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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阳台楼顶有机仿大田栽

培设备，包括采用保温材料的栽培箱，栽培箱的

顶部设有盖板，盖板上设有多个栽培孔，栽培箱

底部设有储水箱，储水箱与栽培箱之间设有多孔

板，储水箱设有液满回流装置，土壤下渗水满后

排出。如此设置，阳台楼顶通风好，即便相对密封

空气仍能从植株茎部周围的空隙进入栽培箱。栽

培箱内土壤水份蒸发速率变慢，土壤温度相对稳

定，接近平均气温，从而解决了高温期植株根系

高温缺水导致生长不良或死亡；低温霜冻期土壤

易结冰破坏根系；大雨导致土壤及肥料流失堵塞

下水道；积水导致根系无氧呼吸产生有毒物质；

水份蒸发快，浇水次数过多易产生土壤盐渍化板

结；杂草生长空间大的问题。所有实验植物品种

均生长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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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阳台楼顶有机仿大田栽培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于栽培植株的栽培箱(1)，

所述栽培箱(1)的材质为保温材料，所述栽培箱(1)的底部设有储水箱(2)，所述储水箱(2)

与所述栽培箱(1)之间设有多孔板(3)、以使所述栽培箱(1)的土壤内多余的水透过所述多

孔板(3)进入所述储水箱(2)，所述储水箱(2)设有用于排水的液满回流装置(5)，所述栽培

箱(1)的顶部设有盖板，所述盖板上设有多个栽培孔(6)，各个所述栽培孔(6)内分别设有两

块半月形温湿度保持板(8)，两块所述半月形温湿度保持板(8)对接、以形成供植株茎伸出

的植株伸出孔(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栽培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滴灌器(9)，所述滴灌器(9)设

有多个滴灌头，各个所述滴灌头均伸入所述栽培箱(1)、且均匀分布。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栽培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散热风扇，所述散热风扇与所

述栽培箱(1)通过散热进风管(27)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栽培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土壤湿度温度传感器(10)、与

所述土壤湿度温度传感器(10)可通信连接的控制器、用于控制滴灌通道开启或关闭的电磁

阀和用于放置所述散热风扇、所述电磁阀与所述控制器的集成盒(11)，所述散热风扇和所

述电磁阀分别与所述控制器可通信地连接，当所述土壤湿度温度传感器(10)检测到所述栽

培箱(1)内的土壤湿度低于预设值时，所述控制器控制所述电磁阀开启，滴灌通道打开；当

所述土壤湿度温度传感器(10)检测到所述栽培箱(1)内的土壤湿度高于预设值时，所述控

制器控制所述电磁阀关闭，滴灌通道关闭；当所述土壤湿度温度传感器(10)检测到所述栽

培箱(1)内的土壤温度高于预设值时，所述控制器控制所述散热风扇开启；当所述土壤湿度

温度传感器(10)检测到所述栽培箱(1)内的土壤温度低于预设值时，所述控制器控制所述

散热风扇关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栽培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栽培箱(1)内铺设有加温电热线

(28)。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栽培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立体栽培装置(4)，所述立体栽

培装置(4)包括位于下部的下水池(15)、位于顶部的上水池(14)和用于将所述下水池(15)

的水泵入所述上水池(14)的水泵(16)，所述下水池(15)和所述上水池(14)之间设有上水管

(17)，所述液满回流装置(5)与所述下水池(15)连通，所述上水池(14)与所述滴灌器(9)通

过下水管(12)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栽培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水池(14)与自来水管连通，所

述自来水管与所述上水池(14)之间设有浮球阀(18)，当所述上水池的(14)水位低于预设位

置，所述浮球阀(18)开启，进水通道打开；当所述上水池(14)的水位高于预设位置，所述浮

球阀(18)关闭，进水通道关闭。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栽培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水池(14)和所述下水池(15)之

