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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农业花棚大棚用的智能自动浇水保湿

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农业花棚大棚用的智能自

动浇水保湿装置，包括溢水孔和控制器；所述第

一水泵固定于水槽内中间后方；所述第二水泵固

定于水槽内右端后方；所述第一水管底端连接至

第一水泵上，顶端向前折弯90度，于花槽中心位

置上方再向下折弯90度；所述第二水管下端连接

至第二水泵上，上端折弯后位于花槽内侧后壁

上；所述出水孔等距分布设于过滤盒底侧面上，

隔板右方的出水孔数量为五处；本发明通过定时

对花卉叶片进行加湿和对花盆进行浸盆的方式

对花卉进行浇水，保证植物能够充分吸收水分，

间隔时间和运行时间可根据不同花卉的需水度

进行调节，节省用水，同时结构简单，造价低，元

器件较少，后续维护方便，维护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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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农业花棚大棚用的智能自动浇水保湿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农业花棚大棚用的

智能自动浇水保湿装置包括支架，水槽，第一水泵，第二水泵，第一水管，雾化喷头，第二水

管，花槽，花盆，下水孔，下水管，单向阀，滑架，过滤盒，出水孔，溢水孔和控制器；所述支架

为铝合金焊接而成框架，为承载主体；所述水槽为矩形槽结构，焊接于支架中段上，顶面设

有可活动取下的盖板，起到封闭作用；所述滑架焊接于水槽顶部的盖板顶侧面前端中心处，

所述滑架底侧面开设有倒梯形孔；所述第一水泵固定于水槽内中间后方；所述第二水泵固

定于水槽内右端后方；所述第一水管底端连接至第一水泵上，顶端向前折弯90度，于花槽中

心位置上方再向下折弯90度；所述第二水管下端连接至第二水泵上，上端折弯后位于花槽

内侧后壁上；所述花盆摆放于花槽中；所述下水孔开设于花槽内前端，所述下水管连接于下

水孔底端，所述单向阀为弹簧式阀芯，连接于下水管底端；所述过滤盒中间靠右端设有一处

隔板，所述隔板中上方设有溢水孔，所述出水孔等距分布设于过滤盒底侧面上，隔板右方的

出水孔数量为五处；所述控制器固定于支架后侧面上，且与第一水泵、第二水泵电性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农业花棚大棚用的智能自动浇水保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

喷头为平口雾化喷头，工作压力为2kg，连接至第一水管的上方末端。

3.如权利要求1所述农业花棚大棚用的智能自动浇水保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花槽

为矩形箱体结构，上方开口，内部底面前端向下设有2mm深的矩形槽。

4.如权利要求3所述农业花棚大棚用的智能自动浇水保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水

孔为圆锥孔，开设于花槽内前端的矮台阶中心处。

5.如权利要求1所述农业花棚大棚用的智能自动浇水保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

盒为PVC盒体，隔板左端底部铺设有过滤绵，推放至滑架上。

6.如权利要求1所述农业花棚大棚用的智能自动浇水保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溢水

孔共有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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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农业花棚大棚用的智能自动浇水保湿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花棚浇水装置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特别涉及一种农业花棚大棚用

的智能自动浇水保湿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农业花棚大棚中，由于花卉种类多，数量大，而不同花卉的对水的需求量不同，

