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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单层智能化植物工厂

(57)摘要

单层智能化植物工厂包括：厂房、开关门、房

顶、阻挡沿、集水通道、集水孔、排水孔、太阳能发

电装置、第一电动机、支架、太阳能板、电机槽、防

雨罩、电气箱、控制器、蓄电池、开关按钮、消毒开

关按钮、混合开关按钮、抽水开关按钮、滴头开关

按钮、灯光开关按钮、空调、集水箱、进水管、进料

管、紫外线消毒灯、单向电磁阀、混合箱、搅拌装

置、加肥管、排液管、第二电动机、连接轴、搅拌

轴、混合电气箱、培养箱、传感器、支撑架、灯架

板、灯棒固定槽、灯棒、第一直线电机平台、第二

直线电机平台、滴头连接板、滴头、电磁阀；本发

明的优势：利用自然中的阳光和雨水，来满足植

物的栽培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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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层智能化植物工厂，包括厂房，所述厂房一侧开设有开关门，其特征在于：所述厂

房顶部设置有房顶，所述房顶边缘设置有阻挡沿，所述房顶内部开设有集水通道，所述阻挡

沿内侧的所述房顶表面开设有若干集水孔，所述集水孔连通所述集水通道，所述集水通道

开设有排水孔，所述房顶顶面设置有太阳能发电装置；

所述厂房内部靠近所述开关门的侧壁设置有电气箱和空调，所述电气箱内部安装有控

制器与蓄电池，所述空调与所述控制器通过电路连接，所述蓄电池与所述太阳能发电装置

通过电路连接，所述蓄电池由所述太阳能发电装置进行充电，所述控制器与所述蓄电池通

过电路连接，所述控制器由所述蓄电池进行供电，所述电气箱侧壁设置有开关按钮、消毒开

关按钮、混合开关按钮、抽水开关按钮、滴头开关按钮、灯光开关按钮，所述开关按钮、所述

消毒开关按钮、所述混合开关按钮、所述抽水开关按钮、所述滴头开关按钮、所述灯光开关

按钮均与所述控制器通过电路连接；

所述厂房内部远离所述开关门的一侧设置有集水箱和混合箱，所述集水箱顶部开设有

进水管与进料管，所述进水管与所述排水孔之间通过导水管连接，所述集水箱底部与所述

混合箱之间底部通过管道连接，所述集水箱与所述混合箱之间的管道上设置有单向电磁

阀，所述单向电磁阀与所述控制器通过电路连接，所述混合箱内部安装有搅拌装置，所述混

合箱开设有加肥管和排液管；

所述厂房内部设置有若干培养箱，所述培养箱为顶部开口的薄壁箱体，所述培养箱内

部设置有若干传感器，所述传感器与所述控制器通过电路连接，所述培养箱顶部设置有支

撑架，所述支撑架顶部设置有灯架板，所述灯架板开设有若干灯棒固定槽，所述灯棒固定槽

内放置有灯棒，所述灯棒与所述蓄电池通过电路连接，所述灯棒由所述蓄电池进行供电，所

述灯棒与所述控制器通过电路连接，所述支撑架之间对称的设置有两个第一直线电机平

台，所述第一直线电机平台与所述培养箱宽度方向平行，两个所述第一直线电机平台的滑

块之间设置有第二直线电机平台，所述第一直线电机平台、所述第二直线电机平台均与所

述蓄电池通过电路连接，所述第一直线电机平台、所述第二直线电机平台均由所述蓄电池

进行供电，所述第一直线电机平台、所述第二直线电机平台均与所述控制器通过电路连接，

所述第二直线电机平台的滑块上设置有滴头连接板，所述滴头连接板上设置有滴头，所述

滴头与所述排液管之间通过管路连接，所述滴头与所述排液管之间的管路上设置有电磁

阀，所述电磁阀与所述控制器通过电路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层智能化植物工厂，其特征在于：所述房顶顶面为倾斜面，

所述房顶顶面靠近所述集水孔的一端低于远离所述集水孔的一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层智能化植物工厂，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发电装置包括

