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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乌塌菜育苗用根系培养

装置及使用方法，包括护框和底座，育苗框的上

方安装有喷洒架，育苗框包括顶板、侧板、底板、

调节板和护槽条，顶板上开设有均匀分布的育苗

孔，调节板包括把手、竖架、挡板和方块。本乌塌

菜育苗用根系培养装置及使用方法，喷洒架喷洒

出的营养液帮助乌塌菜幼苗生长，多余的营养液

就从育苗孔落入育苗框内腔中，调节板的高度可

以调节，向下调节调节板时，营养液就会从挡板

溢出，溢出的营养液回流到营养液收集罐，这样

做到二次利用，调节板调整时，只需握住调节板

并转动把手，操作过程简单，为了培育乌塌菜幼

苗的根系可以将调节板往下移动，这样乌塌菜幼

苗的根系为了吸取营养液就会加快向下生长，培

育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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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乌塌菜育苗用根系培养装置，包括护框(1)和底座(2)，其特征在于：所述护框

(1)架设在底座(2)上，护框(1)的内侧安装有育苗框(3)，所述育苗框(3)的上方安装有喷洒

架(4)，喷洒架(4)通过安装架连接护框(1)，育苗框(3)包括顶板(31)、侧板(32)、底板(33)、

调节板(34)和护槽条(35)，所述顶板(31)上开设有均匀分布的育苗孔(311)，顶板(31)的两

端固定连接侧板(32)，侧板(32)的顶端安装有伸出板(37)，侧板(32)的底端与底板(33)固

定，侧板(32)的侧壁上安装有护槽条(35)，护槽条(35)的内壁配合连接调节板(34)，所述调

节板(34)还活动连接顶板(31)和底板(33)，调节板(34)包括把手(341)、竖架(342)、挡板

(343)和方块(344)，把手(341)的两端活动连接方块(344)，方块(344)固定在竖架(342)的

顶端，竖架(342)接触连接护槽条(35)的内壁，竖架(342)的底端固定连接有挡板(343)，挡

板(343)接触连接底板(33)，底板(33)上开设有泄露口(331)，泄露口(331)处安装有通水管

(332)，通水管(332)的底端连接有营养液收集罐(5)，所述营养液收集罐(5)通过管道连接

喷洒架(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乌塌菜育苗用根系培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板

(34)上安装有限位组件(36)，限位组件(36)包括圆柱(361)、滑套(362)、限位条(363)、套筒

(364)和限位圆环(365)，圆柱(361)的外壁安装有限位圆环(365)，圆柱(361)和限位圆环

(365)均与方块(344)活动连接，圆柱(361)的一端固定连接把手(341)，圆柱(361)的另一端

开设有外螺纹，圆柱(361)通过螺纹配合的方式活动连接滑套(362)，滑套(362)的外壁开设

有限位条(363)，滑套(362)和限位条(363)均与套筒(364)的内侧壁活动连接，套筒(364)的

外壁与方块(344)固定，滑套(362)的一端与伸出板(37)接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乌塌菜育苗用根系培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伸出板

(37)的内壁与侧板(32)保持齐平。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乌塌菜育苗用根系培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33)

与挡板(343)的连接处安装有密封垫。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乌塌菜育苗用根系培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

条(363)与滑套(362)的中心轴线相平行。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乌塌菜育苗用根系培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33)

上安装有挡水板(38)，挡水板(38)的两端连接侧板(32)。

7.一种乌塌菜育苗用根系培养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将已经出现发芽的乌塌菜幼苗均匀的放置到育苗框(3)上的育苗孔(311)中；

S2：再将育苗框(3)安装在护框(1)的内侧，其中育苗框(3)搭接在在护框(1)内侧；

S3：启动营养液收集罐(5)内预设的循环泵，此循环泵将营养液收集罐(5)中的营养液

传输给喷洒架(4)，喷洒架(4)对育苗框(3)进行均匀的喷洒；

S4：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后，对调节板(34)的高度进行调整，其中用手握住调节板(34)

中的把手(341)，然后在按顺时针转动把手(341)，然后将调节板(34)向下移动一定距离，接

着按逆时针转动把手(341)。

S5：调节板(34)运行到最低位时，取下育苗框(3)，然后仔细的取出乌塌菜幼苗。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乌塌菜育苗用根系培养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针对

S4中，调节板(34)的向下调节需要进行多次，相邻两次的调节间隔期为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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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乌塌菜育苗用根系培养装置及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到一种蔬菜培育装置，特别涉及一种乌塌菜育苗用根系培养装置及使

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乌塌菜又名塌菜、塌棵菜、塌地松、黑菜等，为十字花科芸苔属芸苔种白菜亚种的

