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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温室大棚铁皮石斛

立体栽培装置，该温室大棚铁皮石斛立体栽培装

置包括多个并排设置的支架、设于多个支架下方

用于支撑支架的水培槽体、分别固定于每个支架

上的托架、以及固定于托架上的栽培槽体，栽培

槽体搭设于托架上以将多个支架连接成一整体，

栽培槽体的槽壁上开设有漏水孔，且自漏水孔所

流出的水流入栽培槽体内。本实用新型公开的温

室大棚铁皮石斛立体栽培装置使铁皮石斛可以

种植在温室大棚内，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来

达到最大化的土地使用面积，节约了空间，易于

管理，提高了铁皮石斛的产量；通过将水培槽体

设置在支架下方，减少了虫害对栽培槽体内铁皮

石斛的侵害，且可装载自栽培槽体处流出的水分

并进行重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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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温室大棚铁皮石斛立体栽培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多个并排设置的支架、设于

多个所述支架下方用于支撑所述支架的水培槽体、分别固定于每个支架上的托架、以及固

定设于所述托架上的栽培槽体，所述栽培槽体搭设于所述托架上以将多个所述支架连接成

一个整体，所述栽培槽体的槽壁上开设有贯穿于其内外两侧表面的漏水孔，且所述漏水孔

所流出的水流入所述栽培槽体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温室大棚铁皮石斛立体栽培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包括

呈等腰三角形的三角架以及设于所述三角架的内部用于支撑固定所述三角架的多个支撑

杆，所述支撑杆包括呈水平方向设置的第一支撑杆及呈竖直方向设置的第二支撑杆，所述

第一支撑杆连接于所述三角架的两个腰之间、所述第二支撑杆连接于所述三角架的底边和

顶点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温室大棚铁皮石斛立体栽培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托架的数

量为多个，多个所述托架分别固定于所述三角架的两个腰上以及所述三角架的顶点上，所

述栽培槽体搭设于每个所述支架同一位置的所述托架上。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温室大棚铁皮石斛立体栽培装置，其特征在于，设置于所述三

角架的两个腰上的所述栽培槽体所开设的所述漏水孔位于所述栽培槽体靠近所述支架的

一侧，设置于所述三角架顶点的所述栽培槽体所开设的漏水孔位于所述栽培槽体的两侧，

且所述漏水孔远离所述栽培槽体的底部设置。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温室大棚铁皮石斛立体栽培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三角架的

顶角的设置角度为30-45°。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温室大棚铁皮石斛立体栽培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三角架采

用角钢焊接而成。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温室大棚铁皮石斛立体栽培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三角架的

两个腰上分别间隔设置多个所述托架，每个所述托架通过焊接的方式固定于所述三角架

上。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温室大棚铁皮石斛立体栽培装置，其特征在于，设于同一所述

三角架上的相邻两个所述托架之间的垂直距离大于等于400mm。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温室大棚铁皮石斛立体栽培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温室大棚

铁皮石斛立体栽培装置还包括连接杆，所述连接杆的两端分别连接于所述第一支撑杆与所

述第二支撑杆的交叉连接处以将多个所述支架连接起来。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温室大棚铁皮石斛立体栽培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托架的

形状与所述栽培槽体的形状相适配，所述托架的纵截面呈半圆弧状，所述栽培槽体的纵截

面呈半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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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温室大棚铁皮石斛立体栽培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植物种植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温室大棚铁皮石斛立体栽培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铁皮石斛有效成分主要为石斛碱、石斛多糖、氨基酸、酚类、挥发油等，其茎入药，

属补益药中的补阴药，据《中国药典》记载具有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阴伤津亏，口干烦

渴，少食干呕，病后虚热，目暗不明等药用功效。随着中药现代化的推进，中国中药资源供给

形势不容乐观，尤其是珍稀濒危中药材(特别是铁皮石斛)的供给更为严峻，全球对植物源

药材的空前需求，野生铁皮石斛中药材已远远不能满足，铁皮石斛的人工种植发展空间广

阔，市场潜力巨大。

[0003] 目前，铁皮石斛的立体栽培模式中大多数采用活树附生原生态栽培模式，即以自

然生长的树木作载体，利用树木枝叶遮阳，将铁皮石斛附生于树干、树杈上，仿照铁皮石斛

自然生长环境的一种培育模式。这种栽培方式的缺点是单位林地面积种植密度有限、植株

生长缓慢、采收期延长、软体动物危害多、管理难度较大、空间要求范围大以及资源浪费严

重，且适宜种植的林地环境和树木大小、种类有限制，大规模种植产量有限。因此，提供一种

能够解决上述问题的种植方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期望提供一种种植密度高、养护管理方

