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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营养缓释型智能花盆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营养缓释型智能花

盆，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营养缓释型智能花盆，

既可以模拟植物自然生长环境进行传输水分、缓

释营养、吸附气味，保证植物健康生长；又能够人

们参与植物健康管理，在感官刺激与园艺操作中

增进身心健康。采取的技术方案，一种营养缓释

型智能花盆，包括植物生长盆体、供水设备和植

物生长智能监控单元。优点，本营养缓释型智能

花盆，能够实时监测植物生长条件参数，并实时

反馈数据信息，便于人们掌握和调整植物生长条

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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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营养缓释型智能花盆，其特征在于：包括植物生长盆体、供水设备和植物生长智

能监控单元，植物生长盆体包括外壳(1)、内胆(2)和水位指示计(3)，内胆(2)和外壳(1)均

为一端敞口另一端封闭的容器，内胆(2)和外壳(1)的敞口端朝上为顶，内胆(2)和外壳(1)

的封闭端朝下为底；内胆(2)和外壳(1)均采用透明有机玻璃制成；

内胆(2)的底部外凸设置多个支脚(2-1)，内胆(2)的底部外凸设置有用于吸收水分的

进水柱(2-2)，内胆(2)底部设有多个通孔(2-4)；内胆(2)设置在外壳(1)内并通过支脚(2-

1)支撑在外壳(1)内，内胆(2)外壁与外壳(1)内壁之间设置有间隙；水位指示计(3)设置在

内胆(2)外壁与外壳(1)内壁之间间隙内用于测量花盆的注水高度；在内胆(2)外壁与外壳

(1)内壁之间间隙内设置多条导线放置槽(2-5)；

供水设备包括水盆(4)、抽水电机(5)和进水管(6)，水盆(4)放置在植物生长盆体的周

围，抽水电机(5)设置在水盆(4)，进水管(6)的一端连接抽水电机(5)，进水管(6)的另一端

插入内胆(2)外壁与外壳(1)内壁之间间隙内给植物生长盆体供水；

植物生长智能监控单元包括单片机、湿度传感器(9)、温度传感器(10)、液晶屏、光敏电

阻、蓝牙无线通信模块和风扇(11)，湿度传感器(9)、温度传感器(10)、液晶屏、风扇(11)和

蓝牙无线通信模块均通过导线连接单片机(8)，单片机、液晶屏、光敏电阻和蓝牙无线通信

模块均集成在电路板(12)上，电路板(12)设置在外壳(1)的外侧壁上，风扇(11)设置在外壳

(1)的外侧壁上，湿度传感器(9)和温度传感器(10)的探头均插入内胆(2)里用来监测植物

生长基质的湿度和温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营养缓释型智能花盆，其特征在于，内胆(2)和外壳(1)的截面

均为四边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营养缓释型智能花盆，其特征在于，在内胆(2)的敞口处均设

置有用于密封内胆(2)外壁与外壳(1)内壁之间间隙的翻边(2-3)，在翻边(2-3)上设置有进

水管(6)接入的进水口(7)。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营养缓释型智能花盆，其特征在于，在外壳(1)的敞口处对称

设置两个半圆形凹槽(1-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营养缓释型智能花盆，其特征在于，在外壳(1)的底部设置有

一根防溢水管道。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营养缓释型智能花盆，其特征在于，进水柱(2-2)为圆柱空心

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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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营养缓释型智能花盆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营养缓释型智能花盆。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观赏植物“美化环境”、“净化空气”和“增进身心健康”的功能逐渐被人们

所重视。许多单位办公场所都会摆放一些观赏植物，但是，这些植物却得不到合理的照顾，

过一段时间就需更换，这样既造成经济浪费，也会产生一些园林垃圾。植物生长需要阳光、

水分、空气和土壤(营养)。目前，国内外使用的“智能花盆”过于依赖智能化电子监控设备，

缺少植物自然生长环境的模拟，也忽视了人与植物之间的“健康互动”。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营养缓释型智能花盆，既可以模拟植物自然生

