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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卡灌溉智能控制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射频卡灌溉智能控制系统的构成、基本要求、射频控制单元、灌溉执行单元、信息采集

单元、无线信息传输单元和灌溉管理单元技术要求,以及安装、验收与运行维护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射频卡灌溉智能控制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8025 农业灌溉设备 电动或电控灌溉机械的电气设备和布线

GB/T18239 集成电路(IC)卡读写机通用规范

GB/T24670 节水灌溉设备 词汇

GB/T29266 射频识别 13.56MHz标签基本电特性

GB/T29797 13.56MHz射频识别读/写设备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24670和GB/T2979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

列出了GB/T29797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射频识别 radiofrequencyidentification
在频谱的射频部分,利用电磁耦合或感应耦合,通过各种调制和编码方案,与射频标签交互通信唯

一读取射频标签身份的技术。
[GB/T29797—2013,定义3.1]

3.2
射频卡 RFtag
非接触性IC卡,用于物体或物品标识、具有信息存储机制的、能接收读写器的电磁场调制信号并返

回响应信号的数据载体。
注:又称射频标签。

3.3
射频卡灌溉智能控制系统 RFtagirrigationintelligentcontrolsystem
应用射频识别技术、远程通信无线传输技术以及自动控制技术实现农业灌溉的数据采集、灌溉控

制、远程通信、信息记录等功能的系统。

3.4
射频控制单元 radiofrequencycontrolunit
采集灌溉过程中的电量、水量信息并根据设定程序运算、结算,接受灌溉管理系统、无线信息传输单

元、射频卡的信息指令,传递给灌溉执行单元执行的控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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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灌溉执行单元 irrigationnexecutionunit
具有过载、短路、缺相保护装置,接受并执行射频控制单元控制指令,对灌溉机电设备进行启停控制

的电气控制装置。
注:灌溉执行单元分为全压启动、降压启动、软启动、变频启动等方式。

3.6
无线信息传输单元 wirelessinformationtransissionunit
基于无线移动网络,实现射频控制单元、信息采集单元与灌溉管理系统之间进行双向数据传输的控

制模块。

3.7
信息采集单元 dataacquisitionunit
由各种传感器组成的对灌溉过程中用电、用水等参数进行实时自动采集的装置。

3.8
灌溉管理单元 irrigationcentralunit
实现整个系统的用户管理、远程控制、数据采集、统计分析以及决策控制的装置。

4 系统构成

4.1 射频卡灌溉智能控制系统由射频卡、射频控制单元、灌溉执行单元、信息采集单元、无线信息传输

单元和灌溉管理单元构成(见图1)。

4.2 射频卡向射频控制单元发送指令,射频控制单元通过灌溉执行单元控制灌溉机或输水管道的电动

阀门等设备,信息采集单元同步采集电量、水量、时间等信息并根据设定编程进行运算结算,同时通过无

线信息传输单元传递至灌溉管理单元。

图1 射频卡灌溉智能控制系统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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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本要求

5.1 系统应结构简单,适应灌溉现场环境要求,应设置避雷装置。

5.2 软硬件应安全可靠,应选用标准、通用的设备,硬件应抗干扰能力强,软件系统应具有权限安全体

系,数据实时备份。

5.3 系统应具有扩展能力,与相关灌溉设备和传感器建立通用兼容接口,满足系统维护、兼容、升级换

代的要求。

6 射频控制单元

6.1 一般要求

6.1.1 射频卡应符合GB/T29266的要求,并应符合以下要求:
———工作频率:13.56MHz;
———通信波特率:106kbps;
———读写距离:2.5cm~10cm;
———工作温度:-20℃~+85℃;
———擦写次数:大于100000次。

6.1.2 射频读写器应符合GB/T29797的要求,并应符合以下要求:
———工作电压:380V(1±7%),220V+15.4V-22V ;
———环境温度:-20℃~+85℃,相对湿度不大于90%;
———数字信号:RS485/RS232通信接口;
———读写器读写应符合GB/T18239的要求;
———应具有供电模块、控制模块、信息采集模块和显示模块;
———断电数据保护、存储功能。

