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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沙漠、缺水地区及盐碱地种植结构

(57)摘要

一种沙漠、缺水地区及盐碱地种植结构，属

于种植技术领域。包括种植沟（13）、防水膜（2）和

预埋多孔水管（4），防水膜（2）铺设在种植沟（13）

内，且种植沟（13）底部的防水膜（2）上开设有透

气槽（3），在透气槽（3）上侧铺设有透气防渗沙层

（5），预埋多孔水管（4）铺设在防水膜（2）上侧，在

预埋多孔水管（4）与透气防渗沙层（5）上侧铺设

有渗水土工布（6），渗水土工布（6）上侧的种植沟

（13）内填充种植土或种植沙，预埋多孔水管（4）

上侧开设有进出水孔，透气防渗沙层（5）具有透

气但不透水的特点，从而保持下部原有土壤（1）

与种植土壤（7）的地气流通，这样就可以保证种

植土壤的温度正常，避免植物因高温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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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沙漠、缺水地区的种植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种植沟（13）、防水膜（2）和预埋多

孔水管（4），防水膜（2）铺设在种植沟（13）内，且种植沟（13）底部的防水膜（2）上开设有透气

槽（3）或透气孔，在透气槽（3）或透气孔上侧铺设有透气防渗沙层（5），预埋多孔水管（4）铺

设在防水膜（2）上侧，在预埋多孔水管（4）与透气防渗沙层（5）上侧铺设有渗水土工布（6），

渗水土工布（6）上侧的种植沟（13）内填充种植土或种植沙，预埋多孔水管（4）上侧开设有多

个进出水孔，预埋多孔水管（4）连接有进排水机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沙漠、缺水地区的种植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沟（13）的

两侧分别铺设有防水膜（2），防水膜（2）的下端弯折后平铺在种植沟（13）的底部，种植沟

（13）两侧的防水膜（2）在种植沟（13）底部间隔形成透气槽（3），透气防渗沙层（5）两侧边铺

设在种植沟（13）底部两侧的防水膜（2）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沙漠、缺水地区的种植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气防渗沙层

（5）与种植沟（13）底部两侧的防水膜（2）重合5~10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沙漠、缺水地区的种植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水膜（2）的上

端伸出种植沟（13），防水膜（2）的上端翻折在所述种植土或种植沙的上侧。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沙漠、缺水地区的种植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埋多孔水管

（4）有两根，两根预埋多孔水管（4）分别铺设在透气防渗沙层（5）的两侧。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沙漠、缺水地区的种植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排水机构包

括土壤水份传感器（8）、蓄水池（11）和进排水管（9），进排水管（9）连通预埋多孔水管（4）和

蓄水池（11），土壤水份传感器（8）埋设在种植土或种植沙内部，土壤水份传感器（8）通过控

制器连接进排水管（9）上的水泵（10）。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沙漠、缺水地区的种植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土壤水份传感

器（8）由太阳能电池供电。

8.一种盐碱地种植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种植结构，在种

植沟（13）的周围还开设有至少一条排水沟（12），排水沟（12）的深度大于种植沟（13）的深

度。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盐碱地种植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沟（12）与种植沟（13）

平行设置。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盐碱地种植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沟（12）与种植沟

（13）的间隔小于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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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沙漠、缺水地区及盐碱地种植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一种沙漠、缺水地区及盐碱地种植结构，属于种植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沙漠、干旱缺水地区经济作物及绿化植物的种植一直是种植难点，很多沙漠实际

上并不干旱，沙漠地表以下含有大量优质地下水，我国部分地区由于沙化严重成为沙漠，沙

子结构松散，不能形成土壤团粒结构，漏水漏肥是导致沙地农林业发展的主要原因，干旱缺

水地区则存在缺水、水份蒸发严重的问题，所以沙漠、干旱地区都难以在植物的种植土壤中

保持水分，导致植物难以存活。

[0003] 目前在沙漠、干旱缺水地区种植主要采用的方法是在种植沟的内部铺设塑料防水

薄膜，这种塑料防水薄膜虽然能够阻止漏水漏肥，但是塑料防水薄膜在隔水的同时阻隔了

地下气体的流通，热量上下无法传导，而干旱地区光照往往很强，造成隔膜上层的土壤被照

射至40度以上的高温，植物难以存活，尤其是经济作物，所以防水薄膜的使用效果并不好。

[0004] 在盐碱地同样存在类似问题，盐碱地种植需要将种植土壤与原有土壤分隔开来，

因为盐碱地的盐类成分会导致植物根系坏死，塑料防水薄膜虽然能够阻止原有土壤的盐份

进入种植土壤中，但是同样也造成了种植土壤在日光照射下达到40度以上的高温，植物难

以存活。而且盐碱地与干旱地区的不同是其通常不缺水，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原有土壤的