间设有至少一个用于放置所述栽培箱(1)的栽培架(20)。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栽培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立体栽培装置(4)还设有深根植

物栽培箱(21)，所述深根植物栽培箱(21)内土壤的深度大于所述栽培箱(1)内土壤的深度。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栽培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立体栽培装置(4)的底端设有工

具放置层(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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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阳台楼顶有机仿大田栽培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设施农业工程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阳台楼顶有机仿大田

栽培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棚户区和城中村被改造，使得阳光充足，通风良好，适合植

物栽培的阳台和楼顶数量和面积增加。在这些区域利用合理的栽培设施，能实现楼顶变农

场和空中花园，阳台变菜园和私家花园，能很好地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并能生产出有机果蔬，

还能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但目前阳台楼顶栽培设施较简陋，不能有效应对栽培中出现的

不利条件如高温干旱低温冰冻，风力大水分蒸发快等。植物生长环境比大田栽培要恶劣很

多，导致生长不良，作物产量低。

[0003] 现有的栽培容器是敞开的，容器壁没有保温功能。这类容器在地面栽培尚可，但在

阳台楼顶就存在较大的使用弊端：1、夏季日照充足，适合多数植物生长，但阳台楼顶钢筋混

凝土热容量低，盛夏中午后温度最高可达60℃以上，如采用普通栽培盆或种植槽少量栽培，

土壤中水分在高温和强风中极易蒸发，加之植物旺盛吸收水分蒸腾，很容易导致土壤缺水，

而一旦缺水，土壤温度将快速升高，加之一般园艺管理不提倡晴天中午浇水因为温差大将

导致植株不良反应，高温缺水的后果是植株轻则生长不良重则死亡；2、低温霜冻期土壤易

结冰破坏根系；3、大雨或暴雨导致土壤及肥料流失堵塞下水道，积水导致根系无氧呼吸产

生有毒物质；4、水份蒸发快，浇水次数过多易产生土壤盐渍化板结；5、杂草生长空间大，特

别是作物小苗期。6、家庭育苗、培育小型珍稀花卉缺场地缺设备。

[0004] 因此，如何解决高温期土壤中水分易蒸发使植株高温缺水导致植株生长不良或死

亡；低温霜冻期土壤易结冰破坏根系；大雨或暴雨导致土壤及肥料流失堵塞下水道，积水导

致根系无氧呼吸产生有毒物质；水份蒸发快，浇水次数过多易产生土壤盐渍化板结；杂草生

长空间大；家庭育苗、培育小型珍稀花卉缺场地缺设备的问题，成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要解

决的重要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阳台楼顶有机仿大田栽培设备，以解决高温期土壤中

水分易蒸发使植株高温缺水导致植株生长不良或死亡；低温霜冻期土壤易结冰破坏根系；

大雨或暴雨导致土壤及肥料流失堵塞下水道，积水导致根系无氧呼吸产生有毒物质；水份

蒸发快，浇水次数过多易产生土壤盐渍化板结；杂草生长空间大；家庭育苗、培育小型珍稀

花卉缺场地缺设备的问题。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7] 一种阳台楼顶有机仿大田栽培设备，包括用于栽培植株的栽培箱，所述栽培箱的

材质为保温材料，所述栽培箱的底部设有储水箱，所述储水箱与所述栽培箱之间设有多孔

板、以使所述栽培箱的土壤内多余的水透过所述多孔板进入所述储水箱，所述储水箱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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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排水的液满回流装置，所述栽培箱的顶部设有盖板，所述盖板上设有多个栽培孔，各个

