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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自行式智能水培种植装

置，包括一个自行装置以及多个水培种植架，水

培种植架的种植端和收获端分别设有一个自行

装置，自行装置主要由一个支架和设于支架中的

机械手构成，支架在沿一组设于地面上的导轨进

行滑动，在水培种植架的种植端机械手托起栽好

植物的种植板并将其中放入水培种植架上，在水

培种植架的收获端机械手将种植板由水培种植

架上取出。该自行式智能水培种植装置，采用设

于自行装置上的机械手对水培种植架上的种植

板进行上板和收板操作，进而完成蔬菜等植物的

自动种植和自动采收。由于水培的过程无需人工

干预，能够实现完全的自动化生产，不仅可以节

省人工，而且还能够尽可能降低由于人员频繁进

入引入外源性病虫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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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行式智能水培种植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一个自行装置以及多个相互平行

的水培种植架，

其中，多个所述水培种植架沿长度方向平行摆放，所述水培种植架一端为种植端，沿所

述水培种植架长度方向远离所述种植端的另一端为收获端，所述水培种植架上紧密摆放有

多个种植板，所述种植板在同一个所述水培种植架上由种植端向收获端依次移动，栽种在

所述种植板中的植物在所述水培种植架上完成整个生长过程，同一个所述水培种植架上摆

放的种植板的个数与所述种植板上栽种的植物所需的栽培天数相同或者为栽培天数的整

数倍，每次由种植端进入所述水培种植架的种植板和由收获端取出的所述水培种植架的种

植板数量相同；

所述水培种植架的种植端和收获端分别设有一个所述自行装置，所述自行装置主要由

一个高度接近所述水培种植架的高度的支架和设于所述支架中的机械手构成，所述支架在

一个第一驱动机构的驱使下沿一组设于地面上的导轨进行滑动，从而处于对应多个不同的

所述水培种植架的位置；

在所述水培种植架的种植端所述机械手托起栽好植物的种植板并将其中放入所述水

培种植架上，在所述水培种植架的收获端所述机械手将所述种植板由所述水培种植架上取

出；

所述水培种植架为多层式结构，其上叠放有多层所述种植板，所述机械手在一个第二

驱动机构的驱使下沿所述支架进行滑动，从而处于对应一个所述水培种植架上不同种植板

的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行式智能水培种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驱动机构包

括设于所述导轨中的齿条和设于所述支架中的齿轮电机，所述齿条与所述齿轮电机相配

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行式智能水培种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驱动机构包

括设于所述支架中的链条和设于所述机械手中的链轮电机，所述链条与所述链轮电机相配

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行式智能水培种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培种植架的种

植端的所述自行装置的机械手包括一组用于夹持所述种植板的夹手组件和一组与所述夹

手组件相平行的推杆组件，所述推杆组件设于所述夹手组件上方且与所述夹手组件之间的

距离与一个所述水培种植架上相邻两层的种植板之间的距离相等，所述夹手组件夹持一块

所述种植板放入所述水培种植架的同时，所述推杆组件将相应的种植板上方的种植板推进

就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行式智能水培种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自行装置分别与

输送装置相配合，所述输送装置将栽种好植物的所述种植板输送至所述水培种植架的种植

端，所述自行装置的机械手夹取所述种植板并将其放入所述水培种植架上，所述水培种植

架的收获端的自行装置使用所述机械手夹取种植完成的所述种植板后将其转移至所述输

送装置上，并由所述输送装置将所述种植板输送至采收工作区完成采收。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自行式智能水培种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培种植架和所

述自行装置设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所述种植板通过所述输送装置输入或者输出该空

间。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8401886 B

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行式智能水培种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装置为输送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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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行式智能水培种植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培装置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自行式智能水培种植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的土地利用面积逐渐减少，要满足自给自足的情况下，种植业正面临严

