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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可远程浇灌的植物养护系

统，包括控制中心和喷淋设备，所述控制中心用

于与用户终端通信连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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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终端和/或控制中心无线通讯连接，并根据所

述用户终端和/或控制中心的控制信号控制所述

喷淋开关的开启或关闭，所述控制中心用于根据

用户终端输入的种植时间和植物品种向所述用

户终端发送养护提示信息。本发明提供的可远程

浇灌的植物养护系统能够增加用户的养护便利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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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远程浇灌的植物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控制中心和喷淋设备，所述控制

中心用于与用户终端通信连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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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或控制中心无线通讯连接，并根据所述用户终端和/或控制中心的

控制信号控制所述喷淋开关的开启或关闭，所述控制中心用于根据用户终端输入的种植时

间和植物品种向所述用户终端发送养护提示信息。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远程浇灌的植物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护提示信息包

括采收提示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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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远程浇灌的植物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中心还用于

在所述可远程浇灌的植物养护系统的植物采收后向所述用户终端发送空盆提示信息。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可远程浇灌的植物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交易平台，所

述交易平台具有与所述用户终端相关联的用户账号，所述空盆提示信息链接所述交易平

台。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远程浇灌的植物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社交平台，所

述社交平台具有与所述用户终端相关联的用户账号，所述用户终端还用于授权所述社交平

台的其他账号控制所述喷淋开关的开启或关闭。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可远程浇灌的植物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淋设备上设有

摄像装置，所述用户终端和/或控制中心还用于控制所述摄像装置的开启或关闭，以及将所

述摄像装置所拍摄的影像在所述社交平台上展示。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远程浇灌的植物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游戏平台，所

述游戏平台具有与所述用户终端相关联的用户账号，所述用户终端控制所述喷淋开关开启

时，所述游戏平台控制与所述用户终端相关联的用户账号的虚拟植物被虚拟浇灌；或者所

述游戏平台控制与所述用户终端相关联的用户账号的虚拟植物被虚拟浇灌时，所述用户终

端控制所述喷淋开关开启。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远程浇灌的植物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中心用于统

计所述喷淋开关的关闭时间，当所述喷淋开关的关闭时间达到预设值时，所述控制中心控

制所述喷淋开关自动开启；和/或

所述控制中心用于统计所述喷淋开关在预设时间范围内的开启时间，当所述喷淋开关

在预设时间范围内的开启时间达到预设值后，所述控制中心收到所述用户终端开启所述喷

淋开关的控制信号后，向所述用户终端发送无需浇水的提示信息，并控制所述喷淋开关维

持关闭状态。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远程浇灌的植物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护提示信息包

括浇水提示信息，所述控制中心用于统计所述喷淋开关的关闭时间，当所述喷淋开关的关

闭时间达到预设值时，所述控制中心向所述用户终端发送所述浇水提示信息。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远程浇灌的植物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护提示信息

包括采收提示信息、浇水提示信息和施肥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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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远程浇灌的植物养护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植物栽培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可远程浇灌的植物养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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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有的可远程浇灌的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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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养护的可远程浇灌的植物养护系统的选择性较少，并且个性化较差。不能够较好的提升

用户的养护兴趣和养护便利性。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能够提升养护便利性的可远程浇灌的植物

养护系统。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可远程浇灌的植物养护系统，包括控制中心和喷淋设备，所述控

制中心用于与用户终端通信连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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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或控制中心无线通讯连接，并根据所述用户终端和/或控制中心

的控制信号控制所述喷淋开关的开启或关闭，所述控制中心用于根据用户终端输入的种植

时间和植物品种向所述用户终端发送养护提示信息。

[0005] 优选地，所述养护提示信息包括采收提示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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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6] 优选地，所述控制中心还用于在所述可远程浇灌的植物养护系统的植物采收后向

所述用户终端发送空盆提示信息。

[0007] 优选地，还包括交易平台，所述交易平台具有与所述用户终端相关联的用户账号，

所述空盆提示信息链接所述交易平台。

[0008] 优选地，还包括社交平台，所述社交平台具有与所述用户终端相关联的用户账号，

所述用户终端还用于授权所述社交平台的其他账号控制所述喷淋开关的开启或关闭。

[0009] 优选地，所述喷淋设备上设有摄像装置，所述用户终端和/或控制中心还用于控制

所述摄像装置的开启或关闭，以及将所述摄像装置所拍摄的影像在所述社交平台上展示。

[0010] 优选地，还包括游戏平台，所述游戏平台具有与所述用户终端相关联的用户账号，

所述用户终端控制所述喷淋开关开启时，所述游戏平台控制与所述用户终端相关联的用户

账号的虚拟植物被虚拟浇灌；或者所述游戏平台控制与所述用户终端相关联的用户账号的

虚拟植物被虚拟浇灌时，所述用户终端控制所述喷淋开关开启。

[0011] 优选地，所述控制中心用于统计所述喷淋开关的关闭时间，当所述喷淋开关的关

闭时间达到预设值时，所述控制中心控制所述喷淋开关自动开启；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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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所述控制中心用于统计所述喷淋开关在预设时间范围内的开启时间，当所述喷淋