所述栽培孔内分别设有两块半月形温湿度保持板，两块所述半月形温湿度保持板对接、以

形成供植株茎伸出的植株伸出孔。

[0008] 优选地，还包括滴灌器，所述滴灌器设有多个滴灌头，各个所述滴灌头均伸入所述

栽培箱、且均匀分布。

[0009] 优选地，还包括散热风扇，所述散热风扇与所述栽培箱通过散热进风管连通。

[0010] 优选地，还包括土壤湿度温度传感器、与所述土壤湿度温度传感器可通信连接的

控制器、用于控制滴灌通道开启或关闭的电磁阀和用于放置所述散热风扇、所述电磁阀与

所述控制器的集成盒，所述散热风扇和所述电磁阀分别与所述控制器可通信地连接，当所

述土壤湿度温度传感器检测到所述栽培箱内的土壤湿度低于预设值时，所述控制器控制所

述电磁阀开启，滴灌通道打开；当所述土壤湿度温度传感器检测到所述栽培箱内的土壤湿

度高于预设值时，所述控制器控制所述电磁阀关闭，滴灌通道关闭；当所述土壤湿度温度传

感器检测到所述栽培箱内的土壤温度高于预设值时，所述控制器控制所述散热风扇开启；

当所述土壤湿度温度传感器检测到所述栽培箱内的土壤温度低于预设值时，所述控制器控

制所述散热风扇关闭。

[0011] 优选地，所述栽培箱内铺设有加温电热线。

[0012] 优选地，还包括立体栽培装置，所述立体栽培装置包括位于下部的下水池、位于顶

部的上水池和用于将所述下水池的水泵入所述上水池的水泵，所述下水池和所述上水池之

间设有上水管，所述液满回流装置与所述下水池连通，所述上水池与所述滴灌器通过下水

管连通。

[0013] 优选地，所述上水池与自来水管连通，所述自来水管与所述上水池之间设有浮球

阀，当所述上水池的水位低于预设位置，所述浮球阀开启，进水通道打开；当所述上水池的

水位高于预设位置，所述浮球阀关闭，进水通道关闭。

[0014] 优选地，所述上水池和所述下水池之间设有至少一个用于放置所述栽培箱的栽培

架。

[0015] 优选地，所述立体栽培装置还设有深根植物栽培箱，所述深根植物栽培箱内土壤

的深度大于所述栽培箱内土壤的深度。

[0016] 优选地，所述立体栽培装置的底端设有工具放置层。

[0017] 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中，一种阳台楼顶有机仿大田栽培设备，包括用于栽培植

株的栽培箱，栽培箱的底部设有储水箱，储水箱与栽培箱之间设有多孔板、以使栽培箱的土

壤内的水透过多孔板进入储水箱，储水箱设有用于排水的液满回流装置，栽培箱的顶部设

有盖板，盖板上设有多个栽培孔。如此设置，阳台楼顶通风较好，即便相对密封空气仍能从

植株茎部周围的空隙进入栽培箱内，并且实验表明栽培箱内土壤随植株根系生长会有所收

缩，栽培箱内壁产生空隙，并在土壤表面生成气生根，能满足根系呼吸需要，栽培箱内水份

蒸发速率变慢，土壤温度相对稳定，接近平均气温，多余水进入下部储水箱，储水满后通过

液满回流装置排到外部储水装置，储水箱有保温效果，防止低温霜冻期土壤易结冰破坏根

系，栽培箱的顶部设置盖板，植株茎伸出栽培孔生长，减少了杂草的生长空间，从而解决了

高温期土壤中水分易蒸发使植株高温缺水导致植株生长不良或死亡；低温霜冻期土壤易结

冰破坏根系；大雨或暴雨导致土壤及肥料流失堵塞下水道，积水导致根系无氧呼吸产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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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物质；水份蒸发快，浇水次数过多易产生土壤盐渍化板结；杂草生长空间大；家庭育苗、培

育小型珍稀花卉缺场地缺设备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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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的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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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栽培箱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的实施例中阳台楼顶有机仿大田栽培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1～2中：

