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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水生植物浮动式栽培装置，

包括高度可调支架、浮力绳、栽培网绳、稳定绳、

水生植物。高度可调支架包括固定部分和活动部

分；固定部分包括立柱，以及斜拉的固定钢丝；立

柱沿高度方向的一个侧面设有锯齿槽，沿锯齿槽

不同高度部位具有多个槽口；活动部分包括钮拉

杆，扭拉杆上设有一与其本体垂直的横卡柱，卡

柱限位于槽口内，钮拉杆扭动后可使横卡柱脱离

槽口，扭拉杆沿竖直方向移动后再次扭动使横卡

柱限位于另一槽口内。本发明不受水位变化和结

冰影响，达到净化水质，增加植物多样性需要。该

装置具有生态、环保，施工简单，管理方便等特

点，还可有效调控水体中的植物多样性和密度，

改善水体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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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生植物浮动式栽培装置，其特征在于：

包括高度可调支架(1)、浮力绳(2)、栽培网绳(3)、稳定绳(4)、水生植物(5)；

所述高度可调支架(1)包括固定部分和活动部分；固定部分包括立柱，以及斜拉的固定

钢丝(1-3)与地面或水底固定；所述立柱沿高度方向一侧设有锯齿槽(1-5)，锯齿槽(1-5)上

不同高度部位具有多个槽口(1-8)；活动部分包括钮拉杆(1-1)，所述扭拉杆(1-1)上设有一

与其本体垂直的横卡柱(1-7)，卡柱(1-7)限位于所述槽口(1-8)内，钮拉杆(1-1)扭动后可

使横卡柱(1-7)脱离所述槽口(1-8)，扭拉杆(1-1)沿竖直方向移动后再次扭动使横卡柱(1-

7)限位于另一槽口(1-8)内；

所述浮力绳(2)两端各与一钮拉杆(1-1)固定连接，沿浮力绳(2)固定设置多个泡沫浮

球(2-2)；

栽培网绳(3)两端各与一钮拉杆(1-1)活动连接，沿栽培网绳(3)固定设置多个水生植

物(5)；

稳定绳(4)两端各与一钮拉杆(1-1)活动连接，沿稳定绳(4)固定设置多个沉体(4-3)；

泡沫浮球(2-2)通过牵吊绳(2-3)与栽培网绳(3)连接，栽培网绳(3)通过牵拉绳(4-2)

与沉体(4-3)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生植物浮动式栽培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柱为钢管(1-2)，

钢管(1-2)外部固定设置套管(1-4)，套管(1-4)表面设置若干环扣(1-6)；固定钢丝(1-3)倾

斜设置，一端与所述环扣固定，另一端与水体底部固定。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生植物浮动式栽培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钮拉杆(1-1)为丁

字型实心钢杆结构，上端为T型纽拉横杆，在锯齿槽(1-5)处，钮拉杆(1-1)分别有上中下3个

穿孔，用于固定浮力绳(2)、栽培网绳(3)、稳定绳(4)。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水生植物浮动式栽培装置，其特征在于：钮拉杆(1-1)长度达到

锯齿槽(1-5)低端，钮拉杆(1-1)的末端有长于锯齿槽结构(1-5)的横卡柱(1-7)，拉压钮拉

杆(1-1)的横杆可以使控制杆(1-1)上下移动，带动固定浮力绳(2)、栽培网绳(3)、稳定绳

(4)上下移动，扭动横杆可以使横卡柱(1-7)卡扣到锯齿槽结构(1-5)的槽口(1-8)处，使得

以固定。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生植物浮动式栽培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钢管(1-2)为 镀锌钢管，钢管一端插入底部土壤中，在钢管(1-2)的水面

