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848502.2

(22)申请日 2019.09.09

(71)申请人 周仪芬

地址 211100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弘景大

道3601号

(72)发明人 周仪芬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明涛智创专利代理有限

公司 51289

代理人 丁国勇

(51)Int.Cl.

A01G 25/00(2006.01)

E03B 3/0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坡体斜流式的园林灌溉装置及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园林灌溉技术领域，尤其为一种

基于坡体斜流式的园林灌溉装置及方法，包括园

林地基、开设在园林地基上的人工湖和位于园林

地基上的坡地土壤，坡地土壤的最高处安装有喷

水装置，喷水装置，在人工湖的湖底安装有水泵，

水泵的出水口通过抽水管道连接到喷水装置内

部，喷水装置和坡地土壤内部设有管路总成，本

发明通过坡地式的灌溉方式，通过人工湖直接供

水，在雨水天气时人工湖能够起到收集雨水补充

水源的作用，并增加园林美观，更加节能，且通过

喷雾和根部直接灌溉的双向交叉方式，不仅使坡

地高低处的绿植能够供水均匀，并且定期的喷雾

能够除去绿植上的浮灰，使绿植更加鲜艳翠绿，

保证园林的观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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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坡体斜流式的园林灌溉装置，包括园林地基(a)、开设在所述园林地基(a)

上的人工湖(b)和位于所述园林地基(a)上的坡地土壤(c)，其特征在于：所述坡地土壤(c)

的最高处安装有喷水装置(2)，所述喷水装置(2)，在所述人工湖(b)的湖底安装有水泵(1)，

所述水泵(1)的出水口通过抽水管道(3)连接到喷水装置(2)内部，所述喷水装置(2)和坡地

土壤(c)内部设有管路总成(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坡体斜流式的园林灌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水装置

(2)包括箱体(20)，所述箱体(20)内部设有雾化炮外壳(22)和设置于所述雾化炮外壳(22)

后侧驱动雾化炮外壳(22)摆动的驱动机构(21)，所述雾化炮外壳(22)呈前大后小的空心喇

叭状结构，在其小径端内嵌设有雾化芯(223)，在所述雾化炮外壳(22)的大径端内部设有安

装架(220)，在所述安装架(220)的中心处背面安装有减速电机(222)，在所述雾化炮外壳

(22)的出口处设有扇叶(221)，所述减速电机(222)的输出轴与所述扇叶(221)的主轴同轴

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坡体斜流式的园林灌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管路总成

(4)包括呈发散式埋藏在坡地土壤(c)内的若干坡地灌溉管(40)，所述坡地灌溉管(40)与其

埋藏部位的坡地土壤(c)坡度相贴合，在所述坡地灌溉管(40)上均匀开设有若干灌溉孔

(40a)，在灌溉孔(40a)内还嵌设有滤网。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坡体斜流式的园林灌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管路总成

(4)还包括设置于所述箱体(20)内的三通(42)，所述三通(42)的其中一通口与所述抽水管

道(3)连接，所述三通(42)的另外两通口分别连接有软管(45)和灌溉输水管(41)。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坡体斜流式的园林灌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软管(45)

与所述三通(42)之间安装有第一阀门(43)，所述灌溉输水管(41)上安装有第二阀门(44)，

所述第一阀门(43)的阀杆穿过所述箱体(20)并延伸到所述箱体(20)外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于坡体斜流式的园林灌溉装置，其特征在于：各个所述坡地

灌溉管(40)的起始端汇聚在一处并与灌溉输水管(41)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坡体斜流式的园林灌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炮外

壳(22)的小径端连接有接头(23)，且所述接头(23)与所述软管(45)的末端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基于坡体斜流式的园林灌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机构

(21)包括摆杆(210)，所述摆杆(210)的一端与所述接头(23)固定，所述摆杆(210)上远离所

述接头(23)的部分开设有导向槽(210a)，所述摆杆(210)的上方设有曲柄(211)，所述曲柄

(211)的一端底面设有凸轴(214)，所述凸轴(214)可活动的嵌设于所述导向槽(210a)内部，

且所述凸轴(214)的直径与所述导向槽(210a)的宽度相适配。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基于坡体斜流式的园林灌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机构