[0022] 1-栽培箱，2-储水箱，3-多孔板，4-立体栽培装置，5-液满回流装置，6-栽培孔，7-

植株伸出孔，8-半月形温湿度保持板，9-滴灌器，10-土壤湿度温度传感器，11-集成盒，12-

下水管，13-供电电路，14-上水池，15-下水池，16-水泵，17-上水管，18-浮球阀，19-工具放

置层，20-栽培架，21-深根植物栽培箱，22-水位控制器，23-阳台天花板固定装置，24-太阳

能供电装置，25-wifi远程摄像头，26-阳台栏杆，27-散热进风管，28-加温电热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

详细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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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所得到的所

有其它实施方式，都属于本发明所保护的范围。

[0024]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阳台楼顶有机仿大田栽培设备，解决了高温

期土壤中水分易蒸发使植株高温缺水导致植株生长不良或死亡；低温霜冻期土壤易结冰破

坏根系；大雨或暴雨导致土壤及肥料流失堵塞下水道，积水导致根系无氧呼吸产生有毒物

质；水份蒸发快，浇水次数过多易产生土壤盐渍化板结；杂草生长空间大；家庭育苗、培育小

型珍稀花卉缺场地缺设备的问题。

[0025] 以下，参照附图对实施例进行说明。此外，下面所示的实施例不对权利要求所记载

的发明内容起任何限定作用。另外，下面实施例所表示的构成的全部内容不限于作为权利

要求所记载的发明的解决方案所必需的。

[0026] 请参考图1～2，本具体实施方式提供了一种阳台楼顶有机仿大田栽培设备，包括

用于栽培植株的栽培箱1，栽培箱1采用保温材料，优选为采用聚苯乙烯挤塑板，挤塑板不易

透水，能长期保持较低的导热系数，并且价格适中，也可采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也可采用

聚氨酯发泡材料。栽培箱1表面可为木板，热塑性塑料板，优选采用玻璃钢复合材料，表面涂

刷氟碳漆的玻璃钢栽培箱1外表美观，户外使用寿命可达20年以上，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白色

污染。栽培箱1内采用有机营养土，能按有机生产规程模仿大田环境条件实现阳台楼顶果蔬

种植。栽培箱1的底部设有储水箱2，储水箱2高度约为50毫米，储水箱2与栽培箱1的土壤层

通过多孔板3隔离，栽培箱1的土壤内多余的水透过多孔板3进入储水箱2。储水箱2设有用于

排水的液满回流装置5，液满回流装置5为虹吸管，当储水箱2内的水位到达预设水位时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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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排空。虹吸管呈倒U型，一端连接外部排液管道，一端置于储水箱2底部，虹吸管的顶部靠

