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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立体栽培架的全自动LED光照与灌

溉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立体栽培架的全自

动LED光照与灌溉系统，包括LED光照系统与灌溉

系统，LED光照系统包括灯具、灯带板、控制电路

和触控屏，灌溉系统包括给水管道、排水管道、潜

水泵、液位控制板、控制电路、营养液托盘和营养

液桶，控制电路为包括通电线路、信号线路及与

LED光源的共用电路板，本发明主要提供了一种

可高效促进立体栽培植物生长发育，有效保证栽

培数量和质量的LED植物光照系统，并搭配以全

自动节能减排的灌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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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立体栽培架的全自动LED光照与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LED光照系统

与灌溉系统；

所述LED光照系统包括灯具、灯带板、控制电路和触控屏，所述灯具为软带条状且卡扣

于灯带板上，灯具通过控制电路连接栽培架顶部的电路板，所述电路板与触控屏连接，所述

控制电路中设置有信号输出模块、信号接收模块、微处理器和检测模块，所述微处理器分别

连接灯具、信号输出模块、信号接收模块和检测模块，所述检测模块内设置有亮度检测单

元、温度检测单元和湿度检测单元，所述信号输出模块设置有时间设定单元、亮度调节单元

和报警单元；

所述灌溉系统包括给水管道、排水管道、潜水泵、液位控制板、控制电路、营养液托盘和

营养液桶，所述营养液托盘上分别设有给水口和排水口，所述给水口连接给水管道，排水口

连接排水管道，给水管道和排水管道沿栽培架的侧架排布于架体两边且均连接至栽培架底

部的营养液桶内，所述营养液桶内置潜水泵，潜水泵与控制电路相连接，所述营养液托盘与

液位控制板完全贴合，所述营养液桶由桶盖、桶壁和万向轮组成；

所述控制电路为包括通电线路、信号线路及与LED光源的共用电路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立体栽培架的全自动LED光照与灌溉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灯具为RGB  6：2：2的柔性LED灯带，具体为采用FPC做组装线路板，用贴片LED灯珠进

行组装，形成一种厚度仅为10mm以内的柔性灯带。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立体栽培架的全自动LED光照与灌溉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LED灯珠为一颗具有红、蓝、绿、紫外四种单光质珠片形成的一株完整的微盒形灯

珠。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立体栽培架的全自动LED光照与灌溉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灯带板选用硬质FR-4环氧树脂板材质，厚度10mm，所述灯带板开设有灯带卡槽，灯

带卡槽开口处略小于灯具，灯具卡入卡槽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立体栽培架的全自动LED光照与灌溉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控制电路设置于栽培架的中空立架及顶部挡盖中。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立体栽培架的全自动LED光照与灌溉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检测模块内设置有光敏传感器，所述温度检测单元内设置有热敏传感器，所述湿度

检测单元内设置有湿度传感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立体栽培架的全自动LED光照与灌溉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微处理器还连接有定时电路模块。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立体栽培架的全自动LED光照与灌溉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控制电路还包括内置的GSM通信模块，所述GSM通信模块与外界互联网无线连接，并

与定时电路通过同步电路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立体栽培架的全自动LED光照与灌溉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给水管道和排水管道采用PVC硬管。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立体栽培架的全自动LED光照与灌溉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潜水泵选用12V微型潜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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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立体栽培架的全自动LED光照与灌溉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植物栽培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基于立体栽培架的全自动LED光照与

