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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具有自动浇灌系统

的花架，包括花架，所述花架包括至少两块平行

设置的放置板，在放置板之间设置有支撑柱，所

述支撑柱为伸缩管，在放置板上设置有至少两个

托盘，在托盘中设置有花盆；所述花盆上设置有

滴灌器；所述滴灌器设置有容水腔，所述容水腔

的底部设置有滴水孔阵列；所述花架的底部设置

有水箱，水箱的侧壁设置有水泵，所述水泵的进

口与水箱的底部连通，所述水泵的出口经出水管

与容水腔顶部的入水口连通。本实用新型具有上

下升降功能，另外方便为花架上的多盆花卉浇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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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自动浇灌系统的花架，包括花架(1)，其特征在于：所述花架(1)包括至少两

块平行设置的放置板(11)，在放置板(11)之间设置有支撑柱(12)，所述支撑柱(12)为伸缩

管，在放置板(11)上设置有至少两个托盘(3)，在托盘(3)中设置有花盆(2)；所述花盆(2)上

设置有滴灌器(4)；所述滴灌器(4)为环状，放置在花盆(2)的盆口上，所述滴灌器(4)设置有

容水腔(41)，所述容水腔(41)的底部设置有滴水孔阵列(42)；

所述花架(1)的底部设置有水箱(5)，水箱(5)的侧壁设置有水泵(6)，所述水泵(6)的进

口与水箱(5)的底部连通，所述水泵(6)的出口经出水管(61)与容水腔(41)侧壁顶部的入水

口(43)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自动浇灌系统的花架，其特征在于：所述花盆(2)的底部

设置有漏水孔(21)，所述托盘(3)的底部通过排水管(31)与水箱(5)的顶部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自动浇灌系统的花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置板(11)由中

空的板状材料制成，所述支撑柱(12)由中空的管状材料制成，所述出水管(61)、排水管(31)

均由橡胶软管制成，呈螺旋状，穿设于放置板(11)、支撑柱(12)中。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自动浇灌系统的花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箱(5)的顶部

设置有营养液杯(7)，该营养液杯(7)经闸阀(71)与水箱(5)的顶部连通，所述营养液杯(7)

由透明材料制成，所述营养液杯(7)的外表面设置有刻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自动浇灌系统的花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箱(5)的顶部

设置有加水口(51)，所述水箱(5)的底部设置有排水口，该排水口设置有排水阀(5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自动浇灌系统的花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滴灌器(4)侧壁

顶部的入水口(43)还设置有滴水阀(44)，滴灌器(4)顶部还设置有气孔。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自动浇灌系统的花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泵(6)连接有

定时开关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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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自动浇灌系统的花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花卉种植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具有自动浇灌系统的花架。

背景技术

[0002] 花卉植物大多放置在阳台上，养殖花卉植物不仅能够美化环境，还能够净化空气，

激发人们生活的乐趣。

[0003] 由于花架能够放置多盆花卉，将花卉植物放置在花架上也更加美观。

[0004] 现有技术中的花架为固定结构，在上下方向不具有伸缩功能，由于养殖的花卉植

物高低不同，因此要么花卉植物太高放不进去，要么花卉植物太矮浪费花架的空间，现有技

术中缺少一种能够上下升降的花架。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有鉴于现有技术的至少一个缺陷，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具有自动浇灌系

统的花架，具有上下升降功能，另外方便为花架上的多盆花卉浇水。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具有自动浇灌系统的花

