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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机电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

新型的基于51单片机的家用智能多肉植物养殖

器，包括装盛架以及安装在装盛架底部的单片

机，所述装盛架的表面安装有支撑组件，支撑组

件上部设置有收卷式遮阳组件，收卷式遮阳组件

沿着支撑架展开后对装盛架内部植物遮阳，单片

机内部嵌入控制系统；有益效果为：本实用新型

提出的新型的基于51单片机的家用智能多肉植

物养殖器当光照强度过高或下雨时，单片机将会

检测上一次动作后的遮光膜状态，比如1代表遮

光膜张开，0代表遮光膜收起，若检测到上一次为

0，则单片机将控制执行模块将遮光膜放下遮光

或遮雨，如果检测到上一次为1，则表示遮光膜已

经处于张开状态，不用继续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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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的基于51单片机的家用智能多肉植物养殖器，包括装盛架（4）以及安装在

装盛架（4）底部的单片机（8），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盛架（4）的表面安装有支撑组件，支撑组

件上部设置有收卷式遮阳组件，收卷式遮阳组件沿着支撑架展开后对装盛架（4）内部植物

遮阳，单片机（8）内部嵌入控制系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的基于51单片机的家用智能多肉植物养殖器，其特

征在于：所述支撑组件包括连接架（3）和导向架（7），连接架（3）和导向架（7）均固定在装盛

架（4）的顶面，连接架（3）的顶端和导向架（7）的顶端连接，连接架（3）和导向架（7）均设置有

两组，两组连接架（3）关于装盛架（4）的槽口对称分布。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的基于51单片机的家用智能多肉植物养殖器，其特

征在于：所述收卷式遮阳组件包括电机（2）、传动连接在电机（2）动力输出端的卷筒（1）以及

收卷在卷筒（1）表面的遮光膜（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的基于51单片机的家用智能多肉植物养殖器，其特

征在于：所述控制系统包括光照传感器模块、雨滴传感器模块、执行模块、A/D转换模块、电

源模块。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新型的基于51单片机的家用智能多肉植物养殖器，其特

征在于：所述光照传感器模块采用GY30模块，该模块采用BH1750FVI芯片。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新型的基于51单片机的家用智能多肉植物养殖器，其特

征在于：所述雨滴传感器模块采用TELESKY的雨滴传感器，其工作电压为3.3‑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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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的基于51单片机的家用智能多肉植物养殖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机电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新型的基于51单片机的家用智能多肉

植物养殖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多肉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触到多肉这种植物，多肉以其独特的

外表吸引了无数的爱好者。与此同时，养多肉成了肉友们的一大难题。因为多肉不比其他盆

栽植物，将多肉养大不代表将多肉养好，同样肉龄的多肉，状态好的与状态差的其价格相差

数十倍。想要让多肉出状态，土壤、温度、光照、水、缺一不可。多肉盆栽一般使用疏松透气的

颗粒土来栽培；大部分多肉都比较喜光，但光照强度过高会灼伤多肉叶片，影响美观。同时

对温度敏感，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对多肉的生长产生不利影响；多肉大都耐旱不耐涝，以景

天科为例，在干旱的情况下可以持续数月不死，但若是浇水过多，则容易导致黑腐病，黑腐

的多肉将很快死亡，因此多肉浇水不宜太过频繁，对大部分多肉来说，一个周至半个月左右

浇一次水即可。综合来说，在保证合适的温度下，养多肉最好使用通透性较高，腐殖质、养分

含量较高的土壤。虽然根据种类的不同，多肉对于光照的需求有一定的差别，但总得来说它

们还是比较喜欢光照比较充足的生长条件，在生长季节要给它们足量的光照，夏季要及时

遮阴，冬天要多晒晒太阳。多肉植物的植株水分含量很高，一般情况下不怎浇水也能够存

活，而浇水太多反而会使它的根烂掉，因此少浇水很重要。

[0003] 鉴于多肉的以上特性，很多肉友选择将多肉露养（即将多肉放在天台，阳台，庭院

等采光较好、通风优良的地方养殖），但露养的问题在于防晒，防淋雨。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光照强度高，雨下得也急，很多时候都来不及将多肉移进室内，为此，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

