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151306.1

(22)申请日 2018.09.29

(71)申请人 广州绿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511400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环市大

道南2号南沙资讯科技园软件南楼

302A-6房

(72)发明人 陈新准　肖福强　王宏中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微斗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44390

代理人 唐立平　朱武

(51)Int.Cl.

G06Q 50/02(2012.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植物养护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包括用户终端和控制中心，所述

用户终端与所述控制中心通讯连接，所述用户终

端用于输入植物品种与种植时间，所述控制中心

用于根据所述种植时间和植物品种向所述用户

终端发送采收提示信息，所述控制中心还向所述

用户终端发送与所述植物品种相关联的应用信

息。本发明提供的植物养护系统能够较好的提升

用户的养护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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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植物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用户终端和控制中心，所述用户终端与所述控

制中心通讯连接，所述用户终端用于输入植物品种与种植时间，所述控制中心用于根据所

述种植时间和植物品种向所述用户终端发送采收提示信息，所述控制中心还向所述用户终

端发送与所述植物品种相关联的应用信息。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植物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应用信息包括食谱和/或用药

方法。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植物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应用信息中含有多种物料，所

述应用信息链接有所述应用信息中多种物料的交易系统。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植物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喷淋设备，所述喷淋设备设

有对植物进行浇灌的喷淋开关，所述喷淋设备与所述用户终端无线通讯连接，所述用户终

端用于控制所述喷淋开关的开启或关闭。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植物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中心根据收到的种植时间

和植物品种确定植物的采收期，所述控制中心在距离所述采收期预设时间时向所述用户终

端发送采收提示信息和应用信息。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植物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软件系统，所述软件系统具

有与所述用户终端相关联的用户账号，所述控制中心在收到用户终端发送的种植时间和植

物品种后更新所述用户账号中的植物种植信息；和/或控制中心在收到用户终端发送的采

收信息后更新所述用户账号中的植物种植信息。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植物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软件系统还包括交易系统，所

述交易系统用于交易所述植物养护系统中的植物。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植物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软件系统还包括社交系统，所

述社交系统具有通讯录，所述交易系统包括圈内交易平台和大众交易平台，所述圈内交易

平台显示所述通讯录中的用户的交易信息，所述大众交易平台显示交易系统中的交易信

息。

9.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植物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软件系统还包括社交系统，用

户可在所述社交系统中创建与植物相关联的应用信息以及对所述应用信息进行评价，所述

社交系统根据所述评价结果对用户创建的应用信息进行排名显示。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植物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采收提示信息包括采收开始

时间、采收结束时间和采收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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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植物养护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植物栽培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植物养护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生活品味的提升，大家对于健康生活的追求越来越高。因此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在阳台或庭院种植绿植。但是由于繁忙的工作和种植知识的欠缺，使得人

们对于植物种植望而却步。现有技术中也有较多的养护系统，但是现有的植物养护系统大

多数是针对园林养护等大规模种植的植物养护，规模性较强，对于家庭的个性养护的植物

养护系统的选择性较少，并且个性化较差。用户在种植植物的时候往往容易错过植物的采

收期或者是不知道种植的植物能够具有什么应用，大多数人已经难以体会种植植物的乐

趣。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提高用户养护兴趣的植物养护系统。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植物养护系统，包括用户终端和控制中心，所述用户终端与所述

控制中心通讯连接，所述用户终端用于输入植物品种与种植时间，所述控制中心用于根据

所述种植时间和植物品种向所述用户终端发送采收提示信息，所述控制中心还向所述用户

终端发送与所述植物品种相关联的应用信息。

[0005] 优选地，所述应用信息包括食谱和/或用药方法。

[0006] 优选地，所述应用信息中含有多种物料，所述应用信息链接有所述应用信息中多

种物料的交易系统。

[0007] 优选地，所述植物养护系统还包括喷淋设备，所述喷淋设备设有对植物进行浇灌

的喷淋开关，所述喷淋设备与所述用户终端无线通讯连接，所述用户终端用于控制所述喷

淋开关的开启或关闭。

[0008] 优选地，所述控制中心根据收到的种植时间和植物品种确定植物的采收期，所述

控制中心在距离所述采收期预设时间时向所述用户终端发送采收提示信息和应用信息。

[0009] 优选地，还包括软件系统，所述软件系统具有与所述用户终端相关联的用户账号，

所述控制中心在收到用户终端发送的种植时间和植物品种后更新所述用户账号中的植物

种植信息；和/或控制中心在收到用户终端发送的采收信息后更新所述用户账号中的植物

种植信息。

[0010] 优选地，所述软件系统还包括交易系统，所述交易系统用于交易所述植物养护系

统中的植物。

[0011] 优选地，所述软件系统还包括社交系统，所述社交系统具有通讯录，所述交易系统

包括圈内交易平台和大众交易平台，所述圈内交易平台显示所述通讯录中的用户的交易信

息，所述大众交易平台显示交易系统中的交易信息。

[0012] 优选地，所述软件系统还包括社交系统，用户可在所述社交系统中创建与植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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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的应用信息以及对所述应用信息进行评价，所述社交系统根据所述评价结果对用户创

