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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土培植物根系生长环境控制方法及系

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土培植物根系生长环境

控制方法及系统，通过所述循环泵、供水管、回水

管、循环地埋渗灌管和补水定压装置构建了一个

循环水渗灌系统，并结合所述制热装置、制冷装

置、水肥液体和水气混合装置一体化解决地埋渗

灌及植物根系生长环境控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包

括：现有地埋渗灌管易堵塞及寿命短进而维修更

换成本高的问题，植物根系土壤加温和降温的问

题，有机肥通过水溶解过滤后以渗灌方式施肥问

题，混合了空气或氧气后的灌溉水更易形成气泡

或空气段阻碍施灌的问题，农业种植棚内种植土

壤的灌溉、加温、降温、施肥及其在冬季和夏季连

续产出的问题；小型种植盆无人值守人为控制植

物生长进度的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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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土培植物根系生长环境控制方法及系统，包括循环泵、供水管、回水管、循环地

埋渗灌管和补水定压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的一端与所述供水管连接，同时

另一端与所述回水管连接；所述循环泵的出水口与所述供水管连接，所述循环泵的进水口

与所述回水管连接；所述补水定压装置的出水管与所述回水管或所述供水管连接，所述补

水定压装置负责提供灌溉用水以及按设定值为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内的水体提供渗灌水

压；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其上有出水孔并且埋设于植物种植区的土壤中；所述补水定压装

置启动后将所述循环泵、供水管、回水管和循环地埋渗灌管内充满灌溉水；所述循环泵启动

后推动所述灌溉水在所述循环泵、供水管、循环地埋渗灌管和回水管内循环流动；所述灌溉

水在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内的所述渗灌水压作用下通过所述出水孔渗出并向所述循环地

埋渗灌管外围的土壤渗透扩散。

2.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土培植物根系生长环境控制方法及系统，还包括制热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制热装置串联接入所述回水管段或所述供水管段中，或所述制热装置与所

述供水管或回水管进行热交换；通过运行所述制热装置提高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内的水

温，并通过管壁与所述地埋渗灌管周围的植物根系土壤进行热交换，最终提高植物根系土

壤的温度。

3.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土培植物根系生长环境控制方法及系统，还包括制冷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制冷装置串联接入所述回水管段或所述供水管段中，或所述制冷装置与所

述供水管或回水管进行热交换；通过运行所述制冷装置降低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内的水

温，并通过管壁与所述地埋渗灌管周围的植物根系土壤进行热交换，最终降低植物根系土

壤的温度。

4.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土培植物根系生长环境控制方法及系统，还包括水肥液体，其

特征在于，所述水肥液体包括有机肥水溶过滤液或包括有机肥水溶过滤液、酸碱调节剂、营

养补充剂和化肥水溶液中的至少一种；将所述水肥液体通过所述补水定压装置最终进入所

述循环地埋渗灌管内的循环水体中，并通过所述出水孔将所述水肥液体和其中尺寸小于所

述出水孔尺寸的细小不溶颗粒物送入植物根系土壤中。

5.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土培植物根系生长环境控制方法及系统，还包括水气混合装

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气混合装置通过所述补水定压装置或接入所述回水管或所述供水

管最终向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内输送掺气水，并通过所述出水孔向所述植物根系土壤中补

充空气或氧气。

6.一种农业种植棚，包括农业种植棚和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土培植物根系生长环境

控制方法及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农业种植棚的灌溉采用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土培植物

根系生长环境控制方法及系统。

7.所述一种农业种植棚，还包括保温材料，以及还包括所述制热装置、所述制冷装置、

所述水肥液体和所述水气混合装置中的至少一种；其特征在于所述农业种植棚内底部种植

所需土壤层的厚度之下铺设大棚底部保温材料；所述大棚底部保温材料与所述农业种植棚

外围墙壁的外侧或内侧上铺设的所述保温材料的底端连接；所述大棚底部保温材料上铺设

硬质保护层；在所述硬质保护层上铺设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并位于所述农业种植棚内种植

