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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茶园遮阳网覆盖栽培方

法及装置，包括遮阳网架及双层遮阳网收放机

构，所述遮阳网架是由主立柱和辅立柱通过拉索

钢绳和固定钢绳连接而成，两个辅立柱之间的跨

度可达40-60m，跨度大，适于大面积茶园，所述双

层遮阳网收放机构是由电机驱动，通过收绳圆筒

带动遮阳网收放网线，完成遮阳网的收放，下层

遮阳网距地面2-2.2m，方便茶园生产作业；双层

遮阳网，一层遮光率较低，一层遮光率较高，春秋

季可采用低遮光率的，夏冬季可采用高遮光率

的，冬季甚至可同时采用双层遮阳网，以减轻霜

或低温冻害冻害，正确的管理使用，有利于改善

茶园一年四季的生长环境，延长茶叶采摘期，提

高茶叶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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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茶园遮阳网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上遮阳网(01)、下遮阳网(02)、主立柱(1)、

辅立柱(2)、正拉索钢绳(31)、侧拉索钢绳(32)、正固定上钢绳(41)、正固定下钢绳(42)、侧

固定上钢绳(43)、侧固定下钢绳(44)、竖拉索钢绳(5)、上收放网线(61)、下收放网线(62)、

上滑轮(71)、下滑轮(72)、上收绳圆筒(81)、下收绳圆筒(82)、电动机(91)、电动机支架

(92)、变速箱(93)、输出轴(94)；

相邻的主立柱(1)、辅立柱(2)是由正拉索钢绳(31)、正固定上钢绳(41)、正固定下钢绳

(42)连接；相邻两个主立柱(1)是由侧拉索钢绳(32)、侧固定上钢绳(43)、侧固定下钢绳

(44)连接；相邻两个辅立柱(2)是由侧拉索钢绳(32)、侧固定上钢绳(43)、侧固定下钢绳

(44)连接；所述竖拉索钢绳(5)连接正拉索钢绳(31)、正固定上钢绳(41)、正固定下钢绳

(42)，并连接侧拉索钢绳(32)、侧固定上钢绳(43)、侧固定下钢绳(44)；

所述电动机(91)固定在电动机支架(92)上；所述电动机支架(92)固定在主立柱(1)上；

所述变速箱(93)一端连接电动机(91)，另一端连接输出轴(94)；

所述上收绳圆筒(81)和下收绳圆筒(82)的一端依次连接在输出轴(94)上，分别与上收

放网线(61)和下收放网线(62)连接；另一端分别绕过上滑轮(71)和下滑轮(72)；

所述上遮阳网(01)和下遮阳网(02)分别置于上收放网线(61)和下收放网线(62)内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茶园遮阳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立柱(1)和辅立柱

(2)相距20-30m，相邻的两个辅立柱(2)之间相距40-60m；主立柱(1)高度为5-6m,辅立柱(2)

高度为3-4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茶园遮阳网装置，其特征在于：正固定上钢绳(41)位于上

收放网线(61)上部0.1-0.2m，正固定下钢绳(42)位于下收放网线(61)下部0.1-0.2m；正拉

索钢绳(31)连接主立柱(1)和辅立柱(2)的顶部；

竖拉索钢绳(5)分别连接并固定正拉索钢绳(31)、正固定上钢绳(41)、正固定下钢绳

(42)，位于主立柱(1)与辅立柱(2)之间，垂直于地面；所述竖拉索钢绳(5)用以托起上收放

网线(61)和下收放网线(62)；

侧固定上钢绳(43)和侧固定下钢绳(44)，分别与竖拉索钢绳(5)与正固定上钢绳(41)

和正固定下钢绳(42)的交接处相连接，以分割遮阳网单元并作为收放遮阳网时的固定边和

起始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茶园遮阳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收绳圆筒(81)和下

收绳圆筒(82)可沿输出轴(94)上下运动，依次连接在输出轴(94)上，以实现与输出轴(94)

同步运动与分离，用以单独控制上收放网线(61)和下收放网线(62)的运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茶园遮阳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收绳圆筒(81)具有

螺旋槽，上收放网线(61)的两端分别固定在上收绳圆筒(81)的两端并处于上收绳圆筒(81)

两侧，上收放网线(61)的一端绕螺旋槽预留遮阳网收放行程，当上收绳圆筒(81)转动时，上

收放网线(61)沿螺旋槽收放，以实现上收放网线(61)两端的同步运动；

所述下收绳圆筒(82)具有螺旋槽，下收放网线(62)的两端分别固定在下收绳圆筒(82)