第一电动机、支架、太阳能板，所述房顶顶面中部开设有电机槽，所述电机槽顶部设置有防

雨罩，所述电机槽内部安装有所述第一电动机，所述第一电动机的输出轴延伸至所述防雨

罩外部，所述第一电动机的输出轴与所述防雨罩之间设置有密封圈，所述第一电动机的输

出轴上设置有所述支架，所述支架上设置有所述太阳能板，所述第一电动机与所述控制器

通过电路连接，所述第一电动机、所述太阳能板均与所述蓄电池通过电路连接，所述第一电

动机由所述蓄电池进行供电，所述蓄电池由所述太阳能板进行充电。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层智能化植物工厂，其特征在于：所述集水箱顶部设置有紫

外线消毒灯，所述紫外线消毒灯与所述蓄电池通过电路连接，所述紫外线消毒灯由所述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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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进行供电，所述紫外线消毒灯与所述控制器通过电路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层智能化植物工厂，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装置包括第二电

动机、连接轴、搅拌轴，所述混合箱顶部设置有混合电气箱，所述混合电气箱内部安装有所

述第二电动机，所述第二电动机与所述蓄电池通过电路连接，所述第二电动机由所述蓄电

池进行供电，所述第二电动机与所述控制器通过电路连接，所述第二电动机的输出轴延伸

至所述混合箱内部，所述第二电动机的输出轴与所述连接轴通过联轴器连接，所述连接轴

从上至下设置有若干所述搅拌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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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层智能化植物工厂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现代农业种植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单层智能化植物工厂。

背景技术

[0002] 植物工厂是通过设施内高精度环境控制实现农作物周年连续生产的高效农业系

统，是利用智能计算机和电子传感系统对植物生长的温度、湿度、光照、CO2浓度以及营养液

等环境条件进行自动控制，使设施内植物的生长发育不受或很少受自然条件制约的省力型

生产方式。植物工厂是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一种高投入、高技术、精装备的生

产体系，集生物技术、工程技术和系统管理于一体，使农业生产从自然生态束缚中脱离出

来.按计划周年性进行植物产品生产的工厂化农业系统，是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吸收应用高

新技术成果最具活力和潜力的领域之一，代表着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

[0003] 在现有的植物工厂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需要外接水源以及电源，在一些供

给不便的地方，无法进行植物的培育；结构复杂，占用大量的工厂内部空间。

[0004] 针对上述问题，人们需要一种单层智能化植物工厂，来满足植物栽培的需要。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单层智能化植物工厂，可

以利用自然中的雨水与阳光，来进行植物栽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单层智能化植物工厂，包括厂房，所述厂房一侧开设

有开关门，所述厂房顶部设置有房顶，所述房顶边缘设置有阻挡沿，所述房顶内部开设有集

水通道，所述阻挡沿内侧的所述房顶表面开设有若干集水孔，所述集水孔连通所述集水通

道，所述集水通道开设有排水孔，所述房顶顶面设置有太阳能发电装置；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厂房内部靠近所述开关门的侧壁设置有电气箱和空调，所述电气

箱内部安装有控制器与蓄电池，所述空调与所述控制器通过电路连接，所述蓄电池与所述

太阳能发电装置通过电路连接，所述蓄电池由所述太阳能发电装置进行充电，所述控制器

与所述蓄电池通过电路连接，所述控制器由所述蓄电池进行供电，所述电气箱侧壁设置有

开关按钮、消毒开关按钮、混合开关按钮、抽水开关按钮、滴头开关按钮、灯光开关按钮，所

述开关按钮、所述消毒开关按钮、所述混合开关按钮、所述抽水开关按钮、所述滴头开关按

钮、所述灯光开关按钮均与所述控制器通过电路连接；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厂房内部远离所述开关门的一侧设置有集水箱和混合箱，所述集

水箱顶部开设有进水管与进料管，所述进水管与所述排水孔之间通过导水管连接，所述集

水箱底部与所述混合箱之间底部通过管道连接，所述集水箱与所述混合箱之间的管道上设

置有单向电磁阀，所述单向电磁阀与所述控制器通过电路连接，所述混合箱内部安装有搅

拌装置，所述混合箱开设有加肥管和排液管；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厂房内部设置有若干培养箱，所述培养箱为顶部开口的薄壁箱体，

