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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草莓大棚智能监控装置

及其应用，包括大棚、升温温控制组件、升温组

件、监测组件、移动组件和通电组件；所述温度传

感器用于检测大棚内的温度，并且检测的温度无

线发送至电路板内，检测的温度小于10°，所述风

扇和加热片工作，输送高温气体至槽道内，并经

过喷管喷至大棚内提高至指定的温度，所述风扇

和加热片停止工作，并且温度传感器和图像识别

摄像头在检测的过程中，弧形板沿着S型弧形架

移动，所述温度传感器和图像识别摄像头多点检

测大棚，提高检测的准确，将升温、移动、监测结

合在一起，减少监控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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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草莓大棚智能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大棚(1)、升温温控制组件(2)、升温

组件(3)、监测组件(4)、移动组件(5)和通电组件(6)；

所述升温温控制组件(2)设置在大棚(1)的外侧，所述升温组件(3)设置在大棚(1)的内

部，所述升温组件(3)与升温温控制组件(2)连接，所述升温温控制组件(2)用于控制升温组

件(3)升温，所述通电组件(6)安装在升温组件(3)上固定，所述移动组件(5)和监测组件(4)

安装在升温组件(3)上，并且所述监测组件(4)和移动组件(5)与通电组件(6)相接，用于所

述通电组件(6)为监测组件(4)和移动组件(5)供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草莓大棚智能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升温温控制组

件(2)包括控制箱(21)、变压器(22)、继电器(23)、电路板(24)和断电保护器(25)，所述控制

箱(21)与大棚(1)的侧面上贴合，所述电路板(24)设置在控制箱(21)的内部，所述变压器

(22)、继电器(23)和断电保护器(25)安装在电路板(24)上，所述变压器(22)、继电器(23)和

断电保护器(25)依次通过导线电性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草莓大棚智能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升温组件(3)

包括风扇(31)、加热片(32)、加热箱(33)、支撑架(34)、S型弧形架(35)和喷管(36)，所述支

撑架(34)分为两组固定在大棚(1)内，所述S型弧形架(35)的两端封闭内部开设贯穿的通气

通道(351) ,所述S型弧形架(35)的底面与支撑架(34)相接，所述S型弧形架(35)的两侧加工

有对称设置的槽道(352)，所述槽道(352)的侧壁上固定齿条(3511)，所述加热箱(33)设置

在控制箱(21)的一旁，所述加热片(32)和风扇(31)均安装在加热箱(33)内，所述加热箱

(33)上连接的管道接在S型弧形架(35)上，所述加热箱(33)与通气通道(351)连通，所述风

扇(31)旋转产生的气流经过加热片(32)流入通气通道(351)内，所述喷管(36)的顶端等间

距的固定在S型弧形架(35)的底端上，所述喷管(36)与通气通道(351)连通；

所述移动组件(5)包括弧形板(51)、电机(52)、左齿轮(53)、右齿轮(54)、左旋转轴(55)

和右旋转轴(56)，所述弧形板(51)的两侧内壁对称加工有齿轮槽(511)，所述弧形板(51)套

在S型弧形架(35)的外壁上，所述左旋转轴(55)和右旋转轴(56)分别插入齿轮槽(511)的轴

承内，其中所述左旋转轴(55)的顶端与弧形板(51)内部固定的电机(52)相接，所述电机

(52)用于驱动左齿轮(53)主动旋转，所述左齿轮(53)和右齿轮(54)分别套在左齿轮(53)和

右齿轮(54)上固定，所述左齿轮(53)和右齿轮(54)的一部分突出弧形板(51)，所述左齿轮

(53)和右齿轮(54)与两侧的齿条(3511)啮合，所述左齿轮(53)和右齿轮(54)旋转沿着S型

弧形架(35)移动，并且所述弧形板(51)套在S型弧形架(35)的上方，在所述弧形板(51)移动

的过程中不会受喷管(36)阻拦。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草莓大棚智能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测组件(4)