区土壤的翻耕深度以下；其特征还包括所述制热装置、所述制冷装置、所述水肥液体和所述

水气混合装置中的至少一种，即还包括如权利要求2、3、4和5中所述的至少一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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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种种植盆，包括种植盆和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土培植物根系生长环境控制方法

及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盆的灌溉采用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土培植物根系生长环境

控制方法及系统，其中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埋设于所述种植盆内的土壤底部；所述种植盆

底部的排水孔能够封堵或所述种植盆底部没有排水孔。

9.如权利要求8所述一种种植盆，还包括多个所述种植盆和连接水管；其特征在于每一

个所述种植盆内埋设的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的两个端口分别通过所述连接水管连接到所

述供水管和所述回水管上，即所述多个种植盆内埋设的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并联接到所述

供水管和所述回水管上，或者多个种植盆的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先通过所述连接水管串接

成一路分支再通过所述连接水管连接到所述供水管和所述回水管上；所述连接管上没有出

水孔。

10.如权利要求8或9所述一种种植盆，还包括所述制热装置、所述制冷装置、所述水肥

液体和所述水气混合装置中的至少一种；其特征在于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土培植物根系

生长环境控制方法及系统还包括所述制热装置、所述制冷装置、所述水肥液体和所述水气

混合装置中的至少一种，即还包括如权利要求2、3、4和5中所述的至少一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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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土培植物根系生长环境控制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植物种植环境控制，特别涉及地埋渗灌及土培植物根系生长环境控

制。

背景技术

[0002] 土培植物根系生长环境中首要的是根系土壤的含水量，其次还包括肥料等植物生

长所需的营养物质以及根系土壤的温度、酸碱度和透气性等方面。

[0003] 植物灌溉技术有几个重要目标，包括节水和按需灌溉；现有技术如：喷灌、滴灌等

方案在节水方面比传统的漫灌模式有了显著的提升，但地表湿度仍然较高，容易滋生病虫

害及造成地表板结；地埋渗灌方案在节水和降低土壤表层蒸发量进而减少病虫害等方面又

有进一步的提升，但是，现有地埋渗灌方案存在易堵塞、使用寿命短及实施成本高等问题，

阻碍了方案的推广应用，因此，现实中主要的节水灌溉模式以喷灌和滴灌为主；在温室大

棚，喷灌和滴灌方式增加空气和地表湿度，易滋生病虫害；现有技术对植物根系土壤温度的

直接调节尚无有效方案，普遍采用加热植物种植区地上空气温度的方法保障植物生长，但

是，特别在冬季温室大棚，植物根系土壤的温度过低是导致植物坏死或停止产出的主要原

因；有机肥一般通过翻耕施肥，劳动成本高，对已经在生长的植物均匀追施有机肥的难度更

高，制成有机肥水溶液后不论如何过滤仍含有大量不溶物质，现实中难以通过渗灌方式施

用有机肥。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土培植物根系生长环境控制方法及实施系统，目的是要解决地

埋渗灌及植物根系生长环境控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包括：现有地埋渗灌管易堵塞及寿命短

进而维修更换成本高的问题，植物根系土壤加温和降温的问题，有机肥通过水溶解过滤后

以渗灌方式施肥问题，混合了空气或氧气后的灌溉水更易形成气泡或空气段阻碍施灌的问

题，农业种植棚内种植土壤的灌溉、加温、降温、施肥及其在冬季和夏季连续产出的问题，农

业种植棚分区按需灌溉的问题，小型种植盆无人值守的灌溉和施肥问题等。本发明方案所

述植物包括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不包括无根类植物，不包括不需要灌溉的植物。

[0005] 为实现本发明的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包括：

1.一种土培植物根系生长环境控制方法及系统，包括循环泵、供水管、回水管、循

环地埋渗灌管和补水定压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的一端与所述供水管连接，

同时另一端与所述回水管连接；所述循环泵的出水口与所述供水管连接，所述循环泵的进

水口与所述回水管连接；所述补水定压装置的出水管与所述回水管或所述供水管连接，所

述补水定压装置负责提供灌溉用水以及按设定值为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内的水体提供渗

