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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用于生产用于植物或幼苗栽培

的稳定生长基质的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提供用于容纳待形成的根塞的接收单元；以及在

接收单元中放置植物或幼苗的根系结构。另外，

该方法还包括以下步骤：用形成稳定生长基质的

泥浆材料填充接收单元；以及在接收单元中保持

植物或幼苗的根系结构的同时，固化接收单元中

的泥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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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生产用于植物或幼苗栽培的稳定生长基质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提供用于接收待形成的稳定生长基质的接收单元；

在所述接收单元中放置植物或幼苗的根系结构；

利用形成稳定生长基质的泥浆材料填充所述接收单元；以及

在所述接收单元中保持所述植物或幼苗的所述根系结构的同时，固化所述接收单元中

的所述泥浆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接收单元是托盘的小格或盆。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植物或幼苗的叶片结构位于所述接收单

元上方。

4.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的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植物或幼苗的所述根系结构

容纳于基底中。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基底是所述植物或幼苗已在其中繁殖的根

塞。

6.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的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通过混合粘合材料和干燥材料来

形成所述泥浆材料。

7.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的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稳定生长基质是根塞。

8.根据在前述利要求中的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泥浆材料经由单个或多个输

送线路流入所述接收单元。

9.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的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同时生产多个稳定生长介质。

10.用于产生用于植物或幼苗栽培的稳定生长基质的装置，包括：

夹持系统，用于夹持植物或幼苗，并在接收单元中放置和保持所述植物或幼苗的根系

结构；

提供形成稳定生长基质的泥浆材料的系统，所述系统包括单个或多个输送线路，所述

输送线路用于在所述接收单元中保持所述植物或幼苗的所述根系结构同时，利用所述泥浆

材料填充所述容器。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多个输送线路设置为同时填充多个接收单

元。

12.根据权利要求10或11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夹持系统设置为同时保持多个植物或

幼苗的所述根系结构。

13.根据权利要求10至12中的任一项所述的装置，还包括用于支承单个或多个接收单

元的支承结构。

14.根据权利要求10至13中的任一项所述的装置，还包括用于向所述输送线路和从所

述输送线路输送多个接收单元的输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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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用于植物或幼苗栽培的稳定生长基质的方法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产用于植物或幼苗栽培的稳定生长基质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稳定生长基质用于繁殖诸如兰科植物和花烛科植物的植物和幼苗。出

于繁殖秧苗或幼苗的目的，应用相对小的根塞，同时，另一方面，为了使繁殖的植物或幼苗

生长，应用相对大的基底。

[0003] 由于易于处理和使用，根塞迅速得到种植者日益增长的关注。然而，由于栽培植物

的数量大，运输和存储成本也会增加,尤其是在稳定生长基质相对大的情况下。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标在于提供用于生产减小运输和存储成本的稳定生长基质的方法。另

外，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提供用于容纳待形成根塞的接收单元；在

接收单元中放置植物或幼苗的根系结构；用形成稳定生长基质的泥浆材料填充接收单元；

以及在接收单元中保持植物或幼苗的根系结构的同时，固化接收单元中的泥浆材料。

[0005] 通过在接收单元中保持植物或幼苗的根系结构的同时用形成稳定生长基质的泥

浆材料填充接收单元，可在植物或幼苗的根系结构周围原地生成根塞，以便减小将所生产

的稳定生长基质运输至种植者的位置并在原地存储上述稳定生长基质的需要。另外，由于

将生产步骤和将植物转移至稳定生长基质中的步骤集成在一起，所以减少了每个植物的操

作次数。

[0006] 有利地，将保持在接收单元中的植物或幼苗的根系结构容纳于诸如根塞的基底

中，其中植物或幼苗已经在该基底中繁殖。然后，可将尺寸较小的根塞集成到原地生产的稳

定生长基质中，例如当植物或幼苗已达到繁殖阶段时，在该阶段中，根系结构已完全穿透根

塞或其它基底。

[0007] 本发明还涉及生产用于植物或幼苗栽培的稳定生长基质的装置。

[0008] 在所附权利要求中描述了根据本发明的有利实施方式。

[0009] 应注意的是，上述的方法步骤和技术特征可各自独立地在用于生产稳定生长基质

的方法或装置中实现，即从对其进行描述的上下文中分离出来，与其它步骤或特征分开，或

仅与在对其进行公开的上下文中描述的一些其它步骤或特征组合。这些步骤或特征中的每

一均可进一步以任何组合形式与其它任何公开的步骤或特征组合。

附图说明

[0010] 现将仅通过非限制性示例的方式参照附图来描述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在附图中：

