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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建筑园林节能喷水装置，

其包括主供水箱体、内置过滤组件、分流阀、输送

管件一、输送管件二以及定量供水组件，所述主

供水箱体的下端面通过排水管与分流阀相连通；

所述分流阀的排口分别与输送管件一以及输送

管件二连接固定，使得浇灌用水分流至两股，所

述输送管件一架设在建筑园林地表上方，所述输

送管件二埋设于建筑园林地表下方，且，所述输

送管件二上间隔排设有多个定量供水组件，该所

述定量供水组件对其区域范围内的地表内层定

量引入浇灌水至种植土壤中，所述主供水箱体的

上方设有汇流口，所述汇流口将外界水源引流至

主供水箱体内，所述主供水箱体内部还设置有内

置过滤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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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园林节能喷水装置，其包括主供水箱体(1)、内置过滤组件(2)、支撑座

(101)、分流阀(3)、输送管件一(4)、输送管件二(5)以及定量供水组件(6)，其中，所述主供

水箱体(1)的下端面通过支撑座(101)支撑固定在地面上，所述主供水箱体(1)有效对园林

浇灌用水进行定量储存，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供水箱体(1)的下端面通过排水管与分流阀

(3)相连通；

所述分流阀(3)的排口分别与输送管件一(4)以及输送管件二(5)连接固定，使得浇灌

用水分流至两股，并通过所述输送管件一(4)以及输送管件二(5)排出；

所述输送管件一(4)架设在建筑园林地表上方，并对林区内种植物的叶片部位进行喷

水浇灌；所述输送管件二(5)埋设于建筑园林地表下方，并对林区内种植物的根部辅助供

水；

且，所述输送管件二(5)上间隔排设有多个定量供水组件(6)，该所述定量供水组件(6)

对其区域范围内的地表内层定量引入浇灌水至种植土壤中，

所述主供水箱体(1)的上方设有汇流口，所述汇流口将外界水源引流至主供水箱体(1)

内，所述主供水箱体(1)内部还设置有内置过滤组件(2)，所述内置过滤组件(2)有效对收集

的外界水源进行过滤净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园林节能喷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供水箱体

(1)内部中心位置固定有蓄水筒(103)，且，所述主供水箱体(1)的上端面竖直贯穿设置有进

水斗(102)，该所述进水斗(102)与蓄水筒(103)相连通，并将外界水源引流至蓄水筒(103)

内，所述主供水箱体(1)下端面安装有抽压泵(104)，所述抽压泵(104)通过连接管与蓄水筒

(103)相连通，

所述主供水箱体(1)的一侧端面横向贯穿设置有进水管(106)，所述进水管(106)穿过

所述蓄水筒(103)并对蓄水筒(103)提供浇灌用水，所述蓄水筒(103)的下端面一侧还设置

有排水管(105)。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建筑园林节能喷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置过滤组件

设置(2)在蓄水筒(103)与进水斗(102)之间，所述内置过滤组件(2)包括外设套筒(201)、导

流件(205)、过滤筒座(202)、连接管(203)以及排放管件(206)，其中，所述外设套筒(201)竖

直固定在蓄水筒(103)上，所述外设套筒(201)内同轴安装有过滤筒座(202)，并通过所述过

滤筒座(202)对外界水源进行过滤净化，

所述过滤筒座(202)的上端面通过连接管(203)与进水斗(102)相连通，且，所述过滤筒

座(202)内左右对称设置有弧形过滤膜(204)，该所述弧形过滤网膜(204)有效对外界水源

进行初步过滤，

所述过滤筒座(202)的下端面连通有排放管件(206)，所述排放管件(206)定期对过滤

筒座内的杂质进行排出；

所述过滤筒座(202)内上下平行设置有多个导流件(205)，各所述导流件(205)倾斜设

置，且与弧形过滤网膜(204)连接固定，当所述过滤筒座(202)进行过滤工作时，所述导流件

(205)引导水源经弧形过滤网膜(204)过滤后，对其执行二次过滤，使得水源中的颗粒杂质

完全滞留在导流件(205)内。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建筑园林节能喷水装置，其特征在于：各所述弧形过滤网

