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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一种多功能的花盆架，包括，补光装

置、离心风机、功能液装置、吸液泵、过滤容器、蓄

水容器、控制器。其主要特征将上述功能性装置

和器件，分设于花盆架上，使只是简单摆放植物

盆景的花盆架，增添了补光、杀菌消毒净化空气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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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的花盆架，包括，补光装置、离心风机、电磁阀、功能液装置、吸液泵、过滤

容器、蓄液容器、控制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的花盆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花盆架，有摆放式和

壁挂式两种形式，摆放式有支架式和搁架式两种形式，所述的支架式，由支撑杆和花盆座所

组成，所述的搁架式，由多层搁架和装饰花盆所组成，所述的壁挂式，由壁挂架和装饰花盆

所组成，所述的支撑杆，是一根经防腐处理的通管，通管内装有吸气管，通管的一头装有与

花盆座的连接件，另一头装有补光装置连接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的花盆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补光装置，由led灯

和反光板所组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的花盆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功能液装置，由输液

管、液容器、蠕动泵所组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的花盆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过滤容器，有三种结

构形式，形式一由防腐容器、高吸水性树脂、输液管、吸气管、网孔板所组成，在离防腐容器

底部的一定高度处，安装网孔板，在网孔板上安装吸气管和输液管，在网孔板的上方，吸气

管和输液管的周边放置高吸水性树脂；形式二由防腐容器、高吸水性树脂、漫水管、吸气管、

网孔体、输液管、落水管、电磁阀所组成，在防腐容器的底部开漫水管孔、输液管孔、落水管

孔，并分别安装漫水管、输液管、落水管，在落水管上安装电磁阀，在防腐容器内的底部安装

网孔体，网孔体与吸气管相连接，网孔体的周边放置高吸水性树脂；形式三由防腐容器、高

吸水性树脂、漫水管、吸气管、网孔体、输液管、虹吸装置所组成，在防腐容器的底部开漫水

管孔、输液管孔、虹吸管孔，并分别安装漫水管、输液管、虹吸管，在防腐容器的底部安装网

孔体，网孔体与吸气管相连接，网孔体的周边放置高吸水性树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的花盆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所述的控制器，由单片

机、控制按钮、传感器、内外置电源所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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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的花盆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照明及空气净化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多功能的花盆架。

背景技术

[0002] 绿色植物经光合作用，可以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吸收空气中的尘埃，从而使

周边环境得到净化此外，植物的绿色对人的大脑皮层也有良好的刺激作用，可以使疲劳的

神经系统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得以放松和恢复。因此，人们在室内摆放大量的植物，以期美

化环境，净化空气，获得富足的氧气。但是，植物的光合作用，首选要有对植物生长有用的

光，室内不可能获得像室外一样的阳光，目前，人们对植物所需光照的研究已很成熟，也已

经在大量的植物栽种上使用人工补光装置，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对家庭及公共场所大

量的用传统方法栽培的植物，还没有一个既美观，又结构简单效果好的补光装置。虽然，已

有不少厂家开发了植物补光装置，但都是带有自成的栽培系统，而且结构复杂，价格昂贵，

市场接受度较低。

[0003] 植物养护需要氧气、水、光照，同时栽种植物的基质及植物的叶面，大部分时间处

于湿润状态，潮湿滋生细菌，尤其是像医院等公共场所，潮湿的植物盆栽，有可能成为流行

病菌的污染源，因此综合性解决植物的通气、浇水、光照、杀菌消毒问题及最大限度发挥植

物在空气净化方面的作用，是目前室内盆栽摆放所期望补充的功能，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多

功能的花盆架技术方案，旨在低成本的补充如上植物摆放所需功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一种多功能的花盆架，包括，补光装置、离心风机、电磁阀、功能液装置、吸

