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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植物加代育种舱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智能植物加代育种舱，通

过封闭式设计，利用环境参数检测装置智能检测

种植区域的环境参数，实时监控数据，并通过智

能控制终端反馈及时调整植物所需要的环境参

数，而且，还能使用常用的电子设备和智能控制

终端进行控制连接，如用手机和智能控制终端连

接，可以实现远程操控进行温度、湿度、光照、施

肥、二氧化碳浓度等生长环境条件调整，使得植

物加代次数增多，省去了去不同实际气候地去育

种的繁琐，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缩短科研

时间。不仅如此，本发明的舱体可以做成满足国

际集装箱运输要求，有可流动性，使实验不受固

定方位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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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植物加代育种舱，包括舱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舱体（1）设有用于进行控

制调控所述舱体（1）内所有设备的控制系统区域（2）、用于进行作物种植操作的种植区域

（3）和用于放置种植设备的设备安放区域（4）；所述控制系统区域（2）和设备安放区域（4）分

别位于所述舱体（1）的两端，所述种植区域（3）位于所述控制系统区域（2）和设备安放区域

（4）之间；在所述控制系统区域（2）和所述种植区域（3）  之间设有槅门（5）；所述设备安放区

域（4）为独立区域，不与所述种植区域（3）和所述控制系统区域（2）相通；在所述控制系统区

域（2）对应所述舱体（1）外侧设有进入门（6），在所述设备安放区域（4）对应所述舱体（1）外

侧设有检修门（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植物加代育种舱，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区域（3）设有多

组、多层种植模组（8）和环境参数检测装置（20），在每个所述种植模组（8）上方均设有光照

模组（9）。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植物加代育种舱，其特征在于：所述设备安放区域（4）设

有营养液配置装置（10）、温度控制装置（11）和湿度控制装置（12），所述营养液配置装置

（10）和所述种植模组（8）连通，所述温度控制装置（11）和所述湿度控制装置（12）与所述种

植区域（3）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智能植物加代育种舱，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系统区域（2）设

有智能控制终端（13）和新风交换装置（24），所述智能控制终端（13）连接并控制所述光照模

组（9）、营养液配置装置（10）、温度控制装置（11）、湿度控制装置（12）、环境参数检测装置

（20）以及新风交换装置（24），所述智能控制终端（13）能够和常用电子设备进行数据传输和

控制连接，所述新风交换装置（24）和所述种植区域（3）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智能植物加代育种舱，其特征在于：所述温度控制装置（11）为

空调或风管机。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智能植物加代育种舱，其特征在于：所述温度控制装置（11）的

空调包括相匹配的空调外挂机（18）和空调内置机（19），所述空调内置机（19）设置在所述设

备安放区域（4）内，所述空调外挂机（18）设置在所述舱体（1）外，且所述空调内置机（19）和

所述种植区域（3）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智能植物加代育种舱，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种植区域（3）的两

侧设有通风夹层（16），在所述种植区域（3）的顶部设有回风口（17），所述空调内置机（19）和

所述通风夹层（16）连通。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智能植物加代育种舱，其特征在于：所述温度控制装置（11）的

风管机包括相匹配的风管机外机（14）和风管机内机（15），所述风管机外机（14）设置在所述

设备安放区域（4）内，所述风管机内机（15）设置所述种植区域（3）内，且所述温度控制装置

（11）的风管机设置两组，两个所述风管机内机（15）分别位于所述种植区域（3）的前后两侧、

相对设置。

9.根据权利要求2-8任一项所述的智能植物加代育种舱，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模组

（8）为多层金属架，所述光照模组（9）为LED光照模组，所述营养液配置装置（10）为水肥一体

机，所述湿度控制装置（12）为加湿器，所述环境参数检测装置（20）包括用于检测所述种植

区域（3）内温度的温度传感器（21）、用于检测湿度的湿度传感器（22）、用于检测二氧化碳浓

度的二氧化碳检测器（23）和用于检测的光照强度的光照传感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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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智能植物加代育种舱，其特征在于：所述湿度控制装置（12）

的加湿器为超声波加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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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植物加代育种舱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育种舱领域，尤其是一种智能植物加代育种舱。