开关在预设时间范围内的开启时间达到预设值后，所述控制中心收到所述用户终端开启所

述喷淋开关的控制信号后，向所述用户终端发送无需浇水的提示信息，并控制所述喷淋开

关维持关闭状态。

[0013] 优选地，所述养护提示信息包括浇水提示信息，所述控制中心用于统计所述喷淋

开关的关闭时间，当所述喷淋开关的关闭时间达到预设值时，所述控制中心向所述用户终

端发送所述浇水提示信息。

[0014] 优选地，所述养护提示信息包括采收提示信息、浇水提示信息和施肥提示信息。

[0015] 本发明提供的可远程浇灌的植物养护系统能够增加用户的养护便利性。

附图说明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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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7]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提供的可远程浇灌的植物养护系统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2提供的可远程浇灌的植物养护系统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3提供的可远程浇灌的植物养护系统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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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1] 参考图1-3，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可远程浇灌的植物养护系统，包括控制中心2、

软件系统4和喷淋设备3，控制中心2用于与用户终端1通信连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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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系统4为设置

于控制中心2中的系统，或者是设置在用户终端1中的系统。软件系统4具有与用户终端1相

关联的用户账号，当用户在用户终端1登录某一用户账号后，用户终端1便可对该用户账号

的信息进行操作，每个用户账号中存有该用户的植物信息。当用户通过用户终端1输入植物

种植信息后，控制中心2根据输入的植物种植信息更新用户账号中对应的植物信息。

[0022] 参考图1，本实施例中，喷淋设备3设有对植物进行浇灌的喷淋开关31，喷淋设备3

与用户终端1和/或控制中心2无线通讯连接，并根据用户终端1和/或控制中心2的控制信号

13控制喷淋开关31的开启或关闭。例如用户不在家时，用手机登录该用户的可远程浇灌的

植物养护系统的账号，便可通过手机操作开启喷淋开关31，对植物进行远程浇灌。提高植物

养护的便利性。

[0023] 参考图1，本实施例中，控制中心2用于根据用户终端1输入的种植时间11和植物品

种12向用户终端1发送养护提示信息。例如用户种植植物后，可以通过用户终端1输入种植

的植物品种12和种植时间11，控制中心2根据植物输入的植物品种12、种植时间11以及预存

的各种植物的采收时间确定该植物的采收期，并在采收期期间向用户终端1推送该植物的

养护提示信息。本实施例的养护提示信息包括采收提示信息21、浇水提示信息22和施肥提

示信息23等。指导用户更好的养护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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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参考图1，在优选实施例中，养护提示信息包括采收提示信息21，控制中心2根据收

