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1110158.3

(22)申请日 2019.11.14

(71)申请人 南京慧瞳作物表型组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

地址 211225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白马镇

白朱路111号

    申请人 南京农业大学

(72)发明人 吴劼　姜东　丁艳峰　周国栋　

(74)专利代理机构 江苏舜点律师事务所 32319

代理人 杜东辉

(51)Int.Cl.

A01G 29/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双圆筒栽培容器的植物根系灌溉

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双圆筒栽培容器的

植物根系灌溉系统，涉及根系生长设备领域，达

到能够减少出水管道的设置实现对根系栽培容

器均匀灌溉目的，其技术方案要点是：包括放置

在栽培框上方的移动框架，所述移动框架上设有

绕根系栽培容器中心移动的并用于灌溉根系栽

培容器中植物的灌溉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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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双圆筒栽培容器的植物根系灌溉系统，其特征是：包括放置在栽培框（1）上

方的移动框架（11），所述移动框架（11）上设有绕根系栽培容器中心移动的并用于灌溉根系

栽培容器中植物的灌溉组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双圆筒栽培容器的植物根系灌溉系统，其特征是：所

述灌溉组件包括设置在移动框架（11）上且位于根系栽培容器上方的固定板（12），所述固定

板（12）上设有朝向根系栽培容器进口的喷头（13），所述移动框架（11）上设有蓄水盒（14），

所述蓄水盒（14）上设有连通蓄水盒（14）和喷头（13）的连接管（141），所述连接管（141）上设

有将蓄水盒（14）内水抽入喷头（13）内的水泵（142），所述固定板（12）为沿根系栽培容器圆

筒弧形分布的弧形板，所述固定板（12）上设有驱动喷头（13）沿着弧形板移动的第一驱动

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双圆筒栽培容器的植物根系灌溉系统，其特征是：所

述第一驱动件包括沿弧形板分布的弧形齿条（15）、放置在弧形齿条（15）上方的滑板（151）、

转动设置在滑板（151）上且与弧形齿条（15）啮合的齿轮（152），所述滑板（151）上端设有驱

动齿轮（152）转动的第一电机（153），所述弧形齿条（15）的齿分布在弧形齿条（15）的外圆壁

上，所述滑板（151）延伸出固定板（12）且向根系栽培容器中心方向延伸，所述喷头（13）固定

在滑板（151）延伸出固定板（12）的一侧，当第一电机（153）驱动齿轮（152）转动使得齿轮

（152）沿着弧形齿条（15）移动时，所述滑板（151）上设有使得滑板（151）随着齿轮（152）一起

移动的滚动体（154）。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双圆筒栽培容器的植物根系灌溉系统，其特征是：所

述固定板（12）的数量设为分布在根系栽培容器相对两侧的两块板，两块所述弧形板组成根

系栽培容器圆筒外圆弧。

5.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一种基于双圆筒栽培容器的植物根系灌溉系统，其特征

是：所述移动框架（11）上设有使得固定板（12）向远离根系栽培容器方向移动的第二驱动

件。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基于双圆筒栽培容器的植物根系灌溉系统，其特征是：所

述第二驱动件包括铰接在固定板（12）上的铰接杆（16），所述铰接杆（16）远离固定板（12）的

一端铰接在移动框架（11）上，所述移动框架（11）在固定板（12）下端铰接有伸缩杆（161），所

述移动框架（11）上设有驱动伸缩杆（161）上下移动的第三驱动件；

所述第三驱动件包括通过立板（17）架设在移动框架（11）上的水平板（171），所述水平

板（171）上转动连接有丝杆（172），所述伸缩杆（161）远离固定板（12）的一端套设在丝杆

（172）外且与丝杆（172）螺纹连接，所述丝杆（172）由固定在水平板（171）下端的第二电机

（173）驱动。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基于双圆筒栽培容器的植物根系灌溉系统，其特征是：所

述移动框架（11）包括沿各个根系栽培容器周边分布的纵横交错的连接板（111），各个所述

连接板（111）之间形成的开口对应各个根系栽培容器，所述连接板（111）上设有若干竖直的

竖直杆（112），各个所述竖直杆（112）远离连接板（111）的一端通过连杆（113）连接；

所述第二驱动件设置在移动板（114）上，所述移动板（114）滑移连接在连接板（111）上，

所述连接板（111）上设有驱动移动板（114）沿着连接板（111）长度方向移动的第四驱动件。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双圆筒栽培容器的植物根系灌溉系统，其特征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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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移动框架（11）上设有固定各个连接管（141）的固定件，所述固定件包括设置在移动框架

