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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栽蔬菜一体式精简栽培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盆栽蔬菜一体式精简栽

培方法，步骤如下：1)准备种植盒；2)准备种植

芯：种植芯由填充基质、生态肥和土壤经微波烘

干杀菌混合而成；填充基质由菜籽饼、食用菌渣

和猪粪中的一种或者多种经生物发酵，并配以草

炭、椰壳纤维、珍珠岩和蚯蚓泥中的一种或者多

种精致而成；3)将蔬菜种子植入育苗块或者将蔬

菜种苗植入种植芯中；4)种子发芽后，让每个种

穴只保留一颗菜苗；5)蔬菜成熟时及时收获食

用。本方法可使市民能够自己在城市楼顶、阳台、

平台轻松种植蔬菜，方法简单、易操作，成活率

高，菜品有机；都市人们只需购买将所有种植元

素整合成的一个精美套装，便可亲手种植蔬菜，

着重体验和享受种植的过程、收获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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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盆栽蔬菜一体式精简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准备种植盒：种植盒为双层，外层为贮水壳体（1），内层为种植壳体（2）；所述贮水壳

体（1）为顶部敞口的船形结构，贮水壳体的两端壁上靠近顶部分别设置通孔Ⅰ（3）；所述种植

壳体（2）为尺寸小于贮水壳体（1）且顶部敞口的船形结构，所述种植壳体（2）的底部靠近四

角分别设置支撑柱（4），种植壳体（2）的底部设置中空的吸水壳（5），所述吸水壳（5）的顶部

敞口，吸水壳（5）的外壁上设置透水孔（6），所述种植壳体（2）的底部还设置多个透气孔（7）；

所述种植壳体（2）的顶部向外延伸形成顶部面板（8），所述种植壳体（2）的一端靠近顶部设

置通孔Ⅱ（10），所述种植壳体（2）的另一端的顶部面板的中部设置通孔Ⅲ（11），所述种植壳

体（2）的另一端的顶部面板的两侧设置弧形孔（12）；

2）准备种植芯：该种植芯由填充基质、生态肥和土壤经微波烘干杀菌混合而成；土壤经

微波烘干杀菌温度为70-100℃，时间为18-22分钟；

所述填充基质由菜籽饼、食用菌渣和猪粪经生物发酵和深度腐熟，并配以草炭、椰壳纤

维、珍珠岩和蚯蚓泥精制而成；所述菜籽饼、食用菌渣、猪粪、草炭、椰壳纤维、珍珠岩和蚯蚓

泥的重量份比为（9.2-9.5）：（2.8-2.9）：（5.4-5.6）：（1.8-2.2）:（1.3-1 .6）：（0.7-0.9）：

（6.2-6.8）；生物发酵的温度为60-70℃，时间为25-30天；

所述生态肥包括有机肥和化学肥料；所述有机肥为万植有机肥料、恒校生物有机肥中

的一种或者两种混合；所述化学肥料为缓控释肥料；

所述土壤选取灰棕紫砂泥土、灰棕潮泥土中的一种或者两种混合；

所述填充基质的体积：生态肥的体积：土壤的体积为（8-9）：（4-5）：（5-6）；

3）将种植芯装入种植壳体（2）内，种植芯的厚度为15-20cm；将育苗块充分吸水膨胀后

均匀嵌入种植芯中，将种植壳体（2）放置在贮水壳体（1）中，种植壳体（2）上的通孔Ⅱ（10）与

贮水壳体（1）上的通孔Ⅰ（3）对应；然后向种植壳体（2）内浇水；

若是种植蔬菜种子，将蔬菜种子植入育苗块；若是种植蔬菜种苗，将蔬菜种苗植入种植

芯中，静待种子发芽或种苗恢复生长；

4）种子发芽后，等长出4片叶子时，除去长势相对较差的小苗，让每个种穴只保留一颗

菜苗；

5）根据不同蔬菜特点，成熟时及时收获食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盆栽蔬菜一体式精简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3）和步骤