便、节约空间和资源、以及减少病虫害的适合大棚使用的温室大棚铁皮石斛立体栽培装置。

[000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6] 一种温室大棚铁皮石斛立体栽培装置，包括多个并排设置的支架、设于多个所述

支架下方用于支撑所述支架的水培槽体、分别固定于每个支架上的托架、以及固定设于所

述托架上的栽培槽体，所述栽培槽体搭设于所述托架上以将多个所述支架连接成一个整

体，所述栽培槽体的槽壁上开设有贯穿于其内外两侧表面的漏水孔，且所述漏水孔所流出

的水流入所述栽培槽体内。

[0007] 优选的，所述支架包括呈等腰三角形的三角架以及设于所述三角架的内部用于支

撑固定所述三角架的多个支撑杆，所述支撑杆包括呈水平方向设置的第一支撑杆及呈竖直

方向设置的第二支撑杆，所述第一支撑杆连接于所述三角架的两个腰之间、所述第二支撑

杆连接于所述三角架的底边和顶点之间。

[0008] 优选的，所述托架的数量为多个，多个所述托架分别固定于所述三角架的两个腰

上以及所述三角架的顶点上，所述栽培槽体搭设于每个所述支架同一位置的所述托架上。

[0009] 优选的，设置于所述三角架的两个腰上的所述栽培槽体所开设的所述漏水孔位于

所述栽培槽体靠近所述支架的一侧，设置于所述三角架顶点的所述栽培槽体所开设的漏水

孔位于所述栽培槽体的两侧，且所述漏水孔远离所述栽培槽体的底部设置。

[0010] 优选的，所述三角架的顶角的设置角度为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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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优选的，所述三角架采用角钢焊接而成。

[0012] 优选的，所述三角架的两个腰上分别间隔设置多个所述托架，每个所述托架通过

焊接的方式固定于所述三角架上。

[0013] 优选的，设于同一所述三角架上的相邻两个所述托架之间的垂直距离大于等于

400mm。

[0014] 优选的，所述温室大棚铁皮石斛立体栽培装置还包括连接杆，所述连接杆的两端

分别连接于所述第一支撑杆与所述第二支撑杆的交叉连接处以将多个所述支架连接起来。

[0015] 优选的，所述托架的形状与所述栽培槽体的形状相适配，所述托架的纵截面呈半

圆弧状，所述栽培槽体的纵截面呈半圆形。

[0016]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温室大棚铁皮石斛立体栽培装置通过设置的支架、固定

于支架上的托架以及固定于所述托架上用于种植铁皮石斛的栽培槽体，可以使铁皮石斛种

植在温室大棚内，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来达到最大化的土地使用面积，节约了空间，不

受林地种植面积的限制，易于管理，提高了铁皮石斛的产量；通过将水培槽体设置在支架下

方，不仅可以支撑、隔离所述支架以减少虫害对栽培槽体内铁皮石斛的侵害，而且可以装载

自所述栽培槽体处流出的水分并进行重复利用，提高了资源的重复利用率。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温室大棚铁皮石斛立体栽培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图1所示的栽培槽体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结合本实

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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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

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0] 请参阅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温室大棚铁皮石斛立体栽培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该温室大棚铁皮石斛立体栽培装置包括多个并排设置的支架1、设于多个所述支架1下方用

于支撑所述支架1的水培槽体3、分别固定于每一个支架1上的托架5、以及固定设于所述托

架5上的栽培槽体7，所述栽培槽体7同时搭接于每个支架1同一位置的所述托架5上以将多

个所述支架1连接成一整体，铁皮石斛栽种于所述栽培槽体7内，立体栽培装置设置在大棚

内可实现大规模的铁皮石斛种植，使其可以充分利用温室大棚内有限的土地资源，这样大

棚的土地资源达到最大化有效使用面积，节约了空间，有效的提高了铁皮石斛的产量。

[0021] 所述支架1包括呈等腰三角形的三角架11以及设于所述三角架11的内部用于支撑

固定所述三角架11的多个支撑杆13，所述支撑杆13包括呈水平方向设置的第一支撑杆131

及呈竖直方向设置的第二支撑杆133，所述第一支撑杆131连接于所述三角架11的两个腰之

间、所述第二支撑杆133连接于所述三角架11的底边和顶点之间。，并且各个所述支撑杆13

之间通过焊接相互固定连接，以提高所述三角架11的稳固性。

[0022] 其中，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保证支撑于所述支架1上的所述栽培槽体的稳固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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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支架1的数量至少为两个以上的多个，具体的数量可以根据大棚的空间进行调整。

