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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桔梗种苗的育苗装置，其特征在于，包

括保温箱、喷淋管、喷淋头、杀菌灯、温控探头、水

箱、浇水板、育苗盘、定位螺母、育苗杯、积水盘，

喷淋管设置于保温箱内部；杀菌灯设置于保温箱

两侧内壁顶端；温控探头设置于保温箱内壁底

端；水箱设置于保温箱外壁一侧；浇水板设置于

保温箱底端，浇水板管与水箱出水管通过软管实

现连接；育苗盘设置于浇水板底端，育苗盘上表

面设有育苗槽；育苗盘、浇水板和保温箱固定连

接；育苗杯设置于育苗槽内；积水盘设置于育苗

盘底端。本实用新型改良为滴灌的浇水方式，灌

溉速度慢、滴撒均匀，可防止种苗的烂根现象，可

实现浇水、施肥、控温、杀菌、通风等多个功能，种

苗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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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桔梗种苗的育苗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保温箱、喷淋管、喷淋头、杀菌灯、温控

探头、水箱、浇水板、育苗盘、定位螺母、育苗杯、积水盘，所述保温箱呈长方体形状，为中空

结构，所述保温箱底端两侧呈折边形状，形成保温箱翻边；所述喷淋管设置于所述保温箱内

部，所述喷淋管顶端伸出所述保温箱顶面，所述喷淋管与所述保温箱固定连接，所述喷淋头

设置于所述喷淋管底端，所述喷淋头与所述喷淋管固定连接；所述杀菌灯设置于所述保温

箱两侧内壁顶端，所述杀菌灯与所述保温箱通过紧固件实现固定连接；所述温控探头设置

于所述保温箱内壁底端，所述温控探头与所述保温箱通过紧固件实现固定连接；所述水箱

设置于所述保温箱外壁一侧，所述水箱与所述保温箱通过紧固实现固定连接，所述水箱底

端设有水箱出水管，所述出水管上设有节流阀；所述浇水板设置于所述保温箱底端，所述浇

水板内部呈镂空结构，形成浇水板管，且一端伸出所述浇水板一侧，所述浇水板管与所述水

箱出水管通过软管实现连接；所述浇水板上设有浇水板孔，所述浇水板孔内壁设有透水孔，

所述透水孔与所述浇水板管贯通连接；所述育苗盘设置于所述浇水板底端，所述育苗盘上

表面设有育苗槽，所述育苗槽两侧设有加热电阻丝，且内嵌固定设置于所述育苗盘内；所述

育苗槽底面内壁设有垫块；所述育苗槽底端设有育苗槽孔；所述育苗盘顶面四角设有定位

柱，每个所述定位柱与所述育苗盘垂直固定连接，呈一体式结构，每个所述定位柱依次贯穿

所述浇水板、保温箱翻边，并通过定位螺母和定位柱螺纹连接，实现所述育苗盘、浇水板和

保温箱固定连接；所述育苗杯设置于所述育苗槽内；所述积水盘设置于所述育苗盘底端，所

述积水盘顶端设有钢丝网，所述积水盘侧壁底端设有积水盘孔，所述育苗盘放置于所述钢

丝网上，实现与所述积水盘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桔梗种苗的育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箱采用透光

玻璃材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桔梗种苗的育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箱两侧顶端

设有通风孔，每个所述通风孔呈腰型孔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桔梗种苗的育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杀菌灯数量为两

个。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桔梗种苗的育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浇水板数量为二

十个，每个所述浇水板孔呈长方形结构，每个所述浇水板孔四侧内壁底端呈斜面形状。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桔梗种苗的育苗装置，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浇水板每侧

内壁透水孔数量为两个。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桔梗种苗的育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育苗槽数量为二

十个，每个所述育苗槽呈上宽下窄结构，每个所述育苗槽槽口形状、大小、位置与所述浇水

板孔形状、大小、位置相对应。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桔梗种苗的育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垫块呈半圆球形

状。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桔梗种苗的育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螺母采用蝴

蝶螺母。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桔梗种苗的育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紧固件为膨胀

螺丝、螺栓、螺母、螺钉、自攻螺钉中的一种或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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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桔梗种苗的育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农作物培育装置领域，特别是一种桔梗种苗的育苗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育苗即培育幼苗的意思。原意是指在苗圃、温床或温室里培育幼苗，以备移植至土

