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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节水的园林灌溉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园林工程技术领域，旨在提

供一种可节水的园林灌溉系统，其技术方案要点

是：包括雨水储罐、开设在雨水储罐顶部的进水

口、设置在进水口上方的雨水收集斗，所述进水

口内转动连接有密封端盖，所述密封端盖上设置

有弹簧，所述弹簧远离密封端盖的一端固定连接

于雨水收集斗的内侧壁，在雨水储罐的一侧壁上

方开设有溢流口，所述溢流口固定连接有溢流管

道，所述溢流管道远离溢流口的一端固定连接有

备用水箱。本实用新型具有收集储存雨水、节省

灌溉用水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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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节水的园林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雨水储罐(1)、开设在雨水储罐(1)顶

部的进水口(2)、设置在进水口(2)上方的雨水收集斗(3)，所述进水口(2)内转动连接有密

封端盖(5)，所述密封端盖(5)上设置有弹簧(6)，所述弹簧(6)远离密封端盖(5)的一端固定

连接于雨水收集斗(3)的内侧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节水的园林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口(2)伸

入雨水储罐(1)内部，所述进水口(2)靠近雨水储罐(1)内部的端部开设有环形嵌槽(21)，所

述密封端盖(5)靠近进水口(2)的一侧设置有与环形嵌槽(21)适配的环形插接边(51)，所述

环形插接边(51)插接于环形嵌槽(21)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可节水的园林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环形嵌槽(21)

内设置有橡胶密封垫圈(2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节水的园林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雨水储罐(1)

包括外罐体(101)、内罐体(102)，所述外罐体(101)与内罐体(102)之间设置有隔热层(7)。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可节水的园林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雨水收集斗

(3)呈倒圆锥形。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可节水的园林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雨水储罐(1)

的一侧壁上方开设有溢流口(8)，所述溢流口(8)固定连接有溢流管道(9)，所述溢流管道

(9)远离溢流口(8)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备用水箱(10)。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可节水的园林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雨水储罐(1)

底部设置有供水支管一(11)，所述备用水箱(10)底部设置有供水支管二(12)，所述供水支

管一(11)和供水支管二(12)上均设置有阀门(13)，所述供水支管一(11)与供水支管二(12)

连通并连接有水泵(14)，所述水泵(14)出口设置有喷水管道(15)。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节水的园林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雨水收集斗

(3)的内侧壁上方设置有滤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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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节水的园林灌溉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园林工程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可节水的园林灌溉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园林是指在一定地域运用工程技术和艺术手段，通过改造地形、种植树木、营造建

筑和布置园路等人为建造景观和游憩环境。现代园林建造中会种植大量观赏性花草树木，

并且需要对这些花草树木进行浇灌养护，这就需要用到园林灌溉系统。

[0003] 公告号为CN208175622U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园林灌溉系统，包括水泵、通水管

和喷灌装置。喷灌装置包括嵌入地面下方的收纳筒、盖在收纳筒上方的筒盖和安装在收纳

筒内且与通水管连通的喷灌组件，筒盖高度与地面齐平，喷灌装置不在使用状态时即停止

向外喷水，将筒盖盖合在收纳筒上方的筒口处。

[0004] 这种现有技术方案虽然可以将喷灌装置嵌入地下，防止游人被绊倒受伤，但是在

实际使用过程中没有能够考虑到节水设计，未能将自然的雨水有效收集利用。因此，还存在

一定缺陷，需要进一步改善。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可节水的园林灌溉系统，具有收集储存雨水、节省

灌溉用水的优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一种可节水的园林灌溉系统，包括雨水储罐、开设在雨水储罐顶部的进水口、设置

在进水口上方的雨水收集斗，所述进水口内转动连接有密封端盖，所述密封端盖上设置有

弹簧，所述弹簧远离密封端盖的一端固定连接于雨水收集斗的内侧壁。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雨水进入雨水收集斗并逐渐集聚，当雨水集聚至一定量，