膜(204)与过滤筒座(202)之间形成净化腔室，该所述净化腔室内填充有活性炭层(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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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园林节能喷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管件一上

均匀设置有多个喷水头(401)，并通过所述喷水头(401)对区域范围的种植物进行喷水浇

灌；

所述主供水箱体(1)上还连接有输送管件三(7)，所述输送管件三(7)与外部供养液储

存罐相连通，且，所述输送管件三(7)与输送管件二(5)平行埋设在建筑园林地表下方，所述

输送管件三(7)上等距排设有多个散射排管(701)，所述散射排管(701)将输送管件三(7)内

输送的营养液分布喷洒至种植土壤内。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园林节能喷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定量供水组件

(6)包括固定筒座(601)、伸入管(603)、导流座(602)、连接排管(604)以及散射头(605)，其

中，所述固定筒座(601)横向埋设在地表层内，所述固定筒座(601)侧面通过辅助管件与输

送管件二(5)相连通，所述固定筒座(601)内同轴固定有导流座(602)，

该所述导流座(602)的横截面呈倒U字形结构，且所述导流座(602)内连接有伸入管

(603)，所述伸入管(603)的一端伸出所述固定筒座(601)，并与连接排管(604)相连通，当所

述输送管件二(5)对固定筒座(601)输送浇灌水时，其在固定筒座(601)内形成S形引流轨

迹，使得固定筒座(601)在断水期间内存储一定量的浇灌水源；

所述连接排管(604)上设置有多个散射头(605)。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建筑园林节能喷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筒座

(601)外侧壁上连通有多个引流管(606)，各所述引流管(606)的末端均设置有汲水座

(607)，所述汲水座(607)对所在范围内的地表土壤不间断的引入浇灌水。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建筑园林节能喷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汲水座(607)

内设有多个吸水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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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园林节能喷水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园林浇灌设备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建筑园林节能喷水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环境绿化越来越重要，其中包括城市园林的建设，建

筑园林浇灌需要大量的水资源，自然环境中的淡水资源越来越紧缺，喷灌设备取代人工在

现代园林工程中的应用愈加广泛，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生存用水日益紧缺的情况下，