所述培养箱内部设置有若干传感器，所述传感器与所述控制器通过电路连接，所述培养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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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设置有支撑架，所述支撑架顶部设置有灯架板，所述灯架板开始有若干灯棒固定槽，所

述灯棒固定槽内放置有灯棒，所述灯棒与所述蓄电池通过电路连接，所述灯棒由所述蓄电

池进行供电，所述灯棒与所述控制器通过电路连接，所述支撑架之间对称的设置有两个第

一直线电机平台，所述第一直线电机平台与所述配培养箱宽度方向平行，两个所述第一直

线电机平台的滑块之间设置有第二直线电机平台，所述第一直线电机平台、所述第二直线

电机平台均与所述蓄电池通过电路连接，所述第一直线电机平台、所述第二直线电机平台

均由所述蓄电池进行供电，所述第一直线电机平台、所述第二直线电机平台均与所述控制

器通过电路连接，所述第二直线电机平台的滑块上设置有滴头连接板，所述滴头连接板上

设置有滴头，所述滴头与所述排液管之间通过管路连接，所述滴头与所述排液管之间的管

路上设置有电磁阀，所述电磁阀与所述控制器通过电路连接。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房顶顶面为倾斜面，所述房顶顶面靠近所述集水孔的一端低于远

离所述集水孔的一端。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太阳能发电装置包括第一电动机、支架、太阳能板，所述房顶顶面

中部开设有电机槽，所述电机槽顶部设置有防雨罩，所述电机槽内部安装有所述第一电动

机，所述第一电动机的输出轴延伸至所述防雨罩外部，所述第一电动机的输出轴与所述防

雨罩之间设置有密封圈，所述第一电动机的输出轴上设置有所述支架，所述支架上设置有

所述太阳能板，所述第一电动机与所述控制器通过电路连接，所述第一电动机、所述太阳能

板均与所述蓄电池通过电路连接，所述第一电动机由所述蓄电池进行供电，所述蓄电池由

所述太阳板进行充电。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太阳能发电装置中的控制器还由计算机程序控制，所述计算机程