建的应用信息进行排名显示。

[0013] 优选地，所述采收提示信息包括采收开始时间、采收结束时间和采收部位。

[0014] 本发明提供的植物养护系统能够较好的提升用户的养护兴趣。

附图说明

[0015] 通过附图中所示的本发明优选实施例更具体说明，本发明上述及其它目的、特征

和优势将变得更加清晰。在全部附图中相同的附图标记指示相同的部分，且并未刻意按实

际尺寸等比例缩放绘制附图，重点在于示出本的主旨。

[0016]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植物养护系统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社交系统邀请好友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交易系统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以使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可以更好的理解本发明并能予以实施，但所举实施例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20] 参考图1-3，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植物养护系统，其包括用户终端1和控制中心

2，用户终端1与控制中心2通讯连接。在本实施例中，用户终端1可以是手机、平板电脑或台

式电脑等移动设备，控制中心2可以是服务器，用户终端1通过无线网络与控制中心2通讯连

接。用户终端1用于输入植物的品种与种植时间，控制中心2用于根据种植时间和植物品种

向用户终端1发送采收提示信息11。用户种植植物后，可以通过用户终端1输入种植的植物

品种和种植时间，控制中心2根据用户终端1输入的植物品种和种植时间以及预存的各种植

物的采收周期计算出该植物的采收期，并向用户终端1发送采收提示信息11，采收提示信息

11包括采收开始时间、采收结束时间和采收部位，提醒用户采收植物。控制中心2还向用户

终端1发送与植物品种相关联的应用信息12。由于许多植物可以食用、药用或者用于其他用

途，因此，控制中心2还可以向用户终端1发送该用户所种植的植物的应用信息12，例如食

谱、用药方法或者植物加工方法。

[0021] 参考图1，在优选实施例中，控制中心2根据收到的种植时间和植物品种确定植物

的采收期，控制中心2在距离所述采收期预设时间时向所述用户终端1发送采收提示信息11

和应用信息12。例如预设时间为采收期前一天，则控制中心2在采收期前一天向用户终端1

发送采收提示，避免用户错过采收期。

[0022] 参考图1，在优选实施例中，植物养护系统还包括软件系统3，该软件系统3为安装

或设置于用户终端1中的软件，通过无线网络与控制中心2连接，并且软件系统3具有与用户

终端1相关联的用户账号，每个用户对应一个用户账号，每个用户账号中存有该用户的植物

种植信息。用户种植植物后，可以通过用户终端1输入种植的植物品种和种植时间等信息，

控制中心2在收到用户终端1发送的种植时间和植物品种等信息后更新用户账号中的该植

物的植物品种和植物种植时间。和/或控制中心2在收到用户终端1发送的采收信息后更新

用户账号中的该植物的植物采收状态。

[0023] 参考图1，在优选实施例中，软件系统3包括交易系统31，应用信息12中多种物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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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系统31链接，便于用户进行应用信息12中多种物料的交易，更好的实现植物的应用。例

如应用信息12为食谱，则食谱中会具有制备食物的物料清单，若应用信息12为用药方法，则

用药方法中会具有辅助工具的物料清单，物料清单中的物料与交易链接，用户点击物料清

单便可进入交易系统31中进行购买。

[0024] 参考图1和图3，在进一步优选实施例中，交易系统31中具有多种物料的购买清单

321，购买清单321和支付系统连接，购买清单321用于支付购买清单321中的物料完成交易。

交易系统31获取到应用信息12每个物料的品种以及数量的信息后，会和交易系统31中出售

的物品进行匹配，生成购买清单321，当用户点击应用信息12后，便进入购买清单321中进行

购买。购买清单321中待购买的物料及每个物料的数量与应用信息12中多种物料及每个物

料的数量相同。

[0025] 在进一步优选实施例中，在用户确定购买完成交易之前，可以根据需求增加多种

物料的种类和/或每种物料的数量，或减少种物料和/或每种物料的数量。便于用户根据自

己的需求确定购买品种及数量。

[0026] 本实施例中，软件系统3包括交易系统31，更能激起用户利用种植的植物的兴趣，

同时还能有效利用用户养护的用植物，避免植物浪费，增加用户的养护体验。

[0027] 参考图1，在优选实施例中，交易系统31可用于交易植物养护系统中的植物。用户

可将家中需要出售的可植物的交易信息322由用户终端1上传至交易系统31中进行出售，交

易信息322包括植物品种、植物照片、采收期、出售价钱。植物照片为植物采收期所拍摄的照

片，更直观的反应出售的植物的状态，采收期包括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有些植物采收后需

