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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家庭阳台芽菜培植装置，

包括种植架本体和安装于种植架本体上的至少

一层种植面，每层所述种植面包括种植隔板、固

定于种植隔板上的培植箱和补光器，所述补光器

通过伸缩杆与种植隔板固定连接；自所述培植箱

的内部底壁向上延伸形成若干固定柱，所有所述

固定柱绕有曝气条，所述曝气条连接有供气装

置；所述培植箱通过营养液输送管连接有给蔬菜

提供营养的营养箱；所述营养液输送管上设有营

养液抽液泵和用于为营养液输送管内的营养液

加温的电加热器；还包括一控制面板，所述供气

装置、抽液泵和电加热器分别与所述控制面板电

连接。本发明结构精简，组装方便、稳定，适于家

庭阳台培植芽菜使用的立体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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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家庭阳台芽菜培植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种植架本体(1)和安装于种植架本体

上的至少一层种植面，每层所述种植面包括种植隔板(2)、固定于种植隔板上的培植箱(3)

和补光器(4)，所述补光器通过伸缩杆与种植隔板固定连接；

所述培植箱是上端放置育苗盘的箱体，自所述培植箱的内部底壁向上延伸形成若干固

定柱(5)，所有所述固定柱绕有曝气条(6)，所述曝气条连接有供气装置；

所述培植箱通过营养液输送管连接有给蔬菜提供营养的营养箱；

所述培植箱的内部侧壁涂布有保温层(7)和防腐层(8)，所述保温层位于所述培植箱的

内部侧壁与所述防腐层之间，所述防腐层嵌合有若干磁石微粒，所述保温层的涂布厚度为

10-15mm，所述防腐层的涂布厚度为9-13mm，所述磁石微粒的嵌合密度为80-90％；

所述种植架本体的底部四角安装有调平脚(9)；

所述营养液输送管上设有营养液抽液泵和用于为营养液输送管内的营养液加温的电

加热器；

还包括一控制面板，所述供气装置、抽液泵和电加热器分别与所述控制面板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庭阳台芽菜培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伸缩杆包括外杆

(10)和内杆(11)，沿所述外杆的长度方向开设有若干第一定位孔(12)，沿所述内杆的长度

方向开设有若干第一容置孔(13)，所述第一容置孔内设有弹性件(14)和滚珠(15)，所述弹

性件的一端固定于所述第一容置孔的底面，所述弹性件的另一端与所述滚珠固定，所述滚

珠在弹性件的作用下露出所述第一容置孔，且滚珠落入第一定位孔内实现外杆和内杆的固

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庭阳台芽菜培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本体包括四根

立柱(16)，每根立柱从上至下间隔分布有若干组定位结构，每组定位结构包括对称的两第

二定位孔(17)；

所述种植隔板的四角开设有可套接立柱的通孔(18)，所述通孔内对称开设有第二容置

孔(19)，所述第二容置孔内设有弹性件和滚珠，所述弹性件的一端固定于所述第二容置孔

的底面，所述弹性件的另一端与所述滚珠固定，所述滚珠在弹性件的作用下露出所述第二

容置孔，且滚珠落入第二定位孔内实现种植隔板与立柱的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庭阳台芽菜培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面板上还设有

定时模式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庭阳台芽菜培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培植箱为透明PVC

材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庭阳台蔬菜无土种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营养箱内设有

液位传感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庭阳台蔬菜无土种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卡接槽的底面

涂布有ABS树脂层。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庭阳台蔬菜无土种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磁石微粒的嵌

合密度为85％。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庭阳台蔬菜无土种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磁石微粒的粒

径为0.2-0.4μm。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庭阳台蔬菜无土种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补光器为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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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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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阳台芽菜培植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家庭种植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家庭阳台芽菜培植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芽菜作为富含营养、优质、无污染的保健绿色食品，与单纯食用种子相比，芽菜不

仅可增加可溶性蛋白质、维生素C等含量和提高人体必需元素如钙、铁可利用率，而且口感

更好，越来越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因此芽菜已成为一类很有发展前途的新兴蔬菜产业。

[0003] 由于芽菜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如何快速大量供应到市场是现在急需解决的问

题。传统芽菜的生产多用土壤栽培，将种子直播于土壤上，进行常规的田间管理，不仅出苗

不齐，采收也极其不便利，很难做到机械化采收，土地利用率低，人工消耗巨大，另外由于土

壤易被污染而不符合绿色食品卫生标准。通过采用无土栽培技术，如常规育苗盘、土培法、

沙培法、水培法生产芽菜可缩短生产周期，且无污染，但由于这些方法往往采用报纸、蛭石

或珍珠岩做基质，需定时定量喷水，造成水资源浪费和人员浪费，生产效率低，且不容易形

成工厂化育苗，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健康饮食需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家庭阳台芽菜培植装置，结构精简，组装

