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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自主控制根际箱，包括基

座、转轴、步进电机、伸缩调节系统、感应面和二

维控制隔室。所述的转轴和步进电机结合以实现

装置整体的自由角度倾斜。所述的伸缩调节系统

实现根际箱体的大小可控。所述仪表盘中设置控

制模块，其中单片机进行数据传递与处理。所述

的感应面传出土壤环境的相关数据至仪表盘监

控处理，可实现根系生长环境的可控。所述二维

控制隔板可拆卸取用，二维控制隔室较薄，使用

时，植物根系生长呈现二维平面构型。本装置解

决了固定大小和角度的根际箱无法适用于不同

种类或根系形态的植物的正常生长及无法监测

和调控土壤环境条件参数的根际箱难以保证植

物根系在适宜的条件下生长的问题，本装置应用

范围广，操作精确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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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主控制根际箱，其特征是其结构包括基座（1）、壳体（2）、步进电机（3）、转轴

（4）、仪表盘（5）、二维控制隔室（6）、伸缩调节系统（7）和感应面（8），所述壳体安装在基座

上，基座两侧设有两固定杆，固定杆上分别安装有一步进电机（3），步进电机（3）通过转轴

（4）连接壳体（2），实现壳体的自由角度倾斜；二维控制隔室（6）安装于壳体（2）内，壳体（2）

内设有两个感应面（8），感应面（8）与伸缩调节系统（7）连接，在壳体（2）内可伸缩活动；仪表

盘（5）安装于壳体（2）外表面，仪表盘（5）信号输入端连接感应面（8）信号输出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主控制根际箱，其特征是所述二维控制隔室可拆卸安

装于壳体内，长、高与箱壳体（2）相同，隔室内径小于30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主控制根际箱，其特征是所述伸缩调节系统（7）包含伺

服电机（71）和丝杆（72），伸缩调节系统（7）连接感应面（8），通过伺服电机（71）和丝杆（72）

的传动实现感应面（8）的水平运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主控制根际箱，其特征是所述仪表盘内设置控制模块，

控制模块中单片机作为仪表盘（5）  的信号输入端，其连接湿度传感器（82）及压敏传感器

（83）的信号输出端，在感应面（8）信息采集后反馈至单片机，经单片机处理后相关数据在仪

表盘（5）的显示界面上显示，同时控制模块连接步进电机（3）的信号输入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主控制根际箱，其特征是所述感应面（8）底部设置排水

孔（81），上部设置置顶活动LED光源（86），感应面（8）上设有渗水孔（81），渗水孔（84）连接进

水管（85），渗水孔（81）上方设有湿度传感器（82），湿度传感器（82）信号输出端连接仪表盘

（5）信号输入端；

所述感应面（8）表面设有压敏传感器（83），压敏传感器（83）信号输出端连接仪表盘

（5），压敏传感器（83）检测感应面（8）所承受压力变化后在输出端传输至控制模块，经由单

片机处理启动步进电机（3），调整根际箱体的角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主控制根际箱，其特征是所述感应面（8）在不同深度布

设有多排渗水孔（81），为不同深度的根际土壤进行水平供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主控制根际箱，其特征是所述二维控制隔室（6）两侧铺

设尼龙网，避免根系组织通过进水口进入其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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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主控制根际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一种自主控制根际箱，属于植物根际效应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植物根际效应的研究中，根际土壤的理化性质有助于认识植物根系的生理调控

机制及影响机理。根际土壤的取样一直是研究过程中的重要部分。在进行室内培养时，研究

人员大多采用建立根际箱的方法。

[0003] 然而在实际的培养过程中，对于不同的植物类型或不同的植物根系形态，固定大

小、角度的根际箱无法适应相应的生长条件，造成对于不同植物的根际土壤的取用形成误

差，如专利公开号为CN204948905U的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多功能的智能根际箱，具有对土

壤环境实时监测和控制的优点，但是其固定的箱体结构和大小无法应对不同种类的植物根

系的生长范围要求，难以准确有效地取得相应的根系土壤。同时不同植物适宜的生长条件

存在差异，大多数无法调控植物生长环境因素的根际箱会对植物根系的正常生长造成影

响。如专利公开号为CN208833730U的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用于植物根际环境研究的根箱试

