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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智能集水灌溉装置，属于

集水灌溉技术领域。包括主杆，为中空结构，竖立

设置在安装面上，主杆内设有水箱；副杆，副杆交

错安装在主杆上并相对主杆清洗朝上设置，副杆

内设有连通水箱的导水管；雾水收集单元，包括

若干个并安装在副杆上，所述雾水收集单元包括

多个呈叶片状的框架、位于框架一端的固定端和

设置在框架上的雾水吸收网；所述框架为环形结

构且相对副杆倾斜朝上设置；控制单元，包括电

磁阀、水泵、水位传感器和处理器，水位传感器设

置在水箱内，所述电磁阀、水泵和水位传感器分

别电连接处理器，水泵位于水箱底部，其出水端

连通位于水箱外的电磁阀；滴灌管，所述滴灌管

连通电磁阀。本发明具有较强收集雾水并进行灌

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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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集水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主杆，为中空结构，竖立设置在安装面上，主杆内设有水箱；

副杆，所述副杆交错安装在主杆上并相对主杆清洗朝上设置，副杆内设有连通水箱的

导水管；

雾水收集单元，包括若干个并安装在副杆上，所述雾水收集单元包括多个呈叶片状的

框架、位于框架一端的固定端和设置在框架上的雾水吸收网；所述框架为环形结构且相对

副杆倾斜朝上设置；多个所述框架间呈层叠式设置，其一端均与固定端一端固定；所述框架

间间隔5-10mm；所述框架内环面设有环形凹槽，所述雾水吸收网沿所述环形凹槽周向固定；

所述固定端外侧为螺纹结构，并能够与副杆螺纹连接，所述固定端沿轴线设有贯通的导水

孔，导水孔对应框架一端为漏斗状设置且该漏斗最大端与固定端端面轮廓对应，导水孔另

一端连通导水管；在固定端对应雾水吸收网一端上设有沿其端面轮廓设置的环形翼板，所

述翼板朝向雾水吸收网一侧并倾斜向外；

控制单元，包括电磁阀、水泵、水位传感器和处理器，所述水位传感器设置在水箱内，所

述电磁阀、水泵和水位传感器分别电连接处理器，所述水泵位于水箱底部，其出水端连通位

于水箱外的电磁阀；

滴灌管，所述滴灌管连通电磁阀；

所述框架间间隔8mm；所述固定端对应框架的端面设有对应框架插接连接的插槽，所述

框架对应固定端一端设有对应插槽的凸起；所述导水管内壁、框架内环面、导水孔和翼板环

形翼板上均设有聚四氟乙烯涂层；还包括太阳能电池板，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在支撑杆

顶部并与处理器电连；滴灌管包括管体、滴头和铜片，所述滴头设置在管体内，并沿管体轴

向间隔均匀布置；所述滴头包括滴头本体和弹性膜片，所述滴头本体内具有一容腔，所述滴

头本体朝向管体内一端设置有进水孔，其相对一端设有外露于管体的出水孔，进水孔和出

水孔均连通容腔；所述弹性膜片位于滴头本体内容腔内并与滴头本体通过多排粘结点连

接，所述弹性膜片对应进水孔，且多排粘结点之间交错设置形成连通进水孔的渗水通道，所

述渗水通道呈蜂窝状布置；所述铜片设置在所述容腔内；所述滴头本体位于管体内部分呈

椭圆面设置，所述容腔呈椭圆体设置，且弹性膜片面积不小于容腔内壁面积的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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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集水灌溉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集水灌溉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智能集水灌溉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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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淡水资源日益紧缺，而

人类对粮食的需求也不断上升，淡水资源已经成为农业发展和世界粮食供应的安全威胁。

要破解耕地面积有限、淡水资源紧缺和世界粮食需求上涨之间的难题，发展节水灌溉成为

关键。在水资源并不丰富地区，很多可耕种的田地在山丘，这些地方远离水源、溪流，往往需

要建造引水渠或使用抽水泵，但即使如此也是不能满足。很多种植的灌溉往往是“靠天吃

饭”，久不下雨往往就是低产量或者绝收。因而对集水装置需求十分紧迫，特别是可以在夜

间集水，收集露水的集水装置是十分必要的。

[0003] 专利201410750485.6公开一种设置在园林内的蓄水及智能灌溉装置，可利用雨水

进行园林灌溉。这种装置只能够对雨水进行收集，不能够对雾水收集，只能“靠天吃饭”，具

有局限性。

[0004] 专利201310598099.5公开一种雾水收集装置能够收集雾水中水分，但其受限于结

构只能够设用于小型装置，同时其雾水收集区域小，同时容易积累杂物。

[0005] 因此，需要一种可以收集雾水同时具有较强收集能力，不积累杂物的收集装置，同

时可以配合滴灌管进行灌溉。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发明目的是，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一种智能集水灌溉装置，具有较强收集