背景技术

[0002] 在水稻、小麦、玉米、豆类以及油料作物等植物育种方面长期受自然环境的局限，

据统计国内水稻育种研发团队有上万个，由于水稻对气温和光照条件要求很高，所以每年

都要到往返海南南繁进行水稻加代育种，而且每年也只能加代两次，由于种植在室外无法

精确管理，也会受到外界不可控因素影响，效率并不高。

[0003] 市面上针对上述问题也要研制植物加代育种舱，如CN2019111654632：一种水稻育

种用微生物育苗箱，其主要解决传统育苗箱结构较为简单功能十分单一，且大多存在施料

困难难以对箱内培育环境进行及时处理等问题，同时现有舱体结构难以保持良好的恒温环

境，从而对育苗效率造成极大影响，降低了育苗质量，增加经济成本的问题。上述专利虽然

在育种恒温环境有所改善，但是，因其主要还是利用自然环境，本质上不能做到精确控制种

植环境，也不能准确获得种植过程中的各种环境参数。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智能植物加代育种舱，解决现有植物育种装置不能精确控制种植

环境、无法准确获得种植过程中的各种环境参数的问题。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智能植物加代育种舱，包括舱

体，所述舱体设有用于进行控制调控所述舱体内所有设备的控制系统区域、用于进行作物

种植操作的种植区域和用于放置种植设备的设备安放区域；所述控制系统区域和设备安放

区域分别位于所述舱体的两端，所述种植区域位于所述控制系统区域和设备安放区域之

间；在所述控制系统区域和所述种植区域  之间设有槅门；所述设备安放区域为独立区域，

不与所述种植区域和所述控制系统区域相通；在所述控制系统区域对应所述舱体外侧设有

进入门，在所述设备安放区域对应所述舱体外侧设有检修门。

[0006] 优选的，所述种植区域设有多组、多层种植模组和环境参数检测装置，在每个所述

种植模组上方均设有光照模组。

[0007] 优选的，所述设备安放区域设有营养液配置装置、温度控制装置和湿度控制装置，

所述营养液配置装置和所述种植模组连通，所述温度控制装置和所述湿度控制装置与所述

种植区域连通。

[0008] 优选的，所述控制系统区域设有智能控制终端和新风交换装置，所述智能控制终

端连接并控制所述光照模组、营养液配置装置、温度控制装置、湿度控制装置、环境参数检

测装置以及新风交换装置，所述智能控制终端能够和常用电子设备进行数据传输和控制连

接，所述新风交换装置和所述种植区域连通。

[0009] 优选的，所述温度控制装置为空调或风管机。

[0010] 优选的，所述温度控制装置的空调包括相匹配的空调外挂机和空调内置机，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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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内置机设置在所述设备安放区域内，所述空调外挂机设置在所述舱体外，且所述空调

内置机和所述种植区域连通。

[0011] 优选的，在所述种植区域的两侧设有通风夹层，在所述种植区域的顶部设有回风

口，所述空调内置机和所述通风夹层连通。

[0012] 优选的，所述温度控制装置的风管机包括相匹配的风管机外机和风管机内机，所

述风管机外机设置在所述设备安放区域内，所述风管机内机设置所述种植区域内，且所述

温度控制装置的风管机设置两组，两个所述风管机内机分别位于所述种植区域的前后两

侧、相对设置。

[0013] 优选的，所述种植模组为多层金属架，所述光照模组为LED光照模组，所述营养液

配置装置为水肥一体机，所述湿度控制装置为加湿器，所述环境参数检测装置包括用于检

测所述种植区域内温度的温度传感器、用于检测湿度的湿度传感器、用于检测二氧化碳浓

度的二氧化碳检测器和用于检测的光照强度的光照传感器。

[0014] 优选的，所述湿度控制装置的加湿器为超声波加湿器。

[0015] 本发明实现的有益效果：相对现有的育种箱体，本发明智能植物加代育种舱通过

封闭式设计，利用环境参数检测装置智能检测种植区域的环境参数，实时监控数据，并通过

智能控制终端反馈及时调整植物所需要的环境参数，而且，还能使用常用的电子设备和智

能控制终端进行控制连接，如用手机和智能控制终端连接，可以实现远程操控进行温度、湿

度、光照、施肥、二氧化碳浓度等生长环境条件调整，使得植物加代次数增多，省去了去不同

实际气候地去育种的繁琐，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缩短科研时间。不仅如此，本发明的

舱体可以做成满足国际集装箱运输要求，有可流动性，使实验不受固定方位的局限。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智能植物加代育种舱的设计图一（宽度大于3米时的设计）。

[0017] 图2为本发明智能植物加代育种舱的设计图二（宽度小于3米时的设计）。

[0018] 图中的数字或字母代表的相应部件的名称或流程名称：1.舱体；2.控制系统区域；

3.种植区域；4.设备安放区域；5.槅门；6.进入门；7.检修门；8.种植模组；9.光照模组；10.

