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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桌面小型生态加湿器，包括

下部基座、中部鱼缸和上部花草种植区；所述鱼

缸为圆角方形钢化玻璃鱼缸；所述鱼缸的外侧壁

纵向设置有安装板，所述安装板的底部设置在基

座上，安装板与基座固定连接；所述花草种植区

包括壳体和放置板，花草种植在放置板上；所述

基座为一侧设置有对开门的柜体，所述基座内设

置有污水箱、储水箱和控制板，所述污水箱通过

进水管与鱼缸的下部连通，所述污水箱与储水箱

连通，所述污水箱的下部设置有过滤层；储水箱

内设置有加湿器，加湿器的出口穿过安装板内部

设置在壳体的上部。本发明将养鱼、种植和加湿

集成一体，且能够自动、生态化的运行，提高了美

观性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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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桌面小型生态加湿器，其特征在于，包括下部基座（1）、中部鱼缸（2）和上部花草

种植区；

所述鱼缸（2）为圆角方形钢化玻璃鱼缸（2）；所述鱼缸（2）的外侧壁纵向设置有安装板

（3），所述安装板（3）的底部设置在基座（1）上，安装板（3）与基座（1）固定连接；

所述花草种植区包括壳体（4）和放置板（5），花草种植在放置板（5）上；

所述基座（1）为一侧设置有对开门的柜体，所述基座（1）内设置有污水箱（8）、储水箱

（9）和控制板（14），所述污水箱（8）通过进水管与鱼缸（2）的下部连通，所述污水箱（8）与储

水箱（9）连通，所述污水箱（8）的下部设置有过滤层；储水箱（9）内设置有加湿器，加湿器的

出口穿过安装板（3）内部设置在壳体（4）的上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桌面小型生态加湿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鱼缸（2）的内侧

壁设置有增氧棒（10）和加热棒（11）；鱼缸（2）的内侧壁开设有入水口（1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桌面小型生态加湿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4）呈圆角

矩形框，壳体（4）置于鱼缸（2）和安装板（3）的上部，且底部与鱼缸（2）连通；所述放置板（5）

设置在壳体（4）内部，放置板（5）与壳体（4）可拆卸连接；壳体（4）的一个角部与安装板（3）转

动连接；

所述放置板（5）为实心板体或有若干环状间隔的板体。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桌面小型生态加湿器，其特征在于，加湿器的出口连接有

喷嘴（6），所述喷嘴（6）为管状，喷嘴（6）的上部开设有若干圆形通孔，喷嘴（6）的周边设置有

莲花瓣状的板体；所述喷嘴（6）上部设置有LED灯（7）。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桌面小型生态加湿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喷嘴（6）的侧壁

开设有长条形开口（13），鱼缸（2）的入水口（12）与喷嘴（6）上的开口（13）连通，开口（13）用

于从外部往鱼缸（2）或储水箱（9）内加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桌面小型生态加湿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板（14）上设

置有控制器，所述控制器连接有加湿器、温湿度传感器和显示屏（15），

所述控制器采用单片机，所述单片机的型号为STC89C52。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桌面小型生态加湿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水箱（9）内设

置有抽水泵（17）和液位传感器（18），所述抽水泵（17）的进水口与储水箱（9）连通、出水口与

鱼缸（2）的入水口（12）连通；所述液位传感器（18）与单片机的输入端连接，所述抽水泵（17）

通过第三驱动电路连接单片机的输出端。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桌面小型生态加湿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加湿器为超声波

加湿器（16），所述超声波加湿器（16）包括加湿器本体和风扇，所述加湿器本体和风扇通过

第一驱动电路和第二驱动电路分别连接单片机的P1.7和P1 .0端口；所述温湿度传感器为

DHT11型传感器，所述温湿度传感器连接至单片机的P3.0端口。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桌面小型生态加湿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屏（15）采用