架，包括花架，其关键在于：所述花架包括至少两块平行设置的放置板，在放置板之间设置

有支撑柱，所述支撑柱为伸缩管，在放置板上设置有至少两个托盘，在托盘中设置有花盆；

所述花盆上设置有滴灌器；所述滴灌器为环状，放置在花盆的盆口上，所述滴灌器设置有容

水腔，所述容水腔的底部设置有滴水孔阵列；

[0007] 所述花架的底部设置有水箱，水箱的侧壁设置有水泵，所述水泵的进口与水箱的

底部连通，所述水泵的出口经出水管与容水腔侧壁顶部的入水口连通。

[0008] 上述结构设置的效果为：放置板上的托盘用于放置花盆；当花盆的高度高于两块

放置板之间的间隔距离时，通过将伸缩管拉伸，能够增加两块放置板之间的距离；当花盆的

高度小于两块放置板之间的间隔距离太多时，通过将伸缩管收缩，能够减小两块放置板之

间的距离；伸缩管包括子管和母管；伸缩管伸缩到适当长度时，能够通过锁紧螺母锁定，由

于锁紧螺母属于现有技术，其结构不再详述。

[0009] 通过上述结构，花架的两个放置板之间的距离可以根据用户需要进行调节，以方

便放置不同高度的花盆。

[0010] 所述花盆上设置有滴灌器，水泵抽取水箱中的水经出水管进入容水腔，所述容水

腔的底部设置有滴水孔阵列；滴水孔阵列将水滴灌入花盆内。

[0011] 托盘用于限定住花盆随意移动。

[0012] 水泵可以由手动开关进行开关，也可以由定时开关电路定时开关。

[0013] 水泵为滴灌器补水，然后由滴灌器进行滴灌。

[0014] 所述花盆的底部设置有漏水孔，所述托盘的底部通过排水管与水箱的顶部连通。

[0015] 花盆的底部设置有漏水孔，其效果在于将多余的水通过漏水孔流入托盘，托盘通

过排水管将多余的水引回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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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所述放置板由中空的板状材料制成，所述支撑柱由中空的管状材料制成，所述出

水管、排水管均由橡胶软管制成，呈螺旋状，穿设于放置板、支撑柱中。

[0017] 上述结构设置的效果为，使花架看上去更加美观，排水管只有在连接托盘的位置

伸出花架，出水管只有在连接水泵、入水口的位置才伸出花架；将出水管、排水管均由橡胶

软管制成，呈螺旋状，方便和伸缩管一起伸缩。

[0018] 所述水箱的顶部设置有营养液杯，该营养液杯经闸阀与水箱的顶部连通，所述营

养液杯由透明材料制成，所述营养液杯的外表面设置有刻度。

[0019] 通过上述结构设置营养液可以通过营养液杯加入水箱中；通过水泵泵入花盆中。

刻度用于观察营养液的添加量。闸阀由用户手动开关。

[0020] 所述水箱的顶部设置有加水口，所述水箱的底部设置有排水口，该排水口设置有

排水阀。

[0021] 上述结构设置的效果为：排水阀用于连接排水管，打开排水阀，排水管与阳台的雨

水管道相连通，用于排除水箱内污水；如果花架设置于室外，也可以直接排到下水道；排完

水箱内的污水后，关闭排水阀，从加水口将清洁的水重新加入水箱内。

[0022] 所述滴灌器侧壁顶部的入水口还设置有滴水阀，滴灌器顶部还设置有气孔。

[0023] 滴水阀用于手动开关滴灌器，当该花盆不需要浇水时，手动将滴水阀关闭，气孔用

于滴灌器的顶部能够与外界大气压连通，方便水滴滴下。

[0024] 所述水泵连接有定时开关电路。

[0025] 定时开关电路定时控制水泵开关，可以控制浇水的间隔时间，当间隔时间到达时，

水泵打开，自动给花盆浇水，延时一段时间，自动关闭。

[0026] 透明材料制成的滴灌器、花盆、水箱看上去更漂亮。

[0027] 显著效果: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具有自动浇灌系统的花架，具有上下升降功能，

另外方便为花架上的多盆花卉浇水。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图。

[0029]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1] 如图1-图2所示，一种具有自动浇灌系统的花架，包括花架1，所述花架1包括至少

两块平行设置的放置板11，在放置板11之间设置有支撑柱12，所述支撑柱12为伸缩管，在放

置板11上设置有至少两个托盘3，在托盘3中设置有花盆2；所述花盆2上设置有滴灌器4；所

述滴灌器4为环状，放置在花盆2的盆口上，所述滴灌器4设置有容水腔41，所述容水腔41的

底部设置有滴水孔阵列42；

[0032] 所述花架1的底部设置有水箱5，水箱5的侧壁设置有水泵6，所述水泵6的进口与水

箱5的底部连通，所述水泵6的出口经出水管61与容水腔41侧壁顶部的入水口43连通。

[0033] 在图1中，为了不让附图1的管路看上去过于复杂，仅有左下角的花盆2的出水管

61，托盘3的排水管31完全画出，其余各个花盆2的管路均未完全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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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上述结构设置的效果为：放置板11上的托盘3用于放置花盆2；当花盆2的高度高于