长环境进行传输水分、缓释营养、吸附气味，保证植物健康生长；又能够人们参与植物健康

管理，在感官刺激与园艺操作中增进身心健康。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营养缓释型智能花盆，包括植物生长盆体、供水设备和植物生长智能监控单

元，植物生长盆体包括外壳、内胆和水位指示计，内胆和外壳均为一端敞口另一端封闭的容

器，内胆和外壳的敞口端朝上为顶，内胆和外壳的封闭端朝下为底；内胆和外壳均采用透明

有机玻璃制成；

[0006] 内胆的底部外凸设置多个支脚，内胆的底部外凸设置有用于吸收水分的进水柱，

内胆底部设有多个通孔；内胆设置在外壳内并通过支脚支撑在外壳内，内胆外壁与外壳内

壁之间设置有间隙；水位指示计设置在内胆外壁与外壳内壁之间间隙内用于测量花盆的注

水高度；在内胆外壁与外壳内壁之间间隙内设置多条导线放置槽；

[0007] 供水设备包括水盆、抽水电机和进水管，水盆放置在植物生长盆体的周围，抽水电

机设置在水盆，进水管的一端连接抽水电机，进水管的另一端插入内胆外壁与外壳内壁之

间间隙内给植物生长盆体供水；

[0008] 植物生长智能监控单元包括单片机、湿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液晶屏、光敏电阻、

蓝牙无线通信模块和风扇，湿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液晶屏、风扇和蓝牙无线通信模块均

通过导线连接单片机，单片机、液晶屏、光敏电阻和蓝牙无线通信模块均集成在电路板上，

电路板设置在外壳的外侧壁上，风扇设置在外壳的外侧壁上，湿度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的

探头均插入内胆里用来监测植物生长基质的湿度和温度。

[0009] 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优选，内胆和外壳的截面均为四边形。

[0010] 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优选，在内胆的敞口处均设置有用于密封内胆外壁与外

壳内壁之间间隙的翻边，在翻边上设置有进水管接入的进水口。

[0011] 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优选，在外壳的敞口处对称设置两个半圆形凹槽，便于

内胆的放入与提出。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08972240 U

3



[0012] 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优选，在外壳的底部设置有一根防溢水管道，保证花盆

中的水位处于合理状态，不至于漫过生长基质，破坏植物根系。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4] 1、本营养缓释型智能花盆，能够实时监测植物生长条件参数，并实时反馈数据信

息，便于人们掌握和调整植物生长条件参数。

[0015] 2、本营养缓释型智能花盆，花盆外壳和内胆是由透明有机玻璃制成，既利于室内

观赏植物有效地接触外界光源，保证光照强度；又便于人们有效地观察植物生长情况。

[0016] 3、本营养缓释型智能花盆，花盆内胆与外壳之间设计制作了导线放置槽，放置电

子元器件(如：温度传感器)的连接导线。

[0017] 4、本营养缓释型智能花盆，花盆内胆底部设计制作了通孔和圆柱空心槽，用于植

物生长基质吸水和通气。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营养缓释型智能花盆的第一整体布置图。

[0019] 图2是营养缓释型智能花盆的第二整体布置图。

[0020] 图3是内胆的第一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是内胆的第二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是外壳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是营养缓释型智能花盆的电路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进行详细说明，但是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不局限于

所述实施例。

[0025]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内容更加明显易懂，以下结合附图1-图6和具体实施方式做进

一步的描述。

[0026]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

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7] 如图1和2所示，本实施例中营养缓释型智能花盆，包括植物生长盆体、供水设备和