园林喷灌技术在园林中的应用的到重新的认识，灌溉是弥补自然降水在数量上的不足与时

空上的不均、保证适时适量地满足园林植物生长所需水分的重要措施，但现有技术中，建筑

园林的喷水装置在对种植物进行灌溉时，其耗能较大，水在喷灌过程中易蒸发，喷水效果不

佳，且不能从根源上解决植物缺水的问题，容易造成水资源浪费，因此有必要提出一种建筑

园林节能喷水装置，以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建筑园林节能喷水装置，其包括

主供水箱体、内置过滤组件、支撑座、分流阀、输送管件一、输送管件二以及定量供水组件，

其中，所述主供水箱体的下端面通过支撑座支撑固定在地面上，所述主供水箱体有效对园

林浇灌用水进行定量储存，所述主供水箱体的下端面通过排水管与分流阀相连通；

[0004] 所述分流阀的排口分别与输送管件一以及输送管件二连接固定，使得浇灌用水分

流至两股，并通过所述输送管件一以及输送管件二排出；

[0005] 所述输送管件一架设在建筑园林地表上方，并对林区内种植物的叶片部位进行喷

水浇灌；所述输送管件二埋设于建筑园林地表下方，并对林区内种植物的根部辅助供水；

[0006] 且，所述输送管件二上间隔排设有多个定量供水组件，该所述定量供水组件对其

区域范围内的地表内层定量引入浇灌水至种植土壤中，

[0007] 所述主供水箱体的上方设有汇流口，所述汇流口将外界水源引流至主供水箱体

内，所述主供水箱体内部还设置有内置过滤组件，所述内置过滤组件有效对收集的外界水

源进行过滤净化。

[000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主供水箱体内部中心位置固定有蓄水筒，

且，所述主供水箱体的上端面竖直贯穿设置有进水斗，该所述进水斗与蓄水筒相连通，并将

外界水源引流至蓄水筒内，所述主供水箱体下端面安装有抽压泵，所述抽压泵通过连接管

与蓄水筒相连通，

[0009] 所述主供水箱体的一侧端面横向贯穿设置有进水管，所述进水管穿过所述蓄水筒

并对蓄水筒提供浇灌用水，所述蓄水筒的下端面一侧还设置有排水管。

[001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内置过滤组件设置在蓄水筒与进水斗之

间，所述内置过滤组件包括外设套筒、导流件、过滤筒座、连接管以及排放管件，其中，所述

外设套筒竖直固定在蓄水筒上，所述外设套筒内同轴安装有过滤筒座，并通过所述过滤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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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对外界水源进行过滤净化，

[0011] 所述过滤筒座的上端面通过连接管与进水斗相连通，且，所述过滤筒座内左右对

称设置有弧形过滤膜，该所述弧形过滤网膜有效对外界水源进行初步过滤，

[0012] 所述过滤筒座的下端面连通有排放管件，所述排放管件定期对过滤筒座内的杂质

进行排出；

[0013] 所述过滤筒座内上下平行设置有多个导流件，各所述导流件倾斜设置，且与弧形

过滤网膜连接固定，当所述过滤筒座进行过滤工作时，所述导流件引导水源经弧形过滤网

膜过滤后，对其执行二次过滤，使得水源中的颗粒杂质完全滞留在导流件内。

[001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各所述弧形过滤网膜与过滤筒座之间形成净化

腔室，该所述净化腔室内填充有活性炭层。

[001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输送管件一上均匀设置有多个喷水头，并

通过所述喷水头对区域范围的种植物进行喷水浇灌；

[0016] 所述主供水箱体上还连接有输送管件三，所述输送管件三与外部供养液储存罐相

连通，且，所述输送管件三与输送管件二平行埋设在建筑园林地表下方，所述输送管件三上

等距排设有多个散射排管，所述散射排管将输送管件三内输送的营养液分布喷洒至种植土

壤内。

[001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定量供水组件包括固定筒座、伸入管、导流

座、连接排管以及散射头，其中，所述固定筒座横向埋设在地表层内，所述固定筒座侧面通

过辅助管件与输送管件二相连通，所述固定筒座内同轴固定有导流座，

[0018] 该所述导流座的横截面呈倒U字形结构，且所述导流座内连接有伸入管，所述伸入

管的一端伸出所述固定筒座，并与连接排管相连通，当所述输送管件二对固定筒座输送浇

灌水时，其在固定筒座内形成S形引流轨迹，使得固定筒座在断水期间内存储一定量的浇灌

水源；

[0019] 所述连接排管上设置有多个散射头。

[002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固定筒座外侧壁上连通有多个引流管，各

所述引流管的末端均设置有汲水座，所述汲水座对所在范围内的地表土壤不间断的引入浇

灌水。

[002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汲水座内设有多个吸水球体。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建筑园林节能喷水装置，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23] 本发明中在主供水箱体上通过分流阀连通有输送管件一以及输送管件二，此中，

输送管件一通过喷水头对种植物的表层裸露的叶片部位进行浇水灌溉，而输送管件二埋设

在建筑园林的地表下方，并通过定量供水组件对种植物根部所在区域范围的地土壤层进行

供水，使得种植物根部能直接从土壤中汲取所需水分，从根本上解决植物缺水的灌溉问题，

降低水分的蒸发流失，且，该定量供水组件内上还设有多个引流管，各引流管连通有汲水

座，该汲水座能不间断的将固定筒座内存贮的浇灌用水分散引流至地表土壤中，在一定条

件下能保持种植区域的土地湿度，以达到种植物的生长环境的土质要求；且，该主供水箱体

内部设置有内置过滤组件，其能有效对外界水源进行过滤净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水资