近多孔板3下部，随着储水箱2内水面的上升，虹吸管内的水位也上升，当超过虹吸管的顶部

时水开始往外流，这时顶部残存空气被流动水带动，随水一起往外流呈负压状态，这样可以

持续地将储水箱2内水抽吸到靠近底部管口端。

[0027] 栽培箱1内高300毫米，深根植物栽培箱内高500毫米以上。栽培箱1的顶部设有盖

板，盖板的材质与栽培箱1的材质相同，在盖板上开设系列直径75毫米的栽培孔6，孔间距

150毫米，栽培孔6内设两块半月形温湿度保持板8，两块半月形温湿度保持板8的上边缘突

出1毫米，其上端直径为77毫米，下端直径为74.5毫米，两块半月形温湿度保持板8插入栽培

孔6中，保证不会掉下去。两块相同大小的半月形温湿度保持板8对接，中间形成的植株伸出

孔7，孔直径为30毫米，植株茎部伸出植株伸出孔7生长，植株伸出孔7还为栽培箱1内与外界

气体交换提供通道，并减小了杂草的生长空间。栽培操作时取出两块半月形温湿度保持板8

就可移苗或收获，解决了当栽培较大植株时盖板有时无法取出的弊端，平时便于保持栽培

箱1内的温湿度。没有栽培的植株伸出孔7用海绵塞子塞上。实际栽培时根据植株大小以150

毫米间距为单位确定株距行距，叶菜类可采用150毫米的株距行距，辣椒、茄子等采用300毫

米，丝瓜、黄瓜、苦瓜、番茄更大点。

[0028] 如此设置，阳台楼顶通风较好，即便相对密封空气仍能从植株茎部周围的空隙进

入栽培箱1内，并且实验表明栽培箱内土壤随植株根系生长会有所收缩，栽培箱内壁产生空

隙，并在土壤表面生成气生根，能满足根系呼吸需要。

[0029] 另栽培箱1内有机营养土制成仿大田的团粒状，透气性很好。栽培箱1内水份蒸发

速率变慢，土壤温度相对稳定，接近平均气温，避免了高温缺水，水份蒸发慢，浇水次数减

少，避免产生土壤盐渍化板结。栽培箱1有保温效果，可防止低温霜冻期土壤结冰破坏根系。

多余水进入栽培箱1下部的储水箱2，储水满后通过虹吸管排到外部储水装置，防止积水。

[0030] 另外，由于本设备有保温、降温、加温、保湿功能，在夏季盖板可以更换为遮阴网，

在冬季盖板可以更换为大棚膜，在土壤内可铺加温电热线28，就形成了一个小型温室，可以

在箱内多孔板上催芽、育苗、培育小型珍稀花卉等。

[0031] 催芽可在多孔板3上摊上两层湿润的毛巾，中间放种子，将土壤加温电热线28及土

壤湿度温度传感器探头放于储水箱2的水中，由于水的对流特性，可恒定催芽温度，可供瓜

类叶菜类种子催芽用。

[0032] 高温期育苗及珍稀花卉栽培，可将盖板去掉，上覆盖遮阴网避免阳光直射，在多孔

板上直接铺一薄层营养土，下插吸水棉条，土上可再摆放素烧盆或市售小花盆，盆内栽培苗

及珍稀花卉，水可从下部储水箱2通过毛细作用进入上面土壤层，保持土壤的湿润。由于素

烧盆吸水性好，受阳台楼顶空气流动的影响，水易蒸发，蒸发后栽培箱1内温度就降低了，周

围土壤也一样，冷空气下沉，而周围及底部为隔热材料，这样在整个栽培箱1内就形成了一

个湿润清凉的小环境。市售小花盆由于多孔板3上铺垫的土壤水蒸发及盆土水蒸发，效果差

不多。低温期育苗及不耐寒珍稀花卉栽培，只需将上面保温盖板更换为大棚薄膜，与催芽操

作类似。由于栽培箱1有保温和散热的功能，能满足家庭园艺需要。

[0033] 作为可选的实施方式，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还包括滴灌器9，滴灌器9设有多

个滴灌头，各个滴灌头均伸入栽培箱1、且均匀分布，滴灌头向栽培箱1内土壤浇水。

[0034] 一些实施例中，还包括散热风扇，散热风扇与栽培箱1通过散热进风管27连通，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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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箱内温度较高，可通过散热风扇向栽培箱1内吹风散热，使土壤温度保持在28℃以下。

[0035] 本实施例的优选方案中，还包括土壤湿度温度传感器10、控制器和用于控制滴灌

通道开启或关闭的电磁阀，土壤湿度温度传感器10和电磁阀分别与控制器可通信地连接，

当土壤湿度温度传感器10检测到栽培箱1内的土壤湿度低于预设值时，控制器控制电磁阀

开启，滴灌通道打开；当土壤湿度温度传感器10检测到栽培箱1内的土壤湿度高于预设值

时，控制器控制电磁阀关闭，滴灌通道关闭；散热风扇与控制器可通信地连接，当土壤湿度

温度传感器10检测到栽培箱1内的土壤温度高于预设值时，控制器控制散热风扇开启；当土

壤湿度温度传感器10检测到栽培箱1内的土壤温度低于预设值时，控制器控制散热风扇关

闭。如此设置，在植物生长旺季可使土壤湿度温度始终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土壤湿度温度