下开具长1.5m,宽2-3cm的锯齿槽结构(1-5)，槽口(1-8)数量为3-5个；

所述固定钢丝(1-3)为 钢丝绳，一端固定在管套(1-4)的环扣(1-6)上，一端通

过插入底部土壤中，钢丝绳与钢管的角度不低于30度；

所述锯齿槽(1-5)长度1.0m-1.5m，宽1.0cm-1.5cm,上顶端略高于水面；

所述钮拉杆(1-1)为 实心钢钎；

所述浮力绳(2)为多股聚乙烯绳(2-1)，每隔0.3-0.5m距离固定 泡沫浮球(2-2)；

所述栽培网绳(3)由网目为1-2cm的聚乙烯网片卷绕而成，每隔30-40cm用捆扎带扎实，

栽培网绳(3-1)两端分别固定在2个钮拉杆(1-1)中部的穿孔内，栽培网绳(3-1)长度50m；

所述稳定绳(4)为多股聚乙烯绳(4-1)，每隔0.3-0 .5m设置1条牵拉绳(4-2)与栽培绳

(3-1)链接；在间隔安装重量与浮球浮力相等的沉体(4-3)，稳定绳(4)两端分别固定在钮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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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1-1)的最低端。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生植物浮动式栽培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生植物(5)为沉

水须根植物或浮叶植物。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水生植物浮动式栽培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生植物(5)为篦

齿眼子菜、轮叶黑藻、菹草、狐尾藻中的一种或几种。

8.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生植物浮动式栽培装置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按照水

面大小设置一定数量和间距的高度可调支架(1)，水生植物浮动式栽培装置总面积为总水

体的10％-20％；在每两个相邻高度可调支架(1)栽培绳(3)的对侧，按照120°安装2条钢丝

绳，多个高度可调支架(1)可使栽培区呈网状或片状结构；栽培水生植物(5)时，按照0.3-

0.5m株距将水生植物插入到栽培网绳中，然后放入水中；使用期间，根据水面变化和植株大

小，通过扭动钮拉杆(1-1)上下拉动，控制水生植物距水面的高度，实现水生植物灵活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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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生植物浮动式栽培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水生植物浮动式栽培装置，属于水生植物栽培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有大量的湖泊、水库、河流等深水水域,由于受环境污染等影响，水域环境日

益恶化，实施水域生态修复已成为我国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在湖泊、水库、河流

等水域生态修复方面主要采取污染控源、疏浚、曝气、沉淀以及种植水生植物、释放微生物、

放置水生动物和生物链调控等方法。其中种植水生植物修复污染水体是最常用的技术方

法，水生植物修复水域环境具有实施范围广、见效快、景观效果好等特点，但存在着深水区

难以种植、控制等难题。

[0003] 尤其针对较深的池塘或湖泊，水质较差的水域，例如水源较深的大型湖泊，阳光无

法照射水下底层，水草无法获得光照，也就无法生长,从而导致水质变坏，透明度降低。而漂

浮在水面上的水草因为太阳的直接照射，光照太强，温度较高，水草也就无法漂浮水面生

长。

[0004] 综上，现有的沉水植物的种植方式一般适合水面较小，深度较浅的水域；此外，现

有的沉水植物的种植，搭建成本较高，较难适用于湖泊等大型水域，而且，水草等沉水植物

随着生长，其自身浮力会增加，在大型水域中如何对水草的深度进行调节，也是有待解决的

技术难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水生植物浮动式栽培装置，可以控制水生植物距水面的高

度，实现水生植物灵活种植，不受水位变化和冬季结冰影响，达到净化水质，增加植物多样

性需要。该装置具有生态、环保，施工简单，管理方便等特点，还可以有效调控水体中的植物

多样性和密度，改善水体生态环境；此外，还可以以较为低廉的成本，便捷有效的方式搭建

和维护，尤其适合大型水域大面积深水种植水草使用。

[0006] 本发明采取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水生植物浮动式栽培装置，包括高度可调支架1、浮力绳2、栽培网绳3、稳定绳

4、水生植物5；所述高度可调支架1包括固定部分和活动部分；固定部分包括立柱，立柱通过

若干钉钢丝1-3与地面或水底固定；所述立柱沿高度方向设有锯齿槽结构1-5，锯齿槽结构

1-5上不同高度部位具有多个槽口1-8；活动部分包括钮拉杆1-1，所述扭拉杆1-1上设有一

与其本体垂直的横卡柱1-7，卡柱1-7限位于所述槽口1-8内，钮拉杆1-1扭动后可使横卡柱

1-7脱离所述槽口1-8，扭拉杆1-1沿竖直方向移动后再次扭动使横卡柱1-7限位于另一槽口

1-8内；所述浮力绳2两端各与一钮拉杆1-1固定连接，沿浮力绳2固定设置多个泡沫浮球2-

2；栽培网绳3两端各与一钮拉杆1-1活动连接，沿栽培网绳3固定设置多个水生植物5；稳定

绳4两端各与一钮拉杆1-1活动连接，沿稳定绳4固定设置多个沉体4-3；泡沫浮球2-2通过牵

吊绳2-3与栽培网绳3连接，栽培网绳3通过牵拉绳4-2与沉体4-3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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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优选的，所述立柱为钢管1-2，钢管1-2外部固定设置套管1-4，套管1-4表面设置若