（11）上的且沿移动框架（11）高度方向分布的导向板（18），所述导向板（18）对应连接管

（141）的数量设置，各个所述导向板（18）上设有若干将对应的连接管（141）固定在导向板

（18）上的定位环（181），各个所述定位环（181）沿竖直方向分布，在水泵（142）出水口的所述

连接管（141）穿过各个定位环（181）后与喷头（13）连通。

9.根据权利要求1或7所述的一种基于双圆筒栽培容器的植物根系灌溉系统，其特征

是：还包括将移动框架（11）放置到栽培框（1）上方的起吊装置（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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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双圆筒栽培容器的植物根系灌溉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根系生长设备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基于双圆筒栽培容器的

植物根系灌溉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容器栽培技术中的植物栽培容器主要将栽培基质直接放入容器中，再定期

加水，有的植物根系采用双圆筒栽培容器，植物根系在圆筒栽培容器内吸收水分和营养物

质。

[0003] 公开号为CN110089307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基于双圆筒栽培容器的植物根系

自动化成像系统，该系统包括透明根系栽培容器；栽培框，用于装载多个所述透明根系栽培

容器；可移动栽培车，用于在遮光室和栽培区域之间转移装载有所述透明根系栽培容器的

栽培框。所述栽培框为长方体框架，其底部纵横梁交错分布划分出多个矩形区域，每一矩形

区域内竖向间隔放置多个透明根系栽培容器，所述栽培框的顶部间隔条纵横交错形成多个

矩形口；每一所述透明根系栽培容器与一所述矩形口对应，所述透明根系栽培容器的顶部

伸入所述矩形口内，所述透明根系栽培容器顶部的遮光盖搭在所述矩形口的顶部四边缘，

在所述栽培框侧面四周装有遮光板。

[0004] 在植物根系生长过程中需要灌溉，土壤栽培圆容器往往采用自上而下的灌溉方

式，一般通过固定式多个出水管道进行灌溉，但是在该模式下，一个栽培容器为了实现均匀

灌溉，需要连接多个出水管道，工作量较大。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双圆筒栽培容器的植物根系灌溉系统，达到能够减

少出水管道的设置实现对根系栽培容器均匀灌溉目的。

[0006]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基于双圆筒栽培容

器的植物根系灌溉系统，包括放置在栽培框上方的移动框架，所述移动框架上设有绕根系

栽培容器中心移动的并用于灌溉根系栽培容器中植物的灌溉组件。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需要对栽培框内的根系栽培容器中的植物进行灌溉

时，将移动框架放置在栽培框上方，使得移动框架上的灌溉组件绕根系栽培容器中心移动

并对根系栽培容器中的植物进行灌溉，此时由于灌溉组件能移动，可以减少灌溉组件中出

水口的数量，达到能够自动的对栽培框内透明根系栽培容器进行灌溉的目的的同时，实现

对根系栽培容器中植物均匀灌溉，减少操作者的工作量，提高了灌溉效率，节约了时间成

本，且在不需要用到灌溉组件时，将移动框架从栽培框上移下即可，操作方便，且便于栽培

框的移动。

[0008] 优选的，所述灌溉组件包括设置在移动框架上且位于根系栽培容器上方的固定

板，所述固定板上设有朝向根系栽培容器进口的喷头，所述移动框架上设有蓄水盒，所述蓄

水盒上设有连通蓄水盒和喷头的连接管，所述连接管上设有将蓄水盒内水抽入喷头内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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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