到的种植时间11和植物品种12确定植物的采收期，控制中心2在距离采收期预设时间时向

用户终端1发送采收提示信息21。本实施例所指的距离采收期预设时间为采收期前的预设

时间，是用户自定义的时间，个性化效果更强。例如用户将预设时间定为1天，控制中心2收

到该预设时间的信息后，在采收期前一天向用户终端1发送采收提示信息21。

[0025] 参考图1和图2，在优选实施例中，控制中心2还用于在可远程浇灌的植物养护系统

的植物采收后向用户终端1发送空盆提示信息24。因为某些植物采收后会存在花盆空置的

情况，控制中心2会根据用户输入的植物品种12判断该植物采收后是否会存在空盆现象。当

用户采收植物后通过用户终端1更新用户账号中的植物采收状态。控制中心2确认用户已采

收植物，并且该植物采收后会存在空盆情况时，向用户终端1发送空盆提示信息24，提醒用

户补种。增加用户的养护便利性。

[0026] 参考图2，在优选实施例中，软件系统4包括交易平台43，交易平台43具有与用户终

端1相关联的用户账号，空盆提示信息24链接交易平台43。交易平台43用于交易与用户养护

的植物相关的物品。用户可通过点击空盆提示信息24进入交易平台43中购买新的植物种苗

进行种植。交易平台43可以是可远程浇灌的植物养护系统自带的交易平台43，也可以是与

可远程浇灌的植物养护系统连接的淘宝京东等购物平台。交易平台43还可用于交易用户种

植的植物。当用户将其种植的植物采收后，可通过将采收植物的出售信息431上传至交易平

台43中，将采收后的植物进行出售。例如用户可将种植的茶叶采收晒干后，在交易平台43进

行出售。

[0027] 参考图2和图3，在优选实施例中，软件系统4还包括具有通讯录的社交平台41，社

交平台41具有与用户终端1相关联的用户账号，用户终端1还用于授权社交平台41的其他账

号控制喷淋开关31的开启或关闭。需要好友浇水的用户的社交平台41通讯录中的通讯录好

友411被授权之后，便可将其自身的用户账号关联需要好友浇水的用户的用户账号，控制中

心2根据通讯录好友411的用户终端10的控制信号13控制喷淋开关31打开或关闭。本实施例

中，社交平台41可以是微信等社交平台41。当用户需要好友帮忙进行浇灌时，需要好友浇水

的用户通过用户终端1指示控制中心2生成需要浇水植物对应的用户账号的授权码25，通讯

录好友411点击授权码25后便可与需要好友浇水的用户的用户账号关联，实现控制需要好

友浇水的用户的用户账号对应的喷淋开关31的开启或关闭。当用户将浇灌权授权给通讯录

好友后，好友便具有控制喷淋开关31的开启或关闭的权限。不需要好友亲上门，便可帮助用

户实现植物的养护。个性化和便利性更强。

[0028] 参考图2，在优选实施例中，喷淋设备3上设有摄像装置32，用户终端1和/或控制中

心2还用于控制摄像装置32的开启或关闭，以及将摄像装置32所拍摄的影像在社交平台41

上展示。摄像装置32的摄像头对准植物，摄像装置32与用户终端1、控制中心2和软件系统4

均无线连接。用户可通过用户终端1进入摄像装置32远程观看植物的生长状态。例如有些植

物花期较短，可能用户不在家的时候花期就已经过去了，用户通过摄像装置32用户便可远

程欣赏家中的植物，增加用户的养护乐趣。同时用户可将摄像装置32拍摄的植物照片和/或

视频上传至社交平台41中，例如用户可将植物照片发送给好友进行分享。增加好友之间的

分享互动性，进而提升用户的养护体验。

[0029] 参考图2，在优选实施例中，软件系统4还包括游戏平台42，用户可在游戏平台4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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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虚拟植物。游戏平台42具有与用户终端1相关联的用户账号，当用户通过用户终端1控

制喷淋开关31开启对用户实际养护的植物进行浇灌时，控制中心2接收到喷淋开关31打开

的信息后，控制中心2向游戏平台42发送指令，控制游戏平台42对与用户终端1相关联的用

户账号中用户养护的虚拟植物进行虚拟浇灌；或者，当用户在游戏平台42中对虚拟植物进

行虚拟浇水时，用户终端1或控制中心2控制喷淋开关31开启对用户养护的实际植物进行浇

灌。本实施例较好的将游戏中的虚拟植物养护和和现实结合的植物养护结合，实现虚拟植

物和现实植物的浇水同时进行，提高用户的养护乐趣。

[0030] 在优选实施例中，控制中心2用于统计喷淋开关31的关闭时间，当喷淋开关31的关

闭时间达到预设值时，控制中心2控制喷淋开关31自动开启。用户有时会忘记对植物进行浇

灌，例如用户将喷淋开关31关闭的预设时间设为3天时，控制中心2统计喷淋开关313天未打

开时，便会控制喷淋开关31自动开启，对植物进行浇灌，避免用户因为忙碌忘记对植物进行

浇灌。

[0031] 和/或，控制中心2用于统计喷淋开关31在预设时间范围内的开启时间，当喷淋开

关31在预设时间范围内的开启时间达到预设值后，控制中心2收到用户终端1开启喷淋开关

31的控制信号13后，向用户终端1发送无需浇水的提示信息，并控制喷淋开关31维持关闭状

态。例如，用户根据植物对水的需求情况设置预设时间范围为2天，开启时间的预设值为10

分钟，则若控制中心2若统计到第一天时，喷淋开关31已经开启10分钟，表示植物已经不缺

水。那么第二天，控制中心2也会控制喷淋开关31维持关闭状态。更加精准浇灌，节省用水。

[0032] 参考图1，在优选实施例中，养护提示信息包括浇水提示信息22，控制中心2用于统

计喷淋开关31的关闭时间，当喷淋开关31的关闭时间达到预设值时，控制中心2向用户终端

1发送浇水提示信息22。提醒用户进行浇灌，避免用户养护的植物缺水死亡。

[0033] 在优选实施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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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根据植物品种12向用户终端1发送与植物品种12相关联的应用信息；在进一步优选实

施例中，应用信息包括食谱和/或用药方法。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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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