营养液配置装置；11.温度控制装置；12.湿度控制装置；13.智能控制终端；14.风管机外机；

15.风管机内机；16.通风夹层；17.回风口；18.空调外挂机；19.空调内置机；20.环境参数检

测装置；21.温度传感器；22.湿度传感器；23.二氧化碳检测器，24.新风交换装置，25.光照

传感器。

[0019] 附图仅用于示例性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专利的限制；为了更好说明本实施例，附

图某些部件会有省略、放大或缩小，并不代表实际产品的尺寸；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

附图中某些公知结构及其说明可能省略是可以理解的；相同或相似的标号对应相同或相似

的部件；附图中描述位置关系的用语仅用于示例性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专利的限制。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便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下面将结合附图以及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

详细描述。具体如下：

具体实施方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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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植物加代育种舱，包括舱体1，舱体1设有用于进行控制调控舱体1内所有设备的控

制系统区域2、用于进行作物种植操作的种植区域3和用于放置种植设备的设备安放区域4；

控制系统区域2和设备安放区域4分别位于舱体1的两端，种植区域3位于控制系统区域2和

设备安放区域4之间；在控制系统区域2和种植区域3  之间设有槅门5；设备安放区域4为独

立区域，不与种植区域3和控制系统区域2相通；在控制系统区域2对应舱体1外侧设有进入

门6，在设备安放区域4对应舱体1外侧设有检修门7。本实施例中的舱体用冷库保温材料或

者以可流动的集装箱材质（彩钢板或者玻璃钢外层）加保温层所做的舱体内尺寸，具体要求

是宽度不能小于2米不大于4米、长度不小于5米不大于13米、高度不低于2.2米不高于3.5米

的标准长方形舱体。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中的宽为4米，每个舱体基本分隔成三个区域，第

一个独立为控制系统区域，用于进行控制调控所有环控及种植设备；第二个独立区域为种

植区域，用于进行作物种植操作，与第一个区域通过一道门相隔；第三个独立区域为设备安

放的区域，位于第二个区域即种植区的后面，不与第一和第二区域直接相通，第三个区域是

独立进出的。本实施例以水稻育种为例，水稻生长环境指标如下：温度控制范围：18℃－40

℃，温度控制精度：±1℃；湿度控制范围：60-80%RH，湿度控制精度：±5-7%RH；育苗光照强

度为350umol/m2.s（光源正下方15cm）；育种光照强度：1000umol/m2.s（光源正下方30cm）；

育种和育苗光质可以自动配置。

[0021] 具体的，种植区域3设有多组、多层种植模组8和环境参数检测装置20，在每个种植

模组8上方均设有光照模组9。本实施例中种植模组为多层种植模组（水培）或多层种植模组

（非水培），与智能控制终端13相连，受其控制。

[0022] 具体的，设备安放区域4设有营养液配置装置10、温度控制装置11和湿度控制装置

12，营养液配置装置10和种植模组8连通，温度控制装置11和湿度控制装置12与种植区域3

连通。

[0023] 具体的，控制系统区域2设有智能控制终端13和新风交换装置24，智能控制终端13

连接并控制光照模组9、营养液配置装置10、温度控制装置11、湿度控制装置12、环境参数检

测装置20以及新风交换装置24，智能控制终端13能够和常用电子设备进行数据传输和控制

连接，新风交换装置24和种植区域3连通。本实施例中新风交换装置24可设置24小时内4个

时段的新风控制参数，安装在设备区域的新风交换机（本实例为绿岛风新风交换机，型号为

QFA-D250F）就会根据智能控制终端13指令要求运行起来，在种植区域顶部夹层设有百叶进

出风口，新风交换机通过连接种植区域顶部夹层所安装的与种植区域相通的百叶进出风

口，而对种植区域进行新风交换，一方面把室内污浊的空气排出室外，另一方面把室外新鲜

的空气经过过滤措施后再输入到室内，在空气交换的过程中采用先进的热交换技术，从而

达到能量回收的功能，减少室内的能量损耗让种植间里实时都是新鲜干净的空气，大大有

利于植物的生长，对作物的生长的周期起到加速作用。

[0024] 具体的，温度控制装置11为空调或风管机。本实施例中的温度控制装置11为空调，

空调包括相匹配的空调外挂机18和空调内置机19，空调内置机19设置在设备安放区域4内，

空调外挂机18设置在舱体1外，且空调内置机19和种植区域3连通。具体是在种植区域3的两

侧设有通风夹层16，在种植区域3的顶部设有回风口17，空调内置机19和通风夹层16连通。

本实施例中以水稻为例，在智能控制终端13上的设置所需要18℃－40℃内的温度，如需还

可以在温度设置选项里设置不同时间点的温度要求，空调就会根据智能控制终端13指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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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运行起来。本实施例中舱体内宽度大于3米，可以在种植区域两侧做个夹层墙作为风道，