[0009] 优选的，所述固定板为沿根系栽培容器圆筒弧形分布的弧形板，所述固定板上设

有驱动喷头沿着弧形板移动的第一驱动件。

[0010] 优选的，所述第一驱动件包括沿弧形板分布的弧形齿条、放置在弧形齿条上方的

滑板、转动设置在滑板上且与弧形齿条啮合的齿轮，所述滑板上端设有驱动齿轮转动的第

一电机，所述弧形齿条的齿分布在弧形齿条的外圆壁上，所述滑板延伸出固定板且向根系

栽培容器中心方向延伸，所述喷头固定在滑板延伸出固定板的一侧，当第一电机驱动齿轮

转动使得齿轮沿着弧形齿条移动时，所述滑板上设有使得滑板随着齿轮一起移动的滚动

体。

[0011] 优选的，所述固定板的数量设为分布在根系栽培容器相对两侧的两块板，两块所

述弧形板组成根系栽培容器圆筒外圆弧。

[0012] 优选的，所述移动框架上设有使得固定板向远离根系栽培容器方向移动的第二驱

动件。

[0013] 优选的，所述第二驱动件包括铰接在固定板上的铰接杆，所述铰接杆远离固定板

的一端铰接在移动框架上，所述移动框架在固定板下端铰接有伸缩杆，所述移动框架上设

有驱动伸缩杆上下移动的第三驱动件；

所述第三驱动件包括通过立板架设在移动框架上的水平板，所述水平板上转动连接有

丝杆，所述伸缩杆远离固定板的一端套设在丝杆外且与丝杆螺纹连接，所述丝杆由固定在

水平板下端的第二电机驱动。

[0014] 优选的，所述移动框架包括沿各个根系栽培容器周边分布的纵横交错的连接板，

各个所述连接板之间形成的开口对应各个根系栽培容器，所述连接板上设有若干竖直的竖

直杆，各个所述竖直杆远离连接板的一端通过连杆连接；

所述第二驱动件设置在移动板上，所述移动板滑移连接在连接板上，所述连接板上设

有驱动移动板沿着连接板长度方向移动的第四驱动件。

[0015] 优选的，所述移动框架上设有固定各个连接管的固定件，所述固定件包括设置在

移动框架上的且沿移动框架高度方向分布的导向板，所述导向板对应连接管的数量设置，

各个所述导向板上设有若干将对应的连接管固定在导向板上的定位环，各个所述定位环沿

竖直方向分布，在水泵出水口的所述连接管穿过各个定位环后与喷头连通。

[0016] 优选的，还包括将移动框架放置到栽培框上方的起吊装置。

[0017]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当需要对栽培框内的根系栽培容器中的植

物进行灌溉时，将移动框架放置在栽培框上方，使得移动框架上的灌溉组件绕根系栽培容

器中心移动并对根系栽培容器中的植物进行灌溉，此时由于灌溉组件能移动，可以减少灌

溉组件中出水口的数量，达到能够自动的对栽培框内透明根系栽培容器进行灌溉的目的的

同时，实现对根系栽培容器中植物均匀灌溉，减少操作者的工作量，提高了灌溉效率，节约

了时间成本，且在不需要用到灌溉组件时，将移动框架从栽培框上移下即可，操作方便，且

便于栽培框的移动。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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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是图1中A部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实施例的用于体现第二电机的结构示意图；

图4是本实施例的用于体现第一滚轴和第二滚轴的结构示意图；

图5是本实施例的用于体现链条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1、栽培框；11、移动框架；111、连接板；112、竖直杆；113、连杆；114、移动板；

12、固定板；13、喷头；14、蓄水盒；141、连接管；142、水泵；15、弧形齿条；151、滑板；1511、第

一滚轴；1512、第二滚轴；1513、圆柱；1514、第一转轮；1515、第二转轮；152、齿轮；153、第一

电机；154、滚动体；16、铰接杆；161、伸缩杆；17、立板；171、水平板；172、丝杆；173、第二电

机；18、导向板；181、定位环；182、链条；183、导向槽；184、驱动轴；185、主动齿；186、第三电

机；19、起吊装置；2、根系栽培容器；3、植株。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1] 土壤栽培圆容器往往采用自上而下的灌溉方式，一般通过固定式多个出水管道进

行均匀灌溉。但是该模式一个栽培容器为了实现均匀灌溉，需要连接多个出水管道，工作量

较大，一旦固定无法移动。另外，难以精确保证每个出水管道的出水量。法国农科院采用模

块化灌溉的方式对每一个栽培容器结合分流器进行自动化灌溉，该种圆容器植株在圆容器

的周边栽培生长，分流器位于圆容器的中心。但是该方法需要将栽培容易移动至灌溉装置

的位置，这也造成了大量的搬运工作量。另外该种模式注水头从上往下插入分流器，容易对

大植株的叶片造成损伤。

[0022] 因此为了解决上述现状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一种基于双圆筒栽培容器的植物根

