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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专利提出一种特殊环境下自治蔬菜

保障舱，主要将自然光导入舱室内进行植物栽

培，并且到达采用一种长效基质可以使得植物连

续栽培，从而在极端环境下种植叶菜类蔬菜，不

仅保障相关人员的蔬菜供给，操作简单便捷还能

以适当劳作强度增强体魄，而绿色植物也给人带

来心理慰藉。设计出一种自然光集光装置，圆台

形自然光集光罩表面涂有反光层，通过自然光亮

度调节器及其上光度调节旋钮可控导入光照强

度，获得叶菜类蔬菜冠部适宜的光照强度，确保

其正常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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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特殊环境下自治蔬菜保障舱，其特征在于包括外壳模块(3)，内含自然光引入定

向分配模块(1)、植物栽培模块(2)、冷凝水回收模块(41)、原位冷源利用模块(39)、气体循

环调节模块(4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特殊环境下自治蔬菜保障舱，其特征是所述外壳模块(3)

主要是由集装箱或类似箱体改造而成，通过抗高温、抗低温和抗腐蚀材料包裹及地面加固，

具有抗台风、抗暴雨、抗暴晒、抗腐蚀等特性。外壳模块(3)顶部放置有集光器(8)；所述自然

光引入定向分配模块(1)可将自然光引入定向分配到保障舱室内的植物栽培模块(2)，保证

栽培架(5)上每层植物的能源供给；所述植物栽培模块(2)含有栽培架(5)、栽培槽(6)、长效

基质(40)；所述原位冷源利用模块(39)是根据不同极端环境地区的气候特点可使用相应的

原位冷源利用技术起到降温作用到达降温效果。所述的气体循环调节模块(42)主要保持二

氧化碳浓度处于最佳。从而实现在极端环境(高原、极地以及沙漠等特殊环境)建立适合栽

培植物的保障舱室，为相关人员提供蔬菜保障，保证食物充足，以及为驻守人员带来精神慰

藉。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特殊环境下自治蔬菜保障舱，其特征是自然光定向分配

模块(1)包括集光器(8)、一级分光器(9)、二级分光器(10)、光纤(11)、自然光集光罩(36)、

自然光亮度调节器(37)。集光器(8)位于外壳顶部，采集自然光，通过光纤(11)、一级分光器

(9)和二级分光器(10)分配到植物栽培模块中的各个栽培架及其每一层，到达把室外自然

光引入室内栽培叶菜类蔬菜的目的。所述光纤(11)也是由多根光导纤维组成的光缆，其两

端分别连接着集光器(8)和自然光集光罩(36)达到让光聚集目的，通过自然光亮度调节器

(37)及其上光度调节旋钮(38)可控导入光照强度，获得叶菜类蔬菜冠部适宜的光照强度，

确保其正常生长；圆台形自然光集光罩(36)表面涂有反光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特殊环境下自治蔬菜保障舱，其特征是冷凝水回收模块

(41)包括冷凝水回收管道(17)、冷凝水回收阀门(22)、冷凝水箱(16)，收集植物蒸腾作用产

生的冷凝水通过连有冷凝水回收阀门(22)的冷凝水回收管道(17)，导入冷凝水箱(16)。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特殊环境下自治蔬菜保障舱，其特征是原位冷源利用模

块(39)包括温度传感器(21)、冷媒收集塔(20)、冷媒流入管(13)、电磁阀Ⅲ(33)、冷媒流入

管阀门(14)、热交换器(12)和冷媒热交换后流出管(15)，当温度传感器(21)检测到保障舱

内温度增高时，电磁阀Ⅲ(33)使得流入管阀门(14)打开，冷媒从冷媒收集塔(20)经冷媒流

入管(13)流入舱内，经过热交换器(12)后由冷媒热交换后流出管(15)将热量带出舱外，完

成温度调节。可根据不同极端环境地区的气候特点使用相应的原位冷源利用技术起到降温

作用；如对于岛礁下开发利用海水的热交换降温技术，对于高寒环境(高原和极地)下开发

室外冷空气热交换器技术，对于沙漠环境下开发利用地源热泵制冷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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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特殊环境下自治蔬菜保障舱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特殊环境下自治蔬菜保障舱，能为相关人员在岛礁、高原、沙漠和

极地等特殊环境下提供充足的蔬菜保障及精神慰藉。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极端环境(如岛礁、沙漠、高原和极地等)土壤贫瘠，气候恶劣，淡水资源匮乏，

很难进行蔬菜栽培，不仅补给蔬菜保存困难，补给方式还单一且易受环境影响，导致蔬菜供

给是一大难题。如岛礁上光照强度超强且持续时间长，长年高温高湿，同时伴有台风、暴雨

等恶劣气候条件，使得驻岛官兵或科研人员长期面临新鲜蔬菜供给匮乏的问题。为了能保

障极端环境下蔬菜供给，类似自治保障舱室研究逐渐出现，但仅局限于温室，易受外界干

扰。

[0003] 自然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在极端环境能源供给困乏的情况下，如何将