LCD12864型显示屏（15），所述显示屏（15）的RS、RW、EN端口分别连接单片机的P0.7、P0.6和

P0.5端口，显示屏（15）的D0~D7端口分别连接单片机的P2.0~P2.7接口；所述显示屏（15）设

置在基座（1）的侧壁上。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桌面小型生态加湿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板（14）上

还设置有电源管理模块，所述电源管理模块包括稳压器，所述稳压器的输入端连接有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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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稳压器的输出端连接有电感L1，电感L1的两端分别并联有电容C5、C6和C7，电容C5的两

端并联有电位器VR1，电位器VR1串联有电阻R3，电感L1输出电源电压V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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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桌面小型生态加湿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加湿器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桌面小型生态加湿器。

背景技术

[0002] 加湿器是比较常见的室内用品，加湿器需要摆放在室内，其美观性非常重要，如果

不够美观对人们的生活或工作中的情绪会有影响，所以人们在购买加湿器时不仅考虑实用

性而且也越来越注重美观性；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业余生活、兴趣爱好等越来

越广泛，有的喜欢在家里养盆花、养鱼，陶冶情操、丰富生活，同时，盆花通过光合作用可吸

收二氧化碳，净化室内空气，在有花木的地方空气中阴离子聚积较多，所以空气也特别清

新，而且有许多花木还可吸收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因此，养盆花如今被许多的人所喜爱；很

多工作人士在办公环境中都喜欢摆上一些绿色植物或养上一些鱼儿，但常常会因为疏于打

理而导致死亡；在干燥的季节，空气干燥会给人带来不舒服的感觉，有时也会因为空气干燥

带来一系列的健康问题，需要通过加湿器改善空气条件；但是，在大都市生活的人们，由于

生活居住面积有限，在屋内同时安置鱼缸或花盆会占用较大的空间，再加上使用加湿器会

更加减小屋内活动面积，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具有养鱼、种植以及可以为环境加

湿的桌面智能景观加湿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养鱼、种植和加湿器的功能分散、及占地费力的问题，

提供一种桌面小型生态加湿器，将养鱼、种植和加湿集成一体，且能够自动、生态化的运行，

提高了美观性和适用性。

[0004] 为实现所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桌面小型生态加湿器，包括下部基座、中部鱼缸和上部花草种植区；

所述鱼缸为圆角方形钢化玻璃鱼缸；所述鱼缸的外侧壁纵向设置有安装板，所述安装

板的底部设置在基座上，安装板与基座固定连接；

所述花草种植区包括壳体和放置板，花草种植在放置板上；

所述基座为一侧设置有对开门的柜体，所述基座内设置有污水箱、储水箱和控制板，所

述污水箱通过进水管与鱼缸的下部连通，所述污水箱与储水箱连通，所述污水箱的下部设

置有过滤层；储水箱内设置有加湿器，加湿器的出口穿过安装板内部设置在壳体的上部。

[0005] 进一步地，所述鱼缸的内侧壁设置有增氧棒和加热棒；鱼缸的内侧壁开设有入水

口。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壳体呈圆角矩形框，壳体置于鱼缸和安装板的上部，且底部与鱼缸

连通；所述放置板设置在壳体内部，放置板与壳体可拆卸连接；壳体的一个角部与安装板转

动连接；

所述放置板为实心板体或有若干环状间隔的板体。

[0007] 进一步地，加湿器的出口连接有喷嘴，所述喷嘴为管状，喷嘴的上部开设有若干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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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通孔，喷嘴的周边设置有莲花瓣状的板体；所述喷嘴上部设置有LED灯。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喷嘴的侧壁开设有长条形开口，鱼缸的入水口与喷嘴上的开口连

通，开口用于从外部往鱼缸或储水箱内加水。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控制板上设置有控制器，所述控制器连接有加湿器、温湿度传感器

和显示屏，

所述控制器采用单片机，所述单片机的型号为STC89C52。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储水箱内设置有抽水泵和液位传感器，所述抽水泵的进水口与储