验装置，具有取样精确度高，根际土壤取样易控制的优点，但存在对植物根系生长环境无法

调控的缺点。

[0004] 现有的相关技术在应对不同种类植物根系的生长调控及根际土壤的取用方面的

成效并不理想，造成的结果是无法保证不同种类的植物根系在适宜的条件下正常生长和难

以准确地取用不同种类植物的根际土壤。可以通过实现根际箱体大小和倾斜角度自由可

控，根际土壤环境可监测控制等方面解决以上存在的问题。

[0005] 根系的平面几何参数与描述立体构型的某些参数具有良好的相关性，即根系的的

二维平面构型特性能够较好的反映植物根系的三维立体构型特性，所以在部分的根系研究

实验中，实验设计者会将正常的根系三维立体生长设置成二维平面的生长，对于显著相关

的特性作出研究。而且目前二维及三维的生长根际箱都是独立存在的，缺少一种既能用于

三维生长构型，同时一定条件下也能用于二维生长构型的两用根际箱。根据根系形态的可

塑性，人为设置的胁迫可以使得根系生长做出调整，最终改变根系形态，所以现有根际箱装

置也缺少一种角度控制精确度较高、调节范围广、稳定性良好的自动倾斜装置。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提出的是一种自主控制根际箱，其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缺

陷，提出一种能够自由地控制根际箱的倾斜角度，以调控不同种类的植物根系在不同实验

条件下的生长方向，同时通过伸缩调节系统控制植物生长范围，利用感应面对植物生长环

境进行监测调控，满足不同种类植物在相应适宜的条件下生长的需求的自主控制根际箱。

[0007]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一种自主控制根际箱，其结构包括基座1、壳体2、步进电

机3、转轴4、仪表盘5、二维控制隔室6、伸缩调节系统7和感应面8，所述壳体安装在基座上，

基座两侧设有两固定杆，固定杆上分别安装有一步进电机3，步进电机3通过转轴4连接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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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现壳体的自由角度倾斜；二维控制隔室6安装于壳体2内，壳体2内设有两个感应面8，感

应面8与伸缩调节系统7连接，在壳体2内可伸缩活动；仪表盘5安装于壳体2外表面，仪表盘5

信号输入端连接感应面8信号输出端。

[0008] 所述二维控制隔室可拆卸安装于壳体内，长、高与箱壳体2相同，隔室内径设置较

薄，控制在30mm以内。

[0009] 所述伸缩调节系统7包含伺服电机71和丝杆72，伸缩调节系统7连接感应面8，通过

伺服电机71和丝杆72的传动实现感应面8的水平运动。

[0010] 所述仪表盘内设置控制模块，控制模块中单片机作为仪表盘5  的信号输入端，其

连接湿度传感器82及压敏传感器83的信号输出端，在感应面8信息采集后反馈至单片机，经

单片机处理后相关数据在仪表盘5的显示界面上显示，同时控制模块连接步进电机3的信号

输入端。

[0011] 所述感应面8底部设置排水孔81，上部设置置顶活动LED光源86，感应面8上设有渗

水孔81，渗水孔84连接进水管85，渗水孔81上方设有湿度传感器82，湿度传感器82信号输出

端连接仪表盘5信号输入端；

所述感应面8表面设有压敏传感器83，压敏传感器83信号输出端连接仪表盘5。压敏传

感器83检测感应面8所承受压力变化后在输出端传输至控制模块，经由单片机处理启动步

进电机3，调整根际箱体的角度。

[0012] 所述感应面8在不同深度布设有多排渗水孔81，为不同深度的根际土壤进行水平

供水。

[0013] 所述二维控制隔室6两侧铺设尼龙网，避免根系组织通过进水口进入其它区域。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一、本装置增添了伸缩调节系统，避免了其它根际箱体大小固定，植物根系生长范围一