系灌溉系统，如图1和图2，包括放置在栽培框1上方的移动框架11，移动框架11上设有绕根

系栽培容器2中心移动的并用于灌溉根系栽培容器2中植物的灌溉组件。栽培框1、根系栽培

容器2可以为公开号为CN110089307A的一种基于双圆筒栽培容器的植物根系自动化成像系

统的栽培框1、透明根系栽培容器2，在此不做赘述。对于我们的这种圆容器的根系栽培容器

2，植株3位于根系栽培容器2的中心生长，因此需要采用环绕根系栽培容器2的方式对植株3

进行灌溉。

[0023] 如图1和图2，当需要对栽培框1内的根系栽培容器2中的植物进行灌溉时，将移动

框架11放置在栽培框1上方，使得移动框架11上的灌溉组件绕根系栽培容器2中心移动并对

根系栽培容器2中的植物进行灌溉，此时由于灌溉组件能移动，可以减少灌溉组件中出水口

的数量，达到能够自动的对栽培框1内透明根系栽培容器2进行灌溉的目的的同时，实现对

根系栽培容器2中植物均匀灌溉，减少操作者的工作量，提高了灌溉效率，节约了时间成本，

且在不需要用到灌溉组件时，将移动框架11从栽培框1上移下即可，操作方便，且便于栽培

框1的移动。

[0024] 如图1和图2，灌溉组件包括设置在移动框架11上且位于根系栽培容器2上方的固

定板12，固定板12上设有朝向根系栽培容器2进口的喷头13，喷头13包括沿竖直方向穿设在

固定板12上的竖直管，竖直管的两端均延伸出固定板12的上下两端，竖直管下端朝向根系

栽培容器2圆筒内，且呈扩口分布，竖直管下端封闭上端开口，移动框架11上端设有蓄水盒

14，蓄水盒14上设有连通蓄水盒14和喷头13的连接管141，连接管141与竖直管的上端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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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竖直管下端封闭且开设有若干洒水孔，连接管141上设有将蓄水盒14内水抽入喷头13