包括左侧杆(41)、图像识别摄像头(42)、温度传感器(43)和右侧杆(44)，所述左侧杆(41)和

右侧杆(44)的顶端分别固定在弧形板(51)的底面两端上，所述图像识别摄像头(42)和温度

传感器(43)分别固定在左侧杆(41)和右侧杆(44)上，所述温度传感器(43)用于检测大棚

(1)内的温度，并且检测的温度无线发送至电路板(24)内，检测的温度小于8‑12°，所述风扇

(31)和加热片(32)工作，输送高温气体至通气通道(351)内，并经过所述喷管(36)喷至大棚

(1)内提高至指定的温度，所述风扇(31)和加热片(32)停止工作。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草莓大棚智能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测组件(4)

包括左侧杆(41)、图像识别摄像头(42)、温度传感器(43)和右侧杆(44)，所述左侧杆(4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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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杆(44)的顶端分别固定在弧形板(51)的底面两端上，所述图像识别摄像头(42)和温度

传感器(43)分别固定在左侧杆(41)和右侧杆(44)上，所述温度传感器(43)用于检测大棚

(1)内的温度，并且检测的温度无线发送至电路板(24)内，检测的温度小于10°，所述风扇

(31)和加热片(32)工作，输送高温气体至通气通道(351)内，并经过所述喷管(36)喷至大棚

(1)内提高至指定的温度，所述风扇(31)和加热片(32)停止工作。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草莓大棚智能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图像识别摄像

头(42)用于拍摄识别大棚(1)内的草莓是否病变，检测发生病变则发送警报信息至电路板

(24)用于报警，并且温度传感器(43)和图像识别摄像头(42)在检测的过程中，弧形板(51)

沿着S型弧形架(35)移动，温度传感器(43)和图像识别摄像头(42)多点检测大棚(1)，提高

检测的准确。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草莓大棚智能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通电组件(6)

包括通电导线(61)、弹簧(62)、电极弧板(63)和导电杆(64)，所述通电导线(61)嵌入S型弧

形架(35)的顶端上，导电杆(64)插入弧形板(51)的顶端上，所述套环(641)固定在导电杆

(64)上，导电杆(64)的一端与电极弧板(63)相接，所述导电杆(64)的另一端与导线相接，导

线接在温度传感器(43)，所述图像识别摄像头(42)和电机(52)的线缆上，所述弹簧(62)套

在导电杆(64)的外部，弹簧(62)的一端与电极弧板(63)相接，所述弹簧(62)的另一端抵在

弧形板(51)上，所述电极弧板(63)抵在通电导线(61)上，所述通电导线(61)与变压器(22)

输出线相接，所述变压器(22)上连接的导线分别接在加热片(32)和风扇(31)上。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草莓大棚智能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左齿轮(53)和

右齿轮(54)的齿轮槽(511)位于同一水平位置。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草莓大棚智能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S型弧形架

(35)的正面的弧度与大棚(1)的顶面弧度相同，所述S型弧形架(35)的侧面弧度为半圆结

构。

10.权利要求1‑9任意一项所述的草莓大棚智能监控装置在监控大棚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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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草莓大棚智能监控装置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草莓大棚监控领域，具体来说，涉及一种草莓大棚智能监控装置及其

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南方城市11‑2月温度会降到0零下，草莓低于0度就受伤了，而现有的监控采