灌溉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对日常消费的农产品的质量

要求也随之提高。农产品的生产者也希望自己的产品是符合一定标准的优质农产品，尽可

能得到消费者认可，实现优质优价，提高经济效益，增加经济收入，让农业生产由数量型向

质量型、健康型转变。然而，只有按照技术标准生产的农产品才能达到质量要求，才能满足

不断提高的人民生活水平对农产品质量的需要，立体栽培技术应需而生。

[0003] 光照管理是农业高效生产和成本降低的关键因素之一。在高精度环境控制的植物

工厂、温室大棚中，立体栽培架搭配LED照明作为新一代植物生长光源，它较传统农业领域

的光源，具有光量可调整、光质可调整、冷却负荷低与允许提高单位面积栽培量等特点。在

现代化农业的不断发展和节能环保的需求下，LED植物照明将逐步替换目前使用的传统荧

光灯，成为植物生产过程中光环境调控的主要工具。

[0004] 但是，在当前市场中流通的应用于立体栽培架上的LED光源主要存在三大问题。第

一、仅提供了光照，忽视了最适于植物生长的光谱配比。为节约成本，采用单色灯珠并排组

合的灯具，光质不均匀，配比方式单一，无法真正做到对农业作物基因的改良，无法保证产

品的营养价植与口味。第二、LED光源长时间工作容易导致产生大量热能，如果热量没有及

时散发出去会导致温度升高，使光衰上升、光照强度减弱、使用寿命缩短，影响植物的生长。

而LED植物光照系统产生的热量更会改变植物的生长环境。第三、光源的应用方式比较传

统，许多立体室内种植户见识到了分层配备光源的好处，但应用时还是在传统的开关上下

功夫，灯具分层安装，统一电源开关人工控制，无法根据植物不同品种、不同生长阶段调整

光源的光强、光照时长等因素。

[0005] 因此，如何做到应用最适合植物生长的光照环境，如何做到光照环境的自动化系

统控制，是智慧农业技术中最迫切解决的研究主题。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基于立体栽培架的全自动

LED光照与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LED光照系统与灌溉系统；

[0007] 所述LED光照系统包括灯具、灯带板、控制电路和触控屏，所述灯具为软带条状且

卡扣于灯带板上，灯具通过控制电路连接栽培架顶部的电路板，所述电路板与触控屏连接，

所述控制电路中设置有信号输出模块、信号接收模块、微处理器和检测模块，所述微处理器

分别连接灯具、信号输出模块、信号接收模块和检测模块，所述检测模块内设置有亮度检测

单元、温度检测单元和湿度检测单元，所述信号输出模块设置有时间设定单元、亮度调节单

元和报警单元；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12005758 A

3



[0008] 所述灌溉系统包括给水管道、排水管道、潜水泵、液位控制板、控制电路、营养液托

盘和营养液桶，所述营养液托盘上分别设有给水口和排水口，所述给水口连接给水管道，排

水口连接排水管道，给水管道和排水管道沿栽培架的侧架排布于架体两边且均连接至栽培

架底部的营养液桶内，所述营养液桶内置潜水泵，潜水泵与控制电路相连接，所述营养液托

盘与液位控制板完全贴合，所述营养液桶由桶盖、桶壁和万向轮组成；

[0009] 所述控制电路为包括通电线路、信号线路及与LED光源的共用电路板。

[0010] 优选的，所述灯具为RGB  6：2：2的柔性LED灯带，具体为采用FPC做组装线路板，用

贴片LED灯珠进行组装，形成一种厚度仅为10mm以内的柔性灯带。

[0011] 优选的，所述LED灯珠为一颗具有红、蓝、绿、紫外四种单光质珠片形成的一株完整

的微盒形灯珠。

[0012] 优选的，所述灯带板选用硬质FR-4环氧树脂板材质，厚度10mm，所述灯带板开设有

灯带卡槽，灯带卡槽开口处略小于灯具，灯具卡入卡槽内。

[0013] 优选的，所述控制电路设置于栽培架的中空立架及顶部挡盖中。

[0014] 优选的，所述检测模块内设置有光敏传感器，所述温度检测单元内设置有热敏传

感器，所述湿度检测单元内设置有湿度传感器。

[0015] 优选的，所述微处理器还连接有定时电路模块。

[0016] 优选的，所述控制电路还包括内置的GSM通信模块，所述GSM通信模块与外界互联

网无线连接，并与定时电路通过同步电路连接。

[0017] 优选的，所述给水管道和排水管道采用PVC硬管。

[0018] 优选的，所述潜水泵选用12V微型潜水泵。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1、本发明分层配置优质配比的全光谱LED补光照明灯，按照种