的两端并处于下收绳圆筒(82)两侧，下收放网线(61)一端绕螺旋槽预留遮阳网收放行程，

当下收绳圆筒(82)转动时，下收放网线(62)沿螺旋槽收放，以实现下收放网线(62)两端的

同步运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茶园遮阳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收放网线(61)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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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放网线(62)之间相距0.4-0.6m，下收放网线(62)距离地面2-2.2m，上遮阳网(01)和下遮

阳网(02)分别置于上收放网线(61)和下收放网线(62)内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茶园遮阳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遮阳网(01)通过电

动机(91)驱动，通过上收绳圆筒(81)带动上收放网线(61)；

所述下遮阳网(02)通过电动机(91)驱动，通过下收绳圆筒(82)带动下收放网线(62)。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茶园遮阳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遮阳网(01)的一侧

与侧固定上钢绳(43)固定连接，作为上遮阳网(01)收放时的固定边，当上收放网线(61)运

动时，上遮阳网(01)的另一侧与上收放网线(61)相接触的点固定连接，牵引上遮阳网(01)

完成收放；

所述下遮阳网(02)的一侧与侧固定下钢绳(44)固定连接，作为下遮阳网(02)收放时的

固定边，当下收放网线(62)运动时，下遮阳网(02)的另一侧与下收放网线(62)相接触的点

固定连接，牵引下遮阳网(02)完成收放；

所述上遮阳网(01)每单元的宽度为相邻两个侧固定上钢绳(43)的距离，下遮阳网(02)

为相邻两个侧固定下钢绳(44)的距离。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茶园遮阳网装置的的遮阳网覆盖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用高低两种遮光率的遮阳网分别作为上遮阳网(01)和下遮阳网(02)；

步骤2，当外界环境日平均温度低于10℃时，且最低温度低于-3℃时或出现霜冻害时，

上收绳圆筒(82)和下收绳圆筒(82)同时与输出轴(94)同步运动，同时打开高低遮光率两个

遮阳网；

步骤3，当外界环境日平均温度低于10℃时，且最低温度在-3℃～0℃时，下收绳圆筒

(82)与输出轴(94)分离，上收绳圆筒(82)与输出轴(94)同步运动，单独打开高遮光率遮阳

网；

步骤4，当外界环境日平均温度在10～20℃之间时，或者当外界环境长时间阴雨天时，

高低遮光率两个遮阳网都收起；

步骤5，当外界环境日平均温度在20～28℃之间时，上收绳圆筒(81)与输出轴(94)分

离，下收绳圆筒(82)与输出轴(94)同步运动，单独打开低遮光率遮阳网；

步骤6，当外界环境日平均温度高于28℃时，下收绳圆筒(82)与输出轴(94)分离，上收

绳圆筒(82)与输出轴(94)同步运动，单独打开高遮光率遮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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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茶园遮阳网覆盖栽培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遮阳网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茶园遮阳网覆盖栽培方法及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遮阳网是一种遮蔽阳光的覆盖材料，夏季覆盖后起到一种挡光、挡雨、保湿、降温

的作用。冬春季覆盖后还有一定的保温增湿作用。茶树原是位于高山云雾的树种，茶园里应

用遮阳网，正确的管理使用，有利于改善茶园一年四季的生长环境，延长茶叶采摘期，提高

茶叶品质。春茶采摘期前覆盖遮阳网，有一定的保温增湿作用，减轻霜或低温冻害冻害，可

使春茶提前采摘，高温季节覆盖遮阳网，可降低茶园日平均气温，并提高茶园日平均相对湿

度，并能提高茶叶体内氨基酸含量。

[0003] 通常情况下，茶园遮阳网装置，只包含一种遮光率的遮阳网，对茶园某个季节的环

境改善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对其它季节的环境需求很难满足；如果采用更换不同遮

光率的方法，不仅工作量大，而且容易损坏遮阳网，降低其使用寿命；在不同的天气情况下，

需要经常收放遮阳网，而通常的遮阳网装置，需要人工完成收放，大面积使用的话，及其费

时费力；通常情况下，遮阳网装置跨度小，用材量相对较高，不适合大面积茶园，而且网架较

低，不利于网架内机械作业。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茶园遮阳网覆盖栽培方法及装置，以实现自动收放便

于茶园大面积栽培使用的遮阳网装置，从而改善茶园中一年四季的生长环境适合茶树生

长，延长茶叶采摘期，提高茶叶品质和产量。

[0005] 为了解决以上的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了双层遮阳网，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茶园遮阳网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上遮阳网(01)、下遮阳网(02)、主立柱