及时应用，因此过了采收期的植物将不再具有价值。采收期的注明能够帮助交易系统31对

交易信息322进行处理，当采收期的结束日期过后，交易系统31将自动关闭该交易信息322

的显示。

[0028] 参考图2，在优选实施例中，软件系统3还包括社交系统31，社交系统31具有通讯录

313，社交系统31包括养护社交系统312和关联社交系统311，关联社交系统311如微信、微博

和QQ等社交软件。控制中心2形成有邀请码22或二维码21，控制中心2将邀请码22推送至用

户终端1，用户可将邀请码22发送至关联社交系统311中的好友，好友点击邀请码22或扫描

二维码21并进行注册后(如已经注册之后，便不需要再次注册)，即成为用户养护社交系统

312中的好友。用户刚开始注册账号时，养护社交系统312的通讯录313并没有好友信息，用

户可通过扫描二维码21添加或者发送邀请码22邀请的方式增加养护社交系统312中的好友

数量。而关联社交系统311只要关联即可同步关联社交系统311中原有的通讯录313。

[0029] 因为用户关联社交系统311中的现有好友有些是对植物养护感兴趣，用户可向关

联社交系统311中的好友发送邀请码22，将关联社交系统311中的好友选择性加入养护社交

系统312的通讯录313中。但同时用户有一些关联社交系统311外的朋友，因为具有共同的兴

趣，用户也可让其扫描二维码21将其加入养护社交系统312的通讯录313。使得种植爱好朋

友与其他朋友区分，更能够利于种植爱好朋友之间进行种植话题的交流。也能利于例如微

信等关联社交系统311中原本熟识的朋友因为共同爱好，增加交流性，进一步提升养护体

验。

[0030] 参考图3，在优选实施例中，交易系统31包括圈内交易平台324和大众交易平台

325，圈内交易平台324显示社交系统31的通讯录313中的用户的交易信息322，此处所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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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系统31可以是养护社交系统312和/或关联社交系统311。用户可在圈内交易平台324内

浏览好友上传的交易信息322，并进行交易。因为有些好友可能住的比较近，用户购买后便

可上门提货，同时因为好友之间互动较多，相互了解，购买植物较放心，又能增加好友的互

动性，植物养护具有更多的乐趣。大众交易平台325显示交易系统31中所有的交易信息322，

因为圈内交易平台324具有局限性，有些物料可能在圈内交易平台324没有出售，就需要在

大众交易平台325中进行购买。本实施例中大众交易平台325可为淘宝、京东等购物平台为

用户提供更多的购买选择，同时大众交易平台325还可以是美团外卖等能够提供实时上门

送货的交易平台，使得用户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购买到所需的相关物料。

[0031] 参考图3，在优选实施例中，交易系统31中具有收货方式，因为卖家和买家可能存

在居住的距离比较接近的情况，并且因为交易系统31中可能交易的是植物，具有较短的时

效性，因此可提供上门采摘的收货方式保证植物的新鲜度，能够使得用户能更好的按照应

用信息12的提示利用该植物。也为圈内交易平台324中的植物交易提供更大的便利，促进好

友之间的交流，进一步提升用户养护植物体验。同时为了考虑到地域局限性的问题，收货方

式还包括邮寄方式。

[0032] 参考图1，在优选实施例中，用户可在社交系统31中创建与植物相关联的应用信息

12以及对应用信息12进行评价。例如用户可将自己制备的食谱上传至社交系统31中，用户

社交系统31通讯录313中的好友可对其创建的食谱进行点赞的评价，社交系统31根据点赞

的结果按照点赞数量由高到低对用户创建的应用信息12进行排名显示。增加用户与好友之

间的交流，提升用户养护植物的乐趣。

[0033] 参考图3，在优选实施例中，交易系统31中设有优先圈内交易按键323，优先圈内交

易按键323可开启3231或关闭3232优选圈内交易。当开启3231优选圈内交易时，交易系统31

获取到应用信息12中每个物料的品种以及数量的信息后，会优选和圈内交易平台324中出

售的物品进行匹配，若圈内交易平台324匹配不到的物料，则和大众交易平台325中出售的

物品进行匹配，生成购买清单321。当关闭3232优选圈内交易时，交易系统31获取到应用信

息12中每个物料的品种以及数量的信息后，会优选和大众交易平台325中出售的物品进行

匹配，生成购买清单321。通过此设置，使得用户购买的选择更具有个性化，提供给用户更多

不同的体验。

[0034] 参考图1，在优选实施例中，植物养护系统还包括喷淋设备4，该喷淋设备4设有可

对植物进行浇灌的喷淋开关41，喷淋设备4与用户终端1无线通讯连接，用户终端1用于控制

所述喷淋开关41的开启或关闭。用户不在家时，通过用户终端1便可对植物进行远程浇灌。

提高植物养护的便利性。

[0035] 参考图1，在进一步优选实施例中，用户终端1上设置有一键浇灌按键，一键浇灌按

键可开启喷淋开关41，喷淋开关41的开启时间为固定值数值，当开启时间达到固定数值后，

喷淋开关41自动关闭。用户根据家里的花盆大小设定喷淋开关41的开启时间，用户只需点

击一键浇灌，即可进行浇灌，避免因为忘记关水龙头造成浇灌过渡的现象。

[003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

本发明说明书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术

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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