水份虽然无法透过薄膜从下部进入种植土壤，但是在雨水的冲刷下地表含盐水份会从上部

进入种植土壤，也会导致植物根系坏死。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沙漠、缺水地区

及盐碱地种植结构，那个保持种植沟内温度与下部土壤的地气流通，保持种植沟内温度正

常，避免因光照导致植物坏死，在盐碱地种植时还开设有排水沟，原有土壤中的盐分会通过

排水沟排走，而不会从上部进入种植土壤内，彻底杜绝土壤中的盐分进入种植土壤中。

[0006]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该沙漠、缺水地区的种植结构，

其特征在于：包括种植沟、防水膜和预埋多孔水管，防水膜铺设在种植沟内，且种植沟底部

的防水膜上开设有透气槽或透气孔，在透气槽或透气孔上侧铺设有透气防渗沙层，预埋多

孔水管铺设在防水膜上侧，在预埋多孔水管与透气防渗沙层上侧铺设有渗水土工布，渗水

土工布上侧的种植沟内填充种植土或种植沙，预埋多孔水管上侧开设有多个进出水孔，预

埋多孔水管连接有进排水机构。

[0007] 优选的，所述种植沟的两侧分别铺设有防水膜，防水膜的下端弯折后平铺在种植

沟的底部，种植沟两侧的防水膜在种植沟底部间隔形成透气槽，透气防渗沙层两侧边铺设

在种植沟底部两侧的防水膜上。

[0008] 优选的，所述透气防渗沙层与种植沟底部两侧的防水膜重合5~10cm。

[0009] 优选的，所述防水膜的上端伸出种植沟，防水膜的上端翻折在所述种植土或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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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的上侧。

[0010] 优选的，所述预埋多孔水管有两根，两根预埋多孔水管分别铺设在透气防渗沙层

的两侧。

[0011] 优选的，所述进排水机构包括土壤水份传感器、蓄水池和进排水管，进排水管连通

预埋多孔水管和蓄水池，土壤水份传感器埋设在种植土或种植沙内部，土壤水份传感器通

过控制器连接进排水管上的水泵。

[0012] 优选的，所述土壤水份传感器由太阳能电池供电。

[0013] 一种盐碱地种植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上述的种植结构，在种植沟的周围还开设

有至少一条排水沟，排水沟的深度大于种植沟的深度。

[0014] 优选的，所述排水沟与种植沟平行设置。

[0015] 优选的，所述排水沟与种植沟的间隔小于6m。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该沙漠、缺水地区种植结构的上述技术方案所具有的有益效果

是：

[0017] 本实用新型的种植结构在种植沟底部的防水膜上开设有透气槽或透气孔，并在透

气槽上侧铺设有透气防渗沙层，透气防渗沙层具有透气但不透水的特点，从而保持下部原

有土壤与种植土壤的地气流通，这样就可以保证种植土壤的温度正常，避免植物因高温坏

死。

[0018] 本实用新型中预埋多孔水管不仅具有进水以提供植物所需水份的问题，还具有排

水功能，通常的认知是干旱地区不存在涝灾，然而干旱地区往往种植的是耐旱植物，如果突

然降水量非常大，会导致植物耐涝性很差而很快死亡，往往会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

[0019]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一种盐碱地种植结构，在种植沟的附近还开设有排水沟，原

有土壤中的盐分会通过排水沟排走，而不会从上部进入种植土壤内，彻底杜绝土壤中的盐

分进入种植土壤中。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沙漠、缺水地区种植结构实施例1的界面示意图；

[0021] 图2为沙漠、缺水地区种植结构实施例1的立体示意图；

[0022] 图3为进排水机构的示意图；

[0023] 图4为沙漠、缺水地区种植结构实施例2的示意图；

[0024] 图5为盐碱地种植结构的示意图；

[0025] 其中：1、原有土壤   2、防水膜   3、透气槽   4、预埋多孔水管   5、透气防渗沙层  

6、渗水土工布   7、种植土壤   8、土壤水份传感器   9、进排水管   10、水泵   11、蓄水池  

12、排水沟   13、种植沟。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图1~3是该沙漠、缺水地区及盐碱地种植结构的最佳实施例，下面结合附图1~5对

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说明。

[0027] 参照图1~2，该沙漠、缺水地区种植结构包括种植沟13、防水膜2和预埋多孔水管4，

防水膜2铺设在种植沟13内，且种植沟13底部的防水膜2上开设有透气槽3或透气孔，在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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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3上侧铺设有透气防渗沙层5，预埋多孔水管4铺设在防水膜2上侧，在预埋多孔水管4与透