(1)、辅立柱(2)、正拉索钢绳(31)、侧拉索钢绳(32)、正固定上钢绳(41)、正固定下钢绳

(42)、侧固定上钢绳(43)、侧固定下钢绳(44)、竖拉索钢绳(5)、上收放网线(61)、下收放网

线(62)、上滑轮(71)、下滑轮(72)、上收绳圆筒(81)、下收绳圆筒(82)、电动机(91)、电动机

支架(92)、变速箱(93)、输出轴(94)；

[0007] 所述相邻的主立柱(1)、辅立柱(2)是由正拉索钢绳(31)、正固定上钢绳(41)、正固

定下钢绳(42)连接；所述相邻两个主立柱(1)是由侧拉索钢绳(32)、侧固定上钢绳(43)、侧

固定下钢绳(44)连接；所述相邻两个辅立柱(2)是由侧拉索钢绳(32)、侧固定上钢绳(43)、

侧固定下钢绳(44)连接；所述竖拉索钢绳(5)连接正拉索钢绳(31)、正固定上钢绳(41)、正

固定下钢绳(42)，并连接侧拉索钢绳(32)、侧固定上钢绳(43)、侧固定下钢绳(44)；

[0008] 所述电动机(91)固定在电动机支架(92)上；所述电动机支架(92)固定在主立柱

(1)上；所述变速箱(93)一端连接电动机(91)，另一端连接输出轴(94)；

[0009] 所述上收绳圆筒(81)和下收绳圆筒(82)的一端依次连接在输出轴(94)上，分别与

上收放网线(61)和下收放网线(62)连接；另一端分别绕过上滑轮(71)和下滑轮(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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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上遮阳网(01)和下遮阳网(02)分别置于上收放网线(61)和下收放网线(62)