传感器可采用威盟士品牌土壤湿度温度变送器4～20mA(型号VMS-3000-TR-I20)，该变送器

有土壤湿度输出线和土壤温度输出线。在电磁阀、散热风扇及控制线路盒11中将这两条线

与电源地端分别串联上100欧姆电阻后在电阻靠正极侧有0.4-2.0伏电压变化对应于4～

20mA电流输出，再分别在上述两电阻靠近正极侧接可调电阻，再接NPN型三极管基极(如

9013型号)，控制器可为继电器，三极管集电极侧分别接继电器，两个继电器分别接电磁阀

和小型离心散热风扇，当土壤湿度偏干时调节可调电阻打开电磁阀滴灌，当土壤温度偏高

时调节另一可调电阻开启散热风扇。

[0036] 控制器、电磁阀和散热风扇均设置在集成盒11内，防止暴露在外面易被损坏。控制

器、电磁阀和散热风扇均通过供电电路13与太阳能供电装置24连接。

[0037] 由于阳台面积较窄，设备的多功能性是很有必要的。作为优选方案，本设备还具有

催芽、寒冷季节育苗功能。比如苦瓜、瓠瓜等很多蔬菜种子都需要加温催芽，早春出芽后需

加温育苗。多孔板3上布有土壤加温电热线，只需在上述温度控制电路中加接一个NPN型三

极管，再接继电器，继电器常闭端接土壤加温电热线，旋转可调电阻标定加温上限温度。当

加温温度上升到上限温度时，继电器动作，加温电路被切断；当加温温度低于上限温度时，

继电器供电电路被切断，加温电路闭合。另设降温加温转换开关，防止加温后散热风扇误动

作，夏季需降温时将开关转换到降温档。电热线加温可采用市电。催芽可在多孔板3上摊上

两层湿润的毛巾，中间放种子，将土壤加温电热线28及土壤湿度温度传感器探头放于储水

箱2的水中，由于水的对流特性，可恒定催芽温度，可供瓜类叶菜类种子催芽用。

[0038] 另外，阳台楼顶有机仿大田栽培设备还包括立体栽培装置4，由于阳台面积相对较

窄，采用立体和平面栽培相结合的结构，立体栽培装置4包括位于下部的下水池15、位于顶

部的上水池14和用于将下水池15的水泵入上水池14的水泵16，下水池15和上水池14之间设

有上水管17，上水池14与滴灌器9通过下水管12连通。还包括与水泵电连接的水位控制器

22，当所述下水池15的水位高于第一预设位置时，水位控制器22控制所述水泵开启，使下水

池15的水由上水管17泵入上水池14，当下水池15的水位低于第二预设位置时，水位控制器

22控制所述水泵关闭。水位控制器22通过供电电路13与太阳能供电装置24连接。进一步地，

液满回流装置5与下水池15连通，使储水箱2液满后自动虹吸回流入下水池15。如采用平面

栽培，当阳台护栏26为金属结构时可固定于护栏内侧，也可直接置于地面或其他架子上。

[0039] 作为可选的实施方式，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上水池14与自来水管连通，自来

水管与上水池之间14设有浮球阀18，当上水池的14水位低于预设位置，浮球阀18开启，进水

通道打开；当上水池14的水位高于预设位置，浮球阀18关闭，进水通道关闭。如此设置，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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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池14自动补水，保持适当水位。