序控制所述太阳能板随时间进行向阳左右旋转，所述计算机程序具体步骤如下：

[0013] S1、基于预设的时间采集模型和天气检测接口，获取当前时间信息和天气信息；

[0014] S2、基于预设的时间_天气_太阳能板间的转向关系表和所述当前时间信息、天气

信息,获取所述转向关系表中的左右转向角度 ；

[0015] S3、基于预设的转向角算法公式 和左右转向角度 ，获取综

合转向角度 ；

[0016] S4、将所述综合转向角度 发送到计算机程序后台控制中心，所述控制中心向

所述第一电机中的控制器发送控制太阳能转动的指令。

[0017] 进一步的，所述培养箱7内部设置的若干传感器在所述培养箱7内的四个侧面内等

距离排布，所述若干传感器与所述计算机建立长连接，并由所述计算机程序控制进行传感

测定，所述计算机程序获取到所述若干传感器测定的相关值后，通过预设的滴水判断与控

制模型，判断是否由所述计算机程序控制所述滴头对所述培养箱7进行滴水。

[0018] 通过所述计算机程序控制所述滴头进行滴水的步骤，具体如下：

[0019] 步骤一、基于预设的编号方式，对所述若干传感器进行编号，并将编号结果发送到

计算机中，生成传感器与编号参照表；

[0020] 步骤二、基于预设的间隔时间，定时获取所述若干传感器测定的相关值，并将所述

相关值与所述编号结果进行一一对应，其中，所述相关值包括温度值和湿度值；

说　明　书 2/9 页

5

CN 111642283 B

5



[0021] 步骤三、基于预设的算法公式 ，获取温湿指标值 ，将所述同一传

感器在同一时间下测定的温度值和湿度值分别作为参数值 和参数值 ；

[0022] 步骤四、基于所述预设的滴水判断与控制模型，判断所述温湿指标值 是否满足预

设的温湿指标值阈值，若不满足，则获取所述温湿指标值 对应的传感器编号，作为目标编

号，并向所述控制器发送进行滴水的指令；

[0023] 步骤五、基于所述传感器与编号参照表，确定所述目标编号对应的传感器，作为第

一传感器，并将所述第一传感器对应的位置作为目标区域，基于控制器向所述目标区域进

行滴水；

[0024] 步骤六、在向所述目标区域滴水时，继续执行上述步骤，直到所述温湿指标值 满

足预设的温湿指标值阈值，向所述控制器发送停止滴水的指令。

[0025] 进一步地，所述集水箱顶部设置有紫外线消毒灯，所述紫外线消毒灯与所述蓄电

池通过电路连接，所述紫外线消毒灯由所述蓄电池进行供电，所述紫外线消毒灯与所述控

制器通过电路连接。

[0026] 进一步地，所述搅拌装置包括第二电动机、连接轴、搅拌轴，所述混合箱顶部设置

有混合电气箱，所述混合电气箱内部安装有所述第二电动机，所述第二电动机与所述蓄电

池通过电路连接，所述第二电动机由所述蓄电池进行供电，所述第二电动机与所述控制器

通过电路连接，所述第二电动机的输出轴延伸至所述混合箱内部，所述第二电动机的输出

轴与所述连接轴通过联轴器连接，所述连接轴从上至下设置有若干所述搅拌轴。

[0027] 本发明的优势：

[0028] 1 .利用自然中的阳光，即可发电使用，同时将雨水储存下来，满足水源的需要。不

需要外接电源与水源即可满足植物栽培的需要。

[0029] 2.实现水肥一体化，精简了厂房的内部零件结构，将浇水与施肥合二为一，使得厂

房内部可以放置更多的培养箱。

[0030] 3.第一直线电机平台与第二直线电机平台可以使得滴头对培养箱各个位置进行

精确的滴管，使肥料更好的被植物所吸收。

[0031] 4.通过所述计算机程序控制所述太阳能板随时间进行向阳左右旋转，保证了太阳

能板充分的接收光源，能起到快速蓄电的作用。

[0032] 5.通过计算机程序、温湿传感器、控制器、滴头间的相互连接的方式，起到控制滴

头滴水的作用，能一定程度上对雨水资源进行充分利用，避免水资源的使用不合理。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单层智能化植物工厂结构示意图。

[0034] 图2为太阳能发电装置剖视结构示意图。

[0035] 图3为集水通道剖视结构示意图。

[0036] 图4为厂房剖视结构示意图。

[0037] 图5为集水箱剖视结构示意图。

[0038] 图6为厂房剖视结构示意图。

[0039] 图7为电气箱结构示意图。

[0040] 图8为本申请实施例中太阳能板的转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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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图9为本申请实施例中通过所述计算机程序控制所述滴头进行滴水的处理流程

图。

[0042] 图中：1.厂房、101.开关门、102.房顶、103.阻挡沿、104.集水通道、105.集水孔、

106.排水孔、2.太阳能发电装置、201.第一电动机、202.支架、203.太阳能板、204.电机槽、

205.防雨罩、3.电气箱、301.控制器、302.蓄电池、303.开关按钮、304.消毒开关按钮、305.

混合开关按钮、306.抽水开关按钮、307.滴头开关按钮、308.灯光开关按钮、4.空调、5.集水

箱、501.进水管、502.进料管、503.紫外线消毒灯、504.单向电磁阀、6.混合箱、601.搅拌装

置、602.加肥管、603.排液管、604.第二电动机、605.连接轴、606.搅拌轴、607.混合电气箱、

7.培养箱、702.支撑架、703.灯架板、704.灯棒固定槽、705.灯棒、706.第一直线电机平台、

707.第二直线电机平台、708.滴头连接板、709.滴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为了使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申请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结合本申请实施

例中的附图，对本申请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

仅仅是本申请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申请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