新型的基于51单片机的家用智能多肉植物养殖器用于解决上述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新型的基于51单片机的家用智能多肉植物养殖

器，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新型的基于51单片机的家

用智能多肉植物养殖器，包括装盛架以及安装在装盛架底部的单片机，所述装盛架的表面

安装有支撑组件，支撑组件上部设置有收卷式遮阳组件，收卷式遮阳组件沿着支撑架展开

后对装盛架内部植物遮阳，单片机内部嵌入控制系统。

[0006] 优选的，所述支撑组件包括连接架和导向架，连接架和导向架均固定在装盛架的

顶面，连接架的顶端和导向架的顶端连接，连接架和导向架均设置有两组，两组连接架关于

装盛架的槽口对称分布。

[0007] 优选的，所述收卷式遮阳组件包括电机、传动连接在电机动力输出端的卷筒以及

收卷在卷筒表面的遮光膜。

[0008] 优选的，所述控制系统包括光照传感器模块、雨滴传感器模块、执行模块、A/D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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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电源模块。

[0009] 优选的，所述光照传感器模块采集环境信息，经过A/D转换模块将模拟信号转换成

能被单片机处理的数字信号，同时单片机将接受到的数字信息与之前设定好的值进行比

较，判断是否需要遮光或遮雨，若是在设定值范围之外，则单片机控制相关模块动作直到接

收的数据重新回到设定值范围。

[0010] 优选的，所述光照传感器模块采用GY30模块，该模块采用BH1750FVI芯片。

[0011] 优选的，所述雨滴传感器模块采用TELESKY的雨滴传感器，其工作电压为3.3‑5V。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3] 本实用新型提出的新型的基于51单片机的家用智能多肉植物养殖器当光照强度

过高或下雨时，单片机将会检测上一次动作后的遮光膜状态，比如1代表遮光膜张开，0代表

遮光膜收起，若检测到上一次为0，则单片机将控制执行模块将遮光膜放下遮光或遮雨，如

果检测到上一次为1，则表示遮光膜已经处于张开状态，不用继续打开。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一种新型的基于51单片机的家用智能多肉植物养殖器控制系统框图；

[0015] 图2为一种新型的基于51单片机的家用智能多肉植物养殖器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一种新型的基于51单片机的家用智能多肉植物养殖器所用系统工作流程图

[0017] 图4为一种新型的基于51单片机的家用智能多肉植物养殖器所用控制系统电路

图。

[0018] 图中：卷筒1、电机2、连接架3、装盛架4、配重器5、遮光膜6、导向架7、单片机8。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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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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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0] 请参阅图1至图4，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新型的基于51单片机的家

用智能多肉植物养殖器，包括装盛架4以及安装在装盛架4底部的单片机8，所述装盛架4的

表面安装有支撑组件，支撑组件包括连接架3和导向架7，连接架3和导向架7均固定在装盛

架4的顶面，连接架3的顶端和导向架7的顶端连接，连接架3和导向架7均设置有两组，两组

连接架3关于装盛架4的槽口对称分布,支撑组件上部设置有收卷式遮阳组件，收卷式遮阳

组件沿着支撑架展开后对装盛架4内部植物遮阳，收卷式遮阳组件包括电机2、传动连接在

电机2动力输出端的卷筒1以及收卷在卷筒1表面的遮光膜6;

[0021] 单片机8内部嵌入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包括光照传感器模块、雨滴传感器模块、执

行模块、A/D转换模块、电源模块,光照传感器模块采集环境信息，经过A/D转换模块将模拟

信号转换成能被单片机8处理的数字信号，同时单片机8将接受到的数字信息与之前设定好

的值进行比较，判断是否需要遮光或遮雨，若是在设定值范围之外，则单片机8控制相关模

块动作直到接收的数据重新回到设定值范围;

[0022] 光照传感器模块采用GY30模块，该模块采用BH1750FVI芯片，使用3‑5V电源，且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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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内置了16位的A/D转换模块，直接输出数字信号，不需要另外接入A/D转换模块，光照度