植物生长智能监控单元。

[0028] 如图1、3、4和5所示，植物生长盆体包括外壳1、内胆2和水位指示计3，内胆2和外壳

1均为一端敞口另一端封闭的容器，内胆2和外壳1的敞口端朝上为顶，内胆2和外壳1的封闭

端朝下为底；内胆2和外壳1均采用透明有机玻璃制成，既利于室内观赏植物有效地接触外

界光源，保证光照强度；又便于人们有效地观察植物生长情况。

[0029] 如图3、4和5所示，本实施例中的内胆2和外壳1的截面均为四边形。

[0030] 如图3和4所示，内胆2的底部外凸设置多个支脚2-1，内胆2的底部外凸设置有用于

吸收水分的进水柱2-2，内胆2底部设有多个通孔2-4；内胆2设置在外壳1内并通过支脚2-1

支撑在外壳1内，内胆2外壁与外壳1内壁之间设置有间隙；水位指示计3设置在内胆2外壁与

外壳1内壁之间间隙内用于测量花盆的注水高度；在内胆2外壁与外壳1内壁之间间隙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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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多条导线放置槽2-5。

[0031] 如图3所示，在内胆2的敞口处均设置有用于密封内胆2外壁与外壳1内壁之间间隙

的翻边2-3，在翻边2-3上设置有进水管6接入的进水口7。

[0032] 本实施例在实施时，在内胆2内加入植物生长基质包括绿沸石、植金石、火山石、硅

藻土、蛭石和陶粒等。当清洁水或营养液注入盆体外壳和内胆之间的空隙层后，内胆中具有

抑菌性、透气性、吸附性、缓释性的生长基质就会吸收储存水分(营养液)并缓慢释放给植

物。植物生长基质，按重量份数计，其原料组成为：绿沸石3～5份、植金石3～5份、火山石12

～15份、硅藻土12～15份、蛭石50～55份、陶粒8～10份。

[0033] 如图5所示，在外壳1的敞口处对称设置两个半圆形凹槽1-1，便于内胆的放入与提

出。本实施例在外壳1的底部设置有一根防溢水管道，保证花盆中的水位处于合理状态，不

致于漫过生长基质，破坏植物根系。

[0034] 如图1和2所示，供水设备包括水盆4、抽水电机5和进水管6，水盆4放置在植物生长

盆体的周围，抽水电机5设置在水盆4，进水管6的一端连接抽水电机5，进水管6的另一端插

入内胆2外壁与外壳1内壁之间间隙内给植物生长盆体供水；

[0035] 如图1和2所示，植物生长智能监控单元包括单片机、湿度传感器9、温度传感器10、

液晶屏、光敏电阻、蓝牙无线通信模块和风扇11，湿度传感器9、温度传感器10、液晶屏、风扇

11和蓝牙无线通信模块均通过导线连接单片机8，单片机、液晶屏、光敏电阻和蓝牙无线通

信模块均集成在电路板12上，电路板12设置在外壳1的外侧壁上，风扇11设置在外壳1的外

侧壁上，湿度传感器9和温度传感器10的探头均插入内胆2里用来监测植物生长基质的湿度

和温度。

[0036] 本实施例中的单片机采用的型号为STC89C52型单片机，植物生长智能监控单元中

的湿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和光敏电阻可以实时监测植物的基质湿度、环境温度和光照强