方便、稳定，适于家庭阳台培植芽菜使用的立体装置。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是：一种家庭阳台芽菜培植装

置，包括种植架本体和安装于种植架本体上的至少一层种植面，每层所述种植面包括种植

隔板、固定于种植隔板上的培植箱和补光器，所述补光器通过伸缩杆与种植隔板固定连接；

[0006] 所述培植箱是上端放置育苗盘的箱体，自所述培植箱的内部底壁向上延伸形成若

干固定柱，所有所述固定柱绕有曝气条，所述曝气条连接有供气装置；

[0007] 所述培植箱通过营养液输送管连接有给蔬菜提供营养的营养箱；

[0008] 所述培植箱的内部侧壁涂布有保温层和防腐层，所述保温层位于所述培植箱的内

部侧壁与所述防腐层之间，所述防腐层嵌合有若干磁石微粒，所述保温层的涂布厚度为10-

15mm，所述防腐层的涂布厚度为9-13mm，所述磁石微粒的嵌合密度为80-90％；

[0009] 所述种植架本体的底部四角安装有调平脚；

[0010] 所述营养液输送管上设有营养液抽液泵和用于为营养液输送管内的营养液加温

的电加热器；

[0011] 还包括一控制面板，所述供气装置、抽液泵和电加热器分别与所述控制面板电连

接。

[0012] 本发明为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

[0013] 进一步地说，所述伸缩杆包括外杆和内杆，沿所述外杆的长度方向开设有若干第

一定位孔，沿所述内杆的长度方向开设有若干第一容置孔，所述第一容置孔内设有弹性件

和滚珠，所述弹性件的一端固定于所述第一容置孔的底面，所述弹性件的另一端与所述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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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固定，所述滚珠在弹性件的作用下露出所述第一容置孔，且滚珠落入第一定位孔内实现

外杆和内杆的固定连接。

[0014] 进一步地说，所述种植本体包括四根立柱，每根立柱从上至下间隔分布有若干组

定位结构，每组定位结构包括对称的两第二定位孔；

[0015] 所述种植隔板的四角开设有可套接立柱的通孔，所述通孔内对称开设有第二容置

孔，所述第二容置孔内设有弹性件和滚珠，所述弹性件的一端固定于所述第二容置孔的底

面，所述弹性件的另一端与所述滚珠固定，所述滚珠在弹性件的作用下露出所述第二容置

孔，且滚珠落入第二定位孔内实现种植隔板与立柱的固定连接。

[0016] 进一步地说，所述控制面板上还设有定时模式键。

[0017] 进一步地说，所述培植箱为透明PVC材质。

[0018] 进一步地说，所述营养箱内设有液位传感器。

[0019] 进一步地说，所述卡接槽的底面涂布有ABS树脂层。

[0020] 进一步地说，所述磁石微粒的嵌合密度为85％。

[0021] 进一步地说，所述磁石微粒的粒径为0.2-0.4μm。

[0022] 进一步地说，所述补光器为LED灯管。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至少具有以下几点：

[0024] 1、本发明补光器与种植隔板通过伸缩杆连接，便于根据实际培植的芽菜高度需求

调节补光器与培植箱之间的间距；且立柱与种植隔板之间可通过导向柱和导向孔匹配连

接，该结构设计利于对家庭阳台蔬菜无土种植装置的稳定组装；

[0025] 2、本发明培植箱的内壁面涂布有保温层和防腐层，防腐层嵌合有若干磁石微粒，

磁石的设计不仅便于减缓营养液的流速，还能在营养液中添加矿物质，提高营养液的成分；

[0026] 3、本发明培植箱的内部放置有曝气条，所述曝气条连接有供气装置，工作时，供气

装置产生的空气从曝气条排出，使得培植箱内部产生微小“浪花”，该“浪花”不但利于培植

箱内部的营养液与蔬菜的根部接触，而且利于对培植箱内部的营养液进行混合搅拌，使得

营养液从“死水”变成“活水”，提高营养液的活性；

[0027] 4、本发明培植箱为透明PVC材质，不仅便于观察培植箱内部营养液的水位，还起到

美观的作用；

[0028] 5、本发明种植架本体的底部四角安装有调平脚，使得安装于种植隔板上的培植箱

处于水平状态，避免培植箱倾斜造成一端芽菜的根部长时间浸泡于营养液中。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是本发明培植箱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3是本发明培植箱侧壁的剖面图；

[0032] 图4是本发明种植隔板的局部剖面图；

[0033] 图5是图4的A部放大图；

[0034] 图6对本发明外杆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7是本发明内杆的结构示意图；

[0036] 附图中各部分标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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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种植架本体1、种植隔板2、培植箱3、补光器4、固定柱5、保温层7、防腐层8、调平脚

9、外杆10、内杆11、第一定位孔12、第一容置孔13、弹性件14、滚珠15、立柱16、第二定位孔

17、通孔18和第二容置孔19。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以使本发明的优点和特征能