[0011] 图1示出根据本发明的生产用于植物或幼苗栽培的稳定生长基质装置的示意图；

以及

[0012] 图2示出根据本发明的方法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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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3] 本文公开的实施方式仅作为示例示出，且决不应将其理解为以任何形式地限制本

申请发明的范围。在本说明书和附图中，相同或相似的元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附图标记。

[0014] 图1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生产栽培植物、幼苗或组织培养的稳定生长基质的装置1

的示意图。装置1包括夹持系统2和提供形成稳定生长基质的泥浆材料的系统。

[0015] 装置1的夹持系统2设置为夹持植物或幼苗，并在接收单元中放置和保持植物或幼

苗的根系结构。在示出的实施方式中，夹持系统2包括多个夹持元件2a至2c，以使得将夹持

系统2设置为在相应接收单元中同时保持多个植物和幼苗的根系结构。

[0016] 在图1中，夹持元件2a至2c各夹持配有叶片结构4a至4c和根系结构5a至5c的植物

3a至3c。植物3a至3c放置在实施为在托盘10中的小格的、对应的接收单元11a至11c中。位于

中心的植物3b和左侧的植物3a具有容纳在基底6a至6b中的根系结构5a至5b，基底为植物3a

至3b已经在其中繁殖的根塞。根塞6a至6b可实施为在以申请人名下的专利公开EP2572571

中描述的局部开放的插塞，或如诸如大块根塞的另一插塞形式。在右侧的植物3c具有裸露

的根系结构，例如将植物已经在其中繁殖的基底移除。

[0017] 上述提供形成稳定生长基质的泥浆材料的系统包括形成稳定生长基质的泥浆材

料的供给源7以及多个输送线路8a至8c，其中，输送线路8a至8c用于在接收单元11a至11c中

保持植物3a至3c的根系结构5a至5c的同时，用泥浆材料填充对应的接收单元11a至11c。在

示出的实施方式中，系统7包括使输送线路8a至8c和供给源7相互连接的中心输送线路8，以

供给所述输送线路8a至8c。然而，单独的输送线路8a至8c还可直接从供给源7延伸。另外，可

应用单个输送线路，例如，在单独的接收单元11a至11c附近处配有输送孔。另外，多个输送

线路可设置为填充单个接收单元，从而加快接收单元的填充过程和/或改善类似的填充接

收单元的过程。

[0018] 在使用装置1期间，夹持系统2a至2c用于夹持植物3a至3c，以使得将根系结构5a至

5c放置在相应接收单元11a至11c中。然后，激活提供用于形成稳定生长基质的泥浆材料的

系统来填充对应的接收单元11a至11c，并固化接收单元11a至11c中的泥浆材料。在用泥浆

材料填充接收单元以及固化接收单元11a至11c中的泥浆材料的步骤中，通过夹持系统2a至

2c在接收单元11a至11c中保持植物3a至3c的根系结构5a至5c。

[0019] 利用装置1，在接收单元11a中围绕植物的根系结构5a至5c形成稳定生长基质12a

至12c。稳定生长基质12a至12c的外部几何形状和尺寸与接收单元壁的内部几何形状和尺

寸相对应。另外，稳定生长基质12a至12c可包括接收植物3a至3c的根系结构5a至5c的接收

腔体或容纳所述根系结构5a至5c的任何结构，诸如容纳在中间和在左侧的植物3a至3b的根

系结构5a至5b的基底6a至6c。在这里，接收腔体的侧壁可与基底6a至6c的外部结构连续。有

利地，所生产的稳定生长基质12a至12c可与基底6集成，也称作根塞6a至6b，以使得在植物3

的根系结构5周围形成单个集成的稳定生长基质。

[0020] 在装置1的操作期间，通过用泥浆材料填充接收单元以及固化所述泥浆材料来形

成单个或多个稳定生长基质。稳定生长基质可形成为用于容纳植物的根系结构的根塞。

[0021] 根塞优选由用于植物栽培的有机和/或非有机材料制成。有利地，插塞体部可形成

为整体件。另外，根塞可形成为海绵状和/或可穿透以生长根系的合成物。这种基底材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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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合成物或其它合适的基底材料和/或合成物在该技术领域众所周知。例如，根塞可包括例