[0040] 进一步地，上水池14和下水池15之间设有至少一个用于放置栽培箱1的栽培架20。

立体栽培装置4的位于下水池15的侧边还设有深根植物栽培箱21，深根植物栽培箱21的结

构与栽培箱1一致，深根植物栽培箱21的土壤层深度大于栽培箱1。南瓜、冬瓜等大型瓜果类

植物需水量大，用深根植物栽培箱21栽培，栽培箱1内高300毫米，深根植物栽培箱21内高

500毫米以上。立体栽培装置4的底端设有工具放置层19，用于放置取下的盖板、栽培孔配件

及植保工具等。

[0041] 为保持立体栽培装置4的稳定，在立体栽培装置4的架子的顶部四个角设有阳台天

花板固定装置23，阳台天花板固定装置23采用可调增高脚垫，该脚垫采用内外螺纹套合结

构，内螺纹外侧插入支架管中固定，外螺纹一端为脚垫，旋入固定内螺纹后实现伸缩功能，

与阳台天花板紧贴固定。为节能环保，本设施全部采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供电，在立体栽

培装置4的顶部设置太阳能供电装置24。还设置了wifi远程摄像头25和远程控制继电器，可

远程用手机或电脑实时观察植株生长情况，可远程手动操纵水泵、电磁阀等设备工作。为更

好地采光，整个装置可靠近阳台栏杆26，根据设计承重确定储水量及栽培箱1数量。

[0042] 本设备在阴雨天较多季节切断太阳能供电后，也可采用手动浇水模式。但在高温

期手动浇水模式下，植株长势没有自动模式好，产量没有自动模式高，劳动强度大。在手动

浇水模式下，高温期经实验每天每箱至少要浇两次。

[0043] 有机栽培较营养液栽培更简单，装上营养土加好肥料后平常管理只需浇水，采用

有机生产规程允许使用的农药，生长旺季追施有机液肥即可。

[0044] 就一些主要蔬菜和葡萄、无花果按有机生产规程在6楼东南向阳台及楼顶做了系

列实验，证明能达到上述效果，试验的种类有：辣椒、番茄、茄子、豇豆、四季豆、丝瓜、黄瓜、

冬瓜、南瓜、苦瓜、西瓜、小白菜、空心菜、红薯、葱、木耳菜、葡萄、无花果、生菜、苋菜、韭菜。

所有种类在土壤表面都产生了气生根，楼顶容器暴雨也未有积水，植株长势良好。盛夏时分

长势还超过了大田栽培作物，因为这时大田也开始缺水并由于底层荫蔽枯枝败叶多，病虫

害多。在此基础上夏季在栽培架上加装遮荫网，冬季在栽培架周围加装薄膜，栽培效果会更

好。本申请结合了阳台楼顶栽培的优点：光照充足；风力大不会缺二氧化碳；昼夜温差大利

于糖分积累；病虫害相对较轻等；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目前阳台楼顶栽培缺点：水分散失快，

晴天易旱雨天易涝；高温时烧苗低温时冻苗；土壤容量少易板结盐渍化等。上述优势的取得

主要就是通过本申请的阳台楼顶有机仿大田栽培设备提供了能符合有机生产规程的一个

较适宜的稳定的根系生长环境。

[0045] 大田栽培由于土层深厚，温度湿度盐度PH值等各项理化性质较稳定，适合根系生

长。阳台楼顶受承重能力的限制，不可能照搬，本申请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根系生长环境不稳

定这一问题，使得植株能以接近大田的环境条件生长。同时使用纯净山土、作物秸秆腐熟物

及矿粉等配有机营养土，以浓缩沼液为追肥，杜绝了重金属超标和农药残留。对于一些人提

出的空气中汽车尾气污染阳台楼顶果蔬，我们认为一是植物本身具有降解污染物的功能与

养花净化空气一样，另植物气孔吸收的是空气中微量的二氧化碳，和人类呼吸作用相比气

体交换弱多了，所以担心尾气污染阳台楼顶果蔬是多余的。另外国家现在正大力改善生态

环境，城市地面绿化搞好了，垂直绿化包括阳台楼顶绿化也搞好了，就有很多先锋植物帮助

净化空气，人们也能呼吸更新鲜的空气，吃更健康洁净的果蔬。有机栽培是可持续发展的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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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栽培，是最符合植物需求的。

[0046]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各个实施例中的不同功能的装置或部件可以进行结合，比如，

