 功    能：由 sql 查询语句得到 DataTable    

// 参    数：sql 查询语句 

// 函数调用：SqlDataAdapter.Fill                     

// 返    回：以 DataTable 的形式返回查询结果 

//============================================================================         

public static DataTable ExecuteQueryReturnDT(string myCommandStr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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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数据库连接 

      using (SqlConnection connection = new SqlConnection(_connectionString)) 

      { 

          DataTable dataTable = new DataTable(); //存放查询结果的数据表 

          try 

          { 

              if (connection.State == ConnectionState.Closed) 

              { 

                  connection.Open();       //打开数据库连接 

              } 

              //将查询保存在 SqlDataAdapter 中 

SqlDataAdapter myAdapter = new SqlDataAdapter(myCommandString, connection); 

myAdapter.Fill(dataTable);   //将查询结果填充至 DataTable 

              return dataTable; 

          } 

          catch (Exception ex) 

          { 

              connection.Close(); 

          } 

          return dataTable; 

      } 

  } 

以上数据库查询的主要步骤分为：（1）创建数据库连接。（2）将查询保存在

SqlDataAdapter 中。（3）使用 DataAdapter 对象的 Fill 方法将数据填充到 DataTable

中。（4）返回查询结果。 

4.2.3 数据库高可用性 

数据安全是数据库的生命，在对数据库的应用过程中，人为误操作、恶意破坏、

系统的不稳定、硬件损坏等情况，都可能造成重要数据的丢失，从而给用户带来巨

大的损失，因此我们要提前做好数据库的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策略，当意外发生的

时候尽可能地保护数据[45]。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提高数据库的高可用性： 

1）数据库备份与恢复策略 

简单来讲，就是平时用什么样的方法备份数据库，备份文件如何管理，遇到灾

难的时候，如何利用数据库备份恢复数据。简单的备份与恢复策略需要花费的人力、

物力比较少，遇到灾难的时候恢复的数据也比较有限；复杂的备份与恢复策略平时

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比较多，但是在遇到灾难的时候会尽可能地保护数据，因此

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选择，平衡这两方面的需求。 

2）使用数据库镜像 

数据库镜像会为目标数据库创建一个副本数据库。这两个数据库分别运行在不

同的 SQL Server 数据库实例上，它们之间通过建立会话（Session）进行通信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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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保持数据同步。当目标数据库服务器发生损坏时，可以通过手工恢复镜像数据

库中的数据保证数据不丢失。 

3）设计数据库故障转移群集 

所谓 SQL Server 故障转移群集就是将 SQL Server 部署在 Windows 群集的多个

节点上，组成一个虚拟的 SQL Server 实例。如果当前运行 SQL Server 实例的节点不

可用，节点之间会自动进行故障转移并把 SQL Server 切换至正常节点继续运行，不

会影响应用程序的运行，从而大大提高数据库服务器的高可用性，降低数据库服务

器的故障发生率。 

由于本系统可以容忍少量数据的丢失，同时考虑到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所

以采用相对简单、成本较低的数据库备份与恢复策略，定期做好数据库的备份，防

止数据库服务器发生意外时造成数据完全丢失，确保数据库在灾难发生之后可以恢

复到预期的状态。数据库进行备份的时候磁盘备份作业占用一定的硬件资源，会对

数据库的访问性能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为了降低数据库备份对用户的影响，本系统

在每天凌晨一点开始对数据库进行备份。 

4.3 本章小结 

本章描述通信协议和数据库的的制定与设计，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1）介绍基于 ACK 机制的数据通信协议，该协议采用变长字段存储数据，避

免了当数据量小时定长数据帧带来的浪费资源的情况，提高了实际传输效率，增强

系统的灵活性与可配置性。 

（2）描述常用的通信协议并对每条协议进行详细说明，使得用户既可以参考这

些协议的设计，还可以深入领会协议可扩展性的具体实现。 

（3）完成数据库结构的设计，并对数据库操作统一进行管理，提高监控软件的

可维护性。 

（4）给出数据库高可用性的方案，以便在系统出现故障时尽可能地保护数据，

减少数据丢失，提高整个系统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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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监控软件的设计 

监控软件是远程数据采集系统的服务器端软件，运行于数据中心服务器，是整

个系统的“神经中枢”，是管理人员下发控制命令以及收集现场状态信息的指挥官。

本文介绍的基于 GPRS 的远程数据采集系统以先进的软硬件技术为基础，通过集中

式的信息数据库，将远程现场状态信息的采集，数据采集终端的控制，数据的传输、

存储、分析和发布等功能有机结合，最终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共享数据的目

的。 

本监控软件采用模块化的开发方法，整个可配置监控软件被分解成功能独立的

模块，即完成与主控器之间数据通信任务的侦听软件以及完成农田现场状态显示、

故障告警、数据统计、报表生成、用户管理等功能的管理软件。这样设计可以将显

示模块与业务逻辑模块分离，业务逻辑和显示格式无关，每个业务逻辑模块可以有

不同的显示方式，相同的显示模块也可以用于不同的业务逻辑模块，从而降低了不

同模块之间的依赖性，提高了程序的可维护性、可移植性、可扩展性与可重用性，

降低程序开发、维护和扩展的难度。 

5.1 监控软件总体设计及功能划分 

根据完成功能的不同将服务器端软件分成侦听软件和管理软件两个部分。其中

侦听软件完成与安装在远程现场的主控器之间的数据通信功能，处理接收到的状态

数据，并负责将用户通过直接操纵管理软件产生的命令发送给主控器；管理软件负

责显示信息数据、生成报表、记录日志并提供用户直接控制的操作界面。图 5-1 为

监控软件总体概览图。 

 