因此在浇水量上需要格外关注并加以控制，工作量较大，劳动强度大。

[0003] 如申请号为CN201380008835.5的中国专利提供了一种自动植物浇水装置(1)，包

括：贮存器(4)，用于容纳水；支撑部分(4)，用于在使用中将土壤容器(2)、(3)支撑在所述贮

存器(4)之上；以及至少一个突伸出的浇水部分(5)，所述浇水部分从所述贮存器(4)中延伸

并且用于延伸到在使用中被支撑的土壤容器内。所述浇水部分(5)包括吸附材料部分(52)，

用于在毛细作用下将水从贮存器(4)中朝向在使用中被支撑的土壤容器(23)输送。

[0004] 如申请号为CN201310447291 .4的中国专利发布了一种立体植物栽培自动浇水系

统及利用该系统控制浇水的方法。该自动浇水系统包括支架、传动单元、供水单元、控制器

和传感器单元；供水单元设置在所述支架上，并与栽培容器经过的位置相应，所述传感器单

元设置在支架上，并与栽培容器经过的位置相应，供水单元、传动单元及传感器单元均与所

述控制器相连，通过传感器单元将栽培容器经过的信息传递给控制器，控制器进而通过控

制传动单元和供水单元，实现对栽培容器浇水的自动控制，浇水方便，且浇水均匀性好，为

植物良好生长提供了适宜的水分供应。

[0005] 基于上述，本发明人发现，现有自动浇水装置结构复杂，使用诸多控制元器件，成

本较高，相对于较为平民化的植物，该发明的造价甚至远超过所培养的植物，需要多次种植

后才能收回成本，回笼资金周期长，维护保养较为麻烦，成本较高。

[0006] 于是，有鉴于此，针对现有的结构及缺失予以研究改良，提供一种农业花棚大棚用

的智能自动浇水保湿装置，以期达到更具有更加实用价值性的目的。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农业花棚大棚用的智能自动浇水保湿装

置，以解决现有人工劳动强度大，自动装置成本高，维护保养成本高的问题。

[0008] 本发明农业花棚大棚用的智能自动浇水保湿装置的目的与功效，由以下具体技术

手段所达成：

[0009] 一种农业花棚大棚用的智能自动浇水保湿装置，包括支架，水槽，第一水泵，第二

水泵，第一水管，雾化喷头，第二水管，花槽，花盆，下水孔，下水管，单向阀，滑架，过滤盒，出

水孔，溢水孔和控制器；所述支架为铝合金焊接而成框架，为承载主体；所述水槽为矩形槽

结构，焊接于支架中段上，顶面设有可活动取下的盖板，起到封闭作用；所述第一水泵固定

于水槽内中间后方；所述第二水泵固定于水槽内右端后方；所述第一水管底端连接至第一

水泵上，顶端向前折弯90度，于花槽中心位置上方再向下折弯90度；所述第二水管下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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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二水泵上，上端折弯后位于花槽内侧后壁上；所述花盆摆放于花槽中；所述下水管连接

于下水孔底端；所述出水孔等距分布设于过滤盒底侧面上，隔板右方的出水孔数量为五处；

所述控制器固定于支架后侧面上，且与第一水泵、第二水泵电性连接。

[0010] 进一步的，所述雾化喷头为平口雾化喷头，工作压力为2kg，连接至第一水管的上

方末端。

[0011] 进一步的，所述花槽为矩形箱体结构，上方开口，内部底面前端向下设有2mm深的

矩形槽。

[0012] 进一步的，所述下水孔为圆锥孔，开设于花槽内前端的矮台阶中心处。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单向阀为弹簧式阀芯，连接于下水管底端。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滑架焊接于水槽顶部的盖板顶侧面前端中心处，底侧面开设有倒

梯形孔，孔最底面尺寸小于盖板上的矩形孔尺寸。

[0015] 进一步的，所述过滤盒为PVC盒体，中间靠右端设有一处隔板，隔板左端底部铺设

有过滤绵，推放至滑架上。

[0016] 进一步的，所述溢水孔共有五处，开设于过滤盒内的隔板中上方。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8] 水槽的设置，有利于对浇花时多余的水进行回收，再次加以利用，以减少水资源的

浪费，既能节约水资源，又能降低浇水的成本。

[0019] 过滤盒的设置，有利于对多余的水进行过滤再行回收，防止回收水内的杂质进入

各水泵、雾化喷头，对各元器件造成磨损。

[0020] 本发明通过定时对花卉叶片进行加湿和对花盆进行浸盆的方式对花卉进行浇水，

保证植物能够充分吸收水分，间隔时间和运行时间可根据不同花卉的需水度进行调节，节

省用水，同时结构简单，造价低，元器件较少，后续维护方便，维护成本低。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俯视图。

[0023] 图3是本发明滑架主视图。

[0024] 图4是本发明滑架左视图。

[0025] 图5是本发明滑架俯视图。

[0026] 图6是本发明过滤盒全剖图。

[0027] 图7是本发明过滤盒俯视图。

[0028] 图8是本发明花槽右视全剖图。

[0029] 图9是本发明水流方向。

[0030] 图中，部件名称与附图编号的对应关系为：

[0031] 1-支架，2-水槽，201-第一水泵，202-第二水泵，203-第一水管，204-雾化喷头，

205-第二水管，3-花槽，301-花盆，302-下水孔，303-下水管，304-单向阀，4-滑架，5-过滤

盒，501-出水孔，502-溢水孔，6-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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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实施例用于

说明本发明，但不能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33]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除非另有说明，“多个”的含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术语“上”、