此时空调可以采用两侧出风顶部回风的后置型工业空调机组内机，并安装在设备区域，空

调通过两侧出风将风送入两侧风道，再通过两侧风道与种植区域的孔板墙将风均匀的送入

种植空间，空调通过连接种植区域顶部夹层所安装的与种植区域相通的回风口（本实例中

为百叶通风口）回风。

[0025] 具体的，种植模组8为多层金属架，若为多层种植模组（水培），每一层含水槽，水槽

两侧设置有带滚珠的琉璃条、水槽上设有定植板，定植板置于水槽的琉璃条上可以自由滑

动，每小块定植板含63个种植孔，形成流水线功能，有利于采收和定植时节约人工，在智能

控制终端13上设置营养液自动循环时间和周期，安装在种植架旁连接营养不同层营养液管

的水泵就会自动按时定时将营养液自动循环起来；若多层种植模组（非水培），每一层采用

耐腐蚀的抗倍特板为层板，此种植方式只需滴灌浇灌方式，在智能控制终端13可以设置营

养液自动循环时间和周期，安装在种植架旁连接营养不同层营养液管的水泵就会自动按时

定时将营养液自动循环起来，在智能控制终端13上设置打开或关闭，连接外部水源的水阀

就会自动打开通过滴灌装置给作物浇灌水份。

[0026] 具体的，光照模组9为LED光照模组和紫外灯模组，本实例中若光照强度在智能控

制终端13设置好所需要的在350umol/m2.s（光源正下方15cm）  内的光照强度，以及设置不

同时点在350umol/m2.s（光源正下方15cm）  内的不同光照强度，可以在智能控制终端13上

设置好开和关灯的时间的同时还可以在智能控制终端13上按个光质通道的百分比来自动

设置光质，LED光照模组采用LED植物生长专用灯，LED光照模组就会根据智能控制终端13指

令要求运行起来。若为育种光照：光照强度在智能控制终端13设置好所需要的在1000umol/

m2.s（光源正下方30cm） 内的光照强度，以及不同时点在1000umol/m2.s（光源正下方30cm） 

内的不同光照强度；可以在智能控制终端13设置好开和关灯的时间的同时还可以在智能控

制终端13上按单个光质通道的百分比来自动设置光质。LED植物生长专用灯就会根据智能

控制系统指令要求运行起来。这样的LED植物生长灯是专门针对作物对光质成分需求以及

光照强度饱和点来设计，与自然环境下所种植的周期有所缩短，而且有些品种的品质有所

提高，还让一些在自然环下没有种植成功的品种在这些可控的环境下种植成功。紫外灯模

组，本实例为254NM的紫外灯，在智能控制终端13上打开或关闭，就可以控制254NM的紫外灯

对种植空间进行杀菌消毒。当然，紫外灯也可以不设置，根据具体用户需要去设计。

[0027] 具体的，营养液配置为自动营养液配置（水培）或自动滴灌系统（非水培），与智能

控制终端13相连，受其控制，在智能控制终端13上设置打开或关闭，连接外部水源的水阀就

会自动打开通过滴灌装置给作物浇灌水份。本实施例中，营养液配置装置10为水肥一体机

（本实例具体采用为瑞蒙德水肥一体机，型号：RM-FT200-8）。水肥一体机本身自带独立的配

肥系统，在运行前要把配好的营养液母液罐置于水肥一体机安放母液罐的位置同时接通清

水来源，当水肥一体机开机时，只要在水肥一体机的配肥机的控制显示屏上设置好所需种

植作物的营养液浓度或EC和PH值，营养液就就会自动开始配置了，通过水位限位阀自动控

制所需营养液量。此设计专门适合小型空间内水培种植所需的自动配液设备大大节约了人

力物力，同时配液的精度还大大高于人工。

[0028] 具体的，环境参数检测装置20包括用于检测种植区域3内温度的温度传感器21、用

于检测湿度的湿度传感器22、用于检测二氧化碳浓度的二氧化碳检测器23和用于检测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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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强度的光照传感器25。本实施例中光照传感器为光量子传感器，具体型号为轩美  XM—