 

 

 

 

 

 

图5-1 监控软件总体概览图 

侦听软件使用 C#语言进行开发，通过 Socket 网络编程技术完成数据通信任务，

参数配置 数据显示

日志记录 数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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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软件

数据通信处理 侦听软件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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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对远程现场信息的接收、存储、分析以及对控制命令的发送等操作。管理软件

基于 ASP.NET 动态网页技术开发设计，配合 SQL Server 数据库技术，实现远程数

据信息的显示和用户管理等操作。将整个软件分解成两个不同的软件模块，明确划

分了软件的业务层次，使得不同层的软件开发人员仅关注整体结构中的某一层即可，

简化了软件开发难度，有利于程序标准化。 

5.1.1 侦听软件的主要功能 

侦听程序负责主控器和管理软件之间的通信，在整个系统架构中起到了“通信

桥梁”的作用。其获取用户通过管理软件下发到数据库的命令，将这些命令按照通

信协议封装成数据帧，通过 GPRS 网络发送给主控器，主控器收到数据帧之后根据

通信协议进行解析，然后执行相应的命令；同时该软件接收主控器上传的包含各种

状态信息的数据帧，按照通信协议解析之后将获得的状态数据存入数据库，管理软

件通过查询数据库获得各个数据采集终端的状态信息并提供给用户。 

5.1.2 管理软件的主要功能 

管理软件主要负责远程数据采集终端的监测、系统告警、用户管理等。其中最

重要的功能是完成远程数据采集终端的监测，包括显示配置信息及主控器上传的数

据采集终端的信息。该软件提供友好的图形化界面供用户操作，减少操作的复杂性，

降低对操作人员专业知识的要求，降低培训成本。 

将侦听软件和管理软件分开设计的思想，使得我们可以为不同的用户定制不同

的人机交互接口，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可以复用业务逻辑，降低软件开发

难度，减少开发周期。 

5.2 侦听软件的设计 

侦听软件负责网络数据的收发，通过 GPRS 网络和主控器直接进行通信，并且

通过数据库和管理软件进行交互。具体来说，侦听软件使用多线程异步Socket机制，

使得服务器的同一个端口可以与多个主控器进行通信。 

该程序设计为 Service 形式，作为服务运行于数据中心的服务器，始终侦听 TCP

相关端口，保持与主控器的通信。采用软件设计的分层思想，分为通信层、数据处

理层和应用层，如图 5-2 所示。通信层负责建立主控器与数据中心服务器之间的连

接，在主控器和服务器之间进行有效的数据传输；数据处理层负责分析处理主控器

与服务器之间传输的数据，即根据通信协议提取出每一帧中实际有用的信息；应用



远程数据采集在智能农业中的应用                                              第五章 监控软件的设计 

33 

层对数据处理层得到的数据做进一步分析处理，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设计不同的解

决方案。 

 

 

 

 

 

 

 

 

 

 

 

 

图5-2 侦听软件结构概览图 

采用软件分层设计思想的好处是方便系统做进一步的扩展，减少开发人员的迭

代开发周期。例如，为了满足高速数据传输的需求，主控器和服务器之间的通信方

式可以采用 3G 网络，此时仅需对通信层做相应改动，将 GPRS 通信改为 3G 通信即

可，数据处理层和应用层不用做任何改动；如果需要将此程序应用于其他场合（如

水质监测系统），根据实际情况通信协议可能发生改变，此时仅需改变数据处理层，

根据新的通信协议解析数据即可，通信层和应用层不用做任何改动；如果用户的需

求发生变动，需要增加新的功能，此时仅需修改应用层即可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

因而采用三层架构的侦听软件具有较好的可扩展性和可移植性，同时也给软件测试

人员带来很大的方便，使得每一层可以单独测试，增加每一层的内聚性，降低各层

之间耦合性[46]，降低测试难度，使得测试人员可以迅速定位问题。 

5.2.1 网络通信层 

1．网络通信层的设计与实现 

数据中心服务器采用公网固定 IP 的加入方式，具有独立的 IP，因此在每次通

信时由主控器作为主叫方创建与服务器的点对点连接。通信的基础是 Socket，Socket

也被称作“套接字”，用于描述 IP 地址和端口号，应用程序通常通过“套接字”向

管理软件

侦听软件

信息数据库

命令

发送

模块

数据

接收

模块

socket数据流的收发

数据帧的获取

应用

模块1

应用

模块2

全局队列缓冲区

网络通信层



第五章 监控软件的设计                                              远程数据采集在智能农业中的应用 

 