范围为0‑65535lx,满足使用需求。BH1750FVI模块遵循标准NXPIIC通信协议，模块内部包含

通信电平转换，与5V单片机I/O口直接相连。其电路图如图3所示,芯片DVI引脚接电源VCC，

ADDR引脚接地，SCL和SDA与单片机的I/O口相连进信数据的发送;光照传感器模块主要将采

集到的环境中的光照强度转换成电压信号，再转换成数字信号。为了实现环境中的光照强

度检测，需要将光照传感器模块安装在机械本体外部，光照传感器应采用查询的方式工作，

单片机每隔一定的时间查询一次从光照传感器模块中发出的信号，当环境光照强度过高

时，其接收的信号将高于单片机中的设定值，接下来单片机控制执行模块工作，遮光膜打开

遮光，等查询的信息低于设定值时，收起遮光膜;

[0023] 雨滴传感器模块采用TELESKY的雨滴传感器，其工作电压为3.3‑5V，输出模式可自

由设置为数字量和模拟量两种输出方式，本文献采用数字量输出。雨滴传感器的原理图如

图3，其VCC引脚接5V电源，GND引脚接地。DO引脚是TTL开关信号输出，AO引脚是模拟信号输

出，由于本文献采用数字量输出方式，因此只使用DO引脚，AO引脚悬空;雨滴传感器应采用

中断的方式工作，当下雨时，水滴传感器上会有雨滴，由此雨滴传感器会产生一个开关量信

号传给单片机，单片机接受到信号之后进入中断程序，即控制电机将遮光膜打开遮雨;

[0024] 执行模块的功能是遮光遮雨，其驱动原件是电动机，只需要控制电机的转向就可

以控制薄膜的开合。为了实现文中所述的驱动和换向功能，我们可以使用单片机实现，但是

单片机的I/O口带负载能力较弱，而直流电机是大电流感性负载，所以我们选择功率放大器

件，型号采用TB6612FNG；它具有大电流MOSFET‑H桥结构，双通道电路输出，可同时驱动两个

电机。该芯片只需外接电源滤波电容就可以直接驱动电机，有利于减少系统尺寸。TB6612的

引脚图如图3，其中VM接驱动电机的12V电压，VCC为5V芯片驱动电压，三个GND引脚都是接

地，左侧的AO1、AO2、BO1、BO2是芯片输出引脚，与电机相连；右侧PWMA和PWMB是单片机PWM输

出引脚，AIN1、AIN2、BIN1、BIN2接单片机I/O口；

[0025] 电源模块需要提供2种类型电压，一种是提供给单片机、各种传感器其模块和继电

器模块的5V电压，另一种是为了驱动执行模块的12V电压，因此有两种电源方案，一种是采

用两种独立电源方案，分别给单片机和执行模块供电，这样可以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

性，另一种是采用12V的电源，然后使用降压芯片将电压降为5V，12V电压给电机供电，5V电

压的给单片机供电。由于文献采用TB6612FNG芯片，其两种接口电压的地线是联通的，为了

防止不同电压地线的电势不同而对芯片产生影响，本文献采用12V的电源，然后使用降压芯

片将电压降为5V，12V电压给电机供电的方案。

[0026] 工作原理：实际使用时，根据多肉的习性及养殖需求，本实用新型设计了基于单片

机的智能养多肉系统的主程序工作原理图，如图4所示，系统工作之前，单片机应设定好光

照强度的上限值，单片机会每隔一段时间接受一次光照传感器和雨滴传感器的信息；当光

照强度过高或下雨时，单片机将会检测上一次动作后的遮光膜状态，比如1代表遮光膜张

开，0代表遮光膜收起，若检测到上一次为0，则单片机将控制执行模块将遮光膜放下遮光或

遮雨；如果检测到上一次为1，则表示遮光膜已经处于张开状态，不用继续打开；同理当光照

强度合适而且雨滴传感器未检测到下雨时，单片机也检测上一次遮光膜状态。若为0，则不

动作，若为1，则遮光膜收起。

[0027]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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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

改、替换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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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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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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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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