灌水压；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其上有出水孔并且埋设于植物种植区的土壤中；所述补水定

压装置启动后将所述循环泵、供水管、回水管和循环地埋渗灌管内充满灌溉水；所述循环泵

启动后推动所述灌溉水在所述循环泵、供水管、循环地埋渗灌管和回水管内循环流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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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水在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内的所述渗灌水压作用下通过所述出水孔渗出并向所述循

环地埋渗灌管外围的土壤渗透扩散。

[0006] 由所述循环泵、供水管、回水管、循环地埋渗灌管和补水定压装置构成一个循环水

渗灌系统；在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内形成循环流动水的目的之一是避免地埋渗灌管内发生

堵塞；通过改变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内的水压可以调节单位时间渗出的灌溉水量；根据所

述植物种植区的形状和面积，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可以是一根也可以是多根并联，可以直

线方式布设也可以曲线、盘绕或迂回方式布设。

[0007] 2.所述一种土培植物根系生长环境控制方法及系统，还包括制热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制热装置串联接入所述回水管段或所述供水管段中，或所述制热装置与所述供水

管或回水管进行热交换；通过运行所述制热装置提高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内的水温，并通

过管壁与所述地埋渗灌管周围的植物根系土壤进行热交换，最终提高植物根系土壤的温

度。

[0008] 3.所述一种土培植物根系生长环境控制方法及系统，还包括制冷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制冷装置串联接入所述回水管段或所述供水管段中，或所述制冷装置与所述供水

管或回水管进行热交换；通过运行所述制冷装置降低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内的水温，并通

过管壁与所述地埋渗灌管周围的植物根系土壤进行热交换，最终降低植物根系土壤的温

度。

[0009] 4.所述一种土培植物根系生长环境控制方法及系统，还包括水肥液体，其特征在

于，所述水肥液体包括有机肥水溶过滤液或包括有机肥水溶过滤液、酸碱调节剂、营养补充

剂和化肥水溶液中的至少一种；将所述水肥液体通过所述补水定压装置最终进入所述循环

地埋渗灌管内的循环水体中，并通过所述出水孔将所述水肥液体和其中尺寸小于所述出水

孔尺寸的细小不溶颗粒物送入植物根系土壤中。

[0010] 5.所述一种土培植物根系生长环境控制方法及系统，还包括水气混合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水气混合装置通过所述补水定压装置或接入所述回水管或所述供水管最终向

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内输送掺气水，并通过所述出水孔向所述植物根系土壤中补充空气或

氧气。

[0011] 在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内，由于水体不停地循环流动，所述掺气水中的微小气泡

继续保持原有性状并通过所述出水孔持续向所述植物根系土壤中输送所述掺气水；掺气水

如果处于静止或缓慢流动状态，其所含微小气泡将向上飘移并聚集成大气泡阻碍渗灌水的

进一步流动。

[0012] 6.一种农业种植棚，包括农业种植棚和所述一种土培植物根系生长环境控制方法

及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农业种植棚的灌溉采用所述一种土培植物根系生长环境控制方法

及系统。

[0013] 7.所述一种农业种植棚，还包括保温材料，以及还包括所述制热装置、所述制冷装

置、所述水肥液体和所述水气混合装置中的至少一种；其特征在于所述农业种植棚内底部

种植所需土壤层的厚度之下铺设大棚底部保温材料；所述大棚底部保温材料与所述农业种

植棚外围墙壁的外侧或内侧上铺设的所述保温材料的底端连接；所述大棚底部保温材料上

铺设硬质保护层；在所述硬质保护层上铺设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并位于所述农业种植棚内