水箱连通、出水口与鱼缸的入水口连通；所述液位传感器与单片机的输入端连接，所述抽水

泵通过第三驱动电路连接单片机的输出端。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加湿器为超声波加湿器，所述超声波加湿器包括加湿器本体和风

扇，所述加湿器本体和风扇通过第一驱动电路和第二驱动电路分别连接单片机的P1.7和

P1.0端口；所述温湿度传感器为DHT11型传感器，所述温湿度传感器连接至单片机的P3.0端

口。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显示屏采用LCD12864型显示屏，所述显示屏的RS、RW、EN端口分别

连接单片机的P0.7、P0.6和P0.5端口，显示屏的D0~D7端口分别连接单片机的P2.0~P2.7接

口，所述显示屏设置在基座的侧壁上。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控制板上还设置有电源管理模块，所述电源管理模块包括稳压器，

所述稳压器的输入端连接有电源，所述稳压器的输出端连接有电感L1，电感L1的两端分别

并联有电容C5、C6和C7，电容C5的两端并联有电位器VR1，电位器VR1串联有电阻R3，电感L1

输出电源电压VCC。

[0014]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本发明根据实现功能可划分为三层，上部花的草种植区顶层由LED灯、、加湿器喷嘴和

壳体组成，将水培植物或土培植物种植在放置板上，植物的根系透过放置板伸在鱼缸的水

中，实现灯光补给、空气湿度调节和花草种植的功能；中部主要由鱼缸组成，鱼缸内可以养

殖鱼儿，植物的根系能够为鱼儿提供养分和氧气，同时鱼儿的排泄物也可以为植物提供营

养，鱼草共生，实现了鱼儿智能养殖功能；中层与顶层之间的放置板采用镂空设计，实现了

花草种植与鱼儿喂养，做到养料相互补给，形成生态链；下层由水箱和控制板组成，将加湿

器的智能控制部件全部置于基座中，与上部隔绝，方便安装和操作，也增强了整体美观性，

为了方便后期产品维护与升级，基座采用了开放式柜门设计，在需要时打开侧边柜门即可。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一种桌面小型生态加湿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一种桌面小型生态加湿器的侧面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发明一种桌面小型生态加湿器的侧面剖视结构示意图之一。

[0018] 图4是本发明一种桌面小型生态加湿器的侧面剖视结构示意图之二。

[0019] 图5是本发明一种桌面小型生态加湿器的基座的剖视图。

[0020] 图6是本发明一种桌面小型生态加湿器的单片机与温湿度传感器连接的电路原理

图。

[0021] 图7是本发明一种桌面小型生态加湿器的加湿器连接的电路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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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图8是本发明一种桌面小型生态加湿器的LED灯的电路原理图。

[0023] 图9是本发明一种桌面小型生态加湿器的显示屏的电路原理图。

[0024] 图10是本发明一种桌面小型生态加湿器的抽水泵的电路原理图。

[0025] 图11是本发明一种桌面小型生态加湿器的电源管理模块的电路原理图。

[0026] 图12是本发明一种桌面小型生态加湿器的的实施例中水泵电路原理图。

[0027] 附图中标号为：1为基座，2为鱼缸，3为安装板，4为壳体，5为放置板，6为喷嘴，7为

LED灯，8为污水箱，9为储水箱，10为增氧棒，11为加热棒，12为入水口，13为开口，14为控制

板，15为显示屏，16为超声波加湿器，17为抽水泵，18为液位传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如图1~12所示，一种桌面小型生态加湿器，包括下部基座1、中部鱼缸2和上部花草种植