用定点监控，导致其监控的位置不变，而大棚的面积较大，定点监测则需要布置较多的监控

设备，从而导致其监控的成本提升。

[0003] 草莓大棚常见的病虫害有：

[0004] 一、白粉病：主要危害叶片，也侵害花、果、果梗和叶柄。初期在病叶发病中心处产

生大小不等的病斑，随后叶背形成白色粉状物。病情严重时，除叶片外，叶柄、花、花梗及果

实均能感病，造成叶缘萎缩、枯焦；幼果停止发育，甚至干枯；果实上形成白色粉状物，失去

食用价值。更严重时导致全株死亡。

[0005] 二、灰霉病：这是开花后的主要病害，主要危害花器、果实、叶片。花器受害初期，在

花萼上产生水渍状小点，后逐渐扩大危害子房和幼果，使幼果湿腐。果实受害后形成淡褐色

病斑，并向果内发展，使果实湿腐，易脱落。湿度大时，可产生灰褐色霉状物；干燥时，病果呈

干腐状。

[0006] 三、叶斑病：又称蛇眼病，主要发生在叶片上，尤以果实采收后严重。病叶初期产生

暗紫红色小斑点，随后扩大成2‑5毫米大小的近圆形或椭圆形病斑，边缘呈紫红色，中央灰

白色，略有细轮，使整个病斑呈蛇眼状。叶片病斑过多时会引起叶片干枯，大量发病会影响

叶片光合作用，造成植株抗病性降低。

[0007] 四、黄萎病：该病是土壤病害，主要症状是幼叶畸形，叶变黄，叶表面粗糙无比。随

后叶缘变褐色向内凋萎，直到枯死。

[0008] 五、褐斑病：主要危害叶片，果梗、叶柄也可发病。叶感病后先出现褐色小点，后逐

渐扩大为圆形或近椭圆形斑，圆斑中央为褐色，外围为紫褐色，边缘为紫红色，病健交界明

显。后期病斑上可形成褐色小点，呈不规则轮纹排列。病斑融合在一起时，可使叶组织大片

枯死。病斑在叶尖、叶脉发生时，常使叶组织呈“V”字形枯死。

[0009] 六、芽枯病：又称立枯病，病株幼芽呈青枯状，叶和萼片形成褐色斑点，逐渐枯萎；

叶柄和果柄基部变黑褐色，叶子失去生机，萎蔫下垂。急性发病时，草莓植株会猝倒，不加防

治会很快蔓延，造成严重损失

[0010] 七、炭疽病：主要危害匍匐茎和叶柄、叶片、托叶、花、果和根茎。发病初期病斑为水

渍状，呈纺锤形或椭圆形，后病斑变为黑色，或中央黑色、边缘棕红色。叶片、匍匐茎上病斑

相对规则整齐，匍匐茎及叶柄上的病斑可扩展成为环形圈，其上部萎蔫枯死。在相对湿度较

高时，病斑部可见粉红色的胶状物(即分生孢子堆)。当全株出现枯萎时，在根茎横切面上可

见自外向内的棕红色或褐色褐变，但其维管束仍不变色。

[0011] 红蜘蛛为害草莓的以红蜘蛛、黄蜘蛛为主，尤其红蜘蛛为害更多。叶片初期受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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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小灰白点，随后逐步扩大，使全叶片布满白色花纹、黄化卷曲，植株矮化枯萎，严重影响

生长。

发明内容

[0012] 针对相关技术中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草莓大棚智能监控装置，以克服现有相

关技术所存在的上述技术问题。

[0013]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14] 一种草莓大棚智能监控装置，包括大棚、升温温控制组件、升温组件、监测组件、移

