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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植物种植用的装置以及该

装置的批量制造方法，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包

括若干竖种植管和若干横种植管的一种或者两

种，所述横种植管与竖种植管连通固定并相互垂

直，所述竖种植管上设置有若干竖管种植区，所

述横种植管上设置有若干横管种植区，所述竖管

种植区和横管种植区的种植口朝上，以便于植物

的种植和生长。本发明减少占地面积，管材纵横、

竖直交错，具有立体种植效果，因此在同样占地

面积的情况下，可以种植更多的植物，通过植物

的攀爬、生长，整个装置又可以形成家庭绿色装

饰物，有效满足不同人的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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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植物种植用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若干竖种植管(1)和若干横种植管(2)，所

述横种植管(2)与竖种植管(1)连通固定并相互垂直固定，所述竖种植管(1)上设置有若干

竖管种植区(1a)，所述横种植管(2)上设置有若干横管种植区(2a)，所述竖管种植区(1a)和

横管种植区(2a)的种植口朝上，以便于植物的种植和生长，所述竖管种植区(1a)为竖管种

植槽(11)和弯头组件(22)，所述横管种植区(2a)为横管种植槽(21)和弯头组件(22)，所述

弯头组件(22)包括弯头(222)和连接管(221)，所述连接管(221)的一端固定在弯头(222)

上，其另一端固定在种植管上，最底层的横种植管(2)上设置有若干支撑组件(5)，所述支撑

组件(5)包括支撑管(51)和连通管(52)，所述支撑管(51)垂直地面设置，上端开口，下端封

闭，并在下端设置盆体(53)，所述支撑管(51)下部设置有流水口(54)，所述连通管(52)的一

端与横种植管(2)的侧面连通，其另一端与支撑管(51)垂直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植物种植用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竖种植管(1)的管壁部

分向内凹陷形成所述竖管种植槽(11)，所述竖管种植槽(11)和弯头组件(22)随机设置在竖

种植管(1)上，所述弯头组件(22)的开口向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植物种植用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横种植管(2)上端面部

分挖空形成横管种植槽(21)，所述弯头组件(22)设置在横种植管(2)的前后两端和部分横

种植管(2)的管头两端，所述弯头组件(22)的开口向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植物种植用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横种植管(2)之间设置

有若干贯通所述横种植管(2)的排水管(4)，所述排水管(4)置于横种植管(2)内部部分设置

有若干排水孔(4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植物种植用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竖种植管(1)的底部封

闭，其下部设置有排水口(12)，排水口(12)的高度竖管种植区(1a)的高度，在所述竖种植管

(1)的底部设置有盆体(5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植物种植用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竖种植管(1)的顶部和/

或横种植管(2)上设置有供水组件(3)，所述供水组件(3)包括底部设置有一瓶口的瓶体

(31)和一带有微孔(33)的瓶盖(32)，所述瓶体(31)上还有排气口，所述瓶盖(32)的盖槽内

填充有流量控制层(34)，以便于控制瓶内水流出的大小。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植物种植用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流量控制层(34)为沙土

和海绵和纱布中的任一种或多种组合。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植物种植用装置的批量制造方法，其特征为，包括以

下步骤：将购买好的不同直径的管材进行裁切成预先设置的长度尺寸，将裁切好的管材按

照需求进行径向刀切和挖孔，在两根管材上套上硬纸皮，依照刀切和挖孔形状做好竖种植

管(1)和横种植管(2)纸皮模具，依照模具批量制作竖种植管(1)和横种植管(2)，刀切线上

端部分的横种植管加热、挤压、凹陷处理形成竖管种植槽(11)，弯头组件(22)的连接管

(221)一端外围打磨倒角处理，通过胶水粘合固定在接口上，然后将其它零件依次安装形成

该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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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植物种植用的装置以及该装置的批量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种植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涉及一种植物种植用的装置以及该装置的批

量制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种植业是人们几千年前就开始的一项技术，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传统的种植技

术一般都是在地面上种植，经过人们松土后种植，或者采用机械设备进行大规模生产，在乡

村，这种种植技术是广用技术，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注重生活品质，在城市中，城市居

