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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次获取大量植物根尖的双层盆栽装

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多次获取大量植物

根尖的双层盆栽装置。本实用新型是将一个花盆

套在另一个花盆中，两个花盆的壁之间的间隔填

充保水剂，里面花盆的壁有小孔，便于根的露出；

外面花盆的壁可开合。本实用新型可用于重复获

取植物根尖，且完全不损伤植株；其次，获取的植

物根尖数量大，质量好；还有利用水肥诱导根系

穿过花盆内层小孔，打开外面花盆壁，可直接剪

取根尖，其所取根尖干净，不需冲洗，简单方便、

省力；所用保水剂无毒、无公害、且可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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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次获取大量植物根尖的双层盆栽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花盆I(1)和花盆II

(2)，其中花盆I(1)嵌套在花盆II(2)中，花盆I(1)的壁与花盆II(2)的壁之间间隔3～5cm，

所述花盆I(1)的壁上有小孔；

所述的花盆II(2)包括底座(25)，在底座(25)上有2个对称的壁I(21)和壁II(22)；壁I

(21)和壁II(22)通过合页(23)连接在一起，合页(23)通过螺丝钉(24)分别固定在壁I(21)

和壁II(22)上；壁I(21)的另一侧有卡槽，壁II(22)的对应部分有卡针(26)；

所述的花盆I(1)与花盆II(2)通过底部的凹凸结构固定；花盆I(1)的底部有凹陷，花盆

II(2)的底座(25)上有凸起，且花盆I(1)底部的凹陷和花盆II(2)底座(25)上的凸起相对

应；

所述花盆I(1)的盆口直径小于花盆II(2)的盆口直径；所述花盆I(1)的底部直径小于

花盆II(2)的底座(25)的直径；

所述花盆I(1)壁的高度大于花盆II(2)壁的高度，即花盆I(1)的盆口高于花盆II(2)的

盆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层盆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花盆I(1)壁上的小孔的直径

为2～4mm；小孔之间的间隔距离为4～5mm。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双层盆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花盆I(1)的底部中间有

孔，所述孔的直径为1～2cm，所述孔的数量为2-5个；所述花盆II(2)的底座(25)的中间有

孔，所述孔的直径为1～2cm，所述孔的数量为2-5个。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双层盆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花盆I(1)的形状为倒圆台或

圆柱形；所述花盆II(2)的形状为倒圆台或圆柱形；所述花盆I(1)的形状和盆II(2)的形状

相适应。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双层盆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花盆II(2)的材质为强度大的

硬质塑料；所述的花盆I(1)的材质为普通塑料花盆材质或者具有一定支撑能力的不锈钢网

状材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双层盆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花盆I(1)  的壁和花盆II

(2)的壁之间填充有保水剂；所述的保水剂为高分子保水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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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次获取大量植物根尖的双层盆栽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型新属于植物细胞遗传学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多次获取大量植物根尖

的双层盆栽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植物细胞学研究和远缘杂交育种中经常要对植物体细胞染色体数目和染色体

组成进行鉴定，而根尖是鉴定植物体细胞染色体数目和染色体组成常用的材料。目前，获取

植物根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1)种子发芽取根法，这种方法虽然简单易行，但是要求有大

量的材料，且种子数量足够多。(2)植株取根法，此方法主要针对于种子数量少的材料或营

养体繁殖材料，从植株上取根有三种方法：(a)水培取根法，水培方法需要对温度、水分和养

分等进行控制，如果控制不当容易引起烂根，另外，水培植株的染色体分裂相态不如土培的

相态好；(b)大田种植剖土取根法，由于土壤不透明，使大田植株取根方向不明确、不能保证

获取完整的植株根系，并且田间的温度、光照、水分和养分等条件不易控制，根的生长状态

难控制，这种取根方法费时、费力且效果差；(c)盆栽取根法，此方法容易控制温度、光照、水

分和养分等条件，但是，此法取根时需要将植株根部从盆内全部取出，在植株生长过程中，

它的根部绝大部分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共同附着在土壤中，而土壤也会部分粘连在花

盆内，极难取出植株；其次，由于在没有介质的情况下从盆中取出植株，若植株根部过长，它

们会相互缠绕在盆底，将其强行取出，附着的土壤容易垮掉，难免会伤害整个根系，因而对

植株的生长造成不利影响；此外，花盆内的土壤比较松散，需要依靠花盆维持一定的土壤形

态，若强行取植株会使土壤松散，也会破坏植株根部结构，严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上述