气防渗沙层5上侧铺设有渗水土工布6，渗水土工布6上侧的种植沟13内填充种植土或种植

沙形成种植土壤7，预埋多孔水管4上侧开设有进出水孔，预埋多孔水管4连接有进排水机

构，预埋多孔水管4有两根，两根预埋多孔水管4分别铺设在透气防渗沙层5的两侧。本实施

例中的防水膜2为塑料布或防渗土工膜。

[0028] 防水膜2和透气防渗沙层5完全阻隔水、肥向下渗漏，避免浪费水、肥资源，透气防

渗沙层5在防止水、肥向下渗漏的同时能够接通地气，使种植土壤7的温度与正常的土壤温

度相同，在地表以下10~20cm时种植土壤7的温度为15℃左右，植物可以正常生长。渗水土工

布6耐腐蚀性能好，不受风吹日晒使用寿命可以达到30年以上，而且渗水土工布6透气透水

性好，能够有效截留土沙颗粒，小石粒、细沙等不会进入预埋多孔水管4内，避免影响预埋多

孔水管4的水流通。即使有少量沙土进入预埋多孔水管4，将预埋多孔水管4端部的阀门打

开，用水流冲到蓄水池即可，也可以用自吸泵将水送到更远的地方。

[0029] 本实施例在种植沟13的两侧分别铺设有防水膜2，防水膜2的下端弯折后平铺在种

植沟13的底部，种植沟13两侧的防水膜2在种植沟13底部间隔形成透气槽3，透气防渗沙层5

两侧边铺设在种植沟13底部两侧的防水膜2上。透气防渗沙层5与种植沟13底部两侧的防水

膜2重合5~10cm。

[0030] 参见图3，进排水机构包括土壤水份传感器8、蓄水池11和进排水管9，进排水管9连

通预埋多孔水管4和蓄水池11，土壤水份传感器8埋设在种植土或种植沙内部，土壤水份传

感器8通过控制器连接进排水管9上的水泵10。土壤水份传感器8的埋设深度根据植物的种

类进行选择，土壤水份传感器8由太阳能电池供电，沙漠等干旱地区日照时间长，太阳能完

全能够满足用电需求，而且也特别适合在野外使用。进排水管9可以是一根水管，也可以是

通过三通分别连接预埋多孔水管4的进水管和排水管，水泵10设置在进水管上，进水管和排

水管均设有连接控制器的电磁阀。

[0031] 原理说明：将植物种植在种植土壤7中后，通过土壤水份传感器8检测种植土壤7中

的水份是否合适，如果缺水，通过进排水管9抽吸蓄水池11中的水经过预埋多孔水管4的进

出水孔进入种植土壤7中，为植物生长提供水份，同时还可以在水进入预埋多孔水管4之前

向水中添加肥料，在供水的同时供肥。土壤水份传感器8检测到水份含量达到植物所需水量

后停止供水。防水膜2与透气防渗沙层5可以防止水、肥向下渗漏，透气防渗沙层5具有透气

但不透水的特点，从而保持下部原有土壤1与种植土壤7的地气流通，这样就可以保证种植

土壤7的温度正常，避免植物因高温坏死。

[0032] 当出现较大降水时，土壤水份传感器8检测种植土壤7中的水份超过设定值后，通

过打开排水管上的开关，将种植土壤7中的水排入蓄水池11中，回收水的同时避免植物因耐

涝性差而死亡。该种植结构简单、实用，保水、保肥的同时保持种植土壤7温度正常，通过控

制器控制可以实现自动供水、排涝，可以将土壤水份传感器8等检测到的数据传送至手机、

电脑等终端，可以实现远程控制。

[0033] 实施例2

[0034] 参见图4，本实施例的防水膜2的上端伸出种植沟13，防水膜2的上端翻折在种植土

或种植沙的上侧。这是根据干旱地区土质特点所设置的，在干旱地区，尤其是沙漠中，沙子

吸水性非常强，在种植后期，沙子会漫过防水膜2上部后连同原有土壤1和种植土壤7，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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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原有土壤1和种植土壤7搭建了一根水管，沙子会很快将种植土壤7的水份吸干。

[0035] 本实施例通过将防水膜2的上端翻折在所述种植土或种植沙的上侧，这样就可以

避免形成连接原有土壤1和种植土壤7的沙子“水管”，防止种植土壤7的水份流失。而且还可

以防止水份蒸发。

[0036] 参见图5，本实施例还提供一种盐碱地种植结构，其在包括上述种植结构的同时，

在种植沟13的周围还开设有至少一条排水沟12，排水沟12的深度大于种植沟13的深度，在

降水时原有土壤1中的水份会携带盐分进入排水沟12，通过排水沟12将这部分水排至水沟

或直接排入海中，因为这部分水是正常的盐碱地含盐水份，虽然不能种植植物，但是并没有

污染，所以排入附近水域并不会造成污染。原有土壤1中的盐分会通过排水沟12排走，而不

会从上部进入种植土壤7内，彻底杜绝土壤中的盐分进入种植土壤7中。

[0037] 较佳的是排水沟12与种植沟13平行设置，种植沟13往往会开设有若干条，在一个

种植区域内开设一条或两条排水沟12即可。排水沟12与种植沟13的间隔最好小于6m。

[0038]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是对本实用新型作其它形式

的限制，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可能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加以变更或改型为等同

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是凡是未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实

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改型，仍属于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保

护范围。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12138685 U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212138685 U

7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8

CN 212138685 U

8



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9

CN 212138685 U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