LQ190光量子传感器。

[0029] 具体的，湿度控制装置12的加湿器为超声波加湿器。本实施例中以水稻为例，在智

能控制终端13上的设置所需要的在60-80%RH  内的湿度，如需还可以在温度设置选项里设

置不同时间点的湿度要求；安装在设备区域的超声波加湿器（本实施例采用百奥超声波加

湿器，型号型号：PH/E03L2）就会根据智能控制终端13指令要求运行起来。因为舱体内宽度

大于3米，在种植区域两侧做个夹层墙作为风道，此时加湿器可以在两侧风道分别加装一个

布满小孔的出湿管，通过两侧风道与种植区域的孔板墙通过空调出风力度均匀的将湿气带

入种植空间各处。

[0030] 智能植物加代育种舱工作过程：智能控制终端可进行：（1）温度控制：通过对空调

在18℃－40℃范围内的精准控制，使种植区域能做到一般室内所做不到的即所设定温度要

求在空间各处是均衡的，可以完全满足种植要求；（2）湿度控制：通过对超声波加湿器在60-

80%RH范围内的精准控制，使种植区域能做到一般室内所做不到的即所设定湿度要求在空

间各处是均匀的，可以完全满足种植要求；（3）新风控制：通过对新风交换机的定时开关控

制，可以满足植物种植所需的空气环境质量和需流动性的要求，从而促进植物生长；（4）光

照控制：通过对LED生物灯的光强、光周期、光质三维度精准控制调节，满足植物所需光质的

成份、光照强度、和光照时间，让植物生长得比自然环境下更好；（5）灌溉控制：如果是水培

通过对水肥一体机的控制自动配液，通过对水泵的控制达到营养液自动循环功能；如果是

非水培连接滴灌装置水会通过滴灌灌溉到作物。（6）消毒控制：通过对紫外灯模组的控制，

可以按要求开启紫外灯进行消毒，对种植区域自动杀菌消毒。

[0031] 具体实施方式二

具体实施方式二和具体实施方式一设置大体一致，主要区别在于：（1）本实施例中的舱

体宽为2.5米，不足3米，如图2所示，为了节省空间或者设备之间连接方便，设备安放的区域

被分割设置成多个小区域，因为其是独立设置，不与控制系统区域、种植区域连通，如图2

中，设备安放的区域被分成安放设备区域1、安放设备区域2和安放设备区域3，安放设备区

域3是在控制系统区域部分割出来的一小部分。（2）本实施例中温度控制装置11为风管机。

温度控制装置11的风管机包括相匹配的风管机外机14和风管机内机15，风管机外机14设置

在设备安放区域4内，风管机内机15设置种植区域3内，且温度控制装置11的风管机设置两

组，两个风管机内机15分别位于种植区域3的前后两侧、相对设置，如图2所示。（3）本实施例

未设置通风夹层16和回风口17，本实施例宽度不足3米，此时风管机采用的是前出风底部回

风型的顶置工业风管机（如格力冷暖风管机，型号：FG（R）12/D-N2），本实施例中风管机采用

格力冷暖风管机，风管机外机采用空调室外机，风管机内机为风管机内机，如图2所示空调

室外机1、空调室外机2，两个风管机内机安装在种植区域的前部顶上和后部顶上，或者按空

间大小需求安装在在种植区域的前部顶上或后部顶上，风管机一方面通过前侧出风将风送

入种植区域，另一方面通过自身底部回风百叶口回风。（4）本实施例舱体的宽度不足3米，此

时加湿器可以安装一条与一侧墙长度相当的布满小孔的出湿管在一侧墙顶部，无需借助其

他外力加湿器就可以将湿气通过加湿管道输出，并通过种植区域两端风管机内机吹出的风

均匀的将湿气送到种植区域各处。而且此设计满足国际货运途径的标准尺寸，所用风管机

外机充分的利用了有效空间的合理设计，把外机放在了标准尺寸内的舱体里，通过格栅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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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热，丝毫不影响流动运输要求。虽然舱体宽度尺寸不同，但是通过设计方案使得种植区域

各处的温度是均衡的，可以很好的满足室内大面积人工种植作物的环境需求。

[0032] 显然，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发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是对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

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凡在本

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权利要求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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