种植区土壤的翻耕深度以下；其特征还包括所述制热装置、所述制冷装置、所述水肥液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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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水气混合装置中的至少一种。

[0014] 8.一种种植盆，包括种植盆和所述一种土培植物根系生长环境控制方法及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盆的灌溉采用所述一种土培植物根系生长环境控制方法及系统，其中

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埋设于所述种植盆内的土壤底部；所述种植盆底部的排水孔能够封堵

或所述种植盆底部没有排水孔。

[0015] 9.所述一种种植盆，还包括多个所述种植盆和连接水管；其特征在于每一个所述

种植盆内埋设的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的两个端口分别通过所述连接水管连接到所述供水

管和所述回水管上，即所述多个种植盆内埋设的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并联接到所述供水管

和所述回水管上，或者多个种植盆的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先通过所述连接水管串接成一路

分支再通过所述连接水管连接到所述供水管和所述回水管上；所述连接管上没有出水孔。

[0016] 10.  所述一种种植盆或多个所述种植盆，还包括所述制热装置、所述制冷装置、所

述水肥液体和所述水气混合装置中的至少一种；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种土培植物根系生长环

境控制方法及系统还包括所述制热装置、所述制冷装置、所述水肥液体和所述水气混合装

置中的至少一种。

[0017] 本发明方案的有益效果包括：

本发明方案不仅解决了地埋渗灌管易堵塞、寿命短和使用成本高的问题，同时进

一步跨越现有思路和方案，利用地埋渗灌管一体化调控根系土壤的湿度、温度和透气性以

及有机肥水溶方式施灌，多手段综合调控植物生长环境；本发明同时提出一种全封闭保温

以及可以无人值守实施渗灌、施肥、透气和土壤温度调控的温室大棚方案，为实现自动化全

季节不间断生产的智能大棚提供基础；本发明还提出一种集群种植盆的无人值守管理，统

一实施渗灌、施肥、透气和土壤温度调控等作业。

[0018] 本发明方案通过所述循环泵、供水管、回水管、循环地埋渗灌管和补水定压装置构

成一个循环水渗灌系统，形成了一种循环灌溉水，不同于“灌溉水是单向流向土壤”这样的

固有观念，循环水能够清除地埋渗灌管的泥沙沉积物，特别是经过较长时间的非灌溉季节，

管内泥沙固化板结，很快导致堵塞；循环水还能够避免掺气水形成气泡阻断灌溉水的正常

流动；渗灌管不再堵塞、能够长年使用，就可以提高渗灌管的材质，进一步延长使用寿命，降

低维修与更换频率，降低使用成本；另外，本发明方案允许提高渗灌管内的水压和水温，当

渗灌水温度高于周围土壤温度时，部分会相变气化并向上升腾、凝结，再蒸发再凝结，由此，

本发明方案中地埋渗灌水能够向四周，特别是向上扩散较远的距离，因此，可以将所述循环

地埋渗灌管埋设在翻耕深度以下，这样将进一步提高地埋渗灌管的使用寿命；较深的地埋

渗灌方式还能够引导植物根系向更深和更广的范围生长，吸收更多的营养；同时，根系下渗

灌水的蒸发升腾能疏松根系土壤、输送氧气，增加土壤透气性，不造成表层土壤板结；土壤

中的含水量越向上越少，有利于保持地表干燥降低病虫害和杂草的发生率，这些都将有助

于植物健康生长，提升产量和品质。

[0019] 实施本发明方案，不论是开放式的大面积种植区域，或是林木果树等，还是大棚式

种植，都不再需要畦面、畦埂或垄沟等，地表完全平整，减少劳动量，有利于农业机械运行。

[0020] 本发明方案实现有机肥水溶液以渗灌方式随时加施。循环运行的渗灌水允许水中

含有一定大小的颗粒物，由此，有机肥水溶液可以通过渗灌方式施肥；由于通常所述循环地

埋渗灌管布设于根系下方或偏下方，用于施肥时更精准和高效；能够避开发芽出苗阶段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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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有机肥，出苗后再随灌溉水一同施加有机肥，有利于植物生长和增产增收；另外，有机肥