网络发出请求或者应答网络请求[47]。目前经常使用两种 Socket：流式 Socket 和数据

报式 Socket。流式 Socket 基于面向连接的 TCP/IP 协议进行通信，提供面向连接的、

可靠的数据传输服务；数据报式 Socket 基于无连接的 UDP 协议进行通信，提供不

可靠、无连接的数据传输服务。由于 UDP 是一种不能保证数据完整性的协议，因此

使用基于 UDP 协议的数据报式 Socket 时开发人员需要采取各种机制保证数据无错、

可靠地进行传输，这给开发人员带来很大的麻烦，增加了开发人员的工作量，延长

了开发周期；同时由于本系统中主控器与服务器需要进行实时数据传输，并且主控

器的数目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基于以上两点，本系统采用面向连接的流式 Socket。 

监控软件通过 GPRS 网络随时与主控器进行通信，它们之间的通信采用 C/S 模

型，即客户端/服务器模型。数据中心在 Socket 通信中作为服务器端，主控器作为客

户端与服务器进行通信。按照处理方式，Socket 又分为同步 Socket 和异步 Socket。

同步 Socket 使用阻塞方法，当程序运行至被阻塞的网络函数（比如 Receive 函数）

时，应用程序需要等待，直到该网络函数完成（例如从套接字收到数据）才能继续

运行，这种方式容易造成硬件资源的浪费。异步 Socket 是一种无阻塞的套接字，允

许等待网络操作完成的同时继续执行其他程序，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序上提高了应用

程序的执行效率。异步 Socket 中包含一些方法，在网络操作完成之前，这些方法利

用 AsyncCallback 类调用结束方法，这样就可以在网络操作完成自身工作的同时允

许应用程序响应其他事件。 

本系统采用异步 Socket 通信。Socket 的具体创建过程如下，其中，_svrSocket

是 C#中 Socket 类型的全局变量，用于控制套接字 Socket 的行为： 

//============================================================================ 

// 功    能：创建服务器端的 Socket，创建成功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 参    数：无  

// 返    回：true——创建成功 

        false——创建失败 

//============================================================================ 

private bool CreateReceiverSocket() 

{ 

try 

     { 

_svrSocket = new Socket(AddressFamily.InterNetwork, SocketType.Stream, ProtocolType.Tcp); 

        _svrSocket.Bind(newIPEndPoint(IPAddress.Any, _port));  //绑定对应的服务器端口 

        _svrSocket.Listen(_maxAllowListenQueueLength);       //开始监听客户端连接请求 

return true; 

     } 

catch 

    { 

return fals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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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听软件通过维护一张哈希表，记录当前处于连接状态的主控器和其对应的

Socket 句柄。每当与主控器建立请求之后就在该表中添加一条记录；当发现主控器

断开连接之后就删除对应的记录。采用该方法可以识别同一主控器多次连接的行为，

对每一个主控器的连接状态进行跟踪，同时也提高了系统 GPRS 通信的稳定性。

Socket 通信过程如图 5-3 所示。 

 

 

 

 

 

 

 

 

 

 

 

 

 

 

 

 

 

 

 

图5-3 通信过程 

要实现主控器和服务器的网络通信，首先必须在服务器端创建套接字。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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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操作之后服务器调用 Listen 函数侦听主控器的请求。主控器同样调用 Socket 函数

创建套接字，之后可以通过 Connect 方法向服务器发起连接请求。服务器一旦接收

到主控器的连接请求，通过 BeginAccept 方法接受请求并且通过 EndAccept 方法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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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的套接字用于和指定的主控器建立连接，成功建立连接以后就可以用

BeginReceive 和 BeginSend 方法进行数据的异步传输。通信结束以后，由主控器首

先调用 Close 结束通信，服务器检测到主控器断开连接以后也调用 Close 结束本次

通信。 

由于 TCP 不保留消息的边界，所以开发人员需要采用相应的机制在程序中弥补。

本程序采用两块数据缓冲区交替使用的方式，例如，如果前一次使用的是 revbuffer0

则本次使用 revbuffer1。数据传输模块从缓冲区中取数据时需要根据帧头帧尾取得完

整的一帧，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将遇到的转义字符去掉，然后将得到的完整数据帧放

入全局队列中，等待数据帧处理模块的处理，数据处理过程如图 5-4 所示。 

 

 

 

 

 

 

 

 

 

 

 

 

 

 

 

 

 

 

 

 