本实施例中的阳台楼顶有机仿大田栽培设备，包括用于栽培植株的栽培箱1，栽培箱1的底

部设有保温材质的储水箱2，储水箱2与栽培箱1之间设有多孔板3、以使栽培箱1的土壤内多

余的水透过多孔板3进入储水箱2，储水箱2设有用于排水的虹吸管，栽培箱1的顶部设有盖

板，盖板上设有多个栽培孔6，各个栽培孔6内分别设有两块半月形温湿度保持板8，两块半

月形温湿度保持板8对接、以形成供植株茎伸出的植株伸出孔7。还包括滴灌器9和散热风

扇，滴灌器9设有多个滴灌头，各个滴灌头均伸入栽培箱1、且均匀分布，散热风扇与栽培箱1

通过散热进风管27连通。还包括土壤湿度温度传感器10、与土壤湿度温度传感器10可通信

连接的控制器和用于控制滴灌通道开启或关闭的电磁阀，散热风扇和电磁阀分别与控制器

可通信地连接，当土壤湿度温度传感器10检测到栽培箱1内的土壤湿度低于预设值时，控制

器控制电磁阀开启，滴灌通道打开；当土壤湿度温度传感器10检测到栽培箱1内的土壤湿度

高于预设值时，控制器控制电磁阀关闭，滴灌通道关闭。类似地，土壤高温控制由控制器控

制散热风扇实现。土壤低温控制：栽培箱1内铺设有加温电热线28，加温电热线28连接市电，

由控制器通过继电器控制通断，当土壤湿度温度传感器检测到栽培箱1内的土壤温度低于

预设值时，控制器接通加温电热线电路；当土壤湿度温度传感器检测到栽培箱内的土壤温

度高于预设值时，控制器断开加温电热线电路；栽培箱1内土壤夏季降温和冬春季加温通过

转换开关选择，防止加温后散热风扇误动作，夏季需降温时将开关转换到降温档。

[0047] 阳台楼顶有机仿大田栽培设备还包括立体栽培装置4，立体栽培装置4包括下水池

15、上水池14和用于将下水池15的水泵入上水池14的水泵16，下水池15和上水池14之间设

有上水管17，液满回流装置5与下水池15连通，上水池14与滴灌器9通过下水管12连通。上水

池14与自来水管连通，自来水管与上水池之间14设有浮球阀18。上水池14和下水池15之间

设有至少一个用于放置栽培箱1的栽培架20。立体栽培装置4还设有深根植物栽培箱21，深

根植物栽培箱21内土壤的深度大于栽培箱1内土壤的深度。

[0048] 如此设置，高温期降低根系温度，使之达到当地气温平均温度或更低至当地湿球

温度；低温期防土壤冰冻；防止雨水冲刷土壤，不会积水出现涝害，不会淋失水溶性肥料，不

会因泥浆外流堵塞下水道；降低浇水量，节水并避免土壤板结，盐渍化，经常浇水的弊端是

会导致土壤中盐分积累，在表面形成一层盐霜，对植株生长不利，实验表明，在植株苗期，采

用本设施即便在高温期间，一星期不浇水土壤仍可保持湿润状态；杂草没有生长空间，不需

除草；利用本设施对于一些小型花卉及种苗在高温期可营造一个湿润清凉的小环境，在低

温期可形成一个小温室；减少土壤水分的蒸发，使土壤一直保持合适的湿润状态，实验中几

乎全部品种都在土壤表面产生了气生根，气生根有呼吸功能，并能吸收空气里的水分，更利

于植株生长。可以解决家庭育苗、培育小型珍稀花卉缺场地缺设备问题。并且本设备具有多

种用途，还可以用于家庭食品加工如发酵等。

[004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说　明　书 7/7 页

9

CN 110366988 A

9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10

CN 110366988 A

10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11

CN 110366988 A

11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RA
	DRA00010
	DRA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