4）中，蔬菜种子和蔬菜种苗的生长环境：光照充足，温度在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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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栽蔬菜一体式精简栽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蔬菜的栽培方法，尤其涉及一种盆栽蔬菜一体式精简栽培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了，而且随着环境的污染，对生态的破坏，

土地面积也在不断的减少，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没有耕种的土地。盆栽蔬菜在一些大

都市比较流行，越来越受城市中无耕地人群的欢迎，盆栽既可以净化空气，还可以美化环

境。尤其是盆栽用于种植蔬果，更可以吃上自己种的绿色无污染的蔬果。

[0003] 但是居民自己在家育苗配土都很不方便，许多人还不懂技术，很难种植成功。如果

郊区的菜农在自己地里用盆栽的方法把菜种好再卖给市民，市民只在家里养护就容易多

了；但这种方式市民并没有真正享受种植过程的乐趣。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着重体验和享受种植过

程、收获乐趣的盆栽蔬菜一体式精简栽培方法。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盆栽蔬菜一体式精简栽培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1)准备种植盒：种植盒为双层，外层为贮水壳体，内层为种植壳体；所述贮水壳体

为顶部敞口的船形结构，贮水壳体的两端壁上靠近顶部分别设置通孔Ⅰ；所述种植壳体为尺

寸小于贮水壳体且顶部敞口的船形结构，所述种植壳体的底部靠近四角分别设置支撑柱，

种植壳体的底部设置中空的吸水壳，所述吸水壳的顶部敞口，吸水壳的外壁上设置透水孔，

所述种植壳体的底部还设置多个透气孔；所述种植壳体的顶部向外延伸形成顶部面板，所

述种植壳体的一端靠近顶部设置通孔Ⅱ，所述种植壳体的另一端的顶部面板的中部设置通

孔Ⅲ，所述种植壳体的另一端的顶部面板的两侧设置弧形孔；

[0008] 2)准备种植芯：该种植芯由填充基质、生态肥和土壤经微波烘干杀菌混合而成；土

壤经微波烘干杀菌温度为70-100℃，时间为18-22分钟；

[0009] 所述填充基质由菜籽饼、食用菌渣和猪粪中的一种或者多种经生物发酵和深度腐

熟，并配以草炭、椰壳纤维、珍珠岩和蚯蚓泥中的一种或者多种精致而成；生物发酵的温度

为60-70℃，时间为25-30天；

[0010] 所述生态肥包括有机肥和化学肥料；所述有机肥为万植有机肥料、恒校生物有机

肥中的一种或者两种混合；所述化学肥料为缓控释肥料；

[0011] 所述土壤选取灰棕紫砂泥土、灰棕潮泥土中的一种或者两种混合；

[0012] 所述填充基质的体积：生态肥的体积：土壤的体积为(8-9)：(4-5)：(5-6)；

[0013] 3)将种植芯装入种植壳体内，种植芯的厚度为15-20cm；将育苗块充分吸水膨胀后

均匀嵌入种植芯中，将种植壳体放置在贮水壳体中，种植壳体上的通孔Ⅱ与贮水壳体上的

通孔Ⅰ对应；然后向种植壳体内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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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若是种植蔬菜种子，将蔬菜种子植入育苗块；若是种植蔬菜种苗，将蔬菜种苗植入

种植芯中，静待种子发芽或种苗恢复生长；

[0015] 4)种子发芽后，等长出4片叶子时，除去长势相对较差的小苗，让每个种穴只保留

一颗菜苗；

[0016] 5)根据不同蔬菜特点，成熟时及时收获食用。

[001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填充基质由菜籽饼、食用菌渣和猪粪经生物发

酵和深度腐熟，并配以草炭、椰壳纤维、珍珠岩和蚯蚓泥精致而成；所述菜籽饼、食用菌渣、

猪粪、草炭、椰壳纤维、珍珠岩和蚯蚓泥的重量份比为(9.2-9.5)：(2.8-2.9)：(5.4-5.6)：

(1.8-2.2):(1.3-1.6)：(0.7-0.9)：(6.2-6.8)。

[0018] 作为本发明的另一种优选方案，在步骤3)和步骤4)中，蔬菜种子和蔬菜种苗的生

长环境：光照充足，温度适宜在15-28℃。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20] 1、本发明提供的栽培方法使得都市生活中的人们能够自己种植蔬菜，方法简单、