6.2 功能要求

6.2.1 智能识别功能

应具备读取射频卡卡号、卡内余额,判断授权状态,智能识别非法卡、仿制卡,禁用并发出警示信息

等功能。

6.2.2 现场查询功能

应能授权合法卡刷卡时可查看用户、卡号及余额等信息。用户进行刷卡查询时,正在灌溉用户的数

据和机泵应能正常工作运转。

6.2.3 自动灌溉功能

应能在10s内连续两次刷卡时传递指令至灌溉执行单元开始灌溉,开机灌溉运行过程中刷卡传递

指令至灌溉执行单元关停水泵取回余额。

6.2.4 余额预警功能

余额低于一定数值时应能通过暂时断电、屏幕提示或声音自动预警,提醒用户及时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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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挂失补卡功能

应具备挂失补卡功能,且能识别已挂失卡作废不能使用,防止管理漏洞。

6.2.6 自休眠功能

长时间未操作应能自动进入休眠状态,节约电能。

6.2.7 异常识别功能

灌溉机泵运行期间,应能够识别电能量信号、水流量信号异常,可判断偷电、偷水行为,并自动切断

电源。

6.2.8 参数设置及修正功能

应具备单价、水量、时间运行控制参数设置及参数可修正设置功能。

6.2.9 信息显示功能

应具备信息显示功能,数据显示范围为0~999999.99,不少于8位数字,其中小数点后两位。应高

亮度显示,满足使用要求。

7 灌溉执行单元

7.1 一般要求

灌溉执行单元应符合以下要求:
———灌溉机及其他设备工作电压:380V(1±7%);
———环境温度:-20℃~+85℃;
———电动电控应符合GB/T18025的要求。

7.2 功能要求

7.2.1 应能接受射频控制单元指令,打开或关闭机电水泵,控制灌溉机、输水管道,实现灌溉和停止

灌溉。

7.2.2 应具备缺相、短路、过载、避雷保护功能,保障水泵安全。

7.2.3 宜根据实际需要联动施肥(药)装置等设备,实现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

8 信息采集单元

8.1 一般要求

8.1.1 数据采集单元传感器应采用低功耗传感器,传感器运行的可靠性应满足下列指标:
———环境温度:-20℃~+85℃;
———环境湿度小于95%;
———宜采用直流供电,电源电压在额定电压的±10%间波动时,应能正常工作;
———传感器及其输出信号线应有防雷电和抗干扰措施。

8.1.2 数据采集与传输应完整、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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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功能要求

8.2.1 应能自动采集射频卡编号、余额等数据。

8.2.2 应能自动采集用电量、水量、灌溉时长、电价、水价、电费、水费数据等信息。

8.2.3 应能采集各种传感器信息,通过无线信息传输单元,上传各种传感器的信息数据。

9 无线信息传输单元

9.1 一般要求

9.1.1 无线信息传输单元采用无线通信网络,应支持GPRS/CDMA/4G/5G等网络制式。

9.1.2 信息传输采用国际标准的通信协议,支持双向数据传输。

9.2 功能要求

9.2.1 传输灌溉管理系统发出指令实时传送至射频控制单元、灌溉执行单元。

9.2.2 对信息采集单元采集的数据实时传至灌溉管理单元。

9.2.3 响应多用户使用环境,自动排除非法指令。

9.2.4 采用具有校验功能的通信协议,自动纠正传输错误数据包。

10 灌溉管理单元

10.1 一般要求

10.1.1 应具有用户管理、远程控制、数据采集、统计分析以及决策控制。

10.1.2 应包括基于计算机的应用系统和基于移动终端的应用系统。

10.1.3 应具有自动控制、数据库数据分析、数据展示等功能。

10.1.4 与数据存储服务器兼容,宜匹配最新数据库软件、操作系统软件。

10.2 功能要求

10.2.1 基础信息配置功能

包括对地区、灌区、机井、灌溉设备、取水限额、土壤、作物等信息的配置。

10.2.2 业务信息采集功能

具备采集和存储用户信息、用电量、用水量、灌溉时长等数据的功能。

10.2.3 灌溉控制功能

通过无线信息传输单元对射频控制单元进行管理,实现远程灌溉。

10.2.4 查询统计功能

具备提供统计、贮存、查询等各种数据处理功能,并可打印报表。

10.2.5 支持决策功能

应能依据土壤墒情、气象信息等指标,提供灌溉决策依据。
5

GB/T40119—2021



10.2.6 数据管理功能

具备数据自动备份、自动恢复以及历史数据导入导出等功能。

11 安装与验收

11.1 安装环境要求

11.1.1 应有三相交流电源,工作电压应满足380V(1±7%)的要求。

11.1.2 系统的使用应与灌溉输配水系统相协调。

11.1.3 应考虑水源、地形、地质、环境、占地、施工、交通、使用管理等因素。

11.1.4 灌溉控制器宜选择操作、维修方便的位置,不影响田间生产作业。

11.2 安装与测试

11.2.1 系统安装应符合以下要求:

———安装环境条件符合系统设备及设计文件的要求;
———系统的使用应与灌溉输配水系统相协调;
———设备、配件及辅助材料需由相应的出厂检验合格证明;

———安装单位、施工人员需要有相关的施工资质。

11.2.2 安装施工应遵循下列规定:

———严格按照产品安装使用说明安装;
———远程信息传输模块安装时,宜对带宽、通信进行测试,安装完成后进行抗干扰实验;

———射频灌溉控制单元应与灌溉执行单元、各类电动阀门以及需要进行信息采集的计量器、泵站等

电气元件按接线图安装,并通电检查运转情况;

———软件系统安装时,应具备产品安装要求的数据存储硬件配置和软件环境。

11.2.3 系统安装结束后,应进行现场测试,测试依据为设计文件和设备产品样本,技术参数应符合设

计文件的规定或产品样本的技术指标。

11.3 验收

11.3.1 系统设备现场验收参考GB/T21031,并符合以下要求:

———接通电源,逐项检查控制器的设置和调整功能;

———系统连接后控制器能准确无误地进行各项设置和调整,并可靠运行;
———安装在室外的控制器,其外壳防水及防雷电性能应可靠。

11.3.2 验收时应提供下列资料和文件:
———项目设计、设备供货、安装施工和监理等合同;

———项目建设管理工作报告、设计工作报告、施工管理工作报告、建设监理工作报告、试运行记录及

试运行报告;

———系统拓扑图、布线图、设备布置图、屏柜电路图等图纸;
———硬件设备的产品样本、检验合格证明、使用说明书;

———应用软件使用说明书、软件环境配置清单(包括版本号);
———合同约定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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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运行及维护

12.1 运行管理

12.1.1 应定期查看数据和查看系统运行状态,系统运行异常或者出现故障时,应及时维护和修复。

12.1.2 系统运行期间应配置适量的备品备件,并规范管理。

12.1.3 灌溉季前,应对射频控制单元、灌溉执行单元、无线信息传输单元、信息采集单元进行运行前测

试,确保系统正常使用,发现问题及时修复。

12.1.4 灌溉季应每月到现场实地查看系统运转情况并做好巡查记录。

12.1.5 灌溉季后,应对射频控制单元、灌溉执行单元进行使用后防冻、防锈等防护处理。

12.2 系统维护

12.2.1 应制定系统运行、维护、管理等相关制度。

12.2.2 由专人负责,定期检查系统软、硬件状况,进行维护、管理。

12.2.3 系统软件应定期升级,数据建立备份机制,自动存档,数据存储服务器应由专职人员负责运行

及维护管理,宜采用云服务器。

12.2.4 系统软件无修改的,应一年备份一次;软件有修改的,修改前后各备份一次。

12.2.5 系统硬件应在灌溉季进行定期检修和维护,灌溉季前后各保证一次,灌溉季每个月不少于一

次,根据系统各产品说明书及相关设备规范对系统各设备检查维护,发现和排除故障,更换存在问题的

零部件。

12.2.6 系统故障检修应符合以下要求:
———应根据所使用的设备结构特点和厂商提供的维修手册要求,制定常见的故障判断和检修方法

及程序。
———对于现场能够明确诊断并维修或更换部件可以解决的故障,可在现场维修;对于不易诊断和检

修的故障,应由施工方负责检查和维修。
———每次故障维修完成后,应对设备进行校准并记录检修和检查、校准情况。

12.2.7 根据系统运行的状况,定期对系统进行保养检修,检修计划应符合以下要求:
———每年至少进行一次保养检修;
———根据厂家提供的使用和维修手册规定的要求,根据使用寿命,更换设备的关键零部件;
———每次保养检修完成后或更换零部件后,应对设备进行校准并记录检修和检查、校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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