(21)还包括曲柄(211)另一端上方的伺服电机(213)，所述伺服电机(213)安装于U型支架

(212)上，所述U型支架(212)的顶端固定于所述箱体(20)的内顶壁，所述摆杆(210)靠近所

述接头(23)的一端顶面设有转轴(215)，且所述转轴(215)与所述箱体(20)的内顶壁通过轴

承转动连接。

10.一种基于坡体斜流式的园林灌溉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在园林地基(a)内建设坡地土壤(c)，并挖设人工湖(b)；

步骤二；在人工湖(b)的湖底安装水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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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将水泵通过管路总成(4)与喷水装置(2)连接，管路总成(4)的坡地灌溉管(40)

采用波纹管，以贴合坡地实时坡度的方式分别均匀埋藏于坡地土壤(c)内；

步骤四：在坡地土壤(c)内种植绿植；

步骤五：每隔1～3日开启喷水装置(2)对坡地上的绿植进行喷雾；

步骤六：每隔1～2周通过坡地灌溉管(40)对坡地绿植进行根部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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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坡体斜流式的园林灌溉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园林灌溉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基于坡体斜流式的园林灌溉装置及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园林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运用工程技术和艺术手段，通过改造地形(或进一步筑山、

叠石、理水)、种植树木花草、营造建筑和布置园路等途径创作而成的美的自然环境和游憩

境域。在中国汉族建筑中独树一帜，有重大成就的是古典园林建筑。同时西方国家在建造园

林中也取得了重大成就，随着园林艺术的发展，对坡地绿植的灌溉也越来越讲究，在考虑绿

植存活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到绿植的美观以及节能等方面，鉴于此，我们提出一种基于坡体

斜流式的园林灌溉装置及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坡体斜流式的园林灌溉装置及方法，以解决上述

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一方面，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基于坡体斜流式的园林灌溉装置，包括园林地基、开设在所述园林地基上的