如椰子纤维、泥煤和/或树皮的有机纤维。在这里，例如，插塞包括基底成分，该基底成分包

括由诸如无毒和/或有机胶的粘合剂所联接的颗粒。联接的颗粒可包括例如有机纤维和/或

土壤颗粒。优选地，根塞的至少一部分有弹性。

[0022] 接收单元11a至11c可具有大致圆柱形的几何形状，优选具有圆形横截面。另外，接

收单元可朝向其底部逐渐缩小。然而，容器可具有另一几何形状，诸如具有竖直壁和诸如正

方形截面的多边形横截面的圆柱。

[0023] 已经容纳植物的根系结构5a至5b的根塞6a至6b通常具有相对小的尺寸，以促进秧

苗繁殖过程。通常，所述小尺寸根塞具有3厘米或更小的直径，或大约4.5厘米的直径或达约

6厘米的直径。

[0024] 利用上述装置1生产的根塞12a至12c通常尺寸较大，以促进已长大的秧苗的栽培

过程。通常地，大尺寸根塞具有约6厘米或更大的直径，诸如约7厘米、约8厘米或大约12厘米

或更大。

[0025] 优选地，在比进入到接收单元的泥浆材料的上表面略低的水平处将根系结构5a至

5c放置在接收单元11a至11c中。然而，优选地，植物3a至3c的叶片结构4a至4c位于接收单元

上方，以使得叶片和/或茎不浸没于形成稳定生长基质的泥浆材料中。

[0026] 可将接收单元11a至11c填充至预设水平，例如填充至接收单元含量的约50％、约

60％、约70％或更多，诸如80％、90％或100％。

[0027] 在示出的实施方式中，托盘10是配有设置在一维或二维阵列中的多个接收单元11

(也称为小格)的整体形成结构。然而，装置1还可应用于在分离的诸如盆的接收单元11中生

成稳定生长基质。

[0028] 如上所述，可同时生产多个稳定生长基质。然而，另一装置设置为每次生产单个稳

定生长基质。然后，装置可配有单个夹持元件和用于每次填充单个接收单元的单个输送线

路。接收单元可以是托盘的小格、另一小格或盆。

[0029] 有利地，装置1可包括支承结构和/或输送器，其中，该支承结构用于支承单个或多

个接收单元，该输送器用于向输送管道和从输送线路输送多个接收单元。

[0030] 另外，装置1可配有控制夹持系统的控制装置以及提供用于形成稳定生长基质的

泥浆材料的系统。夹持系统可包括用于执行受控的夹持运动的致动器。另外，提供用于形成

稳定生长基质的泥浆材料的系统可包括用于在受控方式下供给泥浆材料的一个或多个阀

门致动器。

[0031] 用于形成稳定生长基质的泥浆材料的供给源7可包括用于容纳粘合材料的第一容

器和用于容纳干燥材料的第二容器。泥浆材料可通过混合粘合材料和干燥材料而形成，以

输送混合的、形成稳定生长基质的泥浆材料。

[0032] 图2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方法的流程图。该方法用于生产用于植物或幼苗栽培的

稳定生长基质。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提供110用于容纳待形成的稳定生长基质的接收单元

11；在接收单元11中放置120植物3或幼苗的根系结构5；用泥浆材料填充130接收单元11以

形成稳定生长基质；以及在接收单元11中保持植物3或幼苗的根系结构5同时，固化140容器

11中的泥浆材料。

[0033] 所生产的稳定生长基质可设置为容纳和/或栽培单个或多个幼苗和/或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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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实施方式。应理解的是，可进行各种变化。

[0035] 在上述第一实施方式中，用在托盘的小格中形成稳定生长基质的泥浆材料来填充

所述小格。然后，有利地，多个稳定生长基质可形成为例如根塞。在上述第二实施方式中，用

所述泥浆材料填充盆，植物或幼苗的根系结构在诸如根塞的基底中繁殖。在上述第三实施

方式中，再次用所述泥浆材料填充盆。在这里，植物或幼苗的根系结构是裸露的，例如，将植

物或幼苗的根系结构从根塞或另一合成的或天然的基底移除。

[0036]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这些变型和其它变型将是显而易见的，并认为其落在

如以下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本发明的范围内。为了清晰和简洁描述，本文将特征描述为相

同或有区别的实施方式的一部分。然而，应意识到的是，本发明的范围可包括具有所描述特

征的全部或一些的组合的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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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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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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