图5-4 数据帧处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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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接收数据相关的数据类型定义如下： 

private int BufferSize = 2 * 1024; //接收缓冲区大小 

private byte[] _receiveBuffer0;   //接收缓冲区 

private byte[] _receiveBuffer1;   //接收缓冲区 

private int[] _receiveLength;     //数据缓冲区中待处理的字节数 

private int[] _receivePos;        //接收到的数据在缓冲区的位置 

private int _curbufindex;        //当前正在使用的接收缓冲区 

2．网络通信层的测试 

网络通信层开发完成之后需要进行单元测试从而保证主控器和数据中心服务器

之间通信的可靠性，只有基于可靠传输的数据处理才有意义。为了验证主控器和数

据中心服务器之间通信的可靠，可以将主控器发送的信息通过串口输出到 PC 机，

通过串口调试工具在 PC 界面显示，同时远程数据中心服务器在接收到数据之后也

通过输出函数将数据输出到界面，通过比较两组数据的一致性即可确定通信层的可

靠性。 

如图 5-5，图（a）为主控器通过串口显示的发送给数据中心服务器的信息，图

（b）为运行于数据中心服务器的侦听软件收到的信息。通过比较发现，（a）与（b）

的数据帧一致，从而验证了侦听软件通信层的可靠性。 

 

（a） 

 

（b） 

图5-5 通信层测试结果 

5.2.2 数据处理层 

1．数据处理层的设计与实现 

数据处理模块负责控制命令的发送和状态数据的解析，包括命令发送模块和数

据解析模块。分别由命令发送线程和数据解析线程来处理： 

// 数据解析线程 

if (!ThreadPool.QueueUserWorkItem(HandleDatagrams)) 

{ 

return false; 

} 

 

// 命令发送线程 

if (!ThreadPool.QueueUserWorkItem(SendCommand)) 

{ 

return fa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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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命令发送模块 

用户通过操作管理软件的图形化界面产生命令，管理软件将命令按照约定的格

式存入信息数据库中，然后命令发送模块负责将未发送的命令按照通信协议组成通

信帧，通过 GPRS 网络发送至指定的主控器，如图 5-6 所示。 

侦听程序周期性扫描数据库中的命令表，将命令表中待发送的命令按照通信协

议组成命令帧发送给指定的主控器，发送成功后等待主控器的应答。主控器执行命

令之后返回确定帧，告知该命令的执行结果，以便用户根据该结果决定下一步操作。 

 

 

 

 

 

 

 

 

 

 

 

 

 

 

 

图5-6 命令发送流程 

2) 数据接收模块 

状态数据的接收是侦听软件的主要功能，该模块处理主控器上传给数据中心服

务器的应答帧。这些答应帧分为两类：（1）对设置命令的应答，包含设置成功与否

的状态信息；（2）对查询命令的应答，包含主控器的状态信息。 

数据接收模块从全局队列缓冲区中取得数据帧，按照通信协议解析之后将结果

存入数据库供管理软件查询。应答帧的处理过程为：（1）根据应答帧在命令表中找

到对应的命令；（2）根据命令的执行结果在数据库中置标志位，用户通过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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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该标志位就可以知道命令执行的状态；（3）如果该应答帧为状态应答帧，则将

相应的状态信息存入数据库以供管理软件查询。 

2．数据处理层的测试 

在完成数据处理层的开发工作之后，接下来需要对该层进行单元测试从而保障

命令发送模块和数据接收模块可以正常工作。命令发送模块负责将数据库中未发送

的命令按照通信协议组成通信帧然后发送给指定的主控器，为了测试该模块，可以

将数据中心发送的命令帧输出到界面，然后按照通信协议与数据库中的发送命令进

行比较，如果一致则说明该模块工作正常。对于数据接收模块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进

行测试，即将接收到的数据输出到界面，然后按照通信协议与解析之后的数据进行

比较，如果一致则说明该模块工作正常。 

图 5-7 显示了数据处理层的测试结果，数据库以十进制形式存放数据，而侦听

软件以十六进制显示数据，通过计算得 0x4146 = 16710，0x35 = 53…依次类推。通

过比较，数据库中的数据与数据处理层实际发送的数据一致，从而验证了侦听软件

数据处理层的可靠性。 

 

 

 

 

图5-7 数据处理层测试结果 

5.2.3 应用层 

应用层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加入相应的功能模块，根据用户需求进行功能

扩展。例如，设计对时功能模块周期性地向主控器发送对时命令，使得主控器时间

与服务器时间一致；数据统计模块周期性地进行数据统计操作等。 

//状态统计线程 

if (!ThreadPool.QueueUserWorkItem(ThreadStateStatic)) 

{ 

return false; 

} 

 

//时段控制线程 

if (!ThreadPool.QueueUserWorkItem(TimeControl)) 

{ 

return fa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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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管理软件的设计 

对于远程现场信息采集系统来说，数据管理是信息分析和处理的重要环节。通

过管理软件不仅可以对远程现场进行参数查询、实时监控，还可以完成历史数据的

查询和统计，管理人员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对远程现场情况进行分析，掌握现场第一

手资料，有利于做出更好的决策，图 5-8 为管理软件的主界面。 

 

 

 

