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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白及的花盆

(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花卉栽培领域一种用于白及

的花盆，包括箱体，所述箱体的顶部设有用于监

测光照强度的监测机构，所述监测机构连接有电

机；所述箱体的顶部设有透光孔和套筒，所述套

筒同轴套接有齿圈，所述齿圈和电机连接，所述

套筒和箱体转动连接，所述套筒的内壁沿圆周方

向对称设置有抵持块，所述抵持块的外侧壁和套

筒轴线之间的距离沿逆时针方向逐渐增大；所述

套筒内设有与箱体固定连接的内环，所述内环的

侧壁设有与抵持块数量匹配的通槽，所述通槽滑

动连接有滚球，所述滚球和通槽的内壁之间连接

有用于限制滚球移动的弹簧，所述滚球的一侧和

抵持块抵接，所述抵持块的另一侧连接有合拢后

用于遮挡透光孔的遮光板。本方案能够对白及的

光照进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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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白及的花盆，其特征在于：包括箱体，所述箱体的顶部设有用于监测光照强

度的监测机构，所述监测机构连接有电机；所述箱体的顶部设有透光孔和套筒，所述套筒同

轴套接有齿圈，所述齿圈和电机连接，所述套筒和箱体转动连接，所述套筒的内壁沿圆周方

向对称设置有抵持块，所述抵持块的外侧壁和套筒轴线之间的距离沿逆时针方向逐渐增

大；所述套筒内设有与箱体固定连接的内环，所述内环的侧壁设有与抵持块数量匹配的通

槽，所述通槽滑动连接有滚球，所述滚球和通槽的内壁之间连接有用于限制滚球移动的弹

簧，所述滚球的一侧和抵持块抵接，所述抵持块的另一侧连接有合拢后用于遮挡透光孔的

遮光板；所述监测机构包括太阳能板，所述太阳能板电连接有蓄电池和电流计，所述电流计

电连接有控制器，所述控制器和电机电信号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白及的花盆，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内可拆卸连接有盆

体，所述盆体上均设有多个通孔。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白及的花盆，其特征在于：所述盆体里设有土壤湿度传感

器及pH传感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白及的花盆，其特征在于：所述盆体上设有显示屏，所述

土壤湿度传感器和显示屏电连接，所述pH传感器和显示屏电连接，所述显示屏和蓄电池电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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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白及的花盆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花卉栽培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白及的花盆。

背景技术

[0002] 白及为兰科草本植物，亦称“白芨”，其块茎是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草药，具有收敛

止血，消肿生肌，热利湿的功效通常用于肺结核、咯血、肝癌、胃癌、十二指肠溃疡、内外出血

等疾病的治疗；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白芨对结核杆菌、炎症细胞等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具有

代血浆、骨髓造血、延缓衰老、增加机体免疫力等保健作用，其合成的大量超氧化物还具有

抗菌镇痛和抗肿瘤活性。此外，白及还被广泛用作饮片、护肤美白化妆品、烟蒂胶、糊料、浆

丝绸、浆纱、涂料等的工业原料和基因递送的载体材料，白及是一种极具观赏性的园林花

卉，其花色艳丽，花姿优美，花期长。

[0003] 白及在自然条件下多生长于温暖、阴湿的环境，如野生山谷林下处，因此，光照强

度对于白及的生长具有重要影响。作为家庭观赏植物种植时，种植白及的花盆通常摆放在

窗边，以使阳光能够透过窗户照射到白及上。由于白及的自然特性，不能承受强光的直射，

但白及在生长的过程中阳光又必不可少，因此在阳光强烈的时候，需要人工将花盆放在荫

蔽处，当阳光不强烈时，再将花盆重新放回到窗边，一旦白及缺乏管理时，会导致喜阴的白

及被晒死。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意在提供一种用于白及的花盆，以解决现有技术白及缺乏管理时，会导致

喜阴的白及被晒死的问题。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一种用于白及的花盆，包括箱体，所

述箱体的顶部设有用于监测光照强度的监测机构，所述监测机构连接有电机；所述箱体的

顶部设有透光孔和套筒，所述套筒同轴套接有齿圈，所述齿圈和电机连接，所述套筒和箱体

转动连接，所述套筒的内壁沿圆周方向对称设置有抵持块，所述抵持块的外侧壁和套筒轴

线之间的距离沿逆时针方向逐渐增大；所述套筒内设有与箱体固定连接的内环，所述内环

的侧壁设有与抵持块数量匹配的通槽，所述通槽滑动连接有滚球，所述滚球和通槽的内壁

之间连接有用于限制滚球移动的弹簧，所述滚球的一侧和抵持块抵接，所述抵持块的另一

侧连接有合拢后用于遮挡透光孔的遮光板。

[0006]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在对白及进行种植时，在箱体内加入土壤，将白及种植于箱体

内，同时箱体放置于窗边以满足白及光照的需要，此时光照通过透光孔照射到箱体内，并照

射到白及上，监测机构能够监控光照的强度。

[0007] 当光照强度大时，监测机构监测到光照强度并控制电机转动连接，套筒和箱体转

动连接，电机通过齿圈驱动套筒顺时针转动，由于套筒的内壁沿圆周方向对称设置有抵持

块，且内环和箱体固定连接，内环的侧壁设有与抵持块数量匹配的通槽，通槽滑动连接有滚

球，滚球的一侧和抵持块抵接，因此逆时针转动的套筒带动抵持块顺时针转动；由于抵持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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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侧壁和套筒轴线之间的距离沿逆时针方向逐渐增大，因此抵持块逐渐将滚球挤压出通