自然光导入舱室内进行植物栽培的研究较少。在特殊条件下，建立密闭舱室，营造一个适宜

植物生长的条件至关重要；此外，不同环境下的舱室模块也各不相同。舱室内栽培的蔬菜不

仅可以提供部分新鲜蔬菜，还可以建立分批种植制度达到持续供给；此外，还可以陶冶情

操，为生活增加一种乐趣。

[0004] 随着国家战略需求以及对极端环境下科考研究的增加，建立适合栽培植物的保障

舱室，为相关人员提供蔬菜保障，即保证了食物的丰富度，又为驻守人员带来精神慰藉，更

是解决了在高原、极地以及沙漠等特殊环境下的蔬菜补给难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便于组装、生产操作便捷、可长期生产叶菜类蔬菜的

特殊环境自治蔬菜保障舱。该特殊环境自治蔬菜保障舱，既具有密闭性可以阻挡外部恶劣

环境，又能收集冷凝水节省淡水源，还具有采集自然光导入室内为植物提供能源的功能。为

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7] 本发明装置主要包括外壳模块(3)、自然光引入定向分配模块(1)、植物栽培模块

(2)、冷凝水回收模块(41)、原位冷源利用模块(39)、气体循环调节模块(42)。

[0008] 其中所述特殊环境下自治蔬菜保障舱外壳模块(3)，通过特殊材料包裹及地面加

固，具有抗台风、抗暴雨、抗腐蚀等特性。

[0009] 其中所述特殊环境下自治蔬菜保障舱自然光定向分配模块(1)包括集光器(8)、一

级分光器(9)、二级分光器(10)、光纤(11)、自然光集光罩(36)、自然光亮度调节器(37)。集

光器(8)位于外壳顶部，采集自然光，通过光纤(11)、一级分光器(9)和二级分光器(10)分配

到植物栽培模块中的各个栽培架及其每一层，到达把室外自然光引入室内栽培叶菜类菜的

目的。所述光纤(11)也是由多根光导纤维组成的光缆，在光纤的末端连接着和自然光集光

罩(36)达到让光聚集目的，通过自然光亮度调节器(37)及其上光度调节旋钮(38)可控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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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强度，获得叶菜类蔬菜冠部适宜的光照强度，确保其正常生长；圆台形自然光集光罩

(36)表面涂有反光层。

[0010] 其中所述的特殊环境下自治蔬菜保障舱植物栽培模块(2)由栽培架(5)、栽培槽

(6)、长效基质(40)、湿度传感器(24)、电磁阀Ⅰ(25)、栽培槽供水管(19)和水泵(18)组成。栽

培架(5)有3-12层，每层都有栽培槽(6)，其高度方便人员操作，主要适应不同叶菜类蔬菜所

需的种植高度和光照。栽培槽(6)内含有长效基质(40)、温度传感器(21)、湿度传感器(24)，

所述的长效基质(40)可以持续提供植物所需营养，后期只需补给清水；而湿度传感器(24)

主要是检测长效基质(40)水分变化，通过电磁阀Ⅰ(25)控制水泵(18)通过栽培槽供水管

(19)运输来自动调节水的补给。

[0011] 其中所述的特殊环境下自治蔬菜保障舱冷凝水回收模块(41)包括冷凝水回收管

道(17)、冷凝水回收阀门(22)、冷凝水箱(16)，收集植物蒸腾作用产生的冷凝水通过连有冷

凝水回收阀门(22)的冷凝水回收管道(17)，导入冷凝水箱(16)。

[0012] 其中所述的特殊环境下自治蔬菜保障舱原位冷源利用模块(39)包括温度传感器

(21)、冷媒收集塔(20)、冷媒流入管(13)、电磁阀Ⅲ(33)、冷媒流入管阀门(14)、热交换器

(12)和冷媒热交换后流出管(15)，当温度传感器(21)检测到保障舱内温度增高时，电磁阀

Ⅲ(33)使得流入管阀门(14)打开，冷媒从冷媒收集塔(20)经冷媒流入管(13)流入舱内，经

过热交换器(12)后由冷媒热交换后流出管(15)将热量带出舱外，完成温度调节。可根据不

同极端环境地区的气候特点使用相应的原位冷源利用技术起到降温作用；如对于岛礁下开

发利用海水的热交换降温技术，对于高寒环境(高原和极地)下开发室外冷空气热交换器技

术，对于沙漠环境下开发利用地源热泵制冷技术等。

[0013] 其中所述的特殊环境下自治蔬菜保障舱气体循环模块(42)还包括气体流入口

(27)、二氧化碳传感器(31)、轴流风机(29)、时控开关(30)、气体流动管(26)、电磁阀Ⅱ

(32)、气体流出口(28)。时控开关(30)控制的轴流风机(29)会周期性将气体从气体流入口

(27)经通过气体流通管(26)从气体流出口(28)流出，达到将室内气体混匀效果。当二氧化

碳传感器(31)检测到舱室内二氧化碳浓度过高或过低时，电磁阀Ⅱ(32)开启，使得外接空

气与舱室内连通，达到换气调节作用。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5] 本发明可以在极端环境下种植叶菜类蔬菜，不仅保障相关人员的蔬菜供给，还能