 

 

 

 

 

 

 

图5-8 管理软件主界面 

5.3.1 设计模式的选择 

目前管理软件的开发主要有 C/S 和 B/S 两种模式。C/S（Client/Server）模式，

即客户端/服务器端模式，是一种典型的两层模式，其客户端包含一个或多个在用户

电脑上运行的程序，主要完成与特定用户相关的具体业务；而服务器端主要提供数

据管理、数据共享、数据及系统维护和并发控制等[48]。但是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局

域网，实现远程访问需要专门的技术，同时需要设计专用系统来处理分布式数据，

开发成本很高；其次在每一个客户端都需要安装专门的软件，任何一个客户端出现

问题，如病毒入侵、硬件损坏等，都需要进行维护，同时当客户端软件升级时，需

要对每一台电脑重新安装，因此，该模式的维护和升级成本非常高。 

B/S（Brower/Server）模式，即浏览器/服务器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客户端通

过浏览器与服务器进行交互，通过浏览器实现了原来需要复杂专用软件才能实现的

远程技术，节约了开发成本[49]；同时客户端不用安装专门的软件，用户仅需要一台

能上网的电脑，就可以与服务器进行交互，在手机上网逐渐普及的现在，用户甚至

可以通过手机浏览器与服务器进行交互，具有很好的用户体验效果；在进行软件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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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和维护的时候也仅需要在服务器端进行，降低了维护和升级成本。鉴于以上几点，

本管理软件采用 B/S 模式，用户无需安装额外软件，通过手机或者电脑与主控器进

行交互。 

管理软件通过 ASP.NET 技术实现 B/S 模式，用户交互界面通过浏览器实现，主

要的事务逻辑在 Server 端实现，数据的存储和提取则在数据库服务器端实现，形成

如图 5-9 所示的三层架构。 

 

 

 

 

 

 

 

 

图5-9 管理软件三层架构 

在这样的架构中，用户在网页中输入查询或控制参数，通过浏览器向 Web 服务

器发起请求，Web 服务器接受并处理请求，经分析计算，向相应的 SQL Server 数据

库服务器存取数据，最后将结果返回给客户端浏览器。 

5.3.2 功能模块 

管理软件包括五个功能模块：信息管理模块、信息采集模块、参数配置模块、

主控器管理模块和用户管理模块，如图 5-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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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 管理软件功能模块图 

1．信息管理模块 

信息管理子模块是整个管理软件最基本的一部分，主要用来查询和显示远程现

场的状态信息。系统通过组合查询来实现，用户可以通过指定终端的编号、终端位

置等信息实现对远程数据采集终端信息的精确查询。查询的数据主要有实时数据和

历史数据两种，对历史数据的统计，使得用户快速掌握现场信息的变化趋势。同时

信息管理模块还提供数据的下载和打印功能，用户可以将所需要的数据下载至指定

的位置。命令发送函数的的具体实现如下： 

//============================================================================ 

// 功    能：点击发送按钮之后发送命令，发送命令就是在 DirCommand       

//           表中插入一条记录，即需要根据 DirCommand 表的结构组织各字段的         

//           值，发送完后等待取状态，确认发送命令是否执行    

// 函数调用：（1）DataBaseFunction.ExecuteQueryReturnDT 数据库操作函数                   

//           （2）CommonFunction.SendCommand 根据通信协议组帧 

// 返    回：无  

//============================================================================ 

    protected void SendButton_Click(object sender, ImageClickEventArgs e) 

    {    

        int MID = 0;                 //终端节点号 

        int commandID = 0;           //命令字 

        string commandContent = null;  //命令内容 

        int errNum = 0;              //命令执行状态 

        //获得命令参数 MID，commandID 和 commandContent 

        ... 

        //向命令表中插入命令并且每隔 0.1 秒查询一次命令执行结果 

        //如果 10 秒内没有应答，则命令发送失败 

        errNum = CommonFunction.SendCommand(MID, commandID, commandContent); 

        //向用户显示命令发送结果 

        if (errNum == 0) 

        { 

实时数据管理

历史数据管理

数据报表管理

用户添加、删除

用户权限管理

用户操作记录

信息管理

信息采集

参数配置

主控器管理

用户管理

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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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LabelResult.Text = "控制命令发送成功!"; 

        } 

        else 

        { 

            this.LabelResult.Text = "控制命令发送失败!"; 

        } 

        //向用户操作表中插入用户操作 

        ... 