一个变种，二年生草本，高30—40厘米，绿色，全体无毛或基生叶下面偶有极疏刺毛。乌塌菜

长角果圆柱形，果梗粗壮，伸展或上部弯曲，种子圆球形，深褐色。乌塌菜花期2—3月，果期

4—5月。乌塌菜以墨绿色叶片供食，原产中国，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乌塌菜的叶片肥嫩，可

炒食、作汤、凉拌，色美味鲜，营养丰富。

[0003] 乌塌菜在培育时需要进行育苗，育苗就是培育幼苗的意思。育苗的原意是指在苗

圃、温床或温室里培育幼苗，以备移植至土地里去栽种。俗话说“苗壮半收成”。育苗是一项

劳动强度大、费时、技术性强的工作。在进行乌塌菜育苗过程中，需要专用的根系培养装置，

但是现有的根系培养装置培育效果一般，培育的幼苗根系长度不均匀，同时现有的根系培

养装置调节不便。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乌塌菜育苗用根系培养装置及使用方法，该装置具有使

用方便，培育效果好的优点，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乌塌菜育苗用根系培养装置，包括护框和底座，所述护框架设在底座上，护框

的内侧安装有育苗框，所述育苗框的上方安装有喷洒架，喷洒架通过安装架连接护框，育苗

框包括顶板、侧板、底板、调节板和护槽条，所述顶板上开设有均匀分布的育苗孔，顶板的两

端固定连接侧板，侧板的顶端安装有伸出板，侧板的底端与底板固定，侧板的侧壁上安装有

护槽条，护槽条的内壁配合连接调节板，所述调节板还活动连接顶板和底板，调节板包括把

手、竖架、挡板和方块，把手的两端活动连接方块，方块固定在竖架的顶端，竖架接触连接护

槽条的内壁，竖架的底端固定连接有挡板，挡板接触连接底板，底板上开设有泄露口，泄露

口处安装有通水管，通水管的底端连接有营养液收集罐，所述营养液收集罐通过管道连接

喷洒架。

[0007] 优选的，所述调节板上安装有限位组件，限位组件包括圆柱、滑套、限位条、套筒和

限位圆环，圆柱的外壁安装有限位圆环，圆柱和限位圆环均与方块活动连接，圆柱的一端固

定连接把手，圆柱的另一端开设有外螺纹，圆柱通过螺纹配合的方式活动连接滑套，滑套的

外壁开设有限位条，滑套和限位条均与套筒的内侧壁活动连接，套筒的外壁与方块固定，滑

套的一端与伸出板接触。

[0008] 优选的，所述伸出板的内壁与侧板保持齐平。

[0009] 优选的，所述底板与挡板的连接处安装有密封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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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优选的，所述限位条与滑套的中心轴线相平行。

[0011] 优选的，所述底板上安装有挡水板，挡水板的两端连接侧板。

[0012] 本发明要解决的另一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乌塌菜育苗用根系培养装置的使用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3] S1：将已经出现发芽的乌塌菜幼苗均匀的放置到育苗框上的育苗孔中；

[0014] S2：再将育苗框安装在护框的内侧，其中育苗框搭接在在护框内侧；

[0015] S3：启动营养液收集罐内预设的循环泵，此循环泵将营养液收集罐中的营养液传

输给喷洒架，喷洒架对育苗框进行均匀的喷洒；

[0016] S4：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后，对调节板的高度进行调整，其中用手握住调节板中的

把手，然后在按顺时针转动把手，然后将调节板向下移动一定距离，接着按逆时针转动把

手。

[0017] S5：调节板运行到最低位时，取下育苗框，然后仔细的取出乌塌菜幼苗。

[0018] 优选的，所述针对S4中，调节板的向下调节需要进行多次，相邻两次的调节间隔期

为7天。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0] 本乌塌菜育苗用根系培养装置及使用方法，育苗框作为乌塌菜的幼苗的育苗主

体，育苗框的上方安装有喷洒架，喷洒架喷洒出的营养液帮助乌塌菜幼苗生长，多余的营养

液就从育苗孔落入育苗框内腔中，这样给乌塌菜幼苗根系提供营养，调节板的高度可以调

节，向下调节调节板时，营养液就会从挡板溢出，溢出的营养液回流到营养液收集罐，这样

做到二次利用，调节板调整时，只需握住调节板并转动把手，操作过程简单，为了培育乌塌

菜幼苗的根系可以将调节板往下移动，这样乌塌菜幼苗的根系为了吸取营养液就会加快向

下生长，培育效果好。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的育苗框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的育苗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的育苗框局部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发明的调节板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为本发明的限位组件结构示意图；