能力，不积累杂物的收集装置，同时可以配合滴灌管进行灌溉。

[0007]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集水灌溉系统，包括

[0009] 主杆，为中空结构，竖立设置在安装面上，主杆内设有水箱；

[0010] 副杆，所述副杆交错安装在主杆上并相对主杆清洗朝上设置，副杆内设有连通水

箱的导水管；

[0011] 雾水收集单元，包括若干个并安装在副杆上，所述雾水收集单元包括多个呈叶片

状的框架、位于框架一端的固定端和设置在框架上的雾水吸收网；所述框架为环形结构且

相对副杆倾斜朝上设置；多个所述框架间呈层叠式设置，其一端均与固定端一端固定；所述

框架间间隔5-10mm；所述框架内环面设有环形凹槽，所述雾水吸收网沿所述环形凹槽周向

固定；所述固定端外侧为螺纹结构，并能够与副杆螺纹连接，所述固定端沿轴线设有贯通的

导水孔，导水孔对应框架一端为漏斗状设置且该漏斗最大端与固定端端面轮廓对应，导水

孔另一端连通导水管；在固定端对应雾水吸收网一端上设有沿其端面轮廓设置的环形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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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所述翼板朝向雾水吸收网一侧并倾斜向外；

[0012] 控制单元，包括电磁阀、水泵、水位传感器和处理器，所述水位传感器设置在水箱

内，所述电磁阀、水泵和水位传感器分别电连接处理器，所述水泵位于水箱底部，其出水端

连通位于水箱外的电磁阀；

[0013] 滴灌管，所述滴灌管连通电磁阀。

[0014] 本发明可以使用雾水收集单元进行雾水收集并流入水箱中，并通过控制单元对滴

灌管实现对植物的灌溉，其具有智能一体化，集雾水收集和灌溉于一体，可以满足多种场合

使用。本发明为树形结构，模仿树木，其外形颜色和形状可以根据周边植被喷涂不同颜色和

形状装置；这样可以很好融入在公园中形成风景的一部分。这里雾水吸收网作为“树叶”可

以设置多个，形状大小可以根据模拟的植被设置，如大叶紫薇和珊瑚树等。其中，雾水在雾

水吸收网中形成水滴，水滴通过环形翼板汇入导水孔，经导水管流入水箱。并经过滴灌管灌

溉植物。

[0015] 优选的，所述框架间间隔8mm。

[0016] 优选的，所述固定端对应框架的端面设有对应框架插接连接的插槽，所述框架对

应固定端一端设有对应插槽的凸起。

[0017] 优选的，所述导水管内壁、框架内环面、导水孔和翼板环形翼板上均设有聚四氟乙

烯涂层。这样可以形成光滑疏水面，有利于水滴收集。

[0018] 优选的，还包括太阳能电池板，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在支撑杆顶部并与处理器

电连接。这样方便在户外任意地方安装使用。

[0019] 优选的，滴灌管包括管体、滴头和铜片，所述滴头设置在管体内，并沿管体轴向间

隔均匀布置；所述滴头包括滴头本体和弹性膜片，所述滴头本体内具有一容腔，所述滴头本

体朝向管体内一端设置有进水孔，其相对一端设有外露于管体的出水孔，进水孔和出水孔

均连通容腔；所述弹性膜片位于滴头本体内容腔内并与滴头本体通过多排粘结点连接，所

述弹性膜片对应进水孔，且多排粘结点之间交错设置形成连通进水孔的渗水通道，所述渗

水通道呈蜂窝状布置；所述铜片设置在所述容腔内；所述滴头本体位于管体内部分呈椭圆

面设置，所述容腔呈椭圆体设置，且弹性膜片面积不小于容腔内壁面积的四分之三。

[0020] 这里将实际产生滴灌的滴孔内置，将外露的出水孔加大，这样不会因为出水孔的

大小影响出水，同时不会因为出水孔过小而造成阻塞现象发生。具体是，有弹性膜片造成滴

灌出水的出水通道，而这样的的出水通道位于容腔内，即内置，不外露，这样隔绝了阻塞现

象发生。这里采用弹性膜片与滴头本体粘结形成滴灌出水通道，滴头可以先预制，加快生产

效率，节约成本。

[0021] 由于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2] 1 .本发明为树形结构，模仿树木，其外形颜色和形状可以根据周边植被喷涂不同

颜色和形状装置；这样可以很好融入在公园中形成风景的一部分。这里雾水吸收网作为“树

叶”可以设置多个，形状大小可以根据模拟的植被设置，如大叶紫薇和珊瑚树等。其中，雾水

在雾水吸收网中形成水滴，水滴通过环形翼板汇入导水孔，经导水管流入水箱。并经过滴灌

管灌溉植物。

[0023] 2 .本发明有弹性膜片造成滴灌出水的出水通道，而这样的的出水通道位于容腔

内，即内置，不外露，这样隔绝了阻塞现象发生。铜片可以与水中氧气生成氧化铜，从而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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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氧化铜的溶液，并在滴灌外出水口形成含有氧化铜的泥土区域从而抑制作物根系阻塞

外出水口。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是本发明雾水收集单元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是图2中A-A横截面示意图。

[0027] 图4是本发明滴灌管结构示意图。

[0028] 附图中，1-主杆、2-副杆、3-雾水收集单元、4-水箱、5-导水管、31-框架、32-雾水吸

收网、33-固定端、10-滴灌管、11-管体、12-滴头本体、13-容腔、14-弹性膜片、15-进水孔、

16-出水孔、17-铜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结合附图对发明的具体实施进一步说明。