民一般都是在菜市场买菜而很少自由种植蔬菜，主要原因是城市居民住房是有面积限制

的，而且长时间能够接受光照的地方也就只有阳台，每家每户的阳台平均大概只有2平米-5

平米左右，因此想要在阳台上种植蔬菜或者绿色植物，需要放置大量的种植盆，而有限的空

间的内放置的种植盆是非常有限的，放置太多不仅会占据阳台大量空间，而且外形不美观。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而提供一种植物种植用的装置，能够多层种植，减

少装置占据空间，有效提升空间利用率，植物易管理，并且提供该装置的批量制造方法。

[0004] 本发明所公开的一种植物种植用的装置，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包括若干竖种植

管和若干横种植管的一种或者两种，所述横种植管与竖种植管连通固定并相互垂直，所述

竖种植管上设置有若干竖管种植区，所述横种植管上设置有若干横管种植区，所述竖管种

植区和横管种植区的种植口朝上，以便于植物的种植和生长。

[0005] 优选地，所述竖管种植区为竖管种植槽和弯头组件的一种或者两种，所述竖种植

管的管壁部分向内凹陷形成所述竖管种植槽，所述竖管种植槽和弯头组件随机设置在竖种

植管上，所述弯头组件的开口向上。

[0006] 优选地，所述横管种植区为横管种植槽和弯头组件的一种或者两种，所述横种植

管上端面部分挖空形成横管种植槽，所述弯头组件设置在横种植管的前后两端和部分横种

植管的管头两端，所述弯头组件的开口向上。

[0007] 优选地，所述弯头组件包括弯头和连接管，所述连接管的一端固定在弯头上，其另

一端固定在种植管上。

[0008] 优选地，所述横种植管之间设置有若干贯通所述横种植管的排水管，所述排水管

置于横种植管内部部分设置有若干排水孔。

[0009] 优选地，所述最底层的横种植管上设置有若干支撑组件，所述支撑组件包括支撑

管和连通管，所述支撑管垂直地面设置，上端开口，下端封闭，并在下端设置盆体，所述支撑

管下部设置有流水口，所述连通管的一端与横种植管的侧面连通，其另一端与支撑管垂直

连通，

[0010] 优选地，所述竖种植管的底部封闭，其下部设置有排水口，排水口的高度竖管种植

区的高度，在所述竖种植管的底部设置有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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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优选地，所述竖种植管的顶部和/或横种植管的弯头组件开口上方设置有供水组

件，所述供水组件包括底部设置有一瓶口的瓶体和一带有微孔的瓶盖，所述瓶体上有排气

孔，所述瓶盖的盖槽内填充有流量控制层，以便于控制瓶内水流出的大小。

[0012] 优选地，所述流量控制层为沙土或者海绵或者纱布。

[0013] 一种植物种植用装置的批量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购买好的不同直径的管