[0027] 图7为本发明的限位组件使用效果图；

[0028] 图8为本发明的泄露口横截面示意图。

[0029] 图中：1、护框；2、底座；3、育苗框；31、顶板；311、育苗孔；32、侧板；33、底板；331、泄

露口；332、通水管；34、调节板；341、把手；342、竖架；343、挡板；344、方块；35、护槽条；36、限

位组件；361、圆柱；362、滑套；363、限位条；364、套筒；365、限位圆环；37、伸出板；38、挡水

板；4、喷洒架；5、营养液收集罐。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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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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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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1] 请参阅图1-8，一种乌塌菜育苗用根系培养装置，包括护框1和底座2，护框1架设在

底座2上，底座2用于保护，护框1的横截面呈矩形，护框1的内侧安装有育苗框3，育苗框3作

为乌塌菜的幼苗的育苗主体，育苗框3的上方安装有喷洒架4，喷洒架4可以将营养液均匀的

喷洒到育苗框3上，这样营养液就能均匀的散落在乌塌菜幼苗上，帮助乌塌菜幼苗生长，喷

洒架4通过安装架连接护框1，育苗框3包括顶板31、侧板32、底板33、调节板34和护槽条35，

顶板31上开设有均匀分布的育苗孔311，育苗孔311可以作为乌塌菜幼苗的定位，顶板31的

两端固定连接侧板32，侧板32的顶端安装有伸出板37，伸出板37的内壁与侧板32保持齐平，

即伸出板37作为侧板32的伸出，侧板32的底端与底板33固定，整个育苗框3横截面可以看成

一个矩形框，喷洒架4喷洒的营养液辅助乌塌菜幼苗生长后，多余的营养液就从育苗孔311

落入育苗框3内侧，营养液聚集在育苗框3内腔中，这样给乌塌菜幼苗根系提供营养，侧板32

的侧壁上安装有护槽条35，护槽条35的内壁配合连接调节板34，护槽条35用于给调节板34

限位，调节板34还活动连接顶板31和底板33，其中两个调节板34将育苗框3内腔隔断，营养

液聚集在调节板34、侧板32和底板33的内腔中，调节板34包括把手341、竖架342、挡板343和

方块344，把手341的两端活动连接方块344，方块344用于安装限位组件36，方块344固定在

竖架342的顶端，竖架342接触连接护槽条35的内壁，竖架342的底端固定连接有挡板343，挡

板343接触连接底板33，底板33与挡板343的连接处安装有密封垫，避免液体泄漏，底板33上

开设有泄露口331，从挡板343溢出的营养液会落到底板33上，底板33上安装有挡水板38，挡

水板38的两端连接侧板32，泄露口331位于挡水板38与挡板343的内侧，其中泄露口331的顶

部倾斜，便于导水，接着溢出的营养液从泄露口331和通水管332流到营养液收集罐5，这样

做到二次利用，泄露口331处安装有通水管332，通水管332的底端连接有营养液收集罐5，营

养液收集罐5通过管道连接喷洒架4。

[0032] 调节板34上安装有限位组件36，限位组件36包括圆柱361、滑套362、限位条363、套

筒364和限位圆环365，圆柱361的外壁安装有限位圆环365，圆柱361和限位圆环365均与方

块344活动连接，圆柱361的一端固定连接把手341，圆柱361的另一端开设有外螺纹，圆柱

361通过螺纹配合的方式活动连接滑套362，滑套362的外壁开设有限位条363，限位条363与

滑套362的中心轴线相平行，滑套362和限位条363均与套筒364的内侧壁活动连接，套筒364

的外壁与方块344固定，滑套362的一端与伸出板37接触，即转动把手341的同时，滑套362会

左右移动，这样滑套362就能顶住伸出板37，完成定位。

[0033] 本发明要解决的另一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乌塌菜育苗用根系培养装置的使用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4] 第一步：将已经出现发芽的乌塌菜幼苗均匀的放置到育苗框3上的育苗孔311中，

育苗孔311可以作为乌塌菜幼苗的定位，这样乌塌菜幼苗的叶片部位就会位于育苗孔311的

上方，乌塌菜幼苗的根系就会位于育苗孔311的下方；

[0035] 第二步：再将育苗框3安装在护框1的内侧，其中育苗框3搭接在在护框1内侧，育苗

框3作为乌塌菜的幼苗的育苗主体；

[0036] 第三步：启动营养液收集罐5内预设的循环泵，此循环泵将营养液收集罐5中的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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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液传输给喷洒架4，喷洒架4对育苗框3进行均匀的喷洒，喷洒架4可以将营养液均匀的喷

