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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论文的研究基于物联网秸秆打捆机自动控制系统是通过对目前市场上的秸秆打捆机进行优
化设计,搭载自动化控制系统,使打捆机收储效率提高、成本降低,同时借助物联网技术将打捆机进行远
程监控,便于打捆机用户进行大批量管理打捆机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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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 of straw baler based on Internet of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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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comprehensive service station of West Lake scenic spot sub district office, Yingzhou District, Fuyang City,
Anhui Province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he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 of straw baler is to
optimize the design of straw baler in the current market and carry the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 to improve the collection
and storage efficiency and reduce the cost of baler. At the same time, the baler is remotely monitored with the help of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which is convenient for baler users to manage baler operations in large qua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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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指挥大厅自动报警,便于新型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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