更易于被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从而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做出更为清楚明确的界定。

[0039] 实施例：一种家庭阳台芽菜培植装置，如图1-图7所示，包括种植架本体1和安装于

种植架本体上的至少一层种植面，每层所述种植面包括种植隔板2、固定于种植隔板上的培

植箱3和补光器4，所述补光器4通过伸缩杆与种植隔板固定连接；

[0040] 所述培植箱3是上端放置育苗盘的箱体，自所述培植箱3的内部底壁向上延伸形成

若干固定柱5，所有所述固定柱绕有曝气条6，具体实施时，可以是每一固定柱绕有一根曝气

条，也可以是任意几个固定柱绕有一根曝气条，还可以是所有固定柱共同绕有一根曝气条，

所述曝气条连接有供气装置；

[0041] 所述培植箱通过营养液输送管连接有给蔬菜提供营养的营养箱；

[0042] 所述培植箱的内部侧壁涂布有保温层7和防腐层8，所述保温层位于所述培植箱的

内部侧壁与所述防腐层之间，所述防腐层嵌合有若干磁石微粒，所述保温层的涂布厚度为

10-15mm，所述防腐层的涂布厚度为9-13mm，所述磁石微粒的嵌合密度为80-90％；

[0043] 所述种植架本体的底部四角安装有调平脚9；

[0044] 所述营养液输送管上设有营养液抽液泵和用于为营养液输送管内的营养液加温

的电加热器；

[0045] 还包括一控制面板，所述供气装置、抽液泵和电加热器分别与所述控制面板电连

接。

[0046] 所述伸缩杆包括外杆10和内杆11，沿所述外杆10的长度方向开设有若干第一定位

孔12，沿所述内杆11的长度方向开设有若干第一容置孔13，所述第一容置孔13内设有弹性

件(图未示意)和滚珠15，所述弹性件的一端固定于所述第一容置孔的底面，所述弹性件的

另一端与所述滚珠固定，所述滚珠在弹性件的作用下露出所述第一容置孔13，且滚珠落入

第一定位孔内实现外杆和内杆的固定连接。

[0047] 所述种植本体包括四根立柱16，每根立柱从上至下间隔分布有若干组定位结构，

每组定位结构包括对称的两第二定位孔17；

[0048] 所述种植隔板的四角开设有可套接立柱的通孔18，所述通孔内对称开设有第二容

置孔19，所述第二容置孔19内设有弹性件14和滚珠15，所述弹性件14的一端固定于所述第

二容置孔19的底面，所述弹性件14的另一端与所述滚珠15固定，所述滚珠15在弹性件的作

用下露出所述第二容置孔19，且滚珠落入第二定位孔内实现种植隔板与立柱的固定连接。

[0049] 所述控制面板上还设有定时模式键。

[0050] 所述培植箱为透明PVC材质。培植箱内还可以放置彩灯条，营造温暖、浪漫的生活

乐趣。

[0051] 所述营养箱内设有液位传感器。

[0052] 所述卡接槽的底面涂布有ABS树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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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所述磁石微粒的嵌合密度为85％。

[0054] 所述磁石微粒的粒径为0.2-0.4μm。

[0055] 所述补光器为LED灯管。

[0056] 所述芽苗菜为香椿芽苗菜、荞麦芽苗菜、苜蓿芽苗菜、花睡莲地菜、绿色黑豆芽苗

菜或红豆芽苗菜。

[0057]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如下：

[0058] 本发明补光器与种植隔板通过伸缩杆连接，便于根据实际培植的芽菜高度需求调

节补光器与培植箱之间的间距；且立柱与种植隔板之间可通过导向柱和导向孔匹配连接，

该结构设计利于对家庭阳台蔬菜无土种植装置的稳定组装；

[0059] 本发明培植箱的内壁面涂布有保温层和防腐层，防腐层嵌合有若干磁石微粒，磁

石的设计不仅便于减缓营养液的流速，还能在营养液中添加矿物质，提高营养液的成分；

[0060] 本发明培植箱的内部放置有曝气条，所述曝气条连接有供气装置，工作时，供气装

置产生的空气从曝气条排出，使得培植箱内部产生微小“浪花”，该“浪花”不但利于培植箱

内部的营养液与蔬菜的根部接触，而且利于对培植箱内部的营养液进行混合搅拌，使得营

养液从“死水”变成“活水”，提高营养液的活性；

[0061] 本发明培植箱为透明PVC材质，不仅便于观察培植箱内部营养液的水位，还起到美

观的作用；

[0062] 本发明种植架本体的底部四角安装有调平脚，使得安装于种植隔板上的培植箱处

于水平状态，避免培植箱倾斜造成一端芽菜的根部长时间浸泡于营养液中。

[006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

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术领域，均

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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