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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伸缩隐蔽式园林植株

浇灌用喷淋设施，包括主管道结构；所述主管道

结构上通过螺纹连接方式固定有转动柱结构，且

转动柱结构的末端处的伸缩结构为相互套接安

装；所述伸缩柱的整体顶端处套接安装有喷淋结

构，卡紧头为滑动卡接在内滑槽内部，当装置整

体加水时，整体成向外扩张的扩张管与内转动管

之间就会充满水，扩张管与内转动管在水压的作

用会向外撑开，使得内转动管在内滑槽的作用下

进行向外延伸且旋转的运动，内转动管末端处安

装有伸缩杆，来实现将内转动管末端水平状态的

伸缩杆直接进行竖起的运动，让装置达到在植株

需要使用灌溉喷淋时将伸缩杆竖起，而在不使用

时伸缩杆会自动的倒下，倒下后的伸缩杆能够达

到进一步的隐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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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伸缩隐蔽式园林植株浇灌用喷淋设施，其特征在于：包括主管道结构(1)；所述

主管道结构(1)上通过螺纹连接方式固定有转动柱结构(2)，且转动柱结构(2)的末端处的

伸缩结构(3)为相互套接安装；伸缩柱的整体顶端处套接安装有喷淋结构(4)；所述转动柱

结构(2)包括扩张管(201)，导向壁(202)，内转动管(203)，内滑槽(204)，卡紧头(205)，所述

转动柱结构(2)的扩张管(201)为整体与固定头(102)相互连接，扩张管(201)上的另一侧还

设置有导向壁(202)，且扩张管(201)的内部套接固定有内转动管(203)，在内转动管(203)

的外壁上设置有卡紧头(205)，在扩张管(201)的内壁上则开设有内滑槽(204)，开设在扩张

管(201)内壁的内滑槽(204)的整体为螺旋状，以扩张管(201)的中轴为圆心，内滑槽(204)

的起始与结束之间的角度为九十度状态，而卡紧头(205)为滑动卡接在内滑槽(204)的内

部；所述扩张管(201)从固定头(102)想扩张管(201)端为逐渐放大的扩张状态，而在扩张管

(201)的末端处谁在有导向壁(202)，导向壁(202)的整体开设有一处成九十度开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伸缩隐蔽式园林植株浇灌用喷淋设施，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管道结

构(1)包括主进水管(101)，固定头(102)，分管(103)，所述主管道结构(1)的注进水管上每

间隔一端植株的距离上，均贯穿安装有一条主进水管(101)的分管(103)，在每处分管(103)

上均通过螺纹方式固定有固定头(102)。

3.如权利要求1所述伸缩隐蔽式园林植株浇灌用喷淋设施，其特征在于：所述伸缩结构

(3)包括伸缩杆(301)，延伸柱(302)，导向滑槽(303)，所述伸缩结构(3)的伸缩杆(301)为安

装在内转动管(203)的末端处，且伸缩杆(301)与内转动管(203)之间为成九十度的相互垂

直状态，伸缩杆(301)外壁上套接固定有延伸柱(302)，延伸柱(302)与伸缩杆(301)之间通

过在伸缩杆(301)上开设的导向开槽固定导向。

4.如权利要求1所述伸缩隐蔽式园林植株浇灌用喷淋设施，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淋结构

(4)包括顶喷淋柱(401)，喷头(402)，所述喷淋结构(4)的喷淋柱为套接固定在延伸柱(302)

的顶处，且喷淋柱的外壁上设置有喷头(402)，喷头(402)的整体设置有向上与向下的两种

状态，且上下两种状态的喷头(402)均朝向一个方向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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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伸缩隐蔽式园林植株浇灌用喷淋设施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园林浇灌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特别涉及一种伸缩隐蔽式园林

植株浇灌用喷淋设施。

背景技术

[0002] 植株浇灌，为地补充作物所需水分的技术措施。为了保证作物正常生长，获取高产

稳产，必须供给作物以充足的水分。在自然条件下，往往因降水量不足或分布的不均匀，不

能满足作物对水分要求。因此，必须人为地进行灌溉，以补天然降雨之不足，灌溉，即用水浇

地。灌溉原则是灌溉量、灌溉次数和时间要根据药用植物需水特性、生育阶段、气候、土壤条

件而定，要适时、适量，合理灌溉。其种类主要有播种前灌水、催苗灌水、生长期灌水及冬季

灌水等。

[0003] 基于上述，在给园林的植株进行定期浇灌喷淋的装置，均为竖直安装在园林植株

之间会影响园林植株的整体美观。

[0004] 于是，有鉴于此，针对现有的结构及缺失予以研究改良，提供一种伸缩隐蔽式园林

植株浇灌用喷淋设施，以期达到更具有更加实用价值性的目的。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伸缩隐蔽式园林植株浇灌用喷淋设