使雨水自身重力大于密封端盖上弹簧的拉力时，密封盖板被向雨水储罐内部打开，从而使

雨水进入雨水储罐；当雨水收集斗内雨水量减少，雨水重力小于弹簧拉力时，密封盖板被弹

簧拉升盖合在进水口处。如此可以达到收集并密封存储雨水的效果。

[0009] 进一步的，所述进水口伸入雨水储罐内部，所述进水口靠近雨水储罐内部的端部

开设有环形嵌槽，所述密封端盖靠近进水口的一侧设置有与环形嵌槽适配的环形插接边，

所述环形插接边插接于环形嵌槽内。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弹簧拉力作用下，密封端盖上设置的环形插接边可以

贴合插接与环形嵌槽内，从而达到提高密封端盖对进水口密封性能的效果。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环形嵌槽内设置有橡胶密封垫圈。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橡胶密封垫圈具有柔弹性，可以很好的贴合在环形嵌槽

内，增加了环形插接边与环形嵌槽插接配合的密封性，从而达到进一步提高密封端盖密封

性能的效果。

[0013] 进一步的，所述雨水储罐包括外罐体、内罐体，所述外罐体与内罐体之间设置有隔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209749360 U

3



热层。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夏季高温时，隔热层可以起到减少雨水储罐传热的作用，

从而减少雨水储罐内部的雨水受热蒸发减少的量，进一步提高雨水储罐的储水效果；另一

方面，双层罐体结构也增加了雨水储罐的强度，延长了雨水储罐的使用寿命。

[0015] 进一步的，所述雨水收集斗呈倒圆锥形。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雨水落入雨水收集斗时，雨水可以沿雨水收集斗侧壁

快速下滑，并在较短时间内集聚到一定重量，使密封端盖打开，从而提高了雨水收集的效

率。

[0017] 进一步的，所述雨水储罐的一侧壁上方开设有溢流口，所述溢流口固定连接有溢

流管道，所述溢流管道远离溢流口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备用水箱。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雨水充足时，雨水储罐内的雨水通过溢流口和溢流管

道流入备用水箱，从而达到提高雨水存储量的效果。

[0019] 进一步的，所述雨水储罐底部设置有供水支管一，所述备用水箱底部设置有供水

支管二，所述供水支管一和供水支管二上均设置有阀门，所述供水支管一与供水支管二连

通并连接有水泵，所述水泵出口设置有喷水管道。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打开阀门使供水支管一、供水支管二与水泵进口连通，启

动水泵对雨水储罐及备用水箱内的雨水进行抽吸，从而可以对植被进行灌溉。

[0021] 进一步的，所述雨水收集斗的内侧壁上方设置有滤网。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滤网可以起到阻挡外部的树叶等杂物落入雨水收集斗

内，从而起到防止进水口被堵塞的效果。

[0023]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4] 1 .通过设置雨水储罐，在雨水储罐顶部设置进水口，并在进水口上设置雨水收集

斗，从而达到收集储存雨水的效果；

[0025] 2.通过设置双层罐体，并在双层管体间设置隔热层，从而达到减少雨水储罐传热，

降低雨水储罐内雨水蒸发减少量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实施例中一种可节水的园林灌溉系统的整体示意图；

[0027] 图2是实施例中用于体现进水口与密封端盖连接关系的剖视图示；

[0028] 图3是图2中A部分的局部放大的示意图；

[0029] 图4是实施例中用于体现环形插接边与环形嵌槽连接关系的拆解示意图。

[0030] 图中，1、雨水储罐；101、外罐体；102、内罐体；2、进水口；21、环形嵌槽；22、密封垫

圈；3、雨水收集斗；4、滤网；5、密封端盖；51、环形插接边；6、弹簧；7、隔热层；8、溢流口；9、溢

流管道；10、备用水箱；11、供水支管一；12、供水支管二；13、阀门；14、水泵；15、喷水管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2] 实施例：