易操作，成活率高，收获高，菜品有机；都市生活中的人们只需购买将所有种植元素(种植

盒、种植芯、育苗块、种子或者种苗)整合成的一个精美套装，便可亲手种植蔬菜，着重体验

和享受种植的过程、收获的乐趣。

[0021] 2、种植盒可重复使用，种植芯经一次性使用后完全自然降解，种子或者种苗根据

个人喜好可以选择预埋、自己播种或育苗移栽；种植芯采用独特的一次性设计原料，所含养

分能够满足一季蔬菜生长需要。当季蔬菜收获、开始新的种植之前，仅需要重新购买，更换

种植芯、育苗块、种子(种苗)即可。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贮水壳体的主视图；

[0023] 图2为贮水壳体的仰视图；

[0024] 图3为种植壳体的主视图；

[0025] 图4为种植壳体的仰视图；

[0026] 图5为种植壳体的左视图。

[0027] 图中，1—贮水壳体；2—种植壳体；3—通孔Ⅰ；4—支撑柱；5—吸水壳；6—透水孔；

7—透气孔；8—顶部面板；9—加强筋；10—通孔Ⅱ；11—通孔Ⅲ；12—弧形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地描述。

[0029] 盆栽蔬菜一体式精简栽培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0] 1)准备种植盒：种植盒为双层，外层为贮水壳体1，内层为种植壳体2。如图1和图2

所示，贮水壳体1为顶部敞口的船形结构，贮水壳体的两端壁上靠近顶部分别设置通孔Ⅰ3。

如图3、图4和图5所示，种植壳体2为尺寸小于贮水壳体1且顶部敞口的船形结构，种植壳体2

的底部靠近四角分别设置支撑柱4，种植壳体2的底部设置中空的吸水壳5，吸水壳5的顶部

敞口，吸水壳5的外壁上设置透水孔6，种植壳体2的底部还设置多个透气孔7。种植壳体2的

顶部向外延伸形成顶部面板8，顶部面板8的底部与种植壳体2的外侧壁之间设置多个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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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9，种植壳体2的一端靠近顶部设置通孔Ⅱ10，种植壳体2的另一端的顶部面板的中部设置