动组件和通电组件；

[0015] 所述升温温控制组件设置在大棚的外侧，所述升温组件设置在大棚的内部，所述

升温组件与升温温控制组件连接，所述升温温控制组件用于控制升温组件升温，所述通电

组件安装在升温组件上固定，移动组件和监测组件安装在升温组件上，并且所述监测组件

和移动组件与通电组件相接，用于所述通电组件为监测组件和移动组件供电。

[0016] 进一步地，所述升温温控制组件包括控制箱、变压器、继电器、电路板和断电保护

器，所述控制箱与大棚的侧面上贴合，所述电路板设置在控制箱的内部，所述变压器、继电

器和断电保护器安装在电路板上，所述变压器、继电器和断电保护器依次通过导线电性连

接。

[0017] 进一步地，所述升温组件包括风扇、加热片、加热箱、支撑架、S型弧形架和喷管，所

述支撑架分为两组固定在大棚内，所述S型弧形架的两端封闭内部开设贯穿的通气通道,所

述S型弧形架的底面与支撑架相接，S型弧形架的两侧加工有对称设置的槽道，所述槽道的

侧壁上固定齿条，所述加热箱设置在控制箱的一旁，所述加热片和风扇均安装在加热箱内，

所述加热箱上连接的管道接在S型弧形架上，所述加热箱与通气通道连通，所述风扇旋转产

生的气流经过加热片流入通气通道内，所述喷管的顶端等间距的固定在S型弧形架的底端

上，所述喷管与通气通道连通；

[0018] 所述移动组件包括弧形板、电机、左齿轮、右齿轮、左旋转轴和右旋转轴，所述弧形

板的两侧内壁对称加工有齿轮槽，所述弧形板套在S型弧形架的外壁上，所述左旋转轴和右

旋转轴分别插入齿轮槽的轴承内，其中所述左旋转轴的顶端与弧形板内部固定的电机相

接，所述电机用于驱动左齿轮主动旋转，所述左齿轮和右齿轮分别套在左齿轮和右齿轮上

固定，所述左齿轮和右齿轮的一部分突出弧形板，所述左齿轮和右齿轮与两侧的齿条啮合，

所述左齿轮和右齿轮旋转沿着S型弧形架移动，并且所述弧形板套在S型弧形架的上方，在

弧形板移动的过程中不会受喷管阻拦；

[0019] 进一步地，所述监测组件包括左侧杆、图像识别摄像头、温度传感器和右侧杆，所

述左侧杆和右侧杆的顶端分别固定在弧形板的底面两端上，所述图像识别摄像头和温度传

感器分别固定在左侧杆和右侧杆上，所述温度传感器用于检测大棚内的温度，并且检测的

温度无线发送至电路板内，检测的温度小于8‑12°，所述风扇和加热片工作，输送高温气体

至通气通道内，并经过喷管喷至大棚内提高至指定的温度，所述风扇和加热片停止工作。

[0020] 进一步地，所述监测组件包括左侧杆、图像识别摄像头、温度传感器和右侧杆，所

述左侧杆和右侧杆的顶端分别固定在弧形板的底面两端上，所述图像识别摄像头和温度传

感器分别固定在左侧杆和右侧杆上，所述温度传感器用于检测大棚内的温度，并且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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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无线发送至电路板内，检测的温度小于10°，所述风扇和加热片工作，输送高温气体至

通气通道内，并经过喷管喷至大棚内提高至指定的温度，所述风扇和加热片停止工作。

[0021] 进一步地，所述图像识别摄像头用于拍摄识别大棚内的草莓是否病变，检测发生

病变则发送警报信息至电路板用于报警，并且温度传感器和图像识别摄像头在检测的过程

中，弧形板沿着S型弧形架移动，所述温度传感器和图像识别摄像头多点检测大棚，提高检

测的准确。

[0022] 进一步地，所述通电组件包括通电导线、弹簧、电极弧板和导电杆，所述通电导线

嵌入S型弧形架的顶端上，所述导电杆插入弧形板的顶端上，所述套环固定在导电杆上，导

电杆的一端与电极弧板相接，所述导电杆的另一端与导线相接，导线接在温度传感器、图像

识别摄像头和电机的线缆上，弹簧套在导电杆的外部，所述弹簧的一端与电极弧板相接，所

述弹簧的另一端抵在弧形板上，电极弧板抵在通电导线上，通电导线与变压器输出线相接，

所述变压器上连接的导线分别接在加热片和风扇上。

[0023] 进一步地，所述左齿轮和右齿轮的齿轮槽位于同一水平位置。

[0024] 进一步地，所述S型弧形架的正面的弧度与大棚的顶面弧度相同，S型弧形架的侧

面弧度为半圆结构。

[0025] 上述草莓大棚智能监控装置在监控大棚中的应用。

[0026] 上述技术方案具有如下优点或者有益效果：

[0027] 1、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草莓大棚智能监控装置，通电组件为监测组件和移动组件供

电，移动组件沿着升温组件移动，在移动的过程中监测组件同时监测大棚内的温度以及监

控识别草莓叶片情况，预判可能出现的疾病或者病虫害，给管理人员提醒，提前防治。

[0028] 2、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草莓大棚智能监控装置，左齿轮和右齿轮的一部分突出弧形