地里去栽种。通常采用的育苗方式为露天直播或着采用阳畦和日光温室形式进行培育，但

由于调节设施简陋、自然条件影响或者病虫害等因素影响，往往会导致培育效果参差不齐，

难以达到精细育苗的效果，育苗的成活率也不高。现为了保证对育苗过程的精细护理，多采

用育苗盘配合作用种苗的育苗装置，育苗盘使用优点在于，出苗整齐，保持种苗生长的一致

性，便于集中管理，且成活率高。育苗装置通常将育苗盘与育苗温室进行组合使用，形成一

个较密闭的空间，可保持适宜的培育温度，达到对种苗的护理目的。

[0003] 桔梗，别名包袱花、铃铛花、僧帽花，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喜凉爽气候，耐寒、喜阳

光。在桔梗培育的过程也可使用育苗装置进行种苗培育，但现有育苗装置形式多样，无法完

全适用于桔梗种苗的培育生长，现育苗装置存在有如下技术缺陷：(1)育苗装置用于种苗浇

水时，通常采用喷头进行喷灌形式，浇灌面积大且浇灌不均匀，无法控制浇灌水量，易导致

种苗根系积水导致烂根现象，不适用于桔梗种苗培育。(2)现有育苗装置中，结构功能单一，

无法同时满足对种苗浇水、施肥、控温、杀菌、通风等众多功能。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桔梗种苗的育苗装置，其具体

技术方案如下：一种桔梗种苗的育苗装置，包括保温箱、喷淋管、喷淋头、杀菌灯、温控探头、

水箱、浇水板、育苗盘、定位螺母、育苗杯、积水盘，所述保温箱呈长方体形状，为中空结构，

所述保温箱底端两侧呈折边形状，形成保温箱翻边；所述喷淋管设置于所述保温箱内部，所

述喷淋管顶端伸出所述保温箱顶面，所述喷淋管与所述保温箱固定连接，所述喷淋头设置

于所述喷淋管底端，所述喷淋头与所述喷淋管固定连接；所述杀菌灯设置于所述保温箱两

侧内壁顶端，所述杀菌灯与所述保温箱通过紧固件实现固定连接；所述温控探头设置于所

述保温箱内壁底端，所述温控探头与所述保温箱通过紧固件实现固定连接；所述水箱设置

于所述保温箱外壁一侧，所述水箱与所述保温箱通过紧固实现固定连接，所述水箱底端设

有水箱出水管，所述出水管上设有节流阀；所述浇水板设置于所述保温箱底端，所述浇水板

内部呈镂空结构，形成浇水板管，且一端伸出所述浇水板一侧，所述浇水板管与所述水箱出

水管通过软管实现连接；所述浇水板上设有浇水板孔，所述浇水板孔内壁设有透水孔，所述

透水孔与所述浇水板管贯通连接；所述育苗盘设置于所述浇水板底端，所述育苗盘上表面

设有育苗槽，所述育苗槽两侧设有加热电阻丝，且内嵌固定设置于所述育苗盘内；所述育苗

槽底面内壁设有垫块；所述育苗槽底端设有育苗槽孔；所述育苗盘顶面四角设有定位柱，每

个所述定位柱与所述育苗盘垂直固定连接，呈一体式结构，每个所述定位柱依次贯穿所述

浇水板、保温箱翻边，并通过定位螺母和定位柱螺纹连接，实现所述育苗盘、浇水板和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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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固定连接；所述育苗杯设置于所述育苗槽内；所述积水盘设置于所述育苗盘底端，所述积

水盘顶端设有钢丝网，所述积水盘侧壁底端设有积水盘孔，所述育苗盘放置于所述钢丝网

上，实现与所述积水盘连接。

[0005] 进一步的，所述保温箱采用透光玻璃材质。

[0006] 进一步的，所述保温箱两侧顶端设有通风孔，每个所述通风孔呈腰型孔结构。

[0007] 进一步的，所述杀菌灯数量为两个。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浇水板数量为二十个，每个所述浇水板孔呈长方形结构，每个所述

浇水板孔四侧内壁底端呈斜面形状。

[0009] 进一步的，每个所述浇水板每侧内壁透水孔数量为两个。

[0010] 进一步的，所述育苗槽数量为二十个，每个所述育苗槽呈上宽下窄结构，每个所述

育苗槽槽口形状、大小、位置与所述浇水板孔形状、大小、位置相对应。

[0011] 进一步的，所述垫块呈半圆球形状。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定位螺母采用蝴蝶螺母。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紧固件为膨胀螺丝、螺栓、螺母、螺钉、自攻螺钉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4] 本实用新型的使用原理是：