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应当属于本申请保护的

范围。

[0044]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单层智能化植物工厂。

[0045] 实施例1，如图1‑7所示，单层智能化植物工厂，包括厂房1，所述厂房1一侧开设有

开关门101，方便工作人员进出所述厂房1。所述厂房1顶部设置有房顶102，所述房顶102边

缘设置有阻挡沿103，所述房顶1内部开设有集水通道104，所述阻挡沿103内侧的所述房顶

102表面开设有若干集水孔105，所述集水孔105连通所述集水通道104，所述集水通道104开

设有排水孔106，所述房顶102顶面为倾斜面，所述房顶102顶面靠近所述集水孔105的一端

低于远离所述集水孔105的一端。当遇到降水天气时，雨水顺着所述房顶102顶面，向所述集

水孔105的一端流淌，所述阻挡沿103可以有效的避免雨水从所述房顶102边缘流出。雨水从

所述集水孔105流至所述集水通道104内，在通过所述排水孔106导出。所述房顶102顶面设

置有太阳能发电装置2，利用大自然中的太阳光照进行发电。所述太阳能发电装置2包括第

一电动机201、支架202、太阳能板203，所述房顶102顶面中部开设有电机槽204，所述电机槽

204顶部设置有防雨罩205，避免雨水以及杂物等落至所述电机槽204内。所述电机槽204内

部安装有所述第一电动机201，所述第一电动机201优选上海至宝电机制造有限公司的立式

法兰直插型齿轮减速电机，功率优选3.7kw。所述第一电动机201的输出轴延伸至所述防雨

罩205外部，所述第一电动机201的输出轴与所述防雨罩205之间设置有密封圈，所述第一电

动机201的输出轴上设置有所述支架202，所述支架202上设置有所述太阳能板203，所述太

阳能板203优选江苏三普光电有限公司的太阳能板。所述第一电动机201与所述控制器301

通过电路连接，所述第一电动机201、所述太阳能板203均与所述蓄电池302通过电路连接，

所述太阳能板203与所述蓄电池302之间的电路上设置有太阳能控制器，所述太阳能控制器

优选青岛天盈华智科技有限公司的PWM太阳能控制器，型号为Max20‑EU。所述第一电动机

201由所述蓄电池302进行供电，所述蓄电池302由所述太阳板203进行充电。

[0046] 所述太阳能发电装置中的控制器还由计算机程序控制，所述计算机程序控制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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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板随时间进行向阳左右旋转，所述计算机程序具体步骤如下：