    } 

信息管理模块在发送命令时首先获取用户需求，然后根据通信协议组成相应的

命令帧插入数据库中等待侦听软件的处理，接着根据返回结果在界面上提示用户命

令执行的结果，以便用户做进一步处理。 

2．信息采集模块 

信息采集模块用于采集远程现场的实时信息，在本系统中信息主要包括现场环

境信息和图片信息。用户通过 Web 网页下发信息采集命令采集实时信息，待收到数

据之后将这些数据存入数据库，以供用户查询，同时为历史数据统计提供统计依据。

如图 5-11 显示了使用摄像头采集到远程花卉信息。 

 

 

 

 

 

 

 

 

 

图5-11 信息采集与管理 

3．参数配置模块 

参数配置模块主要完成主控器参数配置和显示的功能。这些参数主要包括：数

据中心服务器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心跳包上传时间、声光告警和手机告警的设置。

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下，不同用户会产生不同的需求，对主控器参数要求也不一致。

为了提供软件的可移植性，增加软件在不同场景下的通用性，本软件将主控器的参

数设计成可配置的形式，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对主控器参数进行配置，配置成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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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参数存储于数据库中以供查询，如图 5-12 所示。 

 

 

 

 

 

 

 

 

 

 

图5-12 参数配置 

4．主控器管理模块 

主控器管理模块主要用于主控器设备信息的管理和维护业务。该模块主要分为

主控器信息的查询和修改功能。修改功能包括主控器设备的添加、删除和修改的功

能，方便用户对主控器进行实时管理，如图 5-13 所示。 

 

 

 

 

 

 

 

 

 

 

图5-13 主控器管理 

GridView 控件用来在 Web 页面中显示数据源中的数据，将数据源中的一行数据，

也就是一条记录，显示为在 Web 页面上输出表格中的一行。GridView 控件使用时需

要和数据源绑定以显示数据源中的数据，绑定代码如下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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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    能：为 GridView 控件绑定数据源                        

// 参    数：无 

// 函数调用：DataBaseFunction.ExecuteQueryReturnDT 数据库操作                   

// 返    回：无 

//============================================================================ 

    private void Databind() 

    { 

        DataTable Tb = new DataTable();  //GridView 的数据源 

        DataColumn column = null;       //数据表列临时变量 

 

        column = new DataColumn(); 

        column.DataType = System.Type.GetType("System.String"); 

        column.ColumnName = "ID"; 

        Tb.Columns.Add(column); 

 

        //同样创建 ControlID、IMEI、Location、SIM 四列 

        ... 

 

        string sql = "Select MControllerID,IMEI,FarmName,SIM from MControllerInfo"; 

        DataTable dt = DataBaseFunction.ExecuteQueryReturnDT(sql); 

        if (dt.Rows.Count > 0) 

        { 

            //将从数据库中检索出的信息添加至 Tb 表中 

            for (int i = 0; i < dt.Rows.Count; i++) 

            { 

                DataRow dr = Tb.NewRow(); 

                dr["ID"] = i + 1; 

                dr["ControlID"] = dt.Rows[i]["ControlID"].ToString(); 

                dr["IMEI"] = dt.Rows[i]["IMEI"].ToString(); 

                dr["Location"] = dt.Rows[i]["Location"].ToString(); 

                dr["SIM"] = dt.Rows[i]["SIM"].ToString(); 

                Tb.Rows.Add(dr); 

            } 

        } 

        //将 Tb 作为数据源绑定至 GridView 控件 

        this.GridViewData.DataSource = Tb.DefaultView; 

        this.GridViewData.DataBind(); 

        this.GridViewData.Visible = true; 

    } 

使用 GridView 控件的步骤：（1）创建 DataTable 作为数据源，用于存放从数据

库中检索的结果。（2）从数据库中检索数据，并将数据填充至 DataTable 中。（3）

绑定数据源，将 DataTable 设置为 GridView 控件的数据源，并设置 GridView 控件可

见。 

5．用户管理模块 

用户管理模块主要用于管理用户信息。通过该模块可以增加、修改和删除用户

信息；对用户进行权限管理，授予用户不同的权限，例如，仅有最高权限管理员才

能进行参数配置，一般的用户不能进行该操作，从而有效防止用户在不了解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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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进行错误配置，产生不良后果；对用户的操作行为进行记录，而跟踪用户的

行为，保障系统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下运行，图 5-14 显示了用户操作记录。 

使用 GridView 控件，当数据比较多的时候可以使用分页功能。通过以下设置实

现分页功能：（1）GridView 的 AllowPaging 属性设置为 true，允许分页。（2）设置

GridView 的 PageSize 属性用于指定每页显示的记录条数。（3）设置 GridView 的分

页样式，如上一页、下一页、首页、尾页等等。（4）实现 GridView 的 PageIndexChanging

事件，实现代码如下： 

//============================================================================ 

// 功    能：GridView 页号改变时，重新绑定数据源，从而显示指定页的信息   

// 函数调用：Databind()  数据源绑定函数                   

// 返    回：无                                         

//============================================================================    

protected void GridViewData_PageIndexChanging(object sender, GridViewPageEventArgs e) 