施，以解决现有浇灌喷淋装置功能单一，竖直安装在园林植株之间会影响园林植株的整体

美观的问题。

[0006] 本实用新型伸缩隐蔽式园林植株浇灌用喷淋设施的目的与功效，由以下具体技术

手段所达成：

[0007] 一种伸缩隐蔽式园林植株浇灌用喷淋设施，包括主管道结构；所述主管道结构上

通过螺纹连接方式固定有转动柱结构，且转动柱结构的末端处的伸缩结构为相互套接安

装；所述伸缩柱的整体顶端处套接安装有喷淋结构。

[0008] 进一步的，所述主管道结构包括主进水管，固定头，分管，所述主管道结构的注进

水管上每间隔一端植株的距离上，均贯穿安装有一条主进水管的分管，在每处分管上均通

过螺纹方式固定有固定头。

[0009] 进一步的，所述转动柱结构包括扩张管，导向壁，内转动管，内滑槽，卡紧头，所述

转动柱结构的扩张管为整体与固定头相互连接，扩张管上的另一侧还设置有导向壁，且扩

张管的内部套接固定有内转动管，在内转动管的外壁上设置有卡紧头，在扩张管的内壁上

则开设有内滑槽，开设在扩张管内壁的内滑槽的整体为螺旋状，以扩张管的中轴为圆心，内

滑槽的起始与结束之间的角度为九十度状态，而卡紧头为滑动卡接在内滑槽的内部。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扩张管从固定头想扩张管端为逐渐放大的扩张状态，而在扩张管

的末端处谁在有导向壁，导向壁的整体开设有一处成九十度开槽。

[0011] 进一步的，所述伸缩结构包括伸缩杆，延伸柱，导向滑槽，所述伸缩结构的伸缩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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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安装在内转动管的末端处，且伸缩杆与内转动管之间为成九十度的相互垂直状态，伸缩

杆外壁上套接固定有延伸柱，延伸柱与伸缩杆之间通过在伸缩杆上开设的导向开槽固定导

向。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喷淋结构包括顶喷淋柱，喷头，所述喷淋结构的喷淋柱为套接固定

在延伸柱的顶处，且喷淋柱的外壁上设置有喷头，喷头的整体设置有向上与向下的两种状

态，且上下两种状态的喷头均朝向一个方向的状态。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4] 转动柱结构的设置，为了让浇灌喷淋装置整体更加隐蔽，首先转动柱结构的扩张

管通过螺纹固定安装在主进水管的固定头上，扩张管的内部套接有内转动管，其中扩张管

内壁上所开设的内滑槽整体螺旋状，且螺旋状的内滑槽整体起始与结束端之间延扩张管轴

心角度成九十度，内转动管的外壁上则安装有卡紧头，卡紧头为滑动卡接在内滑槽内部，当

装置整体加水时，整体成向外扩张的扩张管与内转动管之间就会充满水，扩张管与内转动

管在水压的作用会向外撑开，使得内转动管在内滑槽的作用下进行向外延伸且旋转的运

动，内转动管末端处安装有伸缩杆，来实现将内转动管末端水平状态的伸缩杆直接进行竖

起的运动，让装置达到在植株需要使用灌溉喷淋时将伸缩杆竖起，而在不使用时伸缩杆会

自动的倒下，倒下后的伸缩杆能够达到进一步的隐蔽效果。

[0015] 伸缩与喷淋结构的设置，喷淋杆上套接有延伸柱，且延伸柱与喷淋杆之间通过导

向滑槽进行导向，让伸缩杆与延伸柱之间能够通过导向滑槽进行有效的垂直升降运动，延

伸柱的顶端处安装有顶喷淋柱，在顶喷淋柱外壁上设置有喷头，喷头设置为上下两个方向

均倾斜四十五度的状态，使得顶喷淋柱能够在水压的作用下进行旋转式上下喷淋，园林植

株所喷淋的面积增大。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使用状态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整体安装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A出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B出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部件名称与附图编号的对应关系为：

[0022] 1、主管道结构；101、主进水管；102、固定头；103、分管；2、转动柱结构；201、扩张

管；202、导向壁；203、内转动管；204、内滑槽；205、卡紧头；3、伸缩结构；301、伸缩杆；302、延

伸柱；303、导向滑槽；4、喷淋结构；401、顶喷淋柱；402、喷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实施例：

[0024] 如附图1至附图5所示：

[0025]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伸缩隐蔽式园林植株浇灌用喷淋设施，包括主管道结构1；主

管道结构1上通过螺纹连接方式固定有转动柱结构2，主管道结构1包括主进水管101，固定

头102，分管103，主管道结构1的注进水管上每间隔一端植株的距离上，均贯穿安装有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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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进水管101的分管103，在每处分管103上均通过螺纹方式固定有固定头102，且转动柱结