干环扣1-6；固定钢丝1-3倾斜设置，一端与所述环扣固定，另一端与水体底部固定。

[0009] 优选的，所述钮拉杆1-1为丁字型实心钢杆结构，上端为T字型纽拉横杆，在锯齿槽

1-5处，分别有上中下3个穿孔，用于固定浮力绳2、栽培网绳3、稳定绳4。

[0010] 进一步的，钮拉杆1-1长度达到锯齿槽结构1-5低端，钮拉杆1-1的末端有长于锯齿

槽结构1-5的横卡柱1-7，拉压钮拉杆1-1的横杆可以使控制杆1-1上下移动，带动固定浮力

绳2、栽培网绳3、稳定绳4上下移动，扭动横杆可以使横卡柱1-7卡扣到锯齿槽结构1-5的槽

口1-8处，使得以固定。

[0011] 进一步的，所述钢管1-2为 镀锌钢管，钢管一端插入底部土壤中，在钢

管1-2的水面下开具长1.5m,宽2-3cm的锯齿槽结构1-5，槽口1-8数量为3-5个；所述固定钢

丝1-3为 钢丝绳，一端固定在管套1-4的环扣1-6上，一端通过插入底部土壤中，钢丝

绳与钢管的角度不低于30度；所述浮力绳2为多股聚乙烯绳2-1，每隔0.3-0 .5m距离固定

泡沫浮球2-2；所述栽培网绳3由网目为1-2cm的聚乙烯网片卷绕而成，每隔30-40cm用

捆扎带扎实，栽培网绳3-1两端分别固定在2个钮拉杆1-1中部的穿孔内，栽培网绳3-1长度

50m；所述稳定绳4为多股聚乙烯绳4-1，每隔0.3-0.5m设置1条牵拉绳4-2与栽培绳3-1链接；

在间隔安装重量与浮球浮力相等的沉体4-3，稳定绳4两端分别固定在钮拉杆1-1的最低端。

[0012] 优选的，所述水生植物5为沉水须根植物或浮叶植物。

[0013] 进一步的，所述水生植物5为篦齿眼子菜、轮叶黑藻、菹草、狐尾藻中的一种或几

种。

[0014] 一种上述的水生植物浮动式栽培装置的安装方法：按照水面大小设置一定数量和

间距的高度可调支架1，水生植物浮动式栽培装置总面积为总水体的10％-20％；在每两个

相邻高度可调支架1栽培绳3的对侧，按照120°安装2条钢丝绳，多个高度可调支架1可使栽

培区呈网状或片状结构；栽培水生植物5时，按照0.3-0.5m株距将水生植物插入到栽培网绳

中，然后放入水中；使用期间，根据水面变化和植株大小，通过扭动钮拉杆1-1上下拉动，控

制水生植物距水面的高度，实现水生植物灵活种植。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6] 1)可以控制水生植物距水面的高度，实现水生植物灵活种植，不受水位变化和冬

季结冰影响，达到净化水质，增加植物多样性需要；

[0017] 2)该装置具有生态、环保，施工简单，管理方便等特点，还可以有效调控水体中的

植物多样性和密度，改善水体生态环境；

[0018] 3)还可以以较为低廉的成本，便捷有效的方式搭建和维护，尤其适合大型水域大

面积深水种植水草使用。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深水区植物浮动式培装置的立面图。

[0020] 图2是图1的局部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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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参见图1-图2，一种水生植物浮动式栽培装置，包括高度可调支架1、浮力绳2、栽培