植对象的不同配置灯具数量及光强度，光照均匀，有效解决了室内种植植物种类的条件限

制，还可有效保证种植产品的质量；2、有效减少无技术含量劳动力，全自动控制光照及灌溉

系统，可在同等平地种植面积上提高3-10倍产量；3、智能化程度高，光源、灌溉等控制系统

具有记忆功能，断水断电不断参数，一次设定永久执行，反复多次种植效果更佳；4、节能减

排，环保产品，少量用电，营养液配比得当的情况下基本无废水排放；5、可连接至互联网，进

行同步运行数据展示，有效避免设备故障时人不在现场没有发现导致损坏种植成果。

附图说明：

[0020] 为了易于说明，本发明由下述的具体实施例及附图作以详细描述。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LED光照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的LED灯带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的LED灯带板结构图；

[0024] 图4-8为本发明的LED灯带控制系统电路图；

[0025] 图9为本发明的自动灌溉系统示意图；

[0026] 图10-12为本发明的自动灌溉系统模块电路图；

[0027] 图13为本发明的营养液托盘示意图；

[0028] 图14为本发明的营养液桶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5为本发明的触摸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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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图16为本发明的微处理器系统架构图；

[0031] 图17为本发明的主控制系统电路图；

[0032] 图18为本发明系统搭载到立体栽培架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3] 图中：1-营养液托盘；2-灯具；3-灯带板；4-液位控制板；5-营养液桶；6-桶盖；7-桶

壁；8-万向轮；9-触控屏；10-栽培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了，下面通过附图中示出的具体