[0047] S1、基于预设的时间采集模型和天气检测接口，获取当前时间信息和天气信息；

[0048] S2、基于预设的时间_天气_太阳能板间的转向关系表和所述当前时间信息、天气

信息,获取所述转向关系表中的左右转向角度 ；

[0049] S3、基于预设的转向角算法公式 和左右转向角度 ，获取综

合转向角度 ；

[0050] S4、将所述综合转向角度 发送到计算机程序后台控制中心，所述控制中心向

所述第一电机中的控制器发送控制太阳能转动的指令。

[0051] 其中，所述转向关系表中将一天24小时的时间段划分为180个单元时间段，即每一

个连续的8分钟为一个时间单元，所述每一个时间单元对应 转向角度，所述左右转向区间

范围为[ , ],以向右转向为正方向转向，向左转向为负方向转向，即，若时间节点为

00:00:00且其对应的转向点为 ，下一个时间节点即00:08:00时，其对应的转向点为 ，时

间节点为12:00:00时，其对应的转向点为 ，所述转向关系表中包含了181个时间节点，

为从00:00:00到次日的00:00:00，每个时间节点相隔8分钟，分别对应不同的转向角度，次

日00:00:00时，触发预设的回溯模型，所述回溯模型控制控制器，触发一次180度旋转，太阳

能板回到 位置，在整个过程中，不同时间节点对应不同的转向角度，即左右转向角度

。

[0052] 所述预设的时间采集模型为通过计算机程序获取当前时间，所述天气检测接口包

括通过外接天气检测接口获取当前天气信息及未来某个时段内的天气信息。

[0053] 所述预设的时间_天气_太阳能板间的转向关系表与预设时间表、预设天气信息表

存在表间关联,通过上述表间关系，最终确定所述转向关系表中的左右转向角度 ，

例如：天气中温度为35度，天气为晴，时间为夏天8:00:00时，太阳升起，左右转向角度为0

度；时间为冬天8:00:00时，太阳已经升起2个小时，左右转向角度为正方向15度；表中设定

了不同季节时，相同时间点对应的不同转向角度。在白天时，太阳能板由东到西的转动为正

转动；夜晚时，太阳能板由西向东进行回溯转动，转动到白天时的起始位置，为负转动。

[0054] 其中，所述计算机程序控制太阳能板转动的，由所述预设时间表决定太阳能板开

始转动的时间，所述预设时间表中包含了一年365天中太阳能板每一个对应的起始转动时

间。

[0055] 具体参考图8，图8为本申请实施例中，太阳能板的转动示意图，图中801示出了太

阳能板，图中801a示出了含太阳能板材的板面，图中801b示出了不含太阳能板材的板面，图

中示出了太阳能板的正转动方向和起始位置、结束位置。

[0056] 所述厂房1内部靠近所述开关门101的侧壁设置有电气箱3和空调4，所述空调4优

选格力的挂式空调，型号为KFR‑26GW/(26581)FNDc‑A1，所述空调4可以调整厂房1内部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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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湿度情况。所述电气箱3内部安装有控制器301与蓄电池032，所述控制器301优选军创

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标准型PLC，型号为JS‑60P‑D。该型号PLC可以满足本方明的控制需

要。所述空调4与所述控制器301通过电路连接，由所述控制器301进行控制。所述蓄电池302

与所述太阳能发电装置2通过电路连接，所述蓄电池302由所述太阳能发电装置2进行充电，

所述控制器301与所述蓄电池302通过电路连接，所述控制器301由所述蓄电池302进行供

电，所述电气箱3侧壁设置有开关按钮303、消毒开关按钮304、混合开关按钮305、抽水开关

按钮306、滴头开关按钮307、灯光开关按钮308，所述开关按钮303、所述消毒开关按钮304、

所述混合开关按钮305、所述抽水开关按钮306、所述滴头开关按钮307、所述灯光开关按钮

308均与所述控制器301通过电路连接，用以分别控制混合、抽水、滴灌、灯光等各个功能的

开启与关闭。

[0057] 所述厂房1内部远离所述开关门101的一侧设置有集水箱5和混合箱6，所述集水箱

5顶部开设有进水管501与进料管502，所述进水管501与所述排水孔106之间通过导水管连

接。收集下来的雨水，从所述集水通道104，利用所述排水孔106与所述进水管501，将其导入

至所述集水箱5内部。所述集水箱5内腔顶部设置有紫外线消毒灯503，所述紫外线消毒灯

503与所述蓄电池302通过电路连接，所述紫外线消毒灯503由所述蓄电池302进行供电，所

述紫外线消毒灯503与所述控制器301通过电路连接，由所述控制器301控制工作开始与结

束。所述紫外线消毒灯503优选深圳市水天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海诺威杀菌消毒灯。紫外

线杀菌消毒是利用适当波长的紫外线能够破坏微生物机体细胞中的DNA或RNA的分子结构，

造成生长性细胞死亡和再生性细胞死亡，达到杀菌消毒的效果。紫外线消毒技术是基于现

代防疫学、医学和光动力学的基础上，利用特殊设计的高效率、高强度和长寿命的UVC波段

紫外光照射流水，将水中各种细菌、病毒、寄生虫、水藻以及其他病原体直接杀死，确保雨水

的使用安全。所述集水箱5底部与所述混合箱6之间底部通过管道连接，所述集水箱5与所述

混合箱6之间的管道上设置有单向电磁阀504，所述单向电磁阀504与所述控制器301通过电

路连接，控制雨水是否导入所述混合箱6内。所述混合箱6内部安装有搅拌装置601，所述混

合箱6开设有加肥管602和排液管603，所述加肥管602用以向所述混合箱6内部增添各种所

需肥料。所述搅拌装置601包括第二电动机604、连接轴605、搅拌轴606，所述混合箱6顶部设

置有混合电气箱607，所述混合电气箱607内部安装有所述第二电动机604，所述第二电动机

604优选上海至宝电机制造有限公司的立式法兰直插型齿轮减速电机，功率根据所述混合

箱6内部容积来进行选择。优选功率为1.5kw。所述第二电动机604与所述蓄电池302通过电

路连接，所述第二电动机604由所述蓄电池302进行供电，所述第二电动机604与所述控制器

301通过电路连接，由所述控制器301控制工作启停。所述第二电动机604的输出轴延伸至所

述混合箱6内部，所述第二电动机604的输出轴与所述连接轴605通过联轴器连接，所述连接

轴605从上至下设置有若干所述搅拌轴606。所述第二电动机604输出轴带动所述连接轴605

转动，进而通过所述搅拌轴606对雨水和肥料进行混合搅拌，使之成为均匀的肥液。

[0058] 所述厂房1内部设置有若干培养箱7，用以栽培植物。所述培养箱7为顶部开口的薄

壁箱体，所述培养箱7内部设置有若干传感器，所述传感器包括温湿度传感器以及光照传感

器。所述温湿度传感器优选深圳市新世联科技有限公司的温湿度探头，型号为HTM2500。所

述光照传感器优选武汉中科能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光照度传感器，型号为NHZD10CR。所