通孔Ⅲ11，种植壳体2的另一端的顶部面板的两侧设置弧形孔12。种植盒采用独特的双层设

计，外层为贮水壳体，内层为种植壳体，水体内循环，既减少浇水的次数，又确保整个种植期

无外排水。种植盒采用食品级ABS材料注塑而成,盒体轻便，外形美观，强度高，使用寿命可

长达10年。

[0031] 2)准备种植芯：该种植芯由填充基质、生态肥和土壤经微波烘干杀菌混合而成；土

壤经微波烘干杀菌温度为70-100℃，时间为18-22分钟；

[0032] 填充基质由菜籽饼、食用菌渣和猪粪中的一种或者多种经生物发酵和深度腐熟，

并配以草炭、椰壳纤维、珍珠岩和蚯蚓泥中的一种或者多种精致而成；生物发酵的温度为

60-70℃，时间为25-30天；

[0033] 生态肥包括有机肥和化学肥料；有机肥为万植有机肥料、恒校生物有机肥中的一

种或者两种混合；化学肥料为缓控释肥料，土壤选取灰棕紫砂泥土、灰棕潮泥土中的一种或

者两种混合，这两种土壤保水、保肥能力较强，土壤理化性状较好。填充基质的体积：生态肥

的体积：土壤的体积为(8-9)：(4-5)：(5-6)。

[0034] 种植芯采用独特的一次性设计，所含养分一般能够满足一季蔬菜生长需要。当季

蔬菜收获、开始新的种植之前，仅需要重新购买、更换种植芯(种子、种苗、育苗块随种植芯

一起)即可。填充基质轻便、保水保肥力强；盆栽蔬菜生长期间所需的肥料除由填充基质供

应外，加入适量缓释生态肥，确保种植芯整体达到有机蔬菜种植要求。

[0035] 3)将种植芯装入种植壳体2内，种植芯的厚度为15-20cm；将育苗块充分吸水膨胀

后均匀嵌入种植芯中，将种植壳体2放置在贮水壳体1中，种植壳体2上的通孔Ⅱ10与贮水壳

体1上的通孔Ⅰ3对应；然后向种植壳体2内浇水；

[0036] 若是种植蔬菜种子，将蔬菜种子植入育苗块；若是种植蔬菜种苗，将蔬菜种苗植入

种植芯中，静待种子发芽或种苗恢复生长。

[0037] 4)种子发芽后，等长出4片叶子时，除去长势相对较差的小苗，让每个种穴只保留

一颗菜苗。

[0038] 5)根据不同蔬菜特点，成熟时及时收获食用。

[0039] 在步骤3)和步骤4)中，蔬菜种子和蔬菜种苗的生长环境：光照充足，温度适宜在

15-28℃。

[0040] 盆栽蔬菜品种:以叶菜类、茄果类、调料类三大类蔬菜品种为主，杜绝转基因品种，

重点开发喜温耐荫、野生、半野生和多次采收的蔬菜品种。如生菜、小白菜、水果番茄、辣椒、

莴笋、藤菜、苕尖、野葱、牛皮菜、血皮菜、芫须、蒜苗、芹菜、鱼香草等10多个品种为主。根据

不同蔬菜品种种子特性，采取种植芯预埋或育苗移栽均可。

[0041] 实施例1

[0042] 以水果番茄为例

[0043] 种植芯由填充基质、生态肥和土壤经微波烘干杀菌混合而成；土壤经微波烘干杀

菌温度为70℃，时间为18分钟。填充基质由菜籽饼经生物发酵和深度腐熟，并配以草炭精致

而成；生物发酵的温度为60℃，时间为28天。生态肥包括有机肥和化学肥料；有机肥为万植

有机肥料；化学肥料为缓控释肥料，土壤选取灰棕紫砂泥土，填充基质的体积：生态肥的体

积：土壤的体积为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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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将该种植芯装入种植壳体内，以栽培1500盒水果番茄，育苗时间为6月中旬，收获