内部。

[0011] 所述主立柱(1)和辅立柱(2)相距20-30m，相邻的两个辅立柱(2)之间相距40-60m；

主立柱(1)高度为5-6m,辅立柱(2)高度为3-4m。

[0012] 正固定上钢绳(41)位于上收放网线(61)上部0.1-0.2m，正固定下钢绳(42)位于下

收放网线(61)下部0.1-0.2m；正拉索钢绳(31)连接主立柱(1)和辅立柱(2)的顶部；

[0013] 竖拉索钢绳(5)分别连接并固定正拉索钢绳(31)、正固定上钢绳(41)、正固定下钢

绳(42)，位于主立柱(1)与辅立柱(2)之间，垂直于地面；所述竖拉索钢绳(5)用以托起上收

放网线(61)和下收放网线(62)；

[0014] 侧固定上钢绳(43)和侧固定下钢绳(44)，分别与竖拉索钢绳(5)与正固定上钢绳

(41)和正固定下钢绳(42)的交接处相连接，以分割遮阳网单元并作为收放遮阳网时的固定

边和起始边。

[0015] 所述上收绳圆筒(81)和下收绳圆筒(82)可沿输出轴(94)上下运动，依次连接在输

出轴(94)上，以实现与输出轴(94)同步运动与分离，用以单独控制上收放网线(61)和下收

放网线(62)的运动。

[0016] 所述上收绳圆筒(81)具有螺旋槽，上收放网线(61)的两端分别固定在上收绳圆筒

(81)的两端并处于上收绳圆筒(81)两侧，上收放网线(61)的一端绕螺旋槽预留遮阳网收放

行程，当上收绳圆筒(81)转动时，上收放网线(61)沿螺旋槽收放，以实现上收放网线(61)两

端的同步运动；

[0017] 所述下收绳圆筒(82)具有螺旋槽，下收放网线(62)的两端分别固定在下收绳圆筒

(82)的两端并处于下收绳圆筒(82)两侧，下收放网线(61)一端绕螺旋槽预留遮阳网收放行

程，当下收绳圆筒(82)转动时，下收放网线(62)沿螺旋槽收放，以实现下收放网线(62)两端

的同步运动。

[0018] 所述上收放网线(61)和下收放网线(62)之间相距0.4-0.6m，下收放网线(62)距离

地面2-2.2m，上遮阳网(01)和下遮阳网(02)分别置于上收放网线(61)和下收放网线(62)内

部。

[0019] 所述上遮阳网(01)通过电动机(91)驱动，通过上收绳圆筒(81)带动上收放网线

(61)。

[0020] 所述下遮阳网(02)通过电动机(91)驱动，通过下收绳圆筒(82)带动下收放网线

(62)。

[0021] 所述上遮阳网(01)的一侧与侧固定上钢绳(43)固定连接，作为上遮阳网(01)收放

时的固定边，当上收放网线(61)运动时，上遮阳网(01)的另一侧与上收放网线(61)相接触

的点固定连接，牵引上遮阳网(01)完成收放；

[0022] 所述下遮阳网(02)的一侧与侧固定下钢绳(44)固定连接，作为下遮阳网(02)收放

时的固定边，当下收放网线(62)运动时，下遮阳网(02)的另一侧与下收放网线(62)相接触

的点固定连接，牵引下遮阳网(02)完成收放；

[0023] 所述上遮阳网(01)每单元的宽度为相邻两个侧固定上钢绳(43)的距离，下遮阳网

(02)为相邻两个侧固定下钢绳(44)的距离。

[0024] 一种茶园遮阳网装置的覆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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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步骤1，用高低两种遮光率的遮阳网分别作为上遮阳网(01)和下遮阳网(02)；

[0026] 步骤2，当外界环境日平均温度低于10℃时，且最低温度低于-3℃时或出现霜冻害

时，上收绳圆筒(82)和下收绳圆筒(82)同时与输出轴(94)同步运动，同时打开高低遮光率

两个遮阳网；

[0027] 步骤3，当外界环境日平均温度低于10℃时，且最低温度在-3℃～0℃时，下收绳圆

筒(82)与输出轴(94)分离，上收绳圆筒(82)与输出轴(94)同步运动，单独打开高遮光率遮

阳网；

[0028] 步骤4，当外界环境日平均温度在10～20℃之间时，或者当外界环境长时间阴雨天

时，高低遮光率两个遮阳网都收起；

[0029] 步骤5，当外界环境日平均温度在20～28℃之间时，上收绳圆筒(81)与输出轴(94)

分离，下收绳圆筒(82)与输出轴(94)同步运动，单独打开低遮光率遮阳网；

[0030] 步骤6，当外界环境日平均温度高于28℃时，下收绳圆筒(82)与输出轴(94)分离，

上收绳圆筒(82)与输出轴(94)同步运动，单独打开高遮光率遮阳网。

[0031] 本发明的工作的过程:本发明利用遮阳网具有遮蔽阳光的作用，在有阳光的时候，

可以降温增湿，而夜间又有保温的作用。针对一年四季不同的环境特点，使用双层遮阳网，

可以创造出更适合茶树生长的环境；高低两种遮光率的遮阳网分别作为上遮阳网(01)和下

遮阳网(02)。当外界环境温度较高时，上收绳圆筒(81)与输出轴(94)分离，下收绳圆筒(82)

与输出轴(94)同步运动，单独打开低遮光率遮阳网；当外界环境温度过高时，下收绳圆筒

(82)与输出轴(94)分离，上收绳圆筒(82)与输出轴(94)同步运动，单独打开高遮光率遮阳

网；当外界环境温度较低时，下收绳圆筒(82)与输出轴(94)分离，上收绳圆筒(82)与输出轴

(94)同步运动，单独打开高遮光率遮阳网；当外界环境温度过低时或出现霜冻害时，上收绳

圆筒(82)和下收绳圆筒(82)同时与输出轴(94)同步运动，同时打开高低遮光率两个遮阳

网；当外界环境长时间阴雨天时，高低遮光率两个遮阳网都要收起来。

[0032] 本发明具有有益效果。本发明考虑到高温和低温对茶树生长的影响，将遮阳网覆

盖分为单独低遮光率覆盖、单独高遮光率覆盖和高低遮光率同时覆盖，通过双层遮阳网的

不同配合使用解决高温和低温对茶树生长的影响。双层遮阳网合理的管理使用，有利于改

善茶园一年四季的生长环境，延长茶叶采摘期，提高茶叶品质；这种茶园遮阳网装置，可自

动完成收放，省时省力，适合大面积茶园使用；这种茶园遮阳网装置，用材量相对较小，而且

网架较高，利于网架内机械作业。

附图说明

[0033] 图1是本发明的遮阳网装置骨架图；

[0034] 图2是本发明的主立柱上主要部件图，是图1中Ⅰ的放大图；

[0035] 图3是本发明的辅立柱上主要部件图，是图1中Ⅱ的放大图。

[0036] 图中：01.上遮阳网、02.下遮阳网、1.主立柱、2.辅立柱、31.正拉索钢绳、32.侧拉

索钢绳、41.正固定上钢绳、42.正固定下钢绳、43.侧固定上钢绳、44.侧固定下钢绳、5.竖拉

索钢绳、61.上收放网线、62.下收放网线、71.上滑轮、72.下滑轮、81.上收绳圆筒、82.下收

绳圆筒、91.电动机、92.电动机支架、93.变速箱、94.输出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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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方法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实施