述传感器与所述控制器301通过电路连接，所述传感器将信号传递给所述控制器301，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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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301根据传递的信号，来控制其他零部件的工作。所述培养箱7顶部设置有支撑架

702，所述支撑架702顶部设置有灯架板703，所述灯架板703开设有若干灯棒固定槽704，所

述灯棒固定槽704内放置有灯棒705。所述灯棒705与所述蓄电池302通过电路连接，所述灯

棒705由所述蓄电池302进行供电，所述灯棒705与所述控制器301通过电路连接，控制所述

灯棒705的工作启停。所述灯棒705根据植物栽培的需要来进行选择。所述支撑架702之间对

称的设置有两个第一直线电机平台706，所述第一直线电机平台706与所述配培养箱7宽度

方向平行，两个所述第一直线电机平台706的滑块之间设置有第二直线电机平台707，所述

第一直线电机平台706、所述第二直线电机平台707优选雅科贝思精密机电有限公司的DGL

系列的双导轨直线电机平台，型号为DGL260‑AUM5‑S4。根据所述培养箱7的宽度与长度来选

择所述第一直线电机平台706与所述第二直线电机平台707的有效长度。所述第一直线电机

平台706、所述第二直线电机平台707均与所述蓄电池302通过电路连接，所述第一直线电机

平台706、所述第二直线电机平台707均由所述蓄电池302进行供电，所述第一直线电机平台

706、所述第二直线电机平台707均与所述控制器301通过电路连接，所述第二直线电机平台

707的滑块上设置有滴头连接板708，所述滴头连接板708上设置有滴头709，所述滴头709优

选山东欣润灌溉科技有限公司的流量可调式滴头。所述滴头709与所述排液管603之间通过

管路连接，所述滴头709与所述排液管603之间的管路上设置有电磁阀，所述电磁阀与所述

控制器301通过电路连接，所述控制器301控制所述第一直线电机平台706、所述第二直线电

机平台707带动所述滴头709移动到所述培养箱7的各个位置。

[0059] 所述培养箱7内部设置的若干传感器在所述培养箱7内的四个侧面内等距离排布，

所述若干传感器与所述计算机建立长连接，并由所述计算机程序控制进行传感测定，所述

计算机程序获取到所述若干传感器测定的相关值后，通过预设的滴水判断与控制模型，判

断是否由所述计算机程序控制所述滴头对所述培养箱7进行滴水，所述控制器301与计算机

相连接。

[0060] 具体参考图9，图9为本申请实施例中通过所述计算机程序控制所述滴头进行滴水

的处理流程图，图9示出了本申请实施例中通过所述计算机程序控制所述滴头进行滴水的

步骤，具体如下：

[0061] 步骤901，基于预设的编号方式，对所述若干传感器进行编号，并将编号结果发送

到计算机中，生成传感器与编号参照表；

[0062] 在本申请实施例中，所述基于预设的编号方式，对所述若干传感器进行编号一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为：使用非零正整数对所述若干传感器进行编号，首先设定一个基准传感

器，将其编号设定为1，然后，按照顺时针顺序，依次对其他传感器进行累加编号，获取到1至

N的编号值，N为非零正整数且大于1，N为所述若干传感器的个数。

[0063] 步骤902，基于预设的间隔时间，定时获取所述若干传感器测定的相关值，并将所

述相关值与所述编号结果进行一一对应，其中，所述相关值包括温度值和湿度值；

[0064] 在本申请实施例中，所述基于预设的间隔时间，定时获取所述若干传感器测定的

相关值，并将所述相关值与所述编号结果进行一一对应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为：获取到被