    { 

        this.GridViewData.PageIndex = e.NewPageIndex;   //指定 GridView 控件的当前页 

        Databind();     //重新绑定 GridView 控件的数据源 

    } 

5.4 本章小结 

本章的主要工作内容如下： 

（1）首先给出监控软件的总体设计与功能划分，按照构件化软件开发方法，监

控软件分为侦听软件和管理软件，侦听软件负责与主控器进行数据传输，管理软件

负责与用户进行交互，它们既具有独立的功能又需要紧密配合，相辅相成。 

（2）根据系统的总体方案，详细阐述侦听软件和管理软件功能模块的划分，以

及各模块内部的业务逻辑和具体实现方法。 

（3）数据库是整个系统的数据中心，在整个系统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

 

 

 

 

 

 

 

 

图5-14 用户操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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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的设计好坏至关重要。本章介绍数据库的结构和常用操作，并且在最后给出

数据库高可用性的方案，以便在系统出现故障时尽可能地保护数据，减少数据丢失，

提高整个系统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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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在农业环境中的测试 

根据前文的介绍，我们已经完成系统软硬件平台的搭建，将系统分成功能独立

的构件，分别对每个构件进行独立的开发和测试，但仅仅有构件测试是不够的，在

很多情况下，单个构件测试可以通过，但将所有的构件组成系统的时候往往容易出

现问题，因此进行完整的系统集成测试必不可少。由于时间、精力、经费和实验条

件的限制，我们对农业系统常用的功能进行测试，主要包括温度、光照和图像信息。 

6.1 测试过程 

本实验过程在实验室模拟农业现场的环境中进行。通过 220V 电源供电，将 TTL

摄像头、Zigbee 模块和 GPRS 模块通过通信接口与主控器相连，构成数据传输通道。

将主控器放置于实验室中，如图 6-1 所示，系统上电后，主控器需要一段时间进行

初始化，初始化完成之后可以进行正常工作，将实验室中某台固定 IP 的 PC 机作为

数据中心服务器与主控器进行数据收发。通过任意可以连接到 Internet 的电脑或者

手机访问发布在数据中心的指定 URL 来访问 Web 网站，完成参数配置、数据查询

和数据统计等功能。 

 

 

 

 

 

 

 

 

 

 

 

 

 

图6-1 主控器工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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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测试结果 

基于上述实验方案的远程数据采集系统进行了数据采集测试实验并获得成功。

通过在不同时段对 10 次环境数据信息及图片信息的收发时间做记录、分析，结果表

明：系统完成数据采集的成功率为 100%。随机抽取一组实验数据如图 6-2 所示，图

像数据的收发时间最大值为 25.4s，最小值为 23.9s，平均值为 24.7s。环境数据的收

发时间最大值为 3.1s，最小值为 2.2s，平均值为 2.5s。 

 

 

 

 

 

 

 

 

 

 

图6-2 系统性能测试结果 

通过以上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出结果：数据中心在 28s 内可以完成一次完整的

数据采集功能。另外，测试过程中受到网络运行状况的干扰，在图像数据传输的实

验过程中出现极个别的错帧现象，但基本不影响监控效果。除此之外，本系统工作

相对稳定，能够实现各项基本功能，可用于远程农业现场的信息采集和传输。 

以下为主控器返回的各个传感器节点所采集的经过中值滤波[50]之后的 AD 值，

本系统采用从中可以看出实验数据基本正常，没有异常情况。 

表 6-1 稳定性测试结果 

温度 湿度 光照 

215 507 323 

237 503 386 

239 502 381 

217 499 384 

223 504 375 

237 512 379 

239 515 352 

224 517 364 

221 519 358 

240 500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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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表明：除了受网络状态以及现场人为误操作等干扰外，系统的整体工

作状态比较稳定，可以较好地完成系统的各项基本功能；同时此次试验也发现一些

有待改进的地方： 

（1）此次测试实验在实验室完成，不能完全模拟野外环境，因此无法验证系统

对野外环境的适应性。 

（2）进行夜间图像采集时，由于光照度不够，摄像头无法正常完成图像的采集

工作。 

6.3 本章小结 

本章对系统进行集成测试，包括对主控器嵌入式硬件、软件以及数据中心服务

器软件的测试，完成农业环境常用参数——温度、湿度、光照度以及图像的实时采

集及传输。实验结果表明：除了受到网络状况和现场人为误操作等干扰外，系统的

整体工作状态比较稳定，较好的实现了系统的各项基本功能。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

待改进及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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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7.1 全文总结 

基于ARM嵌入式技术和GPRS无线通信技术的远程数据采集系统将现场环境、

图片信息采集，数据存储、分析、发布等功能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数据共享，为

各级生产管理部门提供开放的数据平台，使管理人员不到现场就能随时随地了解现

场的状况及环境信息，并可及时对取得的实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优化，从而节

省了人力资源、提高了工作效率。结合现有的实验条件，经过为期一年多的研究和

尝试，总的来说，课题的研究已经达到预期效果，现将主要工作概括如下： 

（1）研究提出了远程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方案，提出了将现场环境信息和图像

信息采集有效结合的远程数据采集系统方案，提高了现场环境的监测能力。 

（2）按照嵌入式硬件构件的可复用性、封装性及可扩展性的原则，完成了远程

数据采集系统的硬件设计，包括 K60 芯片最小系统、电源系统、GPRS 模块、摄像

头模块和数据采集模块五个模块，并且给出了这些硬件构件的通用设计方法，总结

了硬件设计的心得体会，为构件通用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3）遵循软件构件化及分层设计思想，给出主控器软件的总体设计方案。同时