[0023] 请参阅图2，为图1所示的栽培槽体的结构示意图。所述栽培槽体7的槽壁上开设有

贯穿于其内外两侧表面的漏水孔71，所述漏水孔71为间隔开设的多个且自所述漏水孔71所

流出的水流入所述栽培槽体7内以提高资源的循环利用率，其中，设置于所述三角架11的两

个腰上的所述栽培槽体7所开设的所述漏水孔71位于所述栽培槽体7靠近所述支架1的一

侧，设置于所述三角架11顶点的所述栽培槽体7所开设的漏水孔71位于所述栽培槽体7的两

侧，这样，从竖直方向上，所述漏水孔71位于所述栽培槽体7之上，可以顺利的将所述漏水孔

71上流出的水滴入所述水培槽体3内。

[0024] 并且所述漏水孔71远离所述栽培槽体7的底部设置，即所述漏水孔71与所述栽培

槽体7的最低点间隔一段距离设置，这样使所述栽培槽体7的底部形成蓄水空间，给所述栽

培槽体7内的铁皮石斛长时间提供养分。

[0025] 多个所述托架5分别固定于所述三角架11的两个腰上以及所述三角架11的顶点。

所述三角架11的两个腰上分别间隔设置多个所述托架5，所述三角架11的顶点上固定一个

所述托架5，具体的，在本实施例中，每一个所述三角架11的腰上等间隔固定设置三个所述

托架5，所述三角架11的顶点上设置一个所述托架5。优选的，所述栽培槽体7搭设于每个所

述支架1同一位置的所述托架5上以使所述栽培槽体7的设置位置与水平面平行。

[0026] 具体的，设于同一所述三角架11上的相邻两个所述托架5之间的垂直距离大于等

于400mm，即相邻两个所述托架5支架1之间的垂直距离不得小于400mm，以保证铁皮石斛的

生长高度。

[0027] 每一所述托架5通过焊接的方式固定于所述三角架11上，当然，在其他实施例中，

所述托架5还可以通过螺钉固定于所述三角架11上。

[0028] 所述托架5的形状与所述栽培槽体7的形状相适配，所述托架5纵截面呈半圆弧状，

所述栽培槽体7的纵截面呈半圆形。

[0029] 为了能够节省空间，所述三角架11的顶角的设置角度为30-45°，即所述三角架11

的顶角的角度可以设置为30°、71°、32°、33°、34°、35°、36°、37°、38°、39°、40°、41°、42°、

43°、44°、或者45°，具体的，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三角架11的顶角的设置角度为40°。需要解

释的是，若所述三角架11的顶角的角度过大，在同样的所述栽培槽体7所需间隔范围内，必

须要增大所述三角架11的体积，这样就达不到节省空间的目的，而若夹角过小则会导致所

述三角架11的稳定性差，而且在同一光照条件下，会导致上层所述栽培槽体7遮挡下层所述

栽培槽体7的光线。

[0030] 具体的，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三角架11采用规格尺寸为3mmx3mm的角钢焊接而成。

[0031] 所述三角架11被支撑于所述水培槽体3之上，使所述三角架11与地面隔离，有效的

减少了栽培槽体7内铁皮石斛受到的虫害，提高了铁皮石斛的生长率。而且所述水培槽体3

内可以终止水培花卉或者较为耐阴的植物，有效的提高了利用率。

[0032] 所述温室大棚铁皮石斛立体栽培装置还包括连接杆(未图示)，所述连接杆的两端

分别连接于所述第一支撑杆与所述第二支撑杆的交叉连接处以将多个所述支架连接起来

来增加多个所述支架1彼此之间的稳固性；而且，所述连接杆上还可以悬挂吊兰、萝莉等植

物。

[0033]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温室大棚铁皮石斛立体栽培装置通过设置的支架、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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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支架上的托架以及固定于所述托架上的栽培槽体，可以使铁皮石斛种植在温室大棚内，

可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土地资源达到最大化的有效使用面积，节约了空间，不受林地

种植面积的限制，易于管理，提高了铁皮石斛的产量；通过将水培槽体设置在支架下方，不

仅可以支撑、隔离所述支架以减少虫害对栽培槽体内铁皮石斛的侵害，而且可以装载自所

述栽培槽体处流出的水分并进行重复利用，提高了资源的重复利用率。

[0034]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

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

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以所述

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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