材进行裁切成预先设置的长度尺寸，将裁切好的管材按照需求进行径向刀切和挖孔，在上

述两根管材上套上硬纸皮，依照刀切和挖孔形状做好竖种植管和横种植管纸皮模具，依照

模具批量制作竖种植管和横种植管，刀切线上端部分的横种植管加热、挤压、凹陷处理形成

竖管种植槽，弯头组件的连接管一端外围打磨倒角处理，通过胶水粘合固定在接口上，然后

将其它零件依次安装形成该装置。

[0014] 本发明公开的技术方案，采用常用的管材制作，可以让更多的城市居民享受田园

风光、人们可以吃上自己亲手种植的、不打药物的蔬菜，蔬菜更加新鲜，就长在家里，更加方

便，将装置放置在阳台上或者楼顶上，减少占地面积，管材纵横、竖直交错，具有立体种植效

果，因此在同样占地面积的情况下，可以种植更多的植物，通过植物的攀爬、生长，整个装置

又可以形成家庭绿色装饰物，有效满足不同人的生活需求，进一步，竖管种植区可以为竖管

种植槽或者在竖种植管上安装弯头组件而形成的种植区，竖管种植槽的巧秒设计而不需要

再添加其他附属装置即可达到种植效果，攀爬类植物可以种植在竖管种植槽内沿着竖管攀

爬，其他植物类似蔬菜可以另外种植在弯头开头上，在横种植管之间设置有若干贯通所述

横种植管的排水管，在竖种植管的顶部和/或横种植管的弯头组件开口上方设置有供水组

件，排水管置于横种植管内部部分设置有若干排水孔，这样方便水在装置内流通，而且还有

利于植物根部呼吸，植物生长更好，供水组件的设置，可以在长时间无人工照料的情况下，

让土壤保持适度湿润状态。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第一种实施方式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第二种实施方式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第三种实施方式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弯头组件设置在竖种植管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弯头组件设置在横种植管侧面时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为弯头组件结构示意图。

[0021] 图7为排水管的第一种设置方式结构示意图。

[0022] 图8为排水管的第二种设置方式结构示意图。

[0023] 图9为图7中A处放大图。

[0024] 图10为图8中B处放大图。

[0025] 图11为竖种植管底端结构示意图。

[0026] 图12为支撑组件结构示意图。

[0027] 图13为供水组件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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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对本发明进行详细地介绍，应当理解，这里只是具体介绍本发

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在于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其储备的知识范

围内作出的等效变换，应当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9] 下文的实施例中所提及的方向用语，例如：上端、前端、后端等仅是参考附图方向，

因此，所使用的方向术语也不应当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0] 图1为本发明的第一种实施方式，如图1所示，包括若干竖种植管1和若干横种植管

2，横种植管2的两端分别与竖种植管1端连通并且两者相互垂直固定设置，竖种植管1和横

种植管2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本发明装置的本体，在竖种植管1上设置有竖管种植槽11，竖

管种植槽11内种植植物，当采用此种竖管种植区时，在竖种植管1填充种植土，可以使高营

养种植土，当然也可以采用弯头组件（图中未标出）代替竖管种植槽11，或者弯头组件和竖

管种植槽11两者交错结合，它们之间的设置顺序可以是有序地，也同样可以是杂乱的，弯头

组件的开口是向上的，如果采用弯头组件为竖管种植区1a时，在弯头组件内填充种植土，在

竖种植管1内填充细砂，这样有利于水分在竖种植管1内流动，而且还不易在土壤内长时间

存留大量水份，竖种植管1上端开口处设置有供水组件3，横种植管2上端面部分挖空形成横

管种植槽21，横管种植槽21的形状可以为圆形、方形、球场形等基本结构，当然可以在横种

植管2的前端和后端设置弯头组件（图中未标出），灌溉时，可以通过水管直接从竖种植管1

的上端口灌入，也可以在供水组件3内加水让其供水。

[0031] 图2为本发明的第二种实施方式，如图2所示，主体为横种植管2，在横种植管2的上

端面部分挖空形成横管种植槽21，同时在横种植管2的前端和后端设置弯头组件22，在横种

植管2的管头两端也同样设置了弯头组件22，弯头组件22和横管种植槽21形成横管种植区

2a，弯头组件22设置在横种植管2上的结构示意图如图5所示，供水组件3可以设置在不同高

度管头两端的弯头组件22上，也可以设置在不同高度横种植管2的前端和后端的弯头组件

22上，横种植管2之间设置有贯通横种植管2的排水管4，排水管4与横种植管2的交接处用胶

水粘合固定，排水管4一方面可以有层次地支撑起横种植管2，而且在灌溉时，可以通过排水

管4均匀灌溉，在雨天或者大水源灌溉时，可以让水流及时排出横种植管2，在最底层的横种

植管2上设置有支撑组件5，以便于支撑放置本发明装置，支撑组件5如图13所示，包括支撑

管51和连通管52，所述支撑管51垂直地面设置，上端开口，下端封闭，并放置在盆体53上，支

撑管51下部设置有流水口54，连通管52的一端与横种植管2的侧面连通，其另一端与支撑管

51垂直连通，支撑组件5一方面可以让装置放置更加平稳，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支撑管51的上