[0015] 本实用新型使用前，将种苗培育在育苗杯中，将每个育苗杯放置于每个育苗槽内，

育苗杯通过垫块作用隔空设置于育苗槽内；将浇水板放置于育苗盘顶上端，接着将保温箱

放置于浇水板上，通过定位柱依次贯穿浇水板、保温箱翻边，并将定位螺母和定位柱通过螺

纹连接，实现育苗盘、浇水板和保温箱固定连接；将水箱出水管和浇水板管通过软管实现连

接；将喷淋管与药水管进行连接。

[0016] 本实用新型使用时，对育苗装置进行温度控制，通过加热加热电阻丝，一部分进行

对育苗杯杯壁加热，育苗杯内基质加热，一部分温度通过散发至保温箱内对环境温度进行

加热，通过温控探头探测到保温箱内的环境温度，调节加热电阻丝的加热功率，调节环境温

度；打开杀菌灯对保温箱进行灭菌作用；育苗装置需要喷农药时，药水通过喷淋管，并从喷

淋头从喷出，药水从由顶端向下喷洒，直接附着于种苗叶片上；育苗装置进行浇水时，打开

节流阀，调节水流从水箱内的流出速度，水通过重力作用，通过软管进入浇水板内的浇水板

管，并通过每一个浇水板孔侧壁的透水孔中析出，并沿着浇水板孔侧壁滑下，流入育苗杯的

外圈基质中，完成对每个育苗杯的浇水过程，若育苗杯中有多余水分，水从育苗杯底端析出

流入育苗槽内，并通过育苗槽孔滴技术盘，统一由积水盘孔中排出；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8] (1)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适用于桔梗种苗的育苗装置，将传统喷灌的浇水施肥

形式，改良为滴灌的浇水方式，通过浇水板配合育苗盘进行育苗，水流通过浇水板的透水孔

可缓慢的向育苗杯中滴落，滴落的水滴速度慢、滴撒均匀，并可通过节流阀调节水流滴落速

度与水量；水珠均匀的滴灌于育苗杯的外侧杯壁侧，再由育苗杯四周向中心印湿，可防止种

苗的烂根现象，浇灌方式更科学，适宜种苗生长。

[0019] (2)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加热电阻丝，可对基质和环境温度进行加热，通过加热种

苗根部基质的方式，将根系处保持适宜温度，提高了根系活力，加速叶片生长及加强光合作

用，且抵御病虫害能力更强，提高了种苗成活率；同时本实用新型可实现对种苗浇水、施肥、

控温、杀菌、通风等多个功能，结构功能多样，实现对种苗所有功能的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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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外形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是本实用新型育苗盘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是本实用新型图1的A局部放大视图。

[0024] 附图标记列表：保温箱1、保温箱翻边1-1、通风孔1-2、喷淋管2、喷淋头3、杀菌灯4、

温控探头5、水箱6、水箱出水管6-1、节流阀6-2、浇水板7、浇水板管7-1、浇水板孔7-2、透水

孔7-3、育苗盘8、育苗槽8-1、加热电阻丝8-2、垫块8-3、育苗槽孔8-4、定位柱8-5、定位螺母

9、育苗杯10、积水盘11、钢丝网11-1、积水盘孔11-2。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更加清晰明确，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

步描述，任何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进行等价替换和常规推理得出的方案均落

入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本实施例中所提及的固定连接，固定设置、固定结构均为焊接、胶

粘、吹塑、注塑一次成型、螺钉连接、螺栓螺母连接、铆接等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知晓的公知技