[0033] 一种可节水的园林灌溉系统，如图1和图2所示，包括雨水储罐1、开设在雨水储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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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的进水口2，在进水口2上方固定连接有用于收集雨水的雨水收集斗3，在雨水收集斗3

的内侧壁上方设置有用于阻挡树叶等杂物的滤网4。进水口2伸入雨水储罐1内部上方，并与

雨水储罐1内部连通。

[0034] 如图2和图3所示，在进水口2靠近雨水储罐1内部的端部侧壁铰接有密封端盖5，密

封端盖5上表面固定连接有弹簧6，弹簧6远离密封端盖5的一端固定连接于雨水收集斗3的

内侧壁。

[0035] 如图3和图4所示，在密封端盖5靠近进水口2的一侧设置有环形插接边51，在进水

口2靠近雨水储罐1内部的端部开设有环形嵌槽21，在环形嵌槽21内设置有橡胶密封垫圈

22，弹簧6拉动密封端盖5使密封端盖5的环形插接边51插接于环形嵌槽21内。从而起到对进

水口2进行密封盖合的作用，减少雨水储罐1内的雨水蒸发量。

[0036] 如图1和图3所示，雨水收集斗3设置呈倒圆锥形，下雨时雨水落入雨水收集斗3，倒

圆锥形的雨水收集斗3可以使雨水快速沿雨水收集斗3侧壁下滑，当雨水收集至一定量时，

雨水自身的重力将密封端盖5向进水口2内部下压打开，雨水从进水口2落入雨水储罐1。当

雨水收集斗3内的雨水减少后，密封端盖5在弹簧6的拉力下向上关闭，从而将进水口2密封

盖合。

[0037] 如图1和图3所示，雨水储罐1包括外罐体101、内罐体102，在内罐体102与外罐体

101中间设置有隔热层7，隔热层7为强度高、隔热性好的聚苯乙烯挤塑板材质制成。夏季高

温时，隔热层7可以起到减少雨水储罐1传热的作用，进而减少雨水储罐1内部雨水受热蒸发

的作用，进一步提高雨水储罐1的储水效果。

[0038] 如图1和图2所示，在雨水储罐1的一侧壁上方开设有溢流口8，在溢流口8处固定连

接有溢流管道9，溢流管道9远离溢流口8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备用水箱10。当雨水充足时，雨

水储罐1内的雨水通过溢流口8和溢流管道9流入备用水箱10，从而可以提高雨水的存储量。

[0039] 如图1所示，在雨水储罐1底部设置有供水支管一11，在备用水箱10底部设置有供

水支管二12，供水支管一11与供水支管二12上均设置有阀门13，供水支管一11与供水支管

二12相连通并连接有水泵14，在水泵14出口设置有用于灌溉植被的喷水管道15。

[0040] 具体实施过程：

[0041] 雨水经雨水收集斗3收集至一定量后，雨水自身的重力向下挤压进水口2处的密封

盖板，当雨水重力大于密封盖板上弹簧6的拉力时，密封盖板向雨水储罐1内部方向打开，从

而使雨水沿进水口2进入雨水储罐1内部。当雨水收集斗3内的雨水量下降，雨水重量小于密

封盖板上弹簧6的拉力时，密封盖板又被拉升盖合在进水口2端部，这样可以达到收集并密

封储存雨水的效果。

[0042] 当雨水储罐1内的雨水水位上升，到达溢流口8时，雨水通过溢流口8流入溢流管道

9，并进入备用水箱10内，从而达到提高雨水收集存储量的效果。

[0043] 当需要对植被进行灌溉时，可以打开供水支管一11、供水支管二12上的阀门13，启

动水泵14对植被进行灌溉。当雨水消耗完毕时，可以通过雨水储罐1的进水口2添加自来水，

以实现对植被的灌溉。

[0044]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本领

域技术人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

只要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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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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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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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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