时间为11月上旬。这1500盒摘下的番茄，个个粉红色，着色艳丽，果实圆形偏高，单个重250

克-300克，果硬耐贮，花蒂小，畸型果率低，风味佳，该番茄绿色环保，很受市民欢迎。

[0045] 实施例2

[0046] 以辣椒为例

[0047] 种植芯由填充基质、生态肥和土壤经微波烘干杀菌混合而成；土壤经微波烘干杀

菌温度为80℃，时间为20分钟。填充基质由食用菌渣和猪粪经生物发酵和深度腐熟，并配以

椰壳纤维和珍珠岩精致而成；生物发酵的温度为65℃，时间为25天。生态肥包括有机肥和化

学肥料；有机肥为恒校生物有机肥；化学肥料为缓控释肥料，土壤选取灰棕潮泥土。填充基

质的体积：生态肥的体积：土壤的体积为8.5：4.5：5.2。

[0048] 将该种植芯装入种植壳体内，以栽培1500盒辣椒，育苗时间为7月初，收获时间为

10月上旬。这1500盒摘下的辣椒，辣椒皮坚实，肉厚质细而脆嫩新鲜，无虫咬、黑点和腐烂现

象。

[0049] 实施例3

[0050] 以莴笋为例

[0051] 种植芯由填充基质、生态肥和土壤经微波烘干杀菌混合而成；土壤经微波烘干杀

菌温度为100℃，时间为22分钟。填充基质由猪粪经生物发酵和深度腐熟，并配以珍珠岩和

蚯蚓泥精致而成；生物发酵的温度为70℃，时间为26天。生态肥包括有机肥和化学肥料；有

机肥为万植有机肥料；化学肥料为缓控释肥料，土壤选取灰棕紫砂泥土，填充基质的体积：

生态肥的体积：土壤的体积为9：5：6。

[0052] 将该种植芯装入种植壳体内，以栽培1000盒莴笋，育苗时间为8月中旬，收获时间

为12月中旬。1000盒内拔出的莴笋，莴笋的叶子青绿且新鲜，杆非常挺拔的，莴笋皮薄，吃起

来非常香脆。

[0053] 实施例4

[0054] 以樱桃萝卜为例

[0055] 种植芯由填充基质、生态肥和土壤经微波烘干杀菌混合而成；土壤经微波烘干杀

菌温度为88℃，时间为21分钟。填充基质由菜籽饼、食用菌渣和猪粪经生物发酵和深度腐

熟，并配以草炭、椰壳纤维、珍珠岩和蚯蚓泥精致而成；生物发酵的温度为68℃，时间为26

天；菜籽饼、食用菌渣、猪粪、草炭、椰壳纤维、珍珠岩和蚯蚓泥的重量份比为9.2：2.8：5.4：

1.8:1.3：0.7：6.2。生态肥包括有机肥和化学肥料；有机肥为万植有机肥料；化学肥料为缓

控释肥料，土壤选取灰棕紫砂泥土和灰棕潮泥土按照1:1混合，填充基质的体积：生态肥的

体积：土壤的体积为8.2：4.1：5.2。

[0056] 将该种植芯装入种植壳体内，以栽培500盒樱桃萝卜，育苗时间为8月下旬，收获时

间为11月中旬。500盒内拔出的樱桃萝卜，樱桃萝卜大小统一，根须少，吃起来甜脆。

[0057] 实施例5

[0058] 以香椿芽为例

[0059] 种植芯由填充基质、生态肥和土壤经微波烘干杀菌混合而成；土壤经微波烘干杀

菌温度为78℃，时间为19分钟。填充基质由菜籽饼、食用菌渣和猪粪经生物发酵和深度腐

熟，并配以草炭、椰壳纤维、珍珠岩和蚯蚓泥精致而成，生物发酵的温度为65℃，时间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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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菜籽饼、食用菌渣、猪粪、草炭、椰壳纤维、珍珠岩和蚯蚓泥的重量份比为9.35：2.85：

5.5：2.2:1.45：0.8：6.5。生态肥包括有机肥和化学肥料；有机肥为万植有机肥料；化学肥料

为缓控释肥料，土壤选取灰棕紫砂泥土和灰棕潮泥土按照1:1混合，填充基质的体积：生态

肥的体积：土壤的体积为8.8：4.8：5.8。

[0060] 将该种植芯装入种植壳体内，以栽培500盒香椿芽，育苗时间为7月中旬，收获时间

为10月初。这1500盒摘下的香椿芽，枝叶呈红色、短壮肥嫩、香味浓厚、无老枝叶、长度在10

厘米以内，香椿根部的位置有明显香椿特殊香味。

[0061] 实施例6

[0062] 以蒜苗为例

[0063] 种植芯由填充基质、生态肥和土壤经微波烘干杀菌混合而成；土壤经微波烘干杀

菌温度为92℃，时间为21分钟。填充基质由菜籽饼、食用菌渣和猪粪经生物发酵和深度腐

熟，并配以草炭、椰壳纤维、珍珠岩和蚯蚓泥精致而成，生物发酵的温度为65℃，时间为25

天；菜籽饼、食用菌渣、猪粪、草炭、椰壳纤维、珍珠岩和蚯蚓泥的重量份比为9.5：2.9：5.6：

2.2:1.6：0.9：6.8。生态肥包括有机肥和化学肥料；有机肥为万植有机肥料；化学肥料为缓

控释肥料，土壤选取灰棕紫砂泥土，填充基质的体积：生态肥的体积：土壤的体积为8.9：

4.8：5.3。

[0064] 将该种植芯装入种植壳体内，以栽培500盒蒜苗，育苗时间为8月中旬，收获时间为

10月下旬。500盒内拔出的蒜苗，蒜苗叶片鲜嫩青绿(蒜黄为嫩黄色)，假茎长且鲜嫩雪白，株

棵完整粗壮，无折断，叶片不干枯，无斑点。

[0065]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照较

佳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

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宗旨和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106376315 B

7



图1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8

CN 106376315 B

8



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9

CN 106376315 B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