获取植物根尖的方法存在费时费力、取根效果差等问题，并且取根后影响植株的正常生长，

破坏植物生长发育。

[0003] 为了克服上述取根方法存在的问题，专利《一种多次获取大量植物根尖的盆栽装

置》(CN206575898U)公开了一种盆栽装置，主要是将带孔的塑料膜平铺于花盆底部，塑料膜

两端对称地沿着花盆内壁延伸出花盆盆口，取根时提起塑料膜，将整个植株取出，在附着的

泥土周围剪取根尖。此方法虽然比传统的盆栽取根法有所改进，取根效率有所提高，且一定

程度上保护了植株，但是，如果植株较大如玉米根系，需要花费较大力气才能将植株从花盆

中取出，而且如果栽培时间长，土壤结块，卡在盆中不易取出；另外，如果栽培基质是营养土

等基质，质地松散，难免会造成附着根系的基质脱落，破坏植株须根系，不利于植株的继续

培养。

[0004] 综上所述，目前获取植物根尖的方法存在费时费力、取根效果差、取根后对植株破

坏大，影响植株正常生长，因此亟需寻找一种能多次获取大量高质量根尖、同时又不会破坏

植株正常生长所需根系，使其能继续正常生长发育的取根装置，以便后期观察及进行后续

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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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目前从植株上获取根尖方法中存在费时、费力、效果差等问题，本实用新型目

的在于提供一种多次大量获取植物根尖的双层盆栽装置。利用该盆栽装置取根尖具有简

易、快捷、方便、成本低等优点，并且对植株正常生长发育不会造成影响，取完根可继续培养

植株以便后续实验。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多次获取大量植物根尖的双层盆栽装置，包括花盆I1和花盆II2，其中花盆I1

嵌套在花盆II2中，花盆I1的壁与花盆II2的壁之间间隔3～5cm，所述花盆I1的壁上有小孔。

[0008] 上述双层盆栽装置中，所述的花盆II2包括底座25，在底座25上有2个对称的壁I21

和壁II22；壁I21和壁II22通过合页23连接，合页23通过螺丝钉24分别固定在壁I21和壁

II22上；壁I21的另一侧有卡槽，壁II22的对应部分有卡针26。其中壁I21和壁II22分别为花

盆II的壁的对称的一半。壁I21和壁II22可通过合页23平行地开合，闭合时将卡针26卡到壁

I21的卡槽中将壁I21和壁II22进行固定。

[0009] 上述双层盆栽装置中，所述花盆I1壁上的小孔的直径为2～4mm；小孔之间的间隔

距离为4～5mm。

[0010] 上述双层盆栽装置中，所述花盆I1的底部中间有孔，所述孔的直径为1～2cm；所述

孔的数量为2-5个。所述孔的用途用于渗水。

[0011] 上述双层盆栽装置中，所述花盆II2的底座25的中间有孔，孔的直径为1～2cm；所

述孔的数量为2-5个。所述孔的用途用于渗水。

[0012] 上述双层盆栽装置中，所述的花盆I1与花盆II2通过底部的凹凸结构固定；花盆I1

的底部有凹陷，花盆II2的底座25上有凸起，且花盆I1底部的凹陷和花盆II2底座25上的凸

起相对应。

[0013] 上述双层盆栽装置中，所述花盆I1的盆口直径小于花盆II2的盆口直径。

[0014] 上述双层盆栽装置中，所述花盆I1的底部直径小于花盆II2的底座25的直径。

[0015] 优选的，所述花盆I1壁的高度大于花盆II2壁的高度，即花盆I1的盆口高于花盆

II2的盆口。

[0016] 所述花盆I1的形状为倒圆台或圆柱形。

[0017] 所述花盆II2的形状为倒圆台或圆柱形。

[0018] 所述花盆I1的形状和盆II2的形状相适应。

[0019] 所述花盆II2的材质为强度大的硬质塑料，如高密度聚乙烯，以便可以重复多次利

用。

[0020] 所述的花盆I1的材质为普通花盆材质或者具有一定支撑能力的网状倒圆台材质，

如不锈钢网。

[0021] 所述的花盆I1的壁和花盆II2的壁之间填充有保水剂。所述的保水剂保水量大。

[0022] 所述的保水剂为高分子保水剂(SAP)。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的优点和有益效果：(1)、本实用新型可用于重