度等生长条件参数值，并反馈至液晶显示模块与移动设备终端。

[0037] 本实施例中的植物生长智能监控单元的电路为现有技术中的常规电路，具体如

下：参见图6营养缓释型智能花盆的电路原理图所示，植物生长智能监控单元包括STC89C52

型单片机的主控电路、电源电路、电源接口电路、按键电路、湿度模块接口、光敏电阻、风扇、

继电器、LCD1602液晶接口、18b20温度传感器、蜂鸣器报警电路、蓝牙模块和抽水电机，蓝牙

模块HC-05的TX引脚接STC89C52型单片机的(RXD)P3 .0引脚，蓝牙模块HC-05的RX引脚接

STC89C52型单片机的(TXD)P3.1引脚；蓝牙模块HC-05的VCC引脚和GND引接接蜂鸣器报警电

路，接蜂鸣器报警电路接入STC89C52型单片机的(INT1)P3.3引脚，抽水电机接入STC89C52

型单片机的P1.6引脚、XTAL1引脚和GND引脚，电源电路连接电源接口电路，电源接口电路连

接按键电路，按键电路接入STC89C52型单片机的(T0)P3.4引脚、(T1)P3.5引脚、(WR)P3.6和

(RD)P3.7引脚，湿度模块接口接光敏电阻，光敏电阻接入STC89C52型单片机的P1.4引脚和

P1.5引脚，风扇接入STC89C52型单片机的P2.7引脚，继电器接入STC89C52型单片机的P2.0

引脚，LCD1602液晶接口接入STC89C52型单片机的P0.0引脚、P0.1引脚、P0.2引脚、P0.3引

脚、P0.4引脚、P0.5引脚、P0.6引脚、P0.7引脚、P1.0引脚、P1.1引脚和P1.2引脚；18b20温度

传感器接入STC89C52型单片机的P1.7引脚。

[0038] 本实施例植物生长智能监控单元，能够根据监测数据，智能开启或关闭“自动注

水”、“风扇散热”和“人工补光提醒”功能，尤其，“人工补光提醒”功能可以让人们参与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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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在感官刺激与园艺操作中增进身心健康。具体为：

[0039] 当人工开启“自动注水”功能情况下，花盆抽水电机会不间断运行，只到湿度传感

器监测到基质湿度高于设定最大值才停止；当人工关闭“自动注水”功能情况下，只有湿度

传感器监测到基质湿度低于设定最小值，声光报警运行，花盆抽水电机才会开启，只到基质

湿度高于最小值才停止。

[0040] 当人工开启“风扇散热”功能情况下，花盆风扇会不间断运行，只到温度传感器监

测到环境温度低于设定最小值才停止；当人工关闭“风扇散热”功能情况下，只有温度传感

器监测到环境温度高于设定最大值，声光报警运行，花盆风扇才会开启，只到环境温度低于

最大值才停止。

[0041] 当人工开启“人工补光提醒”功能情况下，花盆发光设备会不间断亮起，只到光敏

电阻监测到花盆周边光照强度高于设定最大值才会熄灭；当人工关闭“人工补光提醒”功能

情况下，只有花盆周边光照强度低于设定最小值，声光报警运行，花盆发光设备才会亮起，

只到光照强度高于最小值才熄灭。

[0042] 具体实施例，

[0043] 1、植物生长基质，按重量份数计，称量绿沸石5份、植金石5份、火山石15份、硅藻土

15份、蛭石50份、陶粒10份。

[0044] 2、组装花盆的盆体和智能监控单元，接入移动电源；抽水电机放置于水盆中，进水

管插入“水位指示计”旁的进水孔中。

[0045] 3、将金属网垫放置于花盆内胆底部的通孔群上，再将植物生长基质混合均匀后放

入花盆内胆。

[0046] 4、将智能监控单元中湿度传感器、温度探头放置于植物生长基质中；打开开关，设

置“自动注水”、“风扇散热”、“人工补光提醒”功能为关闭状态，设置湿度、温度、光照强度的

最大值与最小值。

[0047] 5、智能监控单元中湿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和光敏电阻开始监测数据，实时反馈

于液晶显示器和移动终端软件上，同时，与设定参数值进行比较。湿度监测数据低于设定最

小值，声光报警运行，抽水电机开启，自动抽取水盆中水体注入花盆中；温度监测数据低于

设定最大值，风扇未运行；光照强度监测数据高于设定最小值，发光二极管未亮起，没有提

醒人工补光。

[0048] 6、湿度监测数据高于设定最小值，抽水电机关闭，声光报警停止。

[0049] 凡本实用新型说明书中未作特别说明的均为现有技术或者通过现有的技术能够

实现，应当理解的是，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可以根据上述说明加以改进或变换，而

所有这些改进和变换都应属于本实用新型所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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