设计了 GPRS 模块 MG323 的软件驱动构件，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整个主控器的软

件开发工作。 

（4）完成了数据中心服务器端监控软件的设计与实现，按照功能不同将监控软

件分为侦听软件和管理软件。侦听软件负责主控器和数据中心服务器之间的网络通

信任务；管理软件负责现场环境的监测，并将监测结果展示给用户。 

（5）完成了通信协议和数据库的指定与设计，为整个系统的稳定运行提供保障。 

（6）最后，在所有的开发工作完成之后将系统应用于农业生产环境，并进行集

成测试，保证系统稳定运行，证明系统在农业生产环境中的可适用性和可靠性。 

7.2 课题展望 

本文设计开发的基于 GPRS 的远程数据采集系统具有可靠性、安全性、可扩展

性、易操作性和易维护性，所设计的软硬件构件具有可移植性、可扩展性等特点。 

由于时间、经验以及实验条件有限，本系统各部分设计和实现还有以下几方面

的不足之处： 

（1）除了温度、湿度、光照以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接下来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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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应考虑增加其它因素的传感器采集，从而更好地满足农业现场环境信息的监测。 

（2）主控器在恶劣气候下的适应性和可靠性还需要通过实验进一步检测和完善；

对作物图片信息的采集仅限于白天或者光照度符合要求的情况，应进一步完善，实

现夜间图片采集功能。 

（3）主控器采用 220V 供电，应进一步改善电源系统的设计，使其也兼容电池

供电，并且研究系统低功耗，延长电池的使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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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主控器软件文件列表 

A.1 主控器软件文件列表 

类型 源程序名 功能及主要函数 

芯片相关程序

文件 

k60.h 对 K60 映像寄存器名进行定义 

sysinit.h 
对芯片进行初始化，设置芯片工作频率 

sysinit.c 

isr.h 中断处理子程序与中断向量表头文件和实现文件， 

主要包括 IRQ 中断、串口中断和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isr.c 

底层软件构件

层 

gpio.h GPIO 构件的头文件和实现文件 

主要实现 GPIO 口的控制功能 gpio.c 

uart.h UART 模块构件的头文件和实现文件 

主要实现串口数据的收发 uart.c 

pit.h PIT 模块构件的头文件和实现文件 

主要实现定时器功能 pit.c 

flash.h Flash 模块构件的头文件和实现文件 

主要实现 flash 操作，向 flash 存取数据 flash.c 

adc.h AD 模块构件的头文件和实现文件 

主要实现 AD 转换功能 adc.c 

高层软件构件

层 

light.h Light 构件的头文件和实现文件 

主要实现小灯亮暗功能 ligh.c 

mg323.h MG323 模块构件的头文件和实现文件 

主要实现 MG323 模块的配置和数据收发 mg323.c 

camera.h 摄像头模块构件的头文件和实现文件 

主要实现摄像头数据采集 camera.c 

通用文件 

type.h 数据类型别名定义头文件 

generalFun.h 通用函数实现文件 

包括延时函数等 generalFun.c 

string.h 
字符串处理头文件和实现文件 

string.c 

malloc.h 
内存管理头文件和实现文件 

malloc.c 

总头文件 includes.h 总头文件 

主函数文件 main.c 主程序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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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主控器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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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行文至此，我的论文已近尾声；岁月如梭，苏州大学三年的研究生求学时光也

将敲响结束的钟声。离别在即，想到即将离开熟悉的校园，一种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首先，我要感谢家人，感谢他们含辛茹苦地将我养大，感谢他们为我的学习创

造条件，感谢他们默默支持我的学业，是他们给了我战胜前进道路上困难的勇气，

使我克服了一个个困难和疑惑。 

其次，我要感谢我的导师王宜怀老师，从选题到论文的顺利完成，王老师对我

进行了耐心的指导和帮助，引导我不断开阔思路，为我答疑解惑，鼓励我大胆创新，

使我在这一段宝贵的时光中，既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锻炼了心态，又培养了

良好的实验习惯和科研精神。三年的时间不光教会了我科研精神，还教会了我许多

为人处世的道理，这些都将是我人生道路上宝贵的财富。 

再次，感谢嵌入式实验室的全体成员，感谢你们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在

这个大家庭中大家相互帮助，共同奋斗，共同进步。回首往昔，奋斗和辛劳成为丝

丝记忆，甜蜜和欢笑也都尘埃落定。感谢李涛和胡宗棠同学在项目开发期间给予的

帮助；感谢范宁宁、李会、姚凤、顾志峰等同学在论文修改期间提供的帮助。 

最后，向百忙之中审阅本文的专家表示诚挚的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