液泵、过滤容器、蓄液容器、控制器。

[0005] 所述的花盆架，有摆放式和壁挂式两种形式，摆放式有支架式和搁架式两种形式，

所述的支架式，由支撑杆和花盆座所组成，所述的搁架式，由多层搁架和装饰花盆所组成，

所述的壁挂式，由壁挂架和多个装饰花盆所组成，所述的支撑杆，是一根经防腐处理的通

管，通管内装有吸气管，通管的一头装有与花盆座的连接件，另一头装有补光装置的连接

件。

[0006] 所述的补光装置，由led灯和反光板所组成。

[0007] 所述功能液装置，由输液管、液容器、蠕动泵所组成

[0008] 所述的过滤容器，有三种结构形式，形式一由防腐容器、高吸水性树脂、输液管、吸

气管、网孔板所组成，在离防腐容器底部的一定高度处，安装网孔板，在网孔板上安装吸气

管和输液管，在网孔板的上方，吸气管和输液管的周边放置高吸水性树脂；形式二由防腐容

器、高吸水性树脂、漫水管、吸气管、网孔体、输液管、落水管、电磁阀所组成，在防腐容器的

底部开漫水管孔、输液管孔、落水管孔，并分别安装漫水管、输液管、落水管，在落水管上安

装电磁阀，在防腐容器的底部安装网孔体，网孔体与吸气管相连接，网孔体的周边放置高吸

水性树脂；形式三由防腐容器、高吸水性树脂、漫水管、吸气管、网孔体、输液管、虹吸装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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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在防腐容器的底部开漫水管孔、输液管孔、虹吸管孔，并分别安装漫水管、输液管、虹

吸管，在防腐容器的底部安装网孔体，网孔体与吸气管相连接，网孔体的周边放置高吸水性

树脂。

[0009] 所述的控制器，由单片机、控制按钮、传感器、内外置电源所组成。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的产品立体示意图

[0011]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摆放植物后的立体示意图

[0012]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的补光装置的部分剖视图

[0013]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的花盆座的正面示意图

[0014]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二的产品示意图

[0015]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二的花盆座的正面示意图

[0016]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三的产品示意图

[0017]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三装有离心风机、功能液装置、自吸泵的装饰花盆

[0018]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三装有过滤容器的装饰花盆部分剖视图

[0019] 图10为本发明实施例三装有蓄水容器的装饰花盆部分剖视图

[0020] 图11为本发明实施例三摆放真植物盆景后的产品立体示意图

[0021] 图12为本发明实施例四的产品示意图

[0022] 图13为本发明实施例四装有离心风机、功能液装置、自吸泵的装饰花盆

[0023] 图14为本发明实施例四装有过滤容器的装饰花盆部分剖视图

[0024] 图15为本发明实施例四装有蓄水容器的装饰花盆部分剖视图

[0025] 图16为本发明实施例四壁挂植物盆景后的产品立体示意图

[0026] 图17为本发明实施例五的产品示意图

[0027] 图18为本发明实施例五的花盆座剖视图

[0028] 图19为本发明实施例六的花盆剖视图

[0029] 附图标号说明

[0030] 1装饰球  2支撑杆  3花盆座  4过滤容器  5虹吸管  6离心风机  7吸气管  8反光板  9

补光灯  10隔离网板  11高吸水性树脂  12蓄液容器  13吸液泵  14输液管  15装饰花盆  16植

物盆景  17电磁阀  18控制器  19功能液装置  20漫水管  21网孔体  22换向阀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实施例一，用型材制作一个花盆座3，花盆座下方活动安装过滤容器4，所述的过滤

容器4由防腐容器、隔离网板10、吸气管7、经液体浸泡膨胀的高吸水性树脂11所组成，花盆

座的侧面安装支撑杆2，支撑杆上吊挂着装有离心风机、补光装置的装饰球1，在控制器(未

显示)的控制下，离心风机定时工作，将浸泡在高吸水性树脂中的液体变为气体，释放于空

中，净化空气，同时对植物盆景产生抑菌作用，补光装置定时工作，对安放在花盆架上的植

物盆景进行光合作用，提高植物氧气的释放量(见图1、2、3、4)。

[0032] 实施例二，用型材制作一个花盆座3，花盆座的下方活动安装过滤容器和蓄液容

器，过滤容器和蓄液容器的上方，分别安装两个吸液泵13及功能液装置(未显示)，所述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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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容器4由防腐容器、隔离网板10、吸气管7、输液管14、高吸水性树脂11所组成，所述的功能