区；

所述鱼缸2为圆角方形钢化玻璃鱼缸2；所述鱼缸2的外侧壁纵向设置有安装板3，所述

安装板3的底部设置在基座1上，安装板3与基座1固定连接；

所述花草种植区包括壳体4和放置板5，花草种植在放置板5上；

所述基座1为一侧设置有对开门的柜体，所述基座1内设置有污水箱8、储水箱9和控制

板14，所述污水箱8通过进水管与鱼缸2的下部连通，所述污水箱8与储水箱9连通，所述污水

箱8的下部设置有过滤层；储水箱9内设置有加湿器，加湿器的出口穿过安装板3内部设置在

壳体4的上部。具体的，所述过滤层设置为过滤棉。

[0029] 为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如图3所示，所述鱼缸2的内侧壁设置有增氧棒10和加热

棒11；鱼缸2的内侧壁开设有入水口12。

[0030] 为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所述壳体4呈圆角矩形框，壳体4置于鱼缸2和安装板3的

上部，且底部与鱼缸2连通；所述放置板5设置在壳体4内部，放置板5与壳体4可拆卸连接；壳

体4的一个角部与安装板3转动连接。

[0031] 所述放置板5为实心板体或有若干环状间隔的板体；当需要养水培植物时，采用有

若干环状间隔的板体的放置板5，将水培植物放置在放置板5上，植物的根系置于鱼缸2中；

当需要养土培植物时，采用实心板体的放置板5即可，将土壤置于放置板5上，并种植上土培

植物；同时为了智能化养花，可在储水箱9内设置有水泵，在土壤中设置探头，实时探测土壤

中的湿度，如图12所示，水泵连接有继电器，继电器连接有干湿度比较器，干湿度比较器连

接探头，当湿度较低的时候，继电器吸合，水泵开启，水泵的另一端通过管道接至放置板5上

端，将储水箱9中的水抽至放置板5为土培植物浇水，水泵的型号为DC-MH。

[0032] 为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加湿器的出口连接有喷嘴6，所述喷嘴6为管状，喷嘴6的

上部开设有若干圆形通孔，喷嘴6的周边设置有莲花瓣状的板体；所述喷嘴6上部设置有LED

灯7。具体的，所述LED灯7由7个环状的LED灯7管组成，设置有独立开关S5，如图8所示，LED1~
LED7依次串联，闭合开关S5，LED灯7全亮，达到补光的目的。

[0033] 所述喷嘴6的侧壁开设有长条形开口13，鱼缸2的入水口12与喷嘴6上的开口13连

通，开口13用于从外部往鱼缸2或储水箱9内加水；当储水箱9内的水不足时，通过开口13向

储水箱9加水，隔一段时间向储水箱9加水即可，不用频繁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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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控制板14上设置有控制器，所述控制器连接有加