例用于说明本方法，但不用来限制本方法的范围。

[0038] 本发明的系统组成和结构如图1、图2和图3所示，包括上遮阳网01、下遮阳网02、主

立柱1、辅立柱2、正拉索钢绳31、侧拉索钢绳32、正固定上钢绳41、正固定下钢绳42、侧固定

上钢绳43、侧固定下钢绳44、竖拉索钢绳5、上收放网线61、下收放网线62、上滑轮71、下滑轮

72、上收绳圆筒81、下收绳圆筒82、电动机91、电动机支架92、变速箱93、输出轴94；所述主立

柱1、辅立柱2是由正拉索钢绳31、侧拉索钢绳32、正固定上钢绳41、正固定下钢绳42、侧固定

上钢绳43、侧固定下钢绳44、竖拉索钢绳5连接而成；所述电动机91固定在电动机支架92上；

在所述电动机支架92固定在主立柱1上；所述变速箱93，一端连接电动机91，另一端连接输

出轴94；所述上收绳圆筒81和下收绳圆筒82依次连接在输出轴94上，分别与上收放网线61

和下收放网线62连接，另一端分别绕过上滑轮71和下滑轮72；所述上遮阳网01和下遮阳网

02分别置于上收放网线61和下收放网线62内部。

[0039] 实施例一在本实施例中，上遮阳网01的遮光率为40％，下遮阳网02的遮光率为

80％，供试植物为安吉白茶，树龄约7年；主立柱1和辅立柱2相距20m，相邻的两个辅立柱2之

间相距40m；主立柱1高度为5m,辅立柱2高度为3m，正固定上钢绳41位于上收放网线61上部

0.1m，正固定下钢绳42位于下收放网线61下部0.1m，上收放网线61和下收放网线62之间相

距0.4m，下收放网线62距离地面2m。

[0040] 实施例二在本实施例中，上遮阳网01的遮光率为35％，下遮阳网02的遮光率为

75％，供试植物为安吉白茶，树龄约7年；主立柱1和辅立柱2相距30m，相邻的两个辅立柱2之

间相距60m；主立柱1高度为6m,辅立柱2高度为4m，正固定上钢绳41位于上收放网线61上部

0.2m，正固定下钢绳42位于下收放网线61下部0.2m，上收放网线61和下收放网线62之间相

距0.6m，下收放网线62距离地面2.2m。

[0041] 实施例三在本实施例中，上遮阳网01的遮光率为45％，下遮阳网02的遮光率为

85％，供试植物为安吉白茶，树龄约7年；主立柱1和辅立柱2相距25m，相邻的两个辅立柱2之

间相距50m；主立柱1高度为5.5m,辅立柱2高度为3.5m，正固定上钢绳41位于上收放网线61

上部0.15m，正固定下钢绳42位于下收放网线61下部0.15m，上收放网线61和下收放网线62

之间相距0.5m，下收放网线62距离地面2.1m。

[0042] 下面进一步介绍下遮阳网架的使用过程。

[0043] 阶段一：在春茶采摘期开始的前一个月，当外界环境最低温度低于0℃，打开下遮

阳网，当出现过低温度或霜的天气时，上遮阳网也要打开，此方法为了使春茶提前开采。

[0044] 阶段二：在春茶采摘期，上遮阳网和下遮阳网都要收起，当出现温度低于0℃或霜

的天气时，需打开下遮阳网。

[0045] 阶段三：在春茶采摘期末期，日平均温度大于20℃，打开上遮阳网，收起下遮阳网，

此方法为了向后延长春茶采摘期。

[0046] 阶段四：在夏茶采摘期，日平均温度大于28℃，收起上遮阳网，打开下遮阳网，此方

法为了提高夏茶品质。

[0047] 阶段五：在秋茶采摘期，日平均温度小于20℃，打开上遮阳网，收起下遮阳网，此方

法为了提高秋茶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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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以上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本方法，而并非对本方法的限制，有关技术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方法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出各种变化和变型，因此所有

等同的技术方案也属于本方法的范畴，本方法的专利保护范围应由权利要求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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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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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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