板，左齿轮和右齿轮与两侧的齿条啮合，左齿轮和右齿轮旋转沿着S型弧形架移动，并且弧

形板套在S型弧形架的上方，在弧形板移动的过程中不会受喷管阻拦。

[0029] 3、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草莓大棚智能监控装置，温度传感器用于检测大棚内的温

度，并且检测的温度无线发送至电路板内，检测的温度小于10°，风扇和加热片工作，输送高

温气体至通气通道内，并经过喷管喷至大棚内提高至指定的温度，风扇和加热片停止工作。

[0030] 图像识别摄像头用于拍摄识别大棚内的草莓是否病变，检测发生病变则发送警报

信息至电路板用于报警，并且温度传感器和图像识别摄像头在检测的过程中，弧形板沿着S

型弧形架移动，温度传感器和图像识别摄像头多点检测大棚，提高检测的准确。

[0031] 电极弧板与通电导线相接，通电导线传递电能至电极弧板，从而电极弧板在经过

导电杆将电能传递至图像识别摄像头和温度传感器，图像识别摄像头和温度传感器从而在

移动的过程中进行监测，本发明将升温、移动、监测结合在一起，降低监控的成本，监测组件

无需通过外接导线供电，避免移动导致线缠绕。

附图说明

[003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

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

得其他的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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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图1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草莓大棚智能监控装置的整体立体图；

[0034] 图2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草莓大棚智能监控装置的升温温控制组件立体图；

[0035] 图3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草莓大棚智能监控装置的S型弧形架立体图；

[0036] 图4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草莓大棚智能监控装置的图3的A处放大图；

[0037] 图5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草莓大棚智能监控装置的移动组件和监测组件立体

图；

[0038] 图6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草莓大棚智能监控装置的移动组件、监测组件和移动

组件剖面图。

[0039] 图7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草莓大棚智能监控装置的图6的B处放大图。

[0040] 图中：

[0041] 1、大棚；2、升温温控制组件；21、控制箱；22、变压器；23、继电器；24、电路板；25、断

电保护器；3、升温组件；31、风扇；32、加热片；33、加热箱；34、支撑架；35、S型弧形架；351、通

气通道；352、槽道；3511、齿条；36、喷管；4、监测组件；41、左侧杆；42、图像识别摄像头；43、

温度传感器；44、右侧杆；5、移动组件；51、弧形板；511、齿轮槽；52、电机；53、左齿轮；54、右

齿轮；55、左旋转轴；56、右旋转轴；6、通电组件；61、通电导线；62、弹簧；63、电极弧板；64、导

电杆；641、套环。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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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

范围。

[0043] 参阅附图1‑7所示一种草莓大棚智能监控装置，包括大棚1、升温温控制组件2、升

温组件3、监测组件4、移动组件5和通电组件6；

[0044] 升温温控制组件2设置在大棚1的外侧，升温组件3设置在大棚1的内部，升温组件3

与升温温控制组件2连接，升温温控制组件2用于控制升温组件3升温，通电组件6安装在升

温组件3上固定，移动组件5和监测组件4安装在升温组件3上，并且监测组件4和移动组件5

与通电组件6相接，用于通电组件6为监测组件4和移动组件5供电，移动组件5沿着升温组件

3移动，在移动的过程中监测组件4同时监测大棚1内的温度以及监控识别草莓叶片情况，预

判可能出现的疾病或者病虫害，给管理人员提醒，提前防治。

[0045] 升温温控制组件2包括控制箱21、变压器22、继电器23、电路板24和断电保护器25，

控制箱21与大棚1的侧面上贴合，电路板24设置在控制箱21的内部，变压器22、继电器23和

断电保护器25安装在电路板24上，变压器22、继电器23和断电保护器25依次通过导线电性

连接，通过变压器22、继电器23和断电保护器25实现其导线的保护。

[0046] 升温组件3包括风扇31、加热片32、加热箱33、支撑架34、S型弧形架35和喷管36，支

撑架34分为两组固定在大棚1内，S型弧形架35的两端封闭内部开设贯穿的通气通道351,S

型弧形架35的底面与支撑架34相接，S型弧形架35的两侧加工有对称设置的槽道352，槽道

352的侧壁上固定齿条3511，加热箱33设置在控制箱21的一旁，加热片32和风扇31均安装在

加热箱33内，加热箱33上连接的管道接在S型弧形架35上，加热箱33与通气通道351连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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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31旋转产生的气流经过加热片32流入通气通道351内，喷管36的顶端等间距的固定在S型