[0030] 如图1-3所示，一种智能集水灌溉装置，包括主杆1、副杆2、雾水收集单元3、控制单

元和滴灌管10。本发明为树形结构，主杆1模仿树木树干，副杆2模仿树木枝干，雾水收集单

元3模仿树木树叶。其外形颜色和形状可以根据周边植被喷涂不同颜色和形状装置；这样可

以很好融入在公园中形成风景的一部分。这里雾水吸收网32作为“树叶”可以设置多个，形

状大小可以根据模拟设置，如主杆1、副杆2、雾水收集单元3对应设置呈珊瑚树形状。

[0031] 主杆1，为中空结构，竖立设置在安装面上，主杆1内设有水箱4。

[0032] 副杆2，副杆2交错安装在主杆1上并相对主杆1清洗朝上设置，副杆2内设有连通水

箱4的导水管5。

[0033] 雾水收集单元3包括若干个并安装在副杆2上，固定端33对应框架31的端面设有对

应框架31插接连接的插槽，框架31对应固定端33一端设有对应插槽的凸起。雾水收集单元3

包括多个呈叶片状的框架31、位于框架31一端的固定端33和设置在框架31上的雾水吸收网

32。框架31为环形结构且相对副杆2倾斜朝上设置；多个框架31间呈层叠式设置，其一端均

与固定端33一端固定；框架31间间隔8mm。框架31内环面设有环形凹槽，雾水吸收网32沿环

形凹槽周向固定；固定端33外侧为螺纹结构，并能够与副杆2螺纹连接，固定端33沿轴线设

有贯通的导水孔，导水孔对应框架31一端为漏斗状设置且该漏斗最大端与固定端33端面轮

廓对应，导水孔另一端连通导水管5。在固定端33对应雾水吸收网32一端上设有沿其端面轮

廓设置的环形翼板，翼板朝向雾水吸收网32一侧并倾斜向外。

[0034] 控制单元，包括电磁阀、水泵、水位传感器和处理器，水位传感器设置在水箱4内，

电磁阀、水泵和水位传感器分别电连接处理器，水泵位于水箱4底部，其出水端连通位于水

箱4外的电磁阀。滴灌管10连通电磁阀。

[0035] 还包括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在支撑杆顶部并与处理器电连接。这样

方便在户外任意地方安装使用。

[0036] 其中，导水管5内壁、框架31内环面、导水孔和翼板环形翼板上均设有聚四氟乙烯

涂层。这样可以形成光滑疏水面，有利于水滴收集。

[0037] 本发明可以使用雾水收集单元3进行雾水收集并流入水箱4中，并通过控制单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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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灌管10实现对植物的灌溉，其具有智能一体化，集雾水收集和灌溉于一体，可以满足多种

场合使用。本发明为树形结构，模仿树木，其外形颜色和形状可以根据周边植被喷涂不同颜

色和形状装置；这样可以很好融入在公园中形成风景的一部分。这里雾水吸收网32作为“树

叶”可以设置多个，形状大小可以根据模拟的植被设置，如大叶紫薇和珊瑚树等。其中，雾水

在雾水吸收网32中形成水滴，水滴通过环形翼板汇入导水孔，经导水管5流入水箱4。并经过

滴灌管10灌溉植物。

[0038] 如图4所示，滴灌管10包括管体11、滴头和铜片17，滴头设置在管体11内，并沿管体

11轴向间隔均匀布置。滴头包括滴头本体12和弹性膜片14，滴头本体12内具有一容腔13，滴

头本体12朝向管体11内一端设置有进水孔15，其相对一端设有外露于管体11的出水孔16，

进水孔15和出水孔16均连通容腔13。弹性膜片14位于滴头本体12内容腔13内并与滴头本体

12通过多排粘结点连接，弹性膜片14对应进水孔15，且多排粘结点之间交错设置形成连通

进水孔15的渗水通道，渗水通道呈蜂窝状布置；铜片17设置在容腔13内。滴头本体12位于管

体11内部分呈椭圆面设置，容腔13呈椭圆体设置，且弹性膜片14面积不小于容腔13内壁面

积的四分之三。

[0039] 将实际产生滴灌的滴孔掩藏，将外露的出水孔16加大，这样不会因为出水孔16的

大小影响出水，同时不会因为出水孔16过小而造成阻塞现象发生。具体是，有弹性膜片14造

成滴灌出水的出水通道，而这样的的出水通道位于容腔13内，即内置，不外露，这样隔绝了

阻塞现象发生。这里采用弹性膜片14与滴头本体12粘结形成滴灌出水通道，滴头可以先预

制，加快生产效率，节约成本。

[0040] 上述说明是针对本发明较佳可行实施例的详细说明，但实施例并非用以限定本发

明的专利申请范围，凡本发明所提示的技术精神下所完成的同等变化或修饰变更，均应属

于本发明所涵盖专利范围。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7568032 B

6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7

CN 107568032 B

7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107568032 B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