网绳3、稳定绳4、水生植物5；所述高度可调支架1包括固定部分和活动部分；固定部分包括

立柱，立柱通过若干钉钢丝1-3与地面或水底固定；所述立柱沿高度方向设有锯齿槽1-5，锯

齿槽1-5上不同高度部位具有多个槽口1-8；活动部分包括钮拉杆1-1，所述扭拉杆1-1上设

有一与其本体垂直的横卡柱1-7，卡柱1-7限位于所述槽口1-8内，钮拉杆1-1扭动后可使横

卡柱1-7脱离所述槽口1-8，扭拉杆1-1沿竖直方向移动后再次扭动使横卡柱1-7限位于另一

槽口1-8内；所述浮力绳2两端各与一钮拉杆1-1固定连接，沿浮力绳2固定设置多个泡沫浮

球2-2；栽培网绳3两端各与一钮拉杆1-1活动连接，沿栽培网绳3固定设置多个水生植物5；

稳定绳4两端各与一钮拉杆1-1活动连接，沿稳定绳4固定设置多个沉体4-3；泡沫浮球2-2通

过牵吊绳2-3与栽培网绳3连接，栽培网绳3通过牵拉绳4-2与沉体4-3连接。

[0023] 在此实施例中，参见图1，所述立柱为钢管1-2，钢管1-2外部固定设置套管1-4，套

管1-4表面设置若干环扣1-6；定钢丝1-3倾斜设置，一端与所述环扣固定，另一端与水体底

部固定。

[0024] 在此实施例中，参见图1，所述钮拉杆1-1为丁字型实心钢杆结构，上端为T字型纽

拉横杆，在锯齿槽1-5处，分别有上中下3个穿孔，用于固定浮力绳2、栽培网绳3、稳定绳4。

[0025] 在此实施例中，参见图1-2，钮拉杆1-1长度达到锯齿槽结构1-5低端，钮拉杆1-1的

末端有长于锯齿槽结构1-5的横卡柱1-7，拉压钮拉杆1-1的横杆可以使控制杆1-1上下移

动，带动固定浮力绳2、栽培网绳3、稳定绳4上下移动，扭动横杆可以使横卡柱1-7卡扣到锯

齿槽结构1-5的槽口1-8处，使得以固定。

[0026] 在此实施例中，所述钢管1-2为 镀锌钢管，钢管一端插入底部土壤中，

在钢管1-2的水面下开具长1.5m,宽2-3cm的锯齿槽结构1-5，槽口1-8数量为3-5个；所述固

定钢丝1-3为 钢丝绳，一端固定在管套1-4的环扣1-6上，一端通过插入底部土壤中，

钢丝绳与钢管的角度不低于30度；所述浮力绳2为多股聚乙烯绳2-1，每隔0.3-0.5m距离固

定 泡沫浮球2-2；所述栽培网绳3由网目为1-2cm的聚乙烯网片卷绕而成，每隔30-40cm

用捆扎带扎实，栽培网绳3-1两端分别固定在2个钮拉杆1-1中部的穿孔内，栽培网绳3-1长

度50m；所述稳定绳4为多股聚乙烯绳4-1，每隔0.3-0.5m设置1条牵拉绳4-2与栽培绳3-1链

接；在间隔安装重量与浮球浮力相等的沉体4-3，稳定绳4两端分别固定在钮拉杆1-1的最低

端。

[0027] 在此实施例中，所述水生植物5为沉水须根植物或浮叶植物。

[0028] 在此实施例中，所述水生植物5为篦齿眼子菜、轮叶黑藻、菹草、狐尾藻中的一种或

几种。

[0029] 具体安装时，按照水面大小设置一定数量和间距的高度可调支架1，水生植物浮动

式栽培装置总面积为总水体的10％-20％；在每两个相邻高度可调支架1栽培绳3的对侧，按

照120°安装2条钢丝绳，多个高度可调支架1可使栽培区呈网状或片状结构；栽培水生植物5

时，按照0.3-0.5m株距将水生植物插入到栽培网绳中，然后放入水中；使用期间，根据水面

变化和植株大小，通过扭动钮拉杆1-1上下拉动，控制水生植物距水面的高度，实现水生植

物灵活种植。本方法不受水位变化和冬季结冰影响，达到净化水质，增加植物多样性需要。

该装置具有生态、环保，施工简单，管理方便等特点，还可以有效调控水体中的植物多样性

和密度，改善水体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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