两块放置板11之间的间隔距离时，通过将伸缩管拉伸，能够增加两块放置板11之间的距离；

当花盆2的高度小于两块放置板11之间的间隔距离太多时，通过将伸缩管收缩，能够减小两

块放置板11之间的距离；伸缩管包括子管和母管；伸缩管伸缩到适当长度时，能够通过锁紧

螺母锁定，由于锁紧螺母属于现有技术，其结构不再详述。

[0035] 通过上述结构，花架1的两个放置板11之间的距离可以根据用户需要进行调节，以

方便放置不同高度的花盆2。

[0036] 所述花盆2上设置有滴灌器4，水泵6抽取水箱5中的水经出水管61进入容水腔41，

所述容水腔41的底部设置有滴水孔阵列42；滴水孔阵列42将水滴灌入花盆2内。

[0037] 托盘3用于限定住花盆2随意移动。

[0038] 水泵6可以由手动开关进行开关，也可以由定时开关电路定时开关。

[0039] 所述花盆2的底部设置有漏水孔21，所述托盘3的底部通过排水管31与水箱5的顶

部连通。

[0040] 花盆2的底部设置有漏水孔21，其效果在于将多余的水通过漏水孔21流入托盘3，

托盘3通过排水管31将多余的水引回水箱5。

[0041] 所述放置板11由中空的板状材料制成，所述支撑柱12由中空的管状材料制成，所

述出水管61、排水管31均由橡胶软管制成，呈螺旋状，穿设于放置板11、支撑柱12中。

[0042] 上述结构设置的效果为，使花架1看上去更加美观，排水管31只有在连接托盘3的

位置伸出花架1，出水管61只有在连接水泵6、入水口43的位置才伸出花架1；将出水管61、排

水管31均由橡胶软管制成，呈螺旋状，方便和伸缩管一起伸缩。

[0043] 所述水箱5的顶部设置有营养液杯7，该营养液杯7经闸阀71与水箱5的顶部连通，

所述营养液杯7由透明材料制成，所述营养液杯7的外表面设置有刻度。

[0044] 通过上述结构设置营养液可以通过营养液杯7加入水箱5中；通过水泵6泵入花盆2

中。刻度用于观察营养液的添加量。闸阀71由用户手动开关。

[0045] 所述水箱5的顶部设置有加水口51，所述水箱5的底部设置有排水口，该排水口设

置有排水阀52。

[0046] 上述结构设置的效果为：排水阀52用于连接排水管，打开排水阀52，排水管与阳台

的雨水管道相连通，用于排除水箱5内污水；如果花架1设置于室外，也可以直接排到下水

道；排完水箱5内的污水后，关闭排水阀52，从加水口51将清洁的水重新加入水箱5内。

[0047] 所述滴灌器4侧壁顶部的入水口43还设置有滴水阀44，滴灌器4顶部还设置有气

孔。气孔在图1中未示出。

[0048] 滴水阀44用于手动开关滴灌器4，当该花盆2不需要浇水时，手动将滴水阀44关闭，

气孔用于滴灌器4的顶部能够与外界大气压连通，方便水滴滴下。

[0049] 所述水泵6连接有定时开关电路。

[0050] 定时开关电路定时控制水泵6开关，可以控制浇水的间隔时间，当间隔时间到达

时，水泵6打开，自动给花盆2浇水，延时一段时间，自动关闭。

[0051] 所述花架1的底部设置有滚轮13。

[0052] 由于在花架1上放置了多盆花卉，为了方便移动做清洁，在花架1的底部设置有滚

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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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所述滚轮13为4个。

[0054] 所述定时开关电路包括555集成定时器，555集成定时器的电源端和直接复位端经

按钮开关SB连接电源的正极，555集成定时器的接地端接电源的负极；555集成定时器的电

源端还连接电阻R1的一端，电阻R1的另一端连接555集成定时器的放电端，电阻R1的另一端

还连接二极管VD1的正极，二极管VD1的负极连接电位器R3的首端，电位器R3的可调端经电

容C1连接电源的负极；电位器R3的尾端连接二极管VD2的正极，二极管VD2的负极连接电阻

R2的一端，电阻R2的另一端连接555集成定时器的放电端，电位器R3的可调端还连接555集

成定时器的低电平触发端和高电平触发端，555集成定时器的电压控制端经电容C2连接电

源的负极；

[0055] 555集成定时器的输出端连接三极管的基极，三极管的集电极经水泵6连接电源的

正极，三极管的发射极连接电源的负极。

[0056] 上述定时开关电路可以实现对水泵6的定时开关，结构简单，价格便宜。调节方便。

可以调节三极管开关的占空比，也就是浇水时间间隔。

[0057] 增大电阻R1、电阻R2、电阻R3的阻值，电容C1电容值能够增加浇水周期。

[0058] 所述滴灌器4的底部向下设置有至少两个挡块，所述挡块与花盆2的内壁抵接。滴

灌器4的外径大于花盆2顶部边沿的外径。

[0059] 所述挡块设置为三个，绕着滴灌器4的中心均匀布置。

[0060] 通过挡块与花盆2的内壁抵接，可以将滴灌器4放置在花盆2上，不容易从花盆2上

掉下来。

[0061]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列举的仅是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子，当然本领域的

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实用新型进行改动和变型，倘若这些修改和变型属于本实用新型权利要

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之内，均应认为是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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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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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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