构2的末端处的伸缩结构3为相互套接安装；伸缩柱的整体顶端处套接安装有喷淋结构4。

[0026] 其中，转动柱结构2包括扩张管201，导向壁202，内转动管203，内滑槽204，卡紧头

205，转动柱结构2的扩张管201为整体与固定头102相互连接，扩张管201上的另一侧还设置

有导向壁202，且扩张管201的内部套接固定有内转动管203，在内转动管203的外壁上设置

有卡紧头205，在扩张管201的内壁上则开设有内滑槽204，开设在扩张管201内壁的内滑槽

204的整体为螺旋状，以扩张管201的中轴为圆心，内滑槽204的起始与结束之间的角度为九

十度状态，而卡紧头205为滑动卡接在内滑槽204的内部，当装置整体加水时，整体成向外扩

张的扩张管201与内转动管203之间就会充满水，扩张管201与内转动管203在水压的作用会

向外撑开，使得内转动管203在内滑槽204的作用下进行向外延伸且旋转的运动，内转动管

203末端处安装有伸缩杆301，来实现将内转动管203末端水平状态的伸缩杆301直接进行竖

起的运动，让装置达到在植株需要使用灌溉喷淋时将伸缩杆301竖起，而在不使用时伸缩杆

301会自动的倒下，倒下后的伸缩杆301能够达到进一步的隐蔽效果。

[0027] 其中，扩张管201从固定头102想扩张管201端为逐渐放大的扩张状态，而在扩张管

201的末端处谁在有导向壁202，导向壁202的整体开设有一处成九十度开槽，整体成逐渐放

大状态的扩张管201能够实现存储水量与增大内部压力的状态，导向壁202能够给伸缩杆

301提供相应的导向效果。

[0028] 其中，伸缩结构3包括伸缩杆301，延伸柱302，导向滑槽303，伸缩结构3的伸缩杆

301为安装在内转动管203的末端处，且伸缩杆301与内转动管203之间为成九十度的相互垂

直状态，伸缩杆301外壁上套接固定有延伸柱302，延伸柱302与伸缩杆301之间通过在伸缩

杆301上开设的导向开槽固定导向，延伸柱302与喷淋杆之间通过导向滑槽303进行导向，让

伸缩杆301与延伸柱302之间能够通过导向滑槽303进行有效的垂直升降运动。

[0029] 其中，喷淋结构4包括顶喷淋柱401，喷头402，喷淋结构4的喷淋柱为套接固定在延

伸柱302的顶处，且喷淋柱的外壁上设置有喷头402，喷头402的整体设置有向上与向下的两

种状态，且上下两种状态的喷头402均朝向一个方向的状态，喷头402设置为上下两个方向

均倾斜四十五度的状态，使得顶喷淋柱401能够在水压的作用下进行旋转式上下喷淋，园林

植株所喷淋的面积增大。

[0030] 本实施例的具体使用方式与作用：

[0031] 本实用新型中，为了让浇灌喷淋装置整体更加隐蔽，首先转动柱结构2的扩张管

201通过螺纹固定安装在主进水管101的固定头102上，扩张管201的内部套接有内转动管

203，其中扩张管201内壁上所开设的内滑槽204整体螺旋状，且螺旋状的内滑槽204整体起

始与结束端之间延扩张管201轴心角度成九十度，内转动管203的外壁上则安装有卡紧头

205，卡紧头205为滑动卡接在内滑槽204内部，当装置整体加水时，整体成向外扩张的扩张

管201与内转动管203之间就会充满水，扩张管201与内转动管203在水压的作用会向外撑

开，使得内转动管203在内滑槽204的作用下进行向外延伸且旋转的运动，内转动管203末端

处安装有伸缩杆301，来实现将内转动管203末端水平状态的伸缩杆301直接进行竖起的运

动，让装置达到在植株需要使用灌溉喷淋时将伸缩杆301竖起，而在不使用时伸缩杆301会

自动的倒下，倒下后的伸缩杆301能够达到进一步的隐蔽效果，喷淋杆上套接有延伸柱302，

且延伸柱302与喷淋杆之间通过导向滑槽303进行导向，让伸缩杆301与延伸柱302之间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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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导向滑槽303进行有效的垂直升降运动，延伸柱302的顶端处安装有顶喷淋柱401，在顶

喷淋柱401外壁上设置有喷头402，喷头402设置为上下两个方向均倾斜四十五度的状态，使

得顶喷淋柱401能够在水压的作用下进行旋转式上下喷淋，园林植株所喷淋的面积增大。

[0032] 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是为了示例和描述起见而给出的，而并不是无遗漏的或者将

本实用新型限于所公开的形式。很多修改和变化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

见的。选择和描述实施例是为了更好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实际应用，并且使本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能够理解本实用新型从而设计适于特定用途的带有各种修改的各种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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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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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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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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