液装置由输液管、液容器、蠕动泵所组成，花盆座的侧面安装支撑杆2，支撑杆上吊挂着装有

离心风机、补光装置的装饰球1，在控制器(未显示)的控制下，离心风机定时工作，将浸泡在

高吸水性树脂中的液体变为气体，释放于空中，净化空气，补光装置定时工作，对安放在花

盆架上的植物盆景进行光合作用，提高植物氧气的释放量，吸液泵、电磁阀、功能液装置定

时工作，完成对过滤容器内的高吸水性树脂进行清洗、浸泡工作及对植物盆景的浇灌和杀

菌消毒工作(见图5、6)。

[0033] 实施例三、用型材制作一个三层搁架，将装有离心风机6、吸气管7、输液管14、功能

液装置(未显示)、控制器(未显示)，吸液泵13的装饰花盆15安放在搁架的顶面上，在其下方

的背面上安装补光装置9，补光装置9的下方，即三层搁架的第三层上，安放植物盆景16，所

述的功能液装置由输液管、液容器、蠕动泵所组成，将装有过滤容器4和蓄液容器12的装饰

花盆15分别安装在搁架的一、二层上，所述的过滤容器由吸气管7、隔离网板10、高吸水性树

脂11所组成，所述的蓄液容器由输液管14、液容器、清洗液所组成，将装有离心风机、功能液

装置、吸液泵的装饰花盆和装有蓄液容器和装有过滤容器的装饰花盆，通过吸气管和输液

管相连接，在控制器(未显示)的控制下，离心风机定时工作，将浸泡在高吸水性树脂中的液

体变为气体，释放于空中，净化空气，补光装置定时工作，对安放在花盆架上的植物盆景进

行光合作用，提高植物氧气的释放量，吸液泵、电磁阀、功能液装置定时工作，完成对过滤容

器内的高吸水性树脂进行清洗、浸泡工作及对植物盆景的浇灌和杀菌消毒工作(见图7、8、

9、10、11)。

[0034] 实施例四、用防腐木制作一个壁挂架17，在壁挂架17的最上方壁挂装有离心风机

6、吸气管7，输液管，功能液装置(未显示)、吸液泵13的装饰花盆，所述的功能液装置由输液

管、液容器、蠕动泵所组成，装饰花盆的底部安装补光装置9，补光装置的下方，壁挂植物盆

景16，植物盆景下方分别壁挂过滤容器和蓄液容器装饰花盆，所述的过滤容器由吸气管7、

隔离网板10、高吸水性树脂11所组成，所述的蓄液容器由输液管14、液容器、清洗液所组成，

装有离心风机、功能液装置、吸液泵的装饰花盆和装有蓄液容器和装有过滤容器的装饰花

盆，通过吸气管和输液管相连接，在控制器(未显示)的控制下，离心风机定时工作，将浸泡

在高吸水性树脂中的液体变为气体，释放于空中，净化空气补光装置定时工作，对安放在花

盆架上的植物盆景进行光合作用，提高植物氧气的释放量，吸液泵、电磁阀、功能液装置定

时工作，完成对过滤容器内的高吸水性树脂进行清洗、浸泡工作及对植物盆景的浇灌和杀

菌消毒工作(见图12、13、14、15、16)。

[0035] 实施例五、用注塑成型一个花盆座3，花盆座3内空，从上到下分割成三个空间，上

空间安装功能液装置19、离心风机6、控制器18；中间安装过滤容器4；下空间安装蓄液容器

12，所述的功能液装置由输液管、液容器、蠕动泵所组成，所述的控制器由单片机、控制按

钮、传感器、内外置电源所组成；所述的过滤容器4由防腐容器、高吸水性树脂11、漫水管20、

吸气管7、网孔体21、输液管14、落水管、电磁阀17所组成，在防腐容器4的底部开漫水管孔、

输液管孔、落水管孔，并分别安装漫水管、输液管、落水管，在落水管上安装电磁阀，在防腐

容器的底部安装网孔体21，网孔体与吸气管相连接，网孔体的周边放置高吸水性树脂11，所

述的蓄液容器12由输液管、液容器、清洗液所组成，在花盆座顶面上安装补光装置9，摆放植

物盆景16.(见图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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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实施例六、与实施例五所不同的是在过滤容器的落水管孔处安装虹吸管(见图19)

[0037] 以上实施例不以任何方式限定本发明，凡是对以上实施例以等效变换方式做出的

其它改进与应用，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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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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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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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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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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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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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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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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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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