以水溶液形式施肥，将推动有机肥进一步精加工和深加工的变革，减少存储运输成本。

[0021] 本发明方案增加多种对植物生长的调控手段，能够应对恶劣环境对种植物的影

响。通过地埋渗灌的水、气、肥还有温度等调节手段，进一步增强对植物生长周期、产量、营

养品质等指标的调控能力，例如在植物特定生长阶段通过控制土壤湿度和温度适当延长生

长时间以增加产出物的营养成分等；同时，这些调控手段对干旱和异常低温等自然环境的

异常现象能够起到抵御作用。

[0022] 本发明方案实现北方冬季农业大棚的连续产出。北方农业大棚为了在冬季连续产

出，为提高棚内温度会花费较高能源成本，而且缺乏提升根系土壤温度的手段。首先，本发

明由于实施了循环水渗灌方案，植物根系的透气性依赖于根部上层土壤，种植土壤层的下

部可以用保温材料完全包裹，显著提升大棚的保温性能，降低采暖能耗；其次，本发明方案

实现了对根系土壤的直接加温，不仅进一步节省能源，更能有效保障植物生长；再次，翻耕

深度以下的渗灌更加减少地表蒸发量，降低棚内湿度，减少病虫害，减少农药用量。

[0023] 本发明方案为植物种植的智能化远程监控提供集成化的基础设施。不论是开放的

大面积种植区域，还是农业大棚，甚或是小型的盆栽场景，本发明方案将植物种植所需的

水、气、肥和温度的调控集于一套系统，进一步通过设置土壤水含量和温度传感器、加装所

述地埋渗灌管电动阀门等措施，加上电脑控制系统就能实现种植区域现场无人值守的远程

监控以及分区按需的水、气、肥及温度自动调控。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方案基本系统构成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通过附图和文字补充描述说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实施方式。

[0026] 图1为本发明方案基本系统构成示意图，说明了本发明技术方案基本系统实施构

建的方法流程，具体实施包括：本发明方案通过所述循环泵101、供水管102、回水管103、循

环地埋渗灌管103和补水定压装置105以及灌溉水源106构建了一个基本的循环水渗灌系

统；其中循环泵和补水定压装置在建筑给排水和暖通空调领域有公开的设计与施工规范，

例如，在各种液体循环泵进水口前加设过滤装置，在循环泵进、出水端加装减震软连接、压

力表及阀门等，所有管道连接处密封，管道铺设时考虑坡度并加装排气装置以及在其它便

于维修的管道部位加装阀门等；回水管通常也称为集水管或集水器，供水管通常也称为配

水管或分水管或分水器；所述补水定压装置105有两项基本功能，一是向所述循环水渗灌系

统持续提供灌溉水，二是调节与稳定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104内的水压力；补水定压装置在

建筑设施中的生活热水系统、中央空调系统等领域有公开的设计施工规范，在本发明方案

中其定压的目标压力采样点可以直接设在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104部位，也可以设在所述

回水管103或供水管102上并按实际情况增减压力补偿量；一种低成本简易补水定压装置是

设置一个高位水箱，通过改变该水箱液面与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的相对高度差来调节所述

循环地埋渗灌管内的渗灌水压，这种方案类似于暖通空调领域的“开式系统”；还有“闭式系

统”补水定压方案，有测压点压力采集与控制模块控制补水泵启停或变频运行，补水泵要连

说　明　书 4/7 页

7

CN 112655347 A

7



接水源，水源可以是一个水箱、自来水、水池或水塘等；所述补水定压装置105通常优先连接

所述回水管103。

[0027] 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104不能有封堵的盲端，循环流动的水能避免地埋渗灌管内