槽，弹簧被拉伸，滚球朝向透光孔移动，抵持块的另一侧连接有合拢后用于遮挡透光孔的遮

光板，滚球带动遮光板朝向透光孔，两侧的遮光板接触后将透光孔遮挡住，太阳光无法通过

透光孔照射进箱体内。当光照不强烈时，电机驱动套筒逆时针转动，在没有抵持块的挤压

下，弹簧通过滚球带动遮光板回到初始位置，太阳光又通过透光孔照射到箱体内。

[000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方案通过监测机构监测太阳光的光照强度，监测机构使电

机开始工作，电机驱动套筒转动，使抵持块将滚球挤压出通槽，滚球带动遮光板移动，两侧

的遮光板接触后将透光孔密封，不会导致喜阴的白及被晒死。

[0009] 进一步，所述监测机构包括太阳能板，所述太阳能板电连接有蓄电池和电流计，所

述电流计电连接有控制器，所述控制器和电机电信号连接。当太阳光照强度大时，太阳能板

单位时间内接收太阳光的强度大，通过光电转换器对蓄电池单位时间内的充电电流越大，

因此通过电流计监测充电电流，当充电电流大时，控制器能够驱动电机转动。

[0010] 进一步，所述箱体内可拆卸连接有盆体，所述盆体上均设有多个通孔。通过在箱体

内加入营养液，将白及栽培与盆体内，营养液能够通过通孔进入到盆体内被白及吸收，另外

可拆卸的盆体便于日常的管理。

[0011] 进一步，所述盆体上设有显示屏，所述土壤湿度传感器和显示屏电连接，所述pH传

感器和显示屏电连接，所述显示屏和蓄电池电连接。通过设置土壤湿度传感器及pH传感器，

土壤湿度传感器可以监测土壤的湿度，pH传感器可以监测土壤的酸碱度，便可以及时调整

土壤的湿度和酸碱度，以满足白及的生长需要。

[0012] 进一步，所述盆体上设有显示屏，所述土壤湿度与pH传感器和显示屏电连接，所述

显示屏和蓄电池电连接。土壤湿度与pH传感器和显示屏电连接，湿度和酸碱度可以在显示

屏山显示，便于查看这些数据，同时显示屏可以接入其他设备，例如视频和音乐播放，以增

加赏花时的乐趣。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一种白及的花盆的局部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图1中套筒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电路连接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7] 说明书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包括：盆体1、箱体2、蓄电池3、太阳能板4、齿圈5、光电转

换器6、套筒7、电机8、主动齿轮9、抵持块10、遮光板11、弹簧12、连接杆13、支撑杆14、滚球

15、电流计16、控制器17。

[0018] 实施例基本如附图1‑3 所示：一种用于白及的花盆，包括箱体2，箱体2的顶部设有

用于监测光照强大的监测机构，监测机构包括太阳能板4，太阳能板所述盆体上设有显示

屏，所述土壤湿度与PH传感器和显示屏电连接，所述显示屏和蓄电池电连接4电连接有蓄电

池3和电流计16，电流计16电连接有控制器17，控制器17和电机8电信号连接，电机8和蓄电

池3电连接；箱体2内可拆卸连接有盆体1，箱体2的顶部设有透光孔和套筒7，透光孔位于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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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7内，套筒7同轴套接有齿圈5，电机8转动连接有主动齿轮9，主动齿轮9和齿圈5啮合，套筒

7和箱体2转动连接，套筒7的内壁沿圆周方向对称设置有抵持块10，抵持块10的厚度沿逆时

针方向逐渐增大；套筒7内设有与箱体2固定连接的内环，内环的侧壁设有与抵持块10数量

匹配的通槽，通槽滑动连接有滚球15，内环的内壁设有支撑杆14，抵持块10的另一侧通过连

接杆13连接有合拢后用于遮挡透光孔的遮光板11，连接杆13和穿过支撑杆14并与其水平滑

动连接，滚球15和支撑杆14之间连接有用于限制滚球15移动的弹簧12。

[0019] 当太阳光照强度小时，太阳能板4单位时间内接收太阳光的强度小，通过光电转换

器6对蓄电池3单位时间内的充电电流越小，因此通过电流计16监测充电电流，当充电电流

小时，控制器17能够驱动电机8转动，套筒7和箱体2转动连接，电机8通过主动齿轮9、齿圈5

驱动套筒7逆时针转动，由于套筒7的内壁沿圆周方向对称设置有抵持块10，且内环和箱体2

固定连接，内环的侧壁设有与抵持块10数量匹配的通槽，通槽滑动连接有滚球15，滚球15的

一侧和抵持块10抵接，此时弹簧12处于压缩状态，因此逆时针转动的套筒7带动抵持块10逆

时针转动；由于抵持块10的厚度沿逆时针方向逐渐增大，在弹簧12的作用下，滚球15在通槽

内朝向套筒7移动，弹簧12回复，滚球15通过连接杆13带动遮光板11朝向套筒7移动，两侧的

遮光板11不再遮挡住透光孔，太阳光通过透光孔照射到箱体2内。

[0020] 太阳能板4采用星火单晶150w太阳能电池板，电流计16采用Galvanometer  motor 

(SC17‑15K)电流计16量计，控制器17采用深圳市普乐特电子有限公司MAM‑100控制器17，蓄

电池3采用山克蓄电池312V38AH‑UPS电池。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109845527 B

5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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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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