端口种植植物，多余的水从连通管52排出至支撑管51，然后从流水口54排出至盆体53收集。

[0032] 图3为本发明的第三种实施方式，如图3所示，主体为单根竖种植管1，竖种植管1的

上端设置供水组件3，在竖种植管1上随机设置有若干与竖种植管1连通的弯头组件22，竖种

植管1内填充细砂，在弯头组件22内设置种植土，弯头组件22设置在竖种植管1的结构示意

如图4所示。

[0033] 图6为弯头组件22结构示意图，弯头组件22包括连接管221和弯头222，连接管221

的长度在5cm-8cm之间，连接管221的一端外围打磨，进行倒角处理，形成一倾斜面，这样连

接管221在插入管上接口、打上胶水时，更有利于弯头组件22与竖种植管1或横种植管2连接

处的密封作用，连接管221的另一端连接在弯头222的一端上，并通过胶水固定，弯头222的

另一端开口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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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图7为排水管4的第一种设置方式结构示意图，如图7和图9所示，排水管4的的最上

端与最上方的横种植管2下端连通，然后依次贯通中层的横种植管2，然后再与最下方的横

种植管2上端连通，在中层的横种植管2处的排水管4设置有一些排水孔41，最上方的横种植

管2的水经过排水管4的上端口排出，然后流进中层横种植2管处，经过排水孔41分别排入中

层的横种植管2内，最后从排水管4的下端口排入最下层的横种植管2内。

[0035] 图8为排水管的第二中设置方式结构示意图，如图8和图10所示，排水管4的上端贯

通最上方的横种植管2，从横种植管2的上端面伸出至横种植管2外，然后依次贯通中层的横

种植管2，然后再与最下方的横种植管2上端连通，处于横种植管2处的排水管4设置有一些

排水孔41，这样不仅有利于水的流动，而且还能够让空气进入装置内部，有利于植物根部的

呼吸。

[0036] 进一步地改进，本发明的竖种植管1的底部可以是封闭的，并在其底部安置一个盆

体53，如图11所示，其下部设置有排水口12，排水口12设置的位置不应当高于处于竖种植管

最底部的一个弯头组件22的弯头222开口的位置高度，而且不应当高于处于竖种植管1最底

部的一个竖管种植槽11的开口位置高度，也就是说不应当高于最底端竖管种植区1a的高

度，排水口12在竖种植管1底部的位置和大小可以不定，这样有利于竖种植管1的底部存留

一定的水源，既不影响让植物根部浸在水中，也可保证有一定的缓冲水供植物吸收。

[0037] 图12为供水组件3结构示意图，供水组件3包括瓶体31和瓶盖32，瓶体31的底部有

一瓶口，瓶体31上有排气口，排气口的设置可以在瓶体31的侧面，最好是在瓶体31的顶部，

瓶盖32通过螺纹设置在瓶口31上，瓶盖32上设置有一些微孔33，而且还设置了一层流量控

制层34，流量控制层34为沙土或者海绵或者纱布，当然其他能够起到限流的物体都可以充

当流量控制层34，使用时，瓶盖32半拧在瓶口上，流量控制层34可以控制瓶内水流出的速

度，水流可以通过微孔33流出。

[0038] 一种植物种植用的装置批量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购买好的不同直径的管

材进行裁切成预先设置的长度尺寸，将裁切好的管材按照需求进行径向刀切和挖孔，在上

述两根管材上套上硬纸皮，依照刀切和挖孔形状做好竖种植管1和横种植管2纸皮模具，依

照模具批量制作竖种植管1和横种植管2，刀切线上端部分的横种植管加热、挤压、凹陷处理

形成竖管种植槽11，弯头组件22的连接管221一端外围打磨倒角处理，通过胶水粘合固定在

接口上，然后将其它零件依次安装形成该装置。

[0039] 本发明的结构具有多种组合方式，依照本发明所提供的组合提示都应当属于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

[0040] 本发明的实施例只是介绍具体实施方式，不在于限制其保护范围。凡按照本发明

所做的等效变化或修饰，均属于本发明的专利权利要求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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