洒到育苗框3上，这样营养液就能帮助乌塌菜幼苗生长，多余的营养液就从育苗孔311落入

育苗框3内侧，营养液聚集在育苗框3内腔中，这样给乌塌菜幼苗根系提供营养；

[0037] 第四步：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后，对调节板34的高度进行调整，其中用手握住调节

板34中的把手341，然后在按顺时针转动把手341，然后将调节板34向下移动一定距离，接着

按逆时针转动把手341，调节板34的向下调节需要进行多次，相邻两次的调节间隔期为7天，

乌塌菜幼苗的根系会自然的向下生长，为了培育乌塌菜幼苗的根系可以将调节板34往下移

动，这样乌塌菜幼苗的根系为了吸取营养液就会加快向下生长，这样起到乌塌菜根系的培

养。

[0038] 第五步：调节板34运行到最低位时，取下育苗框3，然后仔细的取出乌塌菜幼苗，在

调节板34运行到最低位时，乌塌菜根系会长到最长，此时乌塌菜幼苗就能达到移栽要求。

[0039] 本乌塌菜育苗用根系培养装置，包括护框1和底座2，护框1的内侧安装有育苗框3，

育苗框3作为乌塌菜的幼苗的育苗主体，育苗框3的上方安装有喷洒架4，喷洒架4可以将营

养液均匀的喷洒到育苗框3上，帮助乌塌菜幼苗生长，育苗框3包括顶板31、侧板32、底板33、

调节板34和护槽条35，顶板31上开设有均匀分布的育苗孔311，育苗孔311可以作为乌塌菜

幼苗的定位，整个育苗框3横截面可以看成一个矩形框，喷洒架4喷洒的营养液辅助乌塌菜

幼苗生长后，多余的营养液就从育苗孔311落入育苗框3内侧，营养液聚集在育苗框3内腔

中，这样给乌塌菜幼苗根系提供营养，两个调节板34将育苗框3内腔隔断，营养液聚集在调

节板34、侧板32和底板33的内腔中，调节板34包括把手341、竖架342、挡板343和方块344，从

挡板343溢出的营养液会落到底板33上，接着溢出的营养液从泄露口331和通水管332流到

营养液收集罐5，这样做到二次利用，调节板34上安装有限位组件36，限位组件36包括圆柱

361、滑套362、限位条363、套筒364和限位圆环365，转动把手341的同时，滑套362会左右移

动，这样滑套362就能顶住伸出板37，完成定位；本乌塌菜育苗用根系培养装置的使用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第一步：将已经出现发芽的乌塌菜幼苗均匀的放置到育苗框3上的育苗孔

311中，这样乌塌菜幼苗的叶片部位就会位于育苗孔311的上方，乌塌菜幼苗的根系就会位

于育苗孔311的下方；再将育苗框3安装在护框1的内侧；启动营养液收集罐5内预设的循环

泵，喷洒架4对育苗框3进行均匀的喷洒，营养液就能帮助乌塌菜幼苗生长，多余的营养液就

从育苗孔311落入育苗框3内侧，营养液聚集在育苗框3内腔中，这样给乌塌菜幼苗根系提供

营养；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后，对调节板34的高度进行调整，其中用手握住调节板34中的把

手341，然后在按顺时针转动把手341，然后将调节板34向下移动一定距离，接着按逆时针转

动把手341，调节板34的向下调节需要进行多次，相邻两次的调节间隔期为7天，乌塌菜幼苗

的根系会自然的向下生长，为了培育乌塌菜幼苗的根系可以将调节板34往下移动，这样乌

塌菜幼苗的根系为了吸取营养液就会加快向下生长，这样起到乌塌菜根系的培养；调节板

34运行到最低位时，乌塌菜根系会长到最长，此时乌塌菜幼苗就能达到移栽要求。

[0040] 综上所述，本乌塌菜育苗用根系培养装置及使用方法，育苗框3作为乌塌菜的幼苗

的育苗主体，育苗框3的上方安装有喷洒架4，喷洒架4喷洒出的营养液帮助乌塌菜幼苗生

长，多余的营养液就从育苗孔311落入育苗框3内腔中，这样给乌塌菜幼苗根系提供营养，调

节板34的高度可以调节，向下调节调节板34时，营养液就会从挡板343溢出，溢出的营养液

回流到营养液收集罐5，这样做到二次利用，调节板34调整时，只需握住调节板34并转动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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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341，操作过程简单，为了培育乌塌菜幼苗的根系可以将调节板34往下移动，这样乌塌菜

幼苗的根系为了吸取营养液就会加快向下生长，培育效果好。

[0041]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

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

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

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

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所固有的要素。

[004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披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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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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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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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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