峻的挑战，农业技术人员只能通过无土栽培缓解土地紧张的压力。

[0003] 现有的植物水培技术基本上都是室外种植，河流种植，湖泊种植等，也能保证植物

的正常生长，但是阳光的正常光照时间8小时左右是远远不够的，而且都是依靠自然环境实

现，因此环境的掌控方面很难确定，植物或蔬菜的生长期还是不能够得到有效的缩短。为了

减轻繁重的农业劳动，将农业种植进化为自动化植物工厂种植。将土地利用率提高100-200

倍，节约用水量至土地种植的五十分之一，减去了繁重的翻地、浇水、除草、施肥、打药等繁

重的劳动工序，实现单体劳动力的50亩地的年种植量，且远离雾霾、农药、远离虫害，实现安

全、绿色、营养、美味的食品蔬菜工厂化种植。

[0004] 但是，现有技术中的无土栽培技术在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不足：

[0005] 1)对空间利用率不高，仍然需要较大的占地面积；

[0006] 2)一般采用统一种植和统一收获的模式，对整个空间内环境要素的一致性要求比

较高，而且无法实现栽培产品，尤其是蔬菜的持续供给；

[0007] 3)人员需求量大，属于劳动密集型，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工；

[0008] 4)空间湿度大，极其有利于病虫害的滋生和蔓延，而且工人频繁进出水培空间容

易带入外源性病虫害，一旦爆发，极易导致栽培作物的减产甚至绝收。

[0009] 因此，迫切需要一种能够解决上述问题的水培系统，以便于大规模、工业化的对植

物进行种植，以减缓对土地的压力。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自行式智能水培种植装置。

[0011]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自行式智能水培种植装置，包括一个自行装

置以及多个相互平行的水培种植架，

[0012] 其中，多个水培种植架沿长度方向平行摆放，水培种植架一端为种植端，沿水培种

植架长度方向远离种植端的另一端为收获端，水培种植架上紧密摆放有多个种植板，种植

板在同一个水培种植架上由种植端向收获端依次移动，栽种在种植板中的植物在水培种植

架上完成整个生长过程，同一个水培种植架上摆放的种植板的个数与种植板上栽种的植物

所需的栽培天数相同或者为栽培天数的整数倍，每次由种植端进入水培种植架的种植板和

由收获端取出的水培种植架的种植板数量相同；

[0013] 水培种植架的种植端和收获端分别设有一个自行装置，自行装置主要由一个高度

接近水培种植架的高度的支架和设于支架中的机械手构成，支架在一个第一驱动机构的驱

使下沿一组设于地面上的导轨进行滑动，从而处于对应多个不同的水培种植架的位置；

说　明　书 1/4 页

4

CN 108401886 B

4



[0014] 在水培种植架的种植端机械手托起栽好植物的种植板并将其中放入水培种植架

上，在水培种植架的收获端机械手将种植板由水培种植架上取出。

[001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水培种植架为多层式结构，其上叠放有多层种植板，机械手在

一个第二驱动机构的驱使下沿支架进行滑动，从而处于对应一个水培种植架上不同种植板

的位置。

[001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一驱动机构包括设于导轨中的齿条和设于支架中的齿轮电

机，齿条与齿轮电机相配合。

[001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二驱动机构包括设于支架中的链条和设于机械手中的链轮

电机，链条与链轮电机相配合。

[001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水培种植架的种植端的自行装置的机械手包括一组用于夹持

种植板的夹手组件和一组与夹手组件相平行的推杆组件，推杆组件设于夹手组件上方且与

夹手组件之间的距离与一个水培种植架上相邻两层的种植板之间的距离相等，夹手组件夹

持一块种植板放入水培种植架的同时，推杆组件将相应的种植板上方的种植板推进就位。

[001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自行装置分别与输送装置相配合，输送装置将栽种好植物的

种植板输送至水培种植架的种植端，自行装置的机械手夹取种植板并将其放入水培种植架

上，水培种植架的收获端的自行装置使用机械手夹取种植完成的种植板后将其转移至输送

装置上，并由输送装置将种植板输送至采收工作区完成采收。

[002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水培种植架和自行装置设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种植板通

过输送装置输入或者输出该空间。

[002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输送装置为输送带。

[0022] 采用以上技术方案的自行式智能水培种植装置，采用设于自行装置上的机械手对

水培种植架上的种植板进行上板和收板操作，进而完成蔬菜等植物的自动种植和自动采

收。该种植系统中水培的过程无需人工干预，能够实现完全的自动化生产，不仅可以节省人

工，而且还能够尽可能降低由于人员频繁进入引入外源性病虫害的风险。该自行式智能水

培种植装置将自动化的理念应用于农业蔬菜种植，将繁重的农业劳动进化成现代化的工厂

自动化生产形式，且彻底解决虫害农残问题，为未来现代化农业种植树立新的标杆。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一种实施方式的自行式智能水培种植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图1所示自行式智能水培种植装置的平面布局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6] 图1和图2示意性地显示了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的自行式智能水培种植装