“下”、“左”、“右”、“内”、“外”、“前端”、“后端”、“头部”、“尾部”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

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

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

本发明的限制。此外，术语“第一”、“第二”、“第三”等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

暗示相对重要性。

[0034]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相连”、“连

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以是机

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对于本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35] 实施例：

[0036] 如附图1至附图9所示：一种农业花棚大棚用的智能自动浇水保湿装置，包括支架

1，水槽2，第一水泵201，第二水泵202，第一水管203，雾化喷头204，第二水管205，花槽3，花

盆301，下水孔302，下水管303，单向阀304，滑架4，过滤盒5，出水孔501，溢水孔502和控制器

6；支架1为铝合金焊接而成框架，为承载主体；水槽2为矩形槽结构，焊接于支架1中段上，顶

面设有可活动取下的盖板，起到封闭作用；第一水泵201固定于水槽2内中间后方；第二水泵

202固定于水槽2内右端后方；第一水管203底端连接至第一水泵201上，顶端向前折弯90度，

于花槽3中心位置上方再向下折弯90度；第二水管205下端连接至第二水泵202上，上端折弯

后位于花槽2内侧后壁上；花盆301摆放于花槽2中；下水管303连接于下水孔302底端；出水

孔501等距分布设于过滤盒5底侧面上，隔板右方的出水孔501数量为五处；控制器6固定于

支架1后侧面上，且与第一水泵201、第二水泵202电性连接。

[0037] 其中，雾化喷头204为平口雾化喷头，工作压力为2kg，连接至第一水管203的上方

末端，当水流经第一水管203到达该处时水被雾化，盆打扫花卉页面上，有利于植物通过叶

片对水分进行吸收。

[0038] 其中，花槽3为矩形箱体结构，上方开口，内部底面前端向下设有2mm深的矩形槽，

形成台阶便于当需要对花槽进行清洁清理时，水向低处流动，防止脏水回流，便于清洁，节

省清洁时间。

[0039] 其中，下水孔302为圆锥孔，开设于花槽3内前端的矮台阶中心处，通过该孔水将继

续向下运动至下水管303中。

[0040] 其中，单向阀304为弹簧式阀芯，连接于下水管303底端，通过对弹簧的调节来确定

单向阀的开启压力，当花槽3内积水达到单向阀304的设定压力后单向阀304打开，水继续向

下运动。

[0041] 其中，滑架4焊接于水槽2顶部的盖板顶侧面前端中心处，底侧面开设有倒梯形孔，

孔最底面尺寸小于盖板上的矩形孔尺寸，用于放置过滤盒5，下方梯形孔也便于将过滤盒5

底端出水孔501流出的水进行汇流，将其排入水槽2中。

[0042] 其中，过滤盒5为PVC盒体，中间靠右端设有一处隔板，隔板左端底部铺设有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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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推放至滑架4上，通过过滤盒5可对混有杂物的水进行过滤，将杂物滤除，净水进入循环。

[0043] 其中，溢水孔502共有五处，开设于过滤盒5内的隔板中上方，当过滤盒内5的过滤

绵杂物较多产生堵塞致使流水不畅时，升高的水位可通过溢水孔502进入隔板右侧，该空间

底部同样设有一处过滤绵，经过过滤后通过出水孔501进入水槽2。

[0044] 本实施例的具体使用方式与作用：

[0045] 本发明中，第一水泵201和第二水泵202均为潜水泵，控制器6为KG316T微电脑时控

开关，根据花槽3中花卉的种类调节运行间隔时间和运行持续时间，控制器6控制第一水泵

201和第二水泵202开启，第一水泵201将水槽2中的水抽出，通过第一水管203送至雾化喷头

204，雾化后洒向植物上，为植物叶片提供水分，保持植物叶片水分充足，鲜亮，第二水泵202

将水槽2中的水抽出，通过第二水管205送至花槽3中，水在花槽3中积蓄，水位增加，对花盆

301形成浸盆，透水度较高，随着水位的上升，水压上升，当水压达到单向阀304的设定压力

时，单向阀304开启，水经过过滤盒5的过滤后，通过出水孔501再次滴落至水槽2中，当多个

本装置同时使用时，将每个装置中的水槽2接通，并通过压力阀接通至水路，保持水槽2中的

水位始终高于第一水泵201和第二水泵202，过滤盒5定时取出并对内部的过滤绵进行清理。

[0046] 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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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明限于所公开的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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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的原理和实际应用，并且使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能够理解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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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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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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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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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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