人工湖和位于所述园林地基上的坡地土壤，所述坡地土壤的最高处安装有喷水装置，所述

喷水装置，在所述人工湖的湖底安装有水泵，所述水泵的出水口通过抽水管道连接到喷水

装置内部，所述喷水装置和坡地土壤内部设有管路总成。

[0006] 优选的，所述喷水装置包括箱体，所述箱体内部设有雾化炮外壳和设置于所述雾

化炮外壳后侧驱动雾化炮外壳摆动的驱动机构，所述雾化炮外壳呈前大后小的空心喇叭状

结构，在其小径端内嵌设有雾化芯，在所述雾化炮外壳的大径端内部设有安装架，在所述安

装架的中心处背面安装有减速电机，在所述雾化炮外壳的出口处设有扇叶，所述减速电机

的输出轴与所述扇叶的主轴同轴连接。

[0007] 优选的，所述管路总成包括呈发散式埋藏在坡地土壤内的若干坡地灌溉管，所述

坡地灌溉管与其埋藏部位的坡地土壤坡度相贴合，在所述坡地灌溉管上均匀开设有若干灌

溉孔，在灌溉孔内还嵌设有滤网。

[0008] 优选的，所述管路总成还包括设置于所述箱体内的三通，所述三通的其中一通口

与所述抽水管道连接，所述三通的另外两通口分别连接有软管和灌溉输水管。

[0009] 优选的，所述软管与所述三通之间安装有第一阀门，所述灌溉输水管上安装有第

二阀门，所述第一阀门的阀杆穿过所述箱体并延伸到所述箱体外部。

[0010] 优选的，各个所述坡地灌溉管的起始端汇聚在一处并与灌溉输水管连接。

[0011] 优选的，所述雾化炮外壳的小径端连接有接头，且所述接头与所述软管的末端连

接。

[0012] 优选的，所述驱动机构包括摆杆，所述摆杆的一端与所述接头固定，所述摆杆上远

说　明　书 1/4 页

4

CN 110521545 A

4



离所述接头的部分开设有导向槽，所述摆杆的上方设有曲柄，所述曲柄的一端底面设有凸

轴，所述凸轴可活动的嵌设于所述导向槽内部，且所述凸轴的直径与所述导向槽的宽度相

适配。

[0013] 优选的，所述驱动机构还包括曲柄另一端上方的伺服电机，所述伺服电机安装于U

型支架上，所述U型支架的顶端固定于所述箱体的内顶壁，所述摆杆靠近所述接头的一端顶

面设有转轴，且所述转轴与所述箱体的内顶壁通过轴承转动连接。

[0014] 另一方面，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基于坡体斜流式的园林灌溉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5] 步骤一：在园林地基内建设坡地土壤，并挖设人工湖；

[0016] 步骤二；在人工湖的湖底安装水泵；

[0017] 步骤三：将水泵通过管路总成与喷水装置连接，管路总成的坡地灌溉管采用波纹

管，以贴合坡地实时坡度的方式分别均匀埋藏于坡地土壤内；

[0018] 步骤四：在坡地土壤内种植绿植；

[0019] 步骤五：每隔1～3日开启喷水装置对坡地上的绿植进行喷雾；

[0020] 步骤六：每隔1～2周通过坡地灌溉管对坡地绿植进行根部灌溉。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通过坡地式的灌溉方式，通过人工

湖直接供水，在雨水天气时人工湖能够起到收集雨水补充水源的作用，并增加园林美观，更

加节能，且通过喷雾和根部直接灌溉的双向交叉方式，不仅使坡地高低处的绿植能够供水

均匀，并且定期的喷雾能够除去绿植上的浮灰，使绿植更加鲜艳翠绿，保证园林的观赏性。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中灌溉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中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中喷水装置的结构爆炸示意图；

[0026] 图5为本发明中驱动机构的结构爆炸示意图；

[0027] 图6为本发明中灌溉孔在坡地灌溉管上的分布状态示意图。

[0028] 图中：园林地基a；人工湖b；坡地土壤c；水泵1；喷水装置2；箱体20；驱动机构21；摆

杆210；导向槽210a；曲柄211；U型支架212；伺服电机213；凸轴214；转轴215；雾化炮外壳22；

安装架220；扇叶221；减速电机222；雾化芯223；接头23；抽水管道3；管路总成4；坡地灌溉管

40；灌溉孔40a；灌溉输水管41；三通42；第一阀门43；第二阀门44；软管45。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0] 请参阅图1-6，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

[0031] 一种基于坡体斜流式的园林灌溉装置，包括园林地基a、开设在园林地基a上的人

工湖b和位于园林地基a上的坡地土壤c，坡地土壤c的最高处安装有喷水装置2，喷水装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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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湖b的湖底安装有水泵1，水泵1的出水口通过抽水管道3连接到喷水装置2内部，喷水