发生堵塞，必要时通过短时高压和高速水流冲刷地埋渗灌管内及其上出水孔沉积的泥沙等

固态颗粒物；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按照植物种植区域的形状和尺寸设计为单根管方式或多

根管并联方式；在种植区土壤中铺设可以是直线或曲线或环绕方案，并应使得连接所述供

水管和所述回水管之间的各条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的长度相近；如果要人为控制某根所述

循环地埋渗灌管暂停灌溉，则需在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的两端都加装阀门，不能只在一端

加装阀门；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需要具有一定的刚性强度以便能够抵抗土壤沉降及植物根

茎生长造成的挤压力，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柔性以便在目标灌溉区域的土壤中按需环绕布

设，为此，管道的材质、直径、壁厚及出水孔的分散布设等设计规划需与灌溉水量、水温和水

压等数据综合考量，在给排水和暖通空调相关领域有公开的设计、施工规范；所述循环地埋

渗灌管上的所述出水孔可以是直孔或沉孔或外喇叭孔形状，便于使用高压水冲开出水孔外

口可能堵塞的泥沙；为防止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104上的所述出水孔被正上方的砂石压堵

或被侧面的植物根茎封堵，所述出水孔在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的径向上按3到5个均等角度

方向布设，但同时任意两个出水孔在轴向上的间距要保证不破坏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的强

度，避免在任一管截面同时有2个或以上的所述出水孔，出水孔过密将影响地埋渗灌管的强

度。

[0028] 埋设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104时，可以在渗灌管周围或整体铺设一层透水性较高

的砂土层将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104掩埋，其上再放置种植土壤，这样可以使渗灌效果更加

均匀、渗灌管间距更大；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104铺设的间距大于该管距离地表的距离。

[0029] 在开放的大面积种植区域，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如果所述供水管102和所述回水管

103分别布设在一块种植区域的两边，则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104通常按直线并联方式埋设

在翻耕深度以下，若所述供水管102和所述回水管103安排在一起，则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

104通常按U型并联方式埋设在翻耕深度以下。

[0030] 在已有的林木或果树种植区域，在不伤及树木根系的前提下尽量将所述循环地埋

渗灌管104深埋在土壤中，可以环绕或直线多管铺设；在树木移植坑底部环绕所述循环地埋

渗灌管104然后铺设一层透水性较高的砂土层将渗灌管掩埋，其上再铺设一层种植土壤，这

种情况下应选用更为坚固的地埋渗灌管。

[0031] 关于本发明方案附加制热装置的实施。所述制热装置为常用的锅炉或空气源、水

源或地源热泵设备的制热模式，这类设备内部带有换热装置，如盘管式换热器、壳管式换热

器或板式换热器，通常为被加热液体专门设有一对进水口和出水口，相当于串联接入所述

回水管段或所述供水管段中，也有的热源设备要求外部再设置换热器，此时相当于与所述

供水管或回水管进行热交换；或者也可以采用电热丝缠绕水管等方式对管内水体进行加

热；还可以将温度较高的地下水等作为热源，通过换热器与所述供水管或回水管进行热交

换；最终目的是提升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104内的水温；特别是在低温季节提升土壤温度能

够促进植物生长、减轻低温和病害对植物的影响以及避免植物根系过冷导致植物死亡；通

过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104对根系土壤进行加热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

内的水温应在植物根茎直接接触时的耐受范围之内，不能过高；所述植物根系土壤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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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设定温度时，停止运行所述制热装置；当种植区域空气温度低于土壤温度时，土壤表层

会自动与空气进行热交换，提高所述种植区域的空气温度。

[0032] 关于本发明方案附加制冷装置的实施。所述制冷装置为空气源、水源或地源热泵

设备的制冷模式，这类设备内部带有换热装置，如盘管式换热器、壳管式换热器或板式换热

器，设备为被冷却液体专门设有一对进水口和出水口，相当于串联接入所述回水管段或所

述供水管段中，也有的制冷设备要求外部再设置换热装置，此时相当于与所述供水管或回

水管进行热交换；还可以将温度较低的地下水等作为冷源，通过换热装置与所述供水管或

回水管进行热交换；最终目的是降低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104内的水温；在高温天气开启所