实施例来描述本发明。但是应该理解，这些描述只是示例性的，而并非要限制本发明的范

围。此外，在以下说明中，省略了对公知结构和技术的描述，以避免不必要地混淆本发明的

概念。

[0035] 如图1-18所示，本发明的一种基于立体栽培架的全自动LED光照与灌溉系统，其特

征在于：包括LED光照系统与灌溉系统，应用于室内植物工厂，植物工厂为钢结构与保温维

护材料建成，培养间内无任何自然光照，已有节能空调及新风系统；

[0036] 所述LED光照系统包括灯具2、灯带板3、控制电路和触控屏9，所述灯具2为软带条

状且卡扣于灯带板3上，灯具2通过控制电路连接栽培架顶部的电路板，所述电路板与触控

屏9连接，光照系统通过触控屏9设置光照时间及光照强度，设置完成后可保持长期全自动

运行，所述控制电路中设置有信号输出模块、信号接收模块、微处理器和检测模块，所述微

处理器分别连接灯具、信号输出模块、信号接收模块和检测模块，所述检测模块内设置有亮

度检测单元、温度检测单元和湿度检测单元，所述信号输出模块设置有时间设定单元、亮度

调节单元和报警单元；

[0037] 所述灌溉系统包括给水管道、排水管道、潜水泵、液位控制板4、控制电路、营养液

托盘1和营养液桶5，所述营养液托盘1上分别设有给水口和排水口，所述给水口连接给水管

道，排水口连接排水管道，给水管道和排水管道沿栽培架10的侧架排布于架体两边且均连

接至栽培架10底部的营养液桶5内，所述营养液桶5内置潜水泵，潜水泵与控制电路相连接，

所述营养液托盘1与液位控制板4完全贴合，根据所述液位控制板4设定好的液位高度及时

从营养液桶5抽取自动补充营养液，营养液过剩时向营养液桶5排出多余营养液进行重复利

用，所述营养液桶5由桶盖6、桶壁7和万向轮8组成，其中挡盖6作用为防尘及设置进水、出水

孔，桶壁7底部设置排水口，桶壁7的底板向排水口倾斜设置，便于排净废水及清洁清洗。4个

万轮8为3英寸，前方2个万向轮8带有卡刹，便于营养液总盘从正面前方拉出，便于营养液桶

5静置时的固定；

[0038] 所述控制电路为包括通电线路、信号线路及与LED光源的共用电路板，本发明实现

了光照与灌溉系统在同一块电路板中实现一体控制。

[0039] 具体的，FPC柔性电路板是以聚酰亚胺或聚酯薄膜为基材制成的一种具有高度可

靠性，绝佳的可挠性印刷电路板，本发明采用压延铜FPC线路板，密切和FPC连为一体的，可

以任意弯折而不会出现焊盘脱落现象。所述LED灯珠优选采用一珠多色组合贴片形式，本发

明的LED灯珠具体研究了植物生长所需的全部光谱。研究表明，655-665nm波长的红光最利

于抑制植物植株的节间伸长、促进分蘗以及增加叶绿素、类胡萝卜素、可溶性糖等物质的积

累；440-450nm波长的蓝光有利于明显缩短蔬菜的节间距、促进蔬菜的横向伸展以及缩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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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同时，蓝光还能促进植株次生代谢产物的积累；绿光一直是颇受争议的光质，部分学