装置2和坡地土壤c内部设有管路总成4。

[0032] 具体的，喷水装置2包括箱体20，箱体20内部设有雾化炮外壳22和设置于雾化炮外

壳22后侧驱动雾化炮外壳22摆动的驱动机构21，雾化炮外壳22呈前大后小的空心喇叭状结

构，在其小径端内嵌设有雾化芯223，在雾化炮外壳22的大径端内部设有安装架220，在安装

架220的中心处背面安装有减速电机222，在雾化炮外壳22的出口处设有扇叶221，减速电机

222的输出轴与扇叶221的主轴同轴连接，雾化芯223内开设有若干密集的微小孔洞，输入进

雾化炮外壳22内部的水经过雾化芯223中的微小孔洞被雾化为小水滴的水雾，经过减速电

机222的驱动带动扇叶221快速转动，将水雾喷出，随着坡地的逐渐下降对所有坡地上的绿

植进行喷水，驱动机构21带动雾化炮外壳22不断的来回摆动，使水雾能够喷到整个坡地上。

[0033] 其次，管路总成4包括呈发散式埋藏在坡地土壤c内的若干坡地灌溉管40，坡地灌

溉管40与其埋藏部位的坡地土壤c坡度相贴合，在坡地灌溉管40上均匀开设有若干灌溉孔

40a，在灌溉孔40a内还嵌设有滤网，滤网能够防止土壤从灌溉孔40a进入坡地灌溉管40造成

堵塞，各个坡地灌溉管40中的水经过灌溉孔40a渗透到坡地土壤c中直接为绿植的根部进行

浇水，使灌溉更加彻底和均匀。

[0034] 进一步地，管路总成4还包括设置于箱体20内的三通42，三通42的其中一通口与抽

水管道3连接，三通42的另外两通口分别连接有软管45和灌溉输水管41，人工湖b中的水经

过水泵1抽吸后经三通42分流到喷雾和根部灌溉部分，软管45与三通42之间安装有第一阀

门43，灌溉输水管41上安装有第二阀门44，第一阀门43的阀杆穿过箱体20并延伸到箱体20

外部，通过第一阀门43和第二阀门44分别控制喷雾和根部灌溉部分水流的打开和关闭。

[0035] 除此之外，各个坡地灌溉管40的起始端汇聚在一处并与灌溉输水管41连接，使水

流分流到各个坡地灌溉管40中。

[0036] 具体的，雾化炮外壳22的小径端连接有接头23，且接头23与软管45的末端连接。驱

动机构21包括摆杆210，摆杆210的一端与接头23固定，摆杆210上远离接头23的部分开设有

导向槽210a，摆杆210的上方设有曲柄211，曲柄211的一端底面设有凸轴214，凸轴214可活

动的嵌设于导向槽210a内部，且凸轴214的直径与导向槽210a的宽度相适配。驱动机构21还

包括曲柄211另一端上方的伺服电机213，伺服电机213安装于U型支架212上，U型支架212的

顶端固定于箱体20的内顶壁，摆杆210靠近接头23的一端顶面设有转轴215，且转轴215与箱

体20的内顶壁通过轴承转动连接，通过伺服电机213的带动曲柄211以伺服电机213的输出

轴为轴心做圆周摆动，其摆动过程中，凸轴214在导向槽210a中来回滑动并转动，带动摆杆

210以转轴215为轴心做周期来回摆动，实现雾化炮外壳22的摆头功能。

[0037] 一种基于坡体斜流式的园林灌溉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38] 步骤一：在园林地基a内建设坡地土壤c，并挖设人工湖b；

[0039] 步骤二；在人工湖b的湖底安装水泵1；

[0040] 步骤三：将水泵通过管路总成4与喷水装置2连接，管路总成4的坡地灌溉管40采用

波纹管，以贴合坡地实时坡度的方式分别均匀埋藏于坡地土壤c内；

[0041] 步骤四：在坡地土壤c内种植绿植；

[0042] 步骤五：每隔1～3日开启喷水装置2对坡地上的绿植进行喷雾；

[0043] 步骤六：每隔1～2周通过坡地灌溉管40对坡地绿植进行根部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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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具体开启喷水装置2和坡地灌溉管40的时间视当地的干旱程度进行自主判断。

[0045] 需要补充的是，坡地灌溉管40上的各个灌溉孔40a分布如图6所示，按照坡地位置

的高低顺序，高度较高处的坡地灌溉管40上的灌溉孔40a位于坡地灌溉管40上部，随着高度

逐渐降低灌溉孔40a的位置也在坡地灌溉管40上逐渐降低，此设计目的由于水流自坡地高

处流下，高处的灌溉孔40a水流充足所以高度高，不会从高处的灌溉孔40a全部流出，低处的

灌溉孔40a水流匮乏，设置在下方能够保证与高处的灌溉孔40a水流保持基本一致，保证了

高处和低处的灌溉均匀。

[0046]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仅为本发明

的优选例，并不用来限制本发明，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

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

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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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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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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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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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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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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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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