置。如图所示，该装置包括一个自行装置以及多个相互平行的水培种植架1。

[0027] 其中，多个水培种植架1沿长度方向平行摆放。

[0028] 水培种植架1一端为种植端1a，沿水培种植架1长度方向远离种植端1a的另一端为

收获端1b。

[0029] 水培种植架1上紧密摆放有多个种植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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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种植板11在同一个水培种植架1上由种植端1a向收获端1b依次移动，栽种在种植

板11中的植物在水培种植架1上完成整个生长过程。

[0031] 同一个水培种植架1上摆放的种植板11的个数与种植板11上栽种的植物所需的栽

培天数相同或者为栽培天数的整数倍。

[0032] 每次由种植端1a进入水培种植架1的种植板11和由收获端1b取出的水培种植架1

的种植板11数量相同。由此可以形成一个连续性的生产过程。

[0033] 水培种植架1的种植端1a和收获端1b分别设有一个自行装置。

[0034] 自行装置主要由一个高度接近水培种植架1的高度的支架2和设于支架2中的机械

手3构成。

[0035] 支架2在一个第一驱动机构的驱使下沿一组设于地面上的导轨21进行滑动。

[0036] 第一驱动机构包括设于导轨21中的齿条22和设于支架2中的齿轮电23机。

[0037] 齿条22与齿轮电机23相配合，用于驱使支架2在导轨21上进行水平滑动，从而使支

架2处于对应多个不同的水培种植架1的位置。

[0038] 在水培种植架1的种植端1a，机械手3托起栽好植物的种植板11并将其中放入水培

种植架1上。

[0039] 在水培种植架1的收获端1b，机械手3将种植板11由水培种植架1上取出。

[0040] 在本实施例中，水培种植架1为多层式结构，其上叠放有多层种植板11。机械手3在

一个第二驱动机构的驱使下沿支架2进行滑动。

[0041] 第二驱动机构包括设于支架2中的链条24和设于机械手3中的链轮电机25。链条24

与链轮电机25相配合，用于驱使机械手3在支架2上进行上下滑动，从而处于对应一个水培

种植架1上不同种植板11的位置。

[0042] 第一驱动机构和第二驱动机构相配合，构成了一个联动结构，结合支架2和机械手

3，可以使机械手3能够对应任意一个水培种植架1的任意一层的一端的种植板11。

[0043] 在本实施例中，水培种植架1的种植端1a的自行装置的机械手3包括一组用于夹持

种植板11的夹手组件31和一组与夹手组件31相平行的推杆组件32。

[0044] 推杆组件32设于夹手组件31上方且与夹手组件31之间的距离与一个水培种植架1

上相邻两层的种植板11之间的距离相等。

[0045] 夹手组件31夹持一块种植板11放入水培种植架1的同时，推杆组件32将相应的种

植板11上方的种植板11推进就位。

[0046] 自行装置分别与输送装置4相配合。

[0047] 输送装置4将栽种好植物的种植板11输送至水培种植架1的种植端1a后，自行装置

的机械手3中的夹手组件31夹取种植板11并将其放入水培种植架1上。

[0048] 水培种植架1的收获端1b的自行装置使用机械手3的夹手组件31夹取种植完成的

种植板11后将其转移至输送装置4上，并由输送装置4将种植板11输送至采收工作区完成采

收。

[0049] 在本实施中，水培种植架1和自行装置设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种植板11通过输

送装置4输入或者输出该空间。

[0050] 优选地，输送装置4为输送带。

[0051] 采用以上技术方案的自行式智能水培种植装置，采用设于自行装置上的机械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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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培种植架上的种植板进行上板和收板操作，进而完成蔬菜等植物的自动种植和自动采

收。该种植系统中水培的过程无需人工干预，能够实现完全的自动化生产，不仅可以节省人

工，而且还能够尽可能降低由于人员频繁进入引入外源性病虫害的风险。

[0052] 以上的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

本发明创造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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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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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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