者认为其会抑制植株的生长，导致植株矮小并使蔬菜减产，然而，据实际研究530-540nm波

长的绿光有助于加速蔬菜的生长；UV-c紫外光一般更多地表现为对生物的杀伤作用，可以

有效杀菌、驱蚊虫，但过量会减少植物叶面积、抑制下胚轴伸长、降低光合作用和生产力，以

及使植株更易受侵染，本发明加入微量的弱紫外成分用于植物生长过程中的杀菌以及促进

花色苷以及类黄酮的合成，保证植物营养价植，最终形成RGB  6：2：2的柔性LED灯带。

[0040] 具体的，LED灯珠为一颗具有红、蓝、绿、紫外四种单光质珠片形成的一株完整的微

盒形灯珠。根据实验数据，单灯珠可均匀辐射于15mm的植物表面，本发明采用SMT贴片工艺，

焊盘输入端焊点使用金线与灯珠形成意向串联，形成灯珠间距30mm，灯带宽度为22mm，灯带

厚度8mm，单卷灯带长度可达10米，平均4米/kg的植物补光通用灯带。柔性LED灯带柔软，能

任意卷曲、可以剪切和延接、电灯泡与通路被彻底包覆正在柔性塑胶中、绝缘、防水功能好、

运用保险、耐气象性强、不易决裂、运用寿数长，是当前应用于智慧立体农业的不二选择。

[0041] 具体的，灯带板选用硬质FR-4环氧树脂板材质，厚度10mm，主要材料为进口半固化

片，常温150℃下仍有较高的机械强度，干态、湿态下电气性能好、阻燃，适用于电气、电子等

行业绝缘结构零部件，是美国电气制造商协会规定的一种标准合格材料，因我国内拥有大

量的原料，工艺成熟，成品价格低廉，品质有保证，享有很高的声誉。灯带板3根据灯带宽度，

在板材上挖出一条灯带卡槽，卡槽开口处略小于灯带，保证灯带卡入后不会掉出。安装灯带

时，仅需将灯带剪至合适长度，直接卡入卡槽或从灯带板3一端插入卡槽即可保证稳定不脱

落，卸取出灯带里也同样通过正面抠出或侧面拉出即可，灯带板3可无限反复使用。

[0042] 具体的，控制电路设置于栽培架10的中空立架及顶部挡盖中。

[0043] 具体的，检测模块内设置有光敏传感器，温度检测单元内设置有热敏传感器，湿度

检测单元内设置有湿度传感器。当传感器数据达到设定数字，报警器自动发生蜂鸣警报。

[0044] 具体的，微处理器还连接有定时电路模块，用于系统的开关时间设定。

[0045] 具体的，控制电路还包括内置的GSM通信模块，GSM通信模块与外界互联网无线连

接，并与定时电路通过同步电路连接，所述GSM通信模块可先用任一种现有的GSM模块实现。

[0046] 具体的，给水管道和排水管道采用PVC硬管，抗拉强度优，耐腐蚀程度优，耐磨程序

优，经久耐用。

[0047] 具体的，潜水泵选用12V微型潜水泵，比一般的鱼缸用潜水泵流量约大7-9倍(同等

体积下)，流量大：28-38L/Min，出水冲击力较强，体积小(仅听装易拉罐大)、实际扬程较高

(1.9-3米)；中大流量，实现了小体积大流量的较好结合。

[0048] 实施例1：本实施例测试以生菜种植为例，首先在苗床内通过种子与复合营养液育

苗3天，长出根茎约15～20mm长幼苗。

[0049] 将幼苗移入立体栽培架中进行分孔种植，在系统开机模式下，植入水培生菜种芽，

幼苗期设置液位深度30mm，光照强度8050Lx(约230umol/m～2s)，光照时长8小时/天，幼苗

生长期7天转入成苗生长期；成苗生长期设置液位深度20mm，光照强度8750Lx(约250umol/m

～2s)，光照时长8小时/天，根据实验对照250umol/m～2s为生菜叶绿素含量最高的光谱配

比；成苗培育期约20天，生菜生长高度约为18cm，鲜重20-30g，即可收割。

[0050] 幼苗种植完成时起，不再需要人工进行除草、追肥、灌溉、杀菌等各环节。

[0051] 实施例2：本实施例采用实施例1中完全一致的基于立体栽培架的全自动LED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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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灌溉系统，应用于温室大棚种植经济农作物空心菜。

[0052] 具体包括以下工序：

[0053] 1、温室大棚由钢结构与优先塑料建成主体结构。

[0054] 2、在大棚内平整土地搭建5层立体栽培架，为便于种植及采栽栽培架以总高度≦3

米，宽度70cm为最优，层间种植高度设置为50cm。

[0055] 3、在每层栽培架设置本发明所述的光照系统及灌溉系统，其中光照系统设置于各

层上方，灌溉系统设置于栽培层。

[0056] 4、选取颗粒饱满的空心菜种子进行育苗，每1KG种子喷洒约100ml催芽液，遮光放

置，苗根茎生长至20-30mm时进行幼苗移入栽培架。

[0057] 5、将幼苗移入立体栽培架中进行分孔种植，在系统开机模式下，植入水培空心菜

种芽20mm，幼苗期设置液位深度30mm，光照强度8050Lx(约230umol/m～2s)，光照时长8小

时/天，幼苗生长期7天转入成苗生长期；成苗生长期设置液位深度20mm，光照强度8750Lx

(约250umol/m～2s)，光照时长8小时/天，根据实验对照250umol/m～2s为生菜叶绿素含量

最高的光谱配比；成苗培育期约20天，生菜生长高度约为18cm，鲜重20-30g，即可收割。

[0058] 6、温室大棚受自然环境的温度和气体影响更大，因此，在自然环境基础上，光照及

灌溉系统需要更为精细的调节。以夏季25℃-30℃气温为例，上两层感光超多的栽培层可不

补光只灌溉，由上往下各层人工补光最增加20％～100％，人工补光以自然光照为基数，达

到7000Lx光强即可，日照时间8～10h/天。

[0059] 7、以本发明的光照及灌溉系统培育的空心菜可有效缩短常规周期(35-45天)至

25-30天，品质均一，产量提高30％以上。

[0060] 本发明的一种基于立体栽培架的全自动LED光照与灌溉系统，最终通过一个液晶

触摸屏进行触摸控制，根据种植需求，使用人在触摸屏上可设定光照的时间、营养液的供给

量以及光照强度等环境模拟参数，设定确认后，系统全自动运行，可实现1人管理一间植物

工厂的日常运营期。

[0061]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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