湿器、温湿度传感器和显示屏15；

所述控制器采用单片机，所述单片机的型号为STC89C52，单片机X1和X2接口连接有晶

振X2；单片机的P0.1~P0.7端口分别连接有上拉电阻。

[0035] 具体的，如图10所示，所述储水箱9内设置有抽水泵17和液位传感器18，所述抽水

泵17的进水口与储水箱9连通、出水口与鱼缸2的入水口12连通；所述液位传感器18与单片

机的输入端连接，所述抽水泵17通过第三驱动电路连接单片机的输出端；图中没有画出液

位传感器18的原理图，液位传感器18与单片机的IO口连接即可；液位传感器18检测储水箱9

内的水位变化，当水位过高时，可能是由于加湿器没有开启，液位传感器18将水位信号传送

至单片机，单片机的P3.7接口通过连接第三驱动电路连接抽水泵17，第三驱动电路包括电

阻R10，电阻R10连接三极管的基极，三极管的集电极连接继电器K3的线圈，继电器K3的触点

连接至抽水泵17，当储水箱9内的水位高于设定值时，单片机向P3.7接口发生高电平信号，

经过三极管放大后继电器K3的线圈得电，吸合K3的触点使抽水泵17接通，抽水泵17启动将

储水箱9内的水抽至鱼缸2中，形成水循环。

[0036] 作为一种可实施方式，本实施例中的液位传感器18采用的是MEACON品牌生产的型

号为MIK-P260的传感器，抽水泵17的型号为DC-MH；

具体的，如图6~7所示，所述加湿器为超声波加湿器16，所述超声波加湿器16包括加湿

器本体和风扇，所述加湿器本体和风扇通过第一驱动电路和第二驱动电路分别连接单片机

的P1.7和P1.0端口；第一驱动电路包括电阻R6，电阻R6连接三极管的基极，三极管的集电极

连接继电器K2的线圈，继电器K2的触点连接加湿器本体，继电器K2的线圈并联有二极管；第

二驱动电路包括电阻R5，电阻R5连接三极管的基极，三极管的集电极连接继电器K1的线圈，

继电器K1的触点连接加湿器风扇，继电器K1的线圈并联有二极管；所述电阻R5和电阻R6的

阻值均为510Ω。

[0037] 所述温湿度传感器为DHT11型传感器，所述温湿度传感器连接至单片机的P3.0端

口。

[0038] 作为一种可实施方式，本实施例中的超声波加湿器16的型号为BSENS型加湿器。

[0039] 所述显示屏15采用LCD12864型显示屏15，所述显示屏15的RS、RW、EN端口分别连接

单片机的P0.7、P0.6和P0.5端口，显示屏15的D0~D7端口分别连接单片机的P2.0~P2.7接口，

所述显示屏15设置在基座1的外侧壁上。

[0040] 具体的，如图11所示，所述控制板14上还设置有电源管理模块，所述电源管理模块

包括稳压器，所述稳压器的输入端连接有电源，所述稳压器的输出端连接有电感L1，电感L1

的两端分别并联有电容C5、C6和C7，电容C5的两端并联有电位器VR1，电位器VR1串联有电阻

R3，电感L1输出电源电压VCC；电源连接有总开关S4；所述稳压器的型号为LM2596S-ADJ，电

感L1的电感量为100μH，电位器VR1的阻值为50KΩ，电容C5、C6和C7的容量均为100pF，所述

电源为DC24V，输出电压VCC为5V，电源和电源电压均为控制器和与其连接的各部件提供电

源。

[0041] 使用时，转动壳体4将鱼缸2上部打开，往鱼缸2内加入水，鱼缸2内放入能够家养的

鱼儿，之后转动壳体4盖住鱼缸2上部；在放置板5上种植水培植物或土培植物；由于养殖鱼

儿会污染鱼缸2内的水，鱼缸2内的水定时从进水管进入污水箱8，污水箱8内设置有过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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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过滤后进入储水箱9，储水箱9内的水用于加湿器对空气内的加湿，或者是用于浇花；温湿

度传感器可设置在壳体4或基座1的外壁上，温湿度传感器检测室内的温度和湿度，并将温

度和湿度信号通过P3.0端口传送至单片机，单片机接收到湿度信号后与设定值对比，当湿

度低于设定值时，单片机向P1.0和P1.7接口发送高电平信号，三极管驱动继电器K1和K2线

圈得电吸合K1和K2的触点，从而使风扇和加湿器本体启动，将储水箱9内的水转化成雾状从

上部的喷嘴6喷出，以此提高屋内的湿度，当屋内的湿度达到设定值时，加湿器停止工作；同

时，屋内的温度和湿度信号在显示屏15上进行显示，以便直观的观察到屋内的信息。鱼缸2

内的增氧棒10和加热棒11，当温度较低或氧气不足时，为鱼缸2增氧和加热。

[0042] 本发明将智能化融入生活中，集成了植物、鱼儿和加湿系统为一体，为使用者带来

方便愉悦的体验。通过巧妙的结合，使三者融为一体，既有植物带来的新鲜空气，绿色的视

觉享受，同时又可以观赏鱼儿灵动的游动，花草鱼儿共生的场景在桌面上就能实现，也在室

内干燥时带来舒适的空气，一举三得，值得推广。

[0043] 以上所述之实施例，只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限制本发明的实施范围，

故凡依本发明专利范围所述的构造、特征及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或修饰，均应包括于本发

明申请专利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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