弧形架35的底端上，喷管36与通气通道351连通，风扇31将加热片32产生的高温气流送至通

气通道351内，在经过多点的喷管36喷出，从而实现多点升温，整体同步提高温度，让其升温

的效率提升；

[0047] 移动组件5包括弧形板51、电机52、左齿轮53、右齿轮54、左旋转轴55和右旋转轴

56，弧形板51的两侧内壁对称加工有齿轮槽511，弧形板51套在S型弧形架35的外壁上，左旋

转轴55和右旋转轴56分别插入齿轮槽511的轴承内，其中左旋转轴55的顶端与弧形板51内

部固定的电机52相接，电机52用于驱动左齿轮53主动旋转，左齿轮53和右齿轮54分别套在

左齿轮53和右齿轮54上固定，左齿轮53和右齿轮54的一部分突出弧形板51，左齿轮53和右

齿轮54与两侧的齿条3511啮合，左齿轮53和右齿轮54旋转沿着S型弧形架35移动，并且弧形

板51套在S型弧形架35的上方，在弧形板51移动的过程中不会受喷管36阻拦。

[0048] 监测组件4包括左侧杆41、图像识别摄像头42、温度传感器43和右侧杆44，左侧杆

41和右侧杆44的顶端分别固定在弧形板51的底面两端上，图像识别摄像头42和温度传感器

43分别固定在左侧杆41和右侧杆44上，温度传感器43用于检测大棚1内的温度，并且检测的

温度无线发送至电路板24内，检测的温度小于10°，风扇31和加热片32工作，输送高温气体

至通气通道351内，并经过喷管36喷至大棚1内提高至指定的温度，风扇31和加热片32停止

工作，左侧杆41和右侧杆44上还安装有照明灯以及紫外线灯实现其补光和杀菌的目的。

[0049] 图像识别摄像头42用于拍摄识别大棚1内的草莓是否病变，检测发生病变则发送

警报信息至电路板24用于报警，并且温度传感器43和图像识别摄像头42在检测的过程中，

弧形板51沿着S型弧形架35移动，温度传感器43和图像识别摄像头42多点检测大棚1，提高

检测的准确。

[0050] 通电组件6包括通电导线61、弹簧62、电极弧板63和导电杆64，通电导线61嵌入S型

弧形架35的顶端上，导电杆64插入弧形板51的顶端上，套环641固定在导电杆64上，导电杆

64的一端与电极弧板63相接，导电杆64的另一端与导线相接，导线接在温度传感器43、图像

识别摄像头42和电机52的线缆上，弹簧62套在导电杆64的外部，弹簧62的一端与电极弧板

63相接，弹簧62的另一端抵在弧形板51上，电极弧板63抵在通电导线61上，通电导线61与变

压器22输出线相接，变压器22上连接的导线分别接在加热片32和风扇31上，电极弧板63与

通电导线61相接，通电导线61传递电能至电极弧板63，本发明的监测组件4无需通过外接导

线供电，避免移动导致线缠绕，电极弧板63在经过导电杆64将电能传递至图像识别摄像头

42和温度传感器43，图像识别摄像头42和温度传感器43从而在移动的过程中进行监测，本

发明将升温、移动、监测结合在一起，减少监控的成本。

[0051] 左齿轮53和右齿轮54的齿轮槽511位于同一水平位置。

[0052] S型弧形架35的正面的弧度与大棚1的顶面弧度相同，S型弧形架35的侧面弧度为

半圆结构，避免拐角处的较窄导致无法移动。

[005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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