以适当劳作强度增强体魄，而绿色植物也给人带来心理慰藉。

[0016] 本发明主要采用自然光引入定向分配技术，将自然光导入室内用于植物栽培，解

决了部分能源匮乏问题。

[0017] 本发明中可通过光调节器来调节光纤中光的通透率，从而调节光照强度，保证了

植物可具有最适的光照强度。

[0018] 本发明中可根据不同极端环境地区的气候特点使用相应的原位冷源利用技术起

到降温作用，可以满足更多环境的需求。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一种特殊环境下自治蔬菜保障舱的主视剖视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一种特殊环境下自治蔬菜保障舱的俯视剖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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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3为本发明一种特殊环境下自治蔬菜保障舱的侧视剖视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自然光集光装置示主视剖视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自然光集光装置示俯视剖视示意图；

[0024] 图6为本发明自然光集光装置侧视剖视示意图。

[0025] 其中，1-自然光引入定向分配模块；2-植物栽培模块；3-外壳模块；4-PLC控制箱；

5-栽培架；6-栽培槽；7-自然光灯；8-集光器；9-一级分光器；10-二级分光器；11-光纤；12-

热交换器；13-冷媒流入管；14-冷媒流入管阀门(手动阀门I)；15-冷媒热交换后流出管；16-

冷凝水箱；17-冷凝水回收管道；18-水泵；19-栽培架供水管；20-冷媒收集塔；21-温度传感

器；22-冷凝水回收阀门(手动阀门II)；23-栽培槽供水管；24-湿度传感器；25-电磁阀I(控

液电磁阀)26-气体流动管；27-气体流入口；28-气体流出口；29-轴流风机；30-时控开关；

31-二氧化碳传感器；32-电磁阀II(控气电磁阀)；33-电磁阀III(根据温度传感器控制冷媒

流动)；34-电线(连接PLC控制箱与各电磁阀)；35-手动阀门III(冷凝水箱上液阀门)；36-自

然光灯罩；37-自然光亮度调节器；38-光度调节旋钮；39-原位冷源利用模块；40-长效基质；

41-冷凝水回收模块；42-气体循环调节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7] 如图1、2、3、4、5、6所示，为本发明提出的蔬菜保障舱装置，包括集外壳模块(3)、自

然光引入定向分配模块(1)、植物栽培模块(2)、冷凝水回收模块、原位冷源利用模块(39)、

气体循环调节模块(42)。当种植植物时，先启动自然光引入定向分配模块(1)的光照系统，

通过舱室顶部集光器(8)采集自然光，由光纤(11)到达一级分光器(9)、二级分光器(10)，再

由自然光集光罩(36)和自然光亮度调节器(37)可以调节输送自然光的强弱以合理分配光

照，完成植物供光。

[0028] 集装箱改造的外壳模块(3)可根据不同的极端地理环境，做出改造。如，在岛礁具

有抗台风、抗暴雨、抗高温暴晒等；在高寒环境(极地或者高原)，具有一定保温性、抗高寒、

抗暴风等。

[0029] 栽培架(5)分三层，每个层放置栽培槽(6)；随后，在栽培槽(6)里放置长效基质

(40)，加入该基质后，后续不需施肥仅需要补水即可完成蔬菜的正常生长。不同栽培架(5)

可以实行蔬菜多批种植制度，从而使得蔬菜收获具有连续性。在槽中放置感知水分的湿度

传感器(24)、当检测到槽内长效基质(40)水分不足时，开启电磁阀Ⅰ(25)自动补液，通过水

泵(18)将冷凝水箱(16)中水通过栽培槽供水管(19)进行植物供水。湿度传感器(24)检测到

基质内水分足量时，也会关闭电磁阀Ⅰ(25)。

[0030] 温度传感器(21)检测到舱室内温度高于设定范围时，原位冷源利用模块(39)中冷

媒收集塔(20)开始启动，冷媒经冷媒流入管(13)、热交换器(12)、冷媒热交换后流出管(15)

循环后，将热量带出舱室，达到降温处理。在热交换器(12)周围存在底部带孔的冷凝罩，植

物蒸腾作用的水汽在热交换处遇冷后，沿冷凝罩流下，经孔连接的管道汇入冷凝水箱(16)。

[0031] 为了确保舱室内气体流动性，气体循环模块(42)中时控开关(30)控制的轴流风机

(29)会周期性的通过气体流通管(26)将室内气体混匀。当二氧化碳传感器(31)检测到舱室

内二氧化碳浓度过高时，电磁阀Ⅱ(32)开启，使得外接空气与舱室内连通，达到换气调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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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检测到二氧化碳浓度正常时，关闭调节电磁阀Ⅱ(32)。

[0032] 所述栽培槽(6)长宽为1m×0.5m。

[0033] 所述栽培架(5)长宽高为1m×0.5m×2m。

[0034] 所述栽培槽供水管(19)、冷媒流入管(13)和冷媒热交换后流出管(15)，孔径均为

0.5-1cm，材料均为聚氨基甲酸酯。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9661934 A

6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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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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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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