定的局限性，本装置可以通过改变箱体大小应对不同种类的植物或根系的生长条件。

[0015] 二、本装置利用转轴和步进电机结合控制模块使得根际箱可以自由地调节角度，

其中安置在感应面上的压敏传感器为角度的设置提供数据来源以保证倾斜角度时良好的

精确性。

[0016] 三、本装置利用感应面、渗水孔和置顶活动LED光源的结合使得实验人员可以控制

根际箱内部的土壤环境，针对不同种类的植物营造相应适宜的生长环境。

[0017] 四、本装置适用范围广，主要通过对根系生长范围和生长环境的调控满足不同种

类植物的生长需求，尤其是针对不同根系形态的植物本装置也能根据其根型实时调控根际

箱体的大小、倾斜角度等。

[0018] 五、本装置的供水模式采用不同深度的水平供水模式，避免单一的垂直供水模式

造成的根际土壤微量物质的迁移沉积，同时单一的垂直供水模式会在对某特定污染物质在

根际环境中变化迁移等实验研究中造成限制性的影响。

[0019] 六、本装置布置的渗流孔连接着进水管，除供水外，可用于营养液等物质的传输。

[0020] 七、原本的矩形根际箱允许植物根系正常的三维生长模式，符合植物根系向四周

蔓延生长的真实环境。同时增加的二维控制隔室是为了满足一些相关根系实验的要求，将

植物根系的生长控制在一个类似于二维平面的空间内，根系沿薄壁生长呈现二维构型，便

于对根系形态各参数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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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本装置维护使用简单，装置的各模块可拆卸使用，便于清洗与替换组件。

附图说明

[0022] 附图1是自主控制根际箱的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2是自主控制根际箱伸缩调节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3是自主控制根际箱感应面正视图。

[0025] 图中1是基座，2是根际箱壳体、3是步进电机、4是转轴、5是仪表盘、6是二维控制隔

室、7是伸缩调节系统、71是伺服电机、72是丝杆、8是感应面、81是排水孔、82是湿度传感器、

83是压敏传感器、84是渗水孔、85是进水管、86是置顶活动LED光源。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本发明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技术方案进行进一步的描述。

[0027] 如图1所示，一种自主控制根际箱包括基座1，根际箱壳体2。所述的根际箱壳体2内

包含感应面8和二维控制隔室6。所述的感应面8通过伸缩调节系统7实现伸缩活动，便于控

制箱体的大小。所述的二维控制隔室6可以根据具体的研究需要拆卸取用，其长、宽与根际

箱壳体2相同，宽度设置较薄，因此能够很好地根据一些实验的需要将植物根系的生长二维

平面化。所述的根际箱壳体2外设置转轴4、步进电机3实现整个根际箱装置的自由倾斜。所

述的根际箱壳体2的表面上布置仪表盘5，所述的仪表盘5内设置控制模块并连接两个感应

面8，显示根际箱体内的环境参数数据，同时利用进水、光照控制和自由倾斜设置实现对根

际箱体内的环境处理控制。

[0028] 如图2所示，所述的伸缩调节系统7包含伺服电机71和丝杆72。伸缩调节系统7连接

着感应面8，通过伺服电机71和丝杆72的传动实现感应面8的水平运动，以调节箱体的大小，

为不同种类根系提供适宜大小的生长条件。

[0029] 如图3所示，所述的感应面8在不同深度布设两排渗流孔81，能够在不同深度为植

物根系提供水分。所述的渗流孔上方布置湿度传感器81，实时监测土壤中的湿度情况，反映

在仪表盘5上，可以控制渗流孔84的进水维持土壤湿度处于适宜状态。所述的渗水孔84连接

的进水管85，保证供水。所述的感应面8底部设置排水孔81，使根际箱中多余的水排出。所述

的感应面8表面上布置压敏传感器83，压敏传感器83反应出感应面8的受力大小变化，将数

据显示在仪表盘5上。压敏传感器83在感应到压力变化时传输信号至仪表盘5内的控制模

块，继而启动步进电机3让装置围绕转轴4进行自由倾斜，实现角度调控。所述的感应面8上

布置置顶活动LED光源86，根据不同的实验要求提供稳定适宜的光照条件。

[0030] 实施例1

首先根据研究实验的需求及植物根系种类利用伸缩调节系统设置合适的箱体大小。根

据实验目的判断是否需要插入二维控制隔室。在插入二维控制隔室时，可将植物根系的生

长控制在类似二维平面的空间内，二维控制隔室长度、高度等同根际箱体的大小，隔室内径

在30mm以内，根系沿薄壁生长呈现二维构型，便于能够测定根系各形态参数，从而推动根际

微域相关研究的正常开展。在培育过程中结合植物种类和实际情况，在仪表盘上调整渗流

孔的进水量和LED光源的光度，保证植物的良好的生长。采集根际土时依次拆卸控制隔室和

感应面实现根际土壤的分离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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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尽管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了描述，但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的具体实施

方式，上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仅是示意性的，而不是限制性的，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

发明的启示下，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出很多变形，这些均属于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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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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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110447424 A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