术。

[0026] 本实用新型中所提及的温控探头采用型号型号是RTH12-11HF的温湿度控制器，由

成都瑞科电气有限公司生产；该产品型号由其配套的控制器，本温控探头的安装原理及控

制原理为该领域人员熟知的公知技术，在本实用新型不作赘述。

[0027] 结合附图可见，一种桔梗种苗的育苗装置，包括保温箱、喷淋管、喷淋头、杀菌灯、

温控探头、水箱、浇水板、育苗盘、定位螺母、育苗杯、积水盘，所述保温箱呈长方体形状，为

中空结构，所述保温箱底端两侧呈折边形状，形成保温箱翻边；所述喷淋管设置于所述保温

箱内部，所述喷淋管顶端伸出所述保温箱顶面，所述喷淋管与所述保温箱固定连接，所述喷

淋头设置于所述喷淋管底端，所述喷淋头与所述喷淋管固定连接；所述杀菌灯设置于所述

保温箱两侧内壁顶端，所述杀菌灯与所述保温箱通过紧固件实现固定连接；所述温控探头

设置于所述保温箱内壁底端，所述温控探头与所述保温箱通过紧固件实现固定连接；所述

水箱设置于所述保温箱外壁一侧，所述水箱与所述保温箱通过紧固实现固定连接，所述水

箱底端设有水箱出水管，所述出水管上设有节流阀；所述浇水板设置于所述保温箱底端，所

述浇水板内部呈镂空结构，形成浇水板管，且一端伸出所述浇水板一侧，所述浇水板管与所

述水箱出水管通过软管实现连接；所述浇水板上设有浇水板孔，所述浇水板孔内壁设有透

水孔，所述透水孔与所述浇水板管贯通连接；所述育苗盘设置于所述浇水板底端，所述育苗

盘上表面设有育苗槽，所述育苗槽两侧设有加热电阻丝，且内嵌固定设置于所述育苗盘内；

所述育苗槽底面内壁设有垫块；所述育苗槽底端设有育苗槽孔；所述育苗盘顶面四角设有

定位柱，每个所述定位柱与所述育苗盘垂直固定连接，呈一体式结构，每个所述定位柱依次

贯穿所述浇水板、保温箱翻边，并通过定位螺母和定位柱螺纹连接，实现所述育苗盘、浇水

板和保温箱固定连接；所述育苗杯设置于所述育苗槽内；所述积水盘设置于所述育苗盘底

端，所述积水盘顶端设有钢丝网，所述积水盘侧壁底端设有积水盘孔，所述育苗盘放置于所

述钢丝网上，实现与所述积水盘连接。

[0028] 进一步的，所述保温箱采用透光玻璃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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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进一步的，所述保温箱两侧顶端设有通风孔，每个所述通风孔呈腰型孔结构。

[0030] 进一步的，所述杀菌灯数量为两个。

[0031] 进一步的，所述浇水板数量为二十个，每个所述浇水板孔呈长方形结构，每个所述

浇水板孔四侧内壁底端呈斜面形状。

[0032] 进一步的，每个所述浇水板每侧内壁透水孔数量为两个。

[0033] 进一步的，所述育苗槽数量为二十个，每个所述育苗槽呈上宽下窄结构，每个所述

育苗槽槽口形状、大小、位置与所述浇水板孔形状、大小、位置相对应。

[0034] 进一步的，所述垫块呈半圆球形状。

[0035] 进一步的，所述定位螺母采用蝴蝶螺母。

[0036] 进一步的，所述紧固件为膨胀螺丝、螺栓、螺母、螺钉、自攻螺钉中的一种或多种。

[0037] 本实用新型的使用原理是：

[0038] 本实用新型使用前，将种苗培育在育苗杯中，将每个育苗杯放置于每个育苗槽内，

育苗杯通过垫块作用隔空设置于育苗槽内；将浇水板放置于育苗盘顶上端，接着将保温箱

放置于浇水板上，通过定位柱依次贯穿浇水板、保温箱翻边，并将定位螺母和定位柱通过螺

纹连接，实现育苗盘、浇水板和保温箱固定连接；将水箱出水管和浇水板管通过软管实现连

接；将喷淋管与药水管进行连接。

[0039] 本实用新型使用时，对育苗装置进行温度控制，通过加热加热电阻丝，一部分进行

对育苗杯杯壁加热，育苗杯内基质加热，一部分温度通过散发至保温箱内对环境温度进行

加热，通过温控探头探测到保温箱内的环境温度，调节加热电阻丝的加热功率，调节环境温

度；打开杀菌灯对保温箱进行灭菌作用；育苗装置需要喷农药时，药水通过喷淋管，并从喷

淋头从喷出，药水从由顶端向下喷洒，直接附着于种苗叶片上；育苗装置进行浇水时，打开

节流阀，调节水流从水箱内的流出速度，水通过重力作用，通过软管进入浇水板内的浇水板

管，并通过每一个浇水板孔侧壁的透水孔中析出，并沿着浇水板孔侧壁滑下，流入育苗杯的

外圈基质中，完成对每个育苗杯的浇水过程，若育苗杯中有多余水分，水从育苗杯底端析出

流入育苗槽内，并通过育苗槽孔滴技术盘，统一由积水盘孔中排出；

[004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41] (1)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适用于桔梗种苗的育苗装置，将传统喷灌的浇水施肥

形式，改良为滴灌的浇水方式，通过浇水板配合育苗盘进行育苗，水流通过浇水板的透水孔

可缓慢的向育苗杯中滴落，滴落的水滴速度慢、滴撒均匀，并可通过节流阀调节水流滴落速

度与水量；水珠均匀的滴灌于育苗杯的外侧杯壁侧，再由育苗杯四周向中心印湿，可防止种

苗的烂根现象，浇灌方式更科学，适宜种苗生长。

[0042] (2)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加热电阻丝，可对基质和环境温度进行加热，通过加热种

苗根部基质的方式，将根系处保持适宜温度，提高了根系活力，加速叶片生长及加强光合作

用，且抵御病虫害能力更强，提高了种苗成活率；同时本实用新型可实现对种苗浇水、施肥、

控温、杀菌、通风等多个功能，结构功能多样，实现对种苗所有功能的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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