内的水泵142，水泵142固定在移动框架11上端。水泵142采用蠕动泵，通过蠕动泵来确保灌

溉精度。

[0025] 如图1和图2，水泵142将蓄水盒14内的水通过连接管141抽到喷头13内，进而使得

水进入根系栽培容器2内进行灌溉，连接管141进水口处的蓄水盒14的盒底高度低于蓄水盒

14与连接管141进水口相对的一侧蓄水盒14的盒底高度，蓄水盒14开口朝上，便于使用者往

蓄水盒14内加水。

[0026] 如图1和图2，固定板12为沿根系栽培容器2圆筒弧形分布的弧形板，固定板12上设

有驱动喷头13沿着弧形板移动的第一驱动件。

[0027] 如图2和图4，第一驱动件包括沿弧形板分布的弧形齿条15、放置在弧形齿条15上

方的滑板151、转动设置在滑板151上且与弧形齿条15啮合的齿轮152，滑板151上端设有驱

动齿轮152转动的第一电机153，弧形齿条15的齿分布在弧形齿条15的外圆壁上，滑板151延

伸出固定板12且向根系栽培容器2中心方向延伸，喷头13固定在滑板151延伸出固定板12的

一侧，当第一电机153驱动齿轮152转动使得齿轮152沿着弧形齿条15移动时，滑板151上设

有使得滑板151随着齿轮152一起移动的滚动体154。滑板151的两端均延伸出弧形板，固定

件包括分别转动设置在滑板151延伸出弧形板两端的第一滚轴1511和第二滚轴1512，第一

滚轴1511和第二滚轴1512均转动连接在滑板151上，第一滚轴1511靠近齿轮152分布，且第

一滚轴1511包括设置在滑板151上的竖直的圆柱1513，圆柱1513下端转动连接有沿弧形板

外侧壁滚动的第一转轮1514以及圆柱1513朝向弧形板的一侧转动连接有沿弧形板上端面

滚动的第二转轮1515，第二滚轴1512沿弧形齿条15背离齿轮152的一侧滚动。当第一电机

153驱动尺寸转动时，齿轮152沿着弧形齿条15移动，此时第一滚轴1511和第二滚轴1512使

得滑板151也随着齿轮152一起移动，进而便于滑板151上的喷头13绕根系栽培容器2中心移

动并均匀灌溉根系栽培容器2中植物，此时减少了灌溉一个根系栽培容器2中的植物所需要

的喷头13数量以及连接管141的数量。

[0028] 如图2和图4，固定板12的数量设为分布在根系栽培容器2相对两侧的两块板，两块

弧形板组成根系栽培容器2圆筒外圆弧，此时位于各个固定板12上的弧形齿条15的两端均

延伸出固定板12的两端，便于滑板151上的喷头13灌溉在两个固定板12相对接处的植物。

[0029] 如图2和图3，移动框架11上设有使得固定板12向远离根系栽培容器2方向移动的

第二驱动件。

[0030] 如图2和图3，第二驱动件包括铰接在固定板12上的铰接杆16，铰接杆16远离固定

板12的一端铰接在移动框架11上，移动框架11在固定板12下端铰接有伸缩杆161，移动框架

11上设有驱动伸缩杆161上下移动的第三驱动件；

如图2和图3，第三驱动件包括通过立板17架设在移动框架11上的水平板171，水平板

171上转动连接有丝杆172，伸缩杆161远离固定板12的一端套设在丝杆172外且与丝杆172

螺纹连接，丝杆172由固定在水平板171下端的第二电机173驱动。

[0031] 如图2和图3，第二电机173驱动丝杆172转动时，丝杆172上的伸缩杆161的一端沿

着丝杆172上下移动，当丝杆172驱动伸缩杆161一端向下移动时，伸缩杆161另一端也随着

向下移动，进而使得铰接杆16向下摆动，使得固定板12向靠近根系栽培容器2方向移动，直

至位于根系栽培容器2相对两侧的固定板12上的弧形齿条15相对的两端相抵触，使得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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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上的喷头13位于根系栽培容器2进口上方，此时第一电机153驱动滑板151移动，进而便

于喷头13进行灌溉；当丝杆172驱动伸缩杆161的一端向上移动时，伸缩杆161延伸至最大的

长度，随后，随着伸缩杆161继续向上移动，使得伸缩杆161远离丝杆172的一端带动固定板

12向远离根系栽培容器2方向移动，此时铰接杆16向上摆动。

[0032] 如图2和图3，移动框架11包括沿各个根系栽培容器2周边分布的纵横交错的连接

板111，各个连接板111之间形成的开口对应各个根系栽培容器2，连接板111上方设有若干

竖直的竖直杆112，竖直杆112高度高于植物的株高，各个竖直杆112远离连接板111的一端

通过连杆113连接；蓄水盒14设置在连杆113上。

[0033] 如图2和图5，第二驱动件设置在移动板114上，移动板114滑移连接在连接板111

上，连接板111上设有驱动移动板114沿着连接板111长度方向移动的第四驱动件。移动框架

11上设有固定各个连接管141的固定件，固定件包括设置在移动框架11上的且沿移动框架

11高度方向分布的导向板18，导向板18对应连接管141的数量设置，各个导向板18上设有若

干将对应的连接管141固定在导向板18上的定位环181，各个定位环181沿竖直方向分布，在

水泵142出水口的连接管141穿过各个定位环181后与喷头13连通。

[0034] 如图1和图5，第四驱动件包括设置在导向板18一侧的并沿导向板18长度方向分布

的链条182，此时导向板18为L形板，一边固定在上端的连杆113上，另一端固定在竖直的竖

直杆112上，此时在导向板18上开设有供链条182在导向板18内沿导向板18长度分布的导向

槽183，竖直杆112上转动连接有驱动轴184，驱动轴184上设有与各个链条182啮合的主动齿

185，驱动轴184由固定在竖直杆112上的第三电机186驱动转动，链条182一端延伸出导向板

18且与移动板114连接，此时第三电机186带动驱动轴184转动，即可带动各个链条182移动，

进而使得链条182带动移动板114沿着水平的连接板111长度方向移动。

[0035] 如图1和图5，根系栽培容器2的相对两侧采用单弯链条182牵引移动板114，对相邻

根系栽培容器2的两个半环进行定位自动环绕灌溉，每行进一个根系栽培容器2的距离灌溉

一次。将移动板114上第二驱动件的高度低于植株3高度，同时灌溉组件采用半圆环伞形伸

缩的模式，在行进过程中处于收缩状态，即固定板12位于远离根系栽培容器2的位置，此时

减小灌溉组件以及第四驱动件对植株3的叶片造成损伤，在移动板114处于静止状态下灌溉

组件处于展开状态，即固定板12位于靠近根系栽培容器2的位置，对植株3进行环绕灌溉。

[0036] 如图1，一种基于双圆筒栽培容器的植物根系灌溉系统，还包括将移动框架11放置

到栽培框1上方的起吊装置19，起吊装置19采用行车起吊。

[0037]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上述实施

例，凡属于本发明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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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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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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