测定传感器对应的温度值和湿度值后，基于所述传感器与编号参照表，确定所述被测定传

感器对应的编号值，生成编号‑温度值‑湿度值参照表。

[0065] 步骤903，基于预设的算法公式 ，获取温湿指标值 ，将所述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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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在同一时间下测定的温度值和湿度值分别作为参数值 和参数值 ；

[0066] 解释：温度值常用摄氏度进行表示，湿度值常用百分比进行表示，同温度下，湿度

值的百分比越高，则说明水分越充足，同湿度百分比下，温度越高，则说明水分越充足。因

此，上述公式 ，满足了上述的条件要求，能科学的表现出温湿度指标。

[0067] 步骤904，基于所述预设的滴水判断与控制模型，判断所述温湿指标值 是否满足

预设的温湿指标值阈值，若不满足，则获取所述温湿指标值 对应的传感器编号，作为目标

编号，并向所述控制器发送进行滴水的指令；

[0068] 解释：若预设的温湿度阈值为1600，测定的温湿度指标为1500，则说明水分要求没

有达到预设的阈值，需进行滴水。

[0069] 步骤905，基于所述传感器与编号参照表，确定所述目标编号对应的传感器，作为

第一传感器，并将所述第一传感器对应的位置作为目标区域，基于控制器向所述目标区域

进行滴水；

[0070] 解释：通过上述传感器与编号参照表，确定对应传感器的位置，确定待滴水的目标

区域。

[0071] 步骤906，在向所述目标区域滴水时，继续执行上述步骤，直到所述温湿指标值 满

足预设的温湿指标值阈值，向所述控制器发送停止滴水的指令。

[0072] 其中，上述步骤904之后，所述控制器接收到进行滴水的指令后，控制所述第一直

线电机平台、所述第二直线电机平台进行滑动，同时，基于上述步骤905确定的待进行滴水

的目标区域，控制所述第一直线电机平台、所述第二直线电机平台进行滑动带动所述滴头

达到目标区域进行滴水。

[0073] 其中，上述步骤906之后，所述控制器接收到停止滴水的指令后，控制滴头停止滴

水。

[0074] 本发明的使用：

[0075] 雨水收集：雨水滴落在房顶表面，顺着房顶流至集水孔的一侧，在通过集水孔流至

集水通道，最后通过排水孔导入至集水箱内储存。按下开关按钮，厂房内的所有电器通电，

按下消毒开关按钮，紫外线灯开始工作，对集水箱内部的雨水进行消毒。

[0076] 太阳能充电：太阳能板利用阳光，对蓄电池进行充电。控制器根据一天中的各个时

段，来控制第一电动机转动，使太阳能板始终处于向阳的一面。

[0077] 水肥一体化滴灌：按下抽水开关按钮，单向电磁阀打开，雨水流向混合箱内，将肥

料通过加肥管加入混合箱内部以后，按下混合开关按钮，第二电动机开始工作，带动搅拌轴

开始工作，将雨水与肥进行混合，形成肥液。混合完成后，按下滴头开关按钮，控制器根据传

感器传递的信号，通过第一电机平台与第二电机平台，带动滴头移动到所需滴灌位置的正

上方，然后开始滴灌。

[0078] 灯光控制：按下灯光开关按钮，所有灯棒开始照明工作。控制器根据传感器传递的

信号，来控制个别灯棒的开启与关闭。

[0079] 水资源合理利用：通过计算机程序、温湿传感器、控制器、滴头间的相互连接的方

式，控制所述第一直线电机平台、所述第二直线电机平台进行滑动带动所述滴头达到目标

区域进行滴灌。

[0080]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

说　明　书 8/9 页

11

CN 111642283 B

11



个实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

间存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

涵盖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

要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

备所固有的要素。

[0081] 本领域技术人员在考虑说明书及实践这里公开的申请后，将容易想到本申请的其

它实施方案。本申请旨在涵盖本申请的任何变型、用途或者适应性变化，这些变型、用途或

者适应性变化遵循本申请的一般性原理并包括本申请未公开的本技术领域中的公知常识

或惯用技术手段。说明书和实施例仅被视为示例性的，本申请的真正范围和精神由权利要

求指出。应当理解的是，本申请并不局限于上面已经描述并在附图中示出的精确结构，并且

可以在不脱离其范围进行各种修改和改变。本申请的范围仅由所附的权利要求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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