述制冷装置降低土壤温度能够抑制植物病虫害特别是根系病虫害并有助于植物正常生长；

依据不同品种植物以及同一种植物在不同生长阶段对其根系土壤温度的喜好程度，调节植

物根系土壤温度实现人为控制植物按需生长，包括期望的植物收获期和植物营养成分构成

等。

[0033] 关于本发明方案附加水肥一体化的实施。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本发明方案是

循环灌溉系统，因此，水肥液体不能直接接入所述回水管或所述供水管，那样在管道中的灌

溉水不断循环过程中，通过循环叠加作用，水肥的浓度比例会不断提高；优选的做法应当将

所述水肥液体在所述补水定压装置中进行混合，例如加入所述补水定压装置的所述高位水

箱或补水箱中；所述水肥液体进入循环管路后，其中的较大尺寸的不容颗粒物会被循环泵

前的过滤器拦截，微小颗粒物允许随管路中的水持续循环流动。

[0034] 关于本发明方案附加水气混合装置的实施。同样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本发明

方案是循环灌溉系统，因此，如果加气装置直接接入所述回水管或所述供水管那就必须对

管道中的循环水的掺气比例进行实时监测，符合设定值时停止进一步的水气混合，否则在

管道中的灌溉水不断循环过程中，通过循环叠加作用，水气浓度会不断提高远远超过预设

值；优选的方案是通过所述补水定压装置最终向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内输送掺气水，如将

所述水气混合装置的输出口接入所述补水定压装置的水箱里或输出管道上；目前实时测量

水体中的微气泡含量受成本和精度限制。

[0035] 关于本发明方案在农业种植棚的实施。建立农业种植大棚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保

温，抵御低温的自然环境，特别是冬季植物根系土壤的温度直接决定植物能否生长甚至能

否存活。当农业种植棚实施所述一种土培植物根系生长环境控制方法及系统后，植物根系

所需的透气性依赖于上层和地表层的土壤，灌溉自下而上，地表土壤不封闭不板结，因此根

系向下的土壤即使全封闭也不影响植物生长，这样就允许农业种植棚的外墙和底端被保温

板全包裹，这将显著提高农业种植棚的保温性能，隔绝外部低温环境的影响，在日照充足的

高原寒冷地区采用本发明方案的农业种植棚也能保证全季节产出；本发明方案中农业种植

棚的实施关键，一是保温材料的铺设没有间断，包括底部，不出现冷桥；二是所述循环地埋

渗灌管104内的水流应该从冬季棚内较低土壤温度的区域流向较高温度的土壤区域，例如

采光的南墙较低矮，其附近的土壤在夜晚容易丧失热量，因此所述供水管102应靠近棚内南

墙，回水管103靠近北墙；如果在所述循环地埋渗灌管104两端与所述供水管和所述回水管

连接部位附近加装手动阀门或电动阀门，则能达到分区域打开或关闭渗灌和施肥等目的；

在所述农业种植棚内不同区域的不同深度设置土壤含水量传感器，通过自动控制装置指令

电动阀门开或关，达到自动分区域打开或关闭，进一步实现现场无人值守的远程监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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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关于本发明方案在小型种植盆的实施。通过实施本发明方案，能够将大量的小型

种植盆的灌溉、施肥、补充营养素和土壤温度调控集中实施，实现现场无人值守或极大减少

现场劳动量，特别是能够通过调控盆内土壤的湿度、温度和营养素等手段控制植物的生长

进度，例如达到期望的开花期或结果期等；本发明方案在种植盆的实施通常应串联和并联

相互搭配，方便现场实施，但是应尽可能使并联前的各分支串接的种植盆数量相等或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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