复获取大量植物根尖，为植物细胞遗传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简易快捷、且完全不损伤植株的

获取根尖的优良工具。(2)、应用本实用新型获取的植物根尖数量大，质量好。(3)、本实用新

型利用根向水肥性，不仅取根方便，而且利于植株生长。(4)、本实用新型利用水肥诱导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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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花盆内层小孔，打开外花盆壁，可直接剪取根尖，简单方便。(5)、应用本实用新型所得

植物根尖干净，不需要冲洗。(6)、应用本实用新型取根尖时无需将植株从花盆中取出，操作

简单、省力。(7)、本实用新型在夹层填充保水剂，本身具有抗旱保水效果，在根周围形成微

型水库，可保水保肥，提高盆栽质量。(8)、本实用新型所用保水剂无毒、无公害、且可重复使

用。(9)、本实用新型获取根尖成本低。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主视图；其中1为花盆I；2为花盆II。

[0025] 图2为本实用新型剖视图；其中1为花盆I；2为花盆II。

[0026] 图3为花盆I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为花盆II的结构示意图；其中21为壁I；22为壁II；23为合页；24为螺丝钉；25为

底座。

[0028] 图5为花盆II壁的结构示意图；其中21为壁I；22为壁II；23为合页；24为螺丝钉；25

为底座；26为卡子。

[0029] 图6为花盆I的底部结构示意图。

[0030] 图7为花盆II的底座25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实施例1本实用新型双层盆栽装置的制作

[0032] 下面结合图1-7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双层盆栽装置的制作

[0033] 1、从市场上购买普通的塑料花盆作为花盆I1，花盆I1的盆口直径30cm，其底部直

径19cm，花盆I1壁的高度为24cm；其底部有3个凹槽(见图6)；按照图3所示在花盆I1的壁上

打小孔，所打的小孔直径为3mm，小孔之间间隔距离为4mm。

[0034] 2、花盆II的制作：按照图4、图5、图7制作花盆II2。花盆II2的材质为硬质塑料。花

盆II2的盆口直径为33cm，底座直径为22cm，花盆II2壁的高度为20cm，花盆II2的壁的高度

低于花盆I1的壁的高度，如图1和图2所示。花盆II的壁由对称的壁I21和壁II22组成，通过

合页23将壁I21和壁II22连接在一起，合页23通过螺丝24分别固定在壁I21和壁II22上。花

盆II2的底座25有3个凸起(见图7)，用来固定花盆I1。在壁I21的一侧上有卡槽，在壁II22的

对应部分有可活动的卡子26。

[0035] 3、将花盆I1底部凹陷部分置于花盆II2底座的凸起位置进行固定；将花盆II的壁

I21和壁II22闭合，将卡子26卡在壁I21的卡槽中，即制作完成了本实用新型(见图1和图2)。

[0036] 实施例2本实用新型双层盆栽装置的应用

[0037] 1、在实施例1制作的本实用新型双层盆栽装置中填充基质。即在花盆I1中填充营

养土，所述的营养土为将泥土与营养物之间按照2:1的比例混合制成。在花盆I1的壁和花盆

II2的壁之间的空间填充高分子保水剂。

[0038] 2、浸种发芽：将玉米种子置于水中，在25℃浸泡5h；将浸泡后的玉米种子播种于花

盆I1的营养土里，播种深度为2～3cm，正常浇水直至发芽。

[0039] 3、种子发芽成苗后，花盆I1内停止浇水；向花盆I1和花盆II2之间的保水剂浇水，

使保水剂吸水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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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4、取根尖：在培养2～3周后，打开花盆II2的壁I21和壁II22，观察是否有根尖露出

花盆I1的小孔，如有根尖露出小孔，用小剪刀剪取1cm左右长度根尖，保存待用。

[0041] 5、取根结束后，关上花盆II2的壁I21和壁II22，并将卡子26卡在壁II22的卡槽上，

在花盆I1的壁和花盆2的壁之间填充保水剂，继续培养植株，以便后续取根或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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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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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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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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