源浪费，提高其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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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中主供水箱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为本发明中内置过滤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为本发明中输送管件三埋设示意图；

[0028] 图5为本发明中定量供水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6为本发明中汲水座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1主供水箱体、101支撑座、102进水斗、103蓄水筒、104抽压泵、105排水管、

106进水管、2内置过滤组件、201外设套筒、202过滤筒座、203连接管、204弧形过滤膜、205导

流件、206排放管件、207活性炭层、3分流阀、4输送管件一、401喷水头、5输送管件二、6定量

供水组件、601固定筒座、602导流座、603伸入管、604连接排管、605散射头、606引流管、607

汲水座、7输送管件三、701散射排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参照图1，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建筑园林节能喷水装置，其包括主供水

箱体1、内置过滤组件2、支撑座101、分流阀3、输送管件一4、输送管件二5以及定量供水组件

6，其中，所述主供水箱体1的下端面通过支撑座101支撑固定在地面上，所述主供水箱体1有

效对园林浇灌用水进行定量储存，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供水箱体1的下端面通过排水管与分

流阀3相连通；

[0032] 所述分流阀3的排口分别与输送管件一4以及输送管件二5连接固定，使得浇灌用

水分流至两股，并通过所述输送管件一4以及输送管件二5排出；

[0033] 所述输送管件一4架设在建筑园林地表上方，并对林区内种植物的叶片部位进行

喷水浇灌；所述输送管件二5埋设于建筑园林地表下方，并对林区内种植物的根部辅助供

水；此中，通过对种植物的叶片以及根部进行供水浇灌，实现对种植物补水的目的，相对于

单体方面从植物外表对其进行浇灌而言，能直接解决植物缺水的灌溉问题，在实验对比中，

从种植物根部对其进行供水浇灌能降低其本身浇灌用水的三分之二之余，具有较高的节能

效果；且，水源在土壤中不易蒸发流失，能持续不断的为植物生长提供水分；

[0034] 且，所述输送管件二5上间隔排设有多个定量供水组件6，该所述定量供水组件6对

其区域范围内的地表内层定量引入浇灌水至种植土壤中

[0035] 所述主供水箱体1的上方设有汇流口，所述汇流口将外界水源引流至主供水箱体1

内，所述主供水箱体1内部还设置有内置过滤组件2，所述内置过滤组件2有效对收集的外界

水源(该外界水源包括自然降水、生活用水以及地表水等)进行过滤净化。

[0036] 参照图2，本实施例中，所述主供水箱体1内部中心位置固定有蓄水筒103，且，所述

主供水箱体1的上端面竖直贯穿设置有进水斗102，该所述进水斗102与蓄水筒103相连通，

并将外界水源引流至蓄水筒103内，所述主供水箱体1下端面安装有抽压泵104，所述抽压泵

104通过连接管与蓄水筒103相连通，

[0037] 所述主供水箱体1的一侧端面横向贯穿设置有进水管106，所述进水管106穿过所

述蓄水筒103并对蓄水筒103提供浇灌用水，所述蓄水筒103的下端面一侧还设置有排水管

105，通过进水斗对外界水源进行收集，利用其对种植物进行浇灌，节约水资源；当外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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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不足时，可由进水管直接引入浇灌用水，防止出现水源匮乏的问题；且，排水管能将蓄

水筒内存储水源内外交换，防止其存储时间过长导致变质。

[0038] 参照图3，本实施例中，所述内置过滤组件设置2在蓄水筒103与进水斗102之间，所

述内置过滤组件2包括外设套筒201、导流件205、过滤筒座202、连接管203以及排放管件

206，其中，所述外设套筒201竖直固定在蓄水筒103上，所述外设套筒201内同轴安装有过滤

筒座202，并通过所述过滤筒座202对外界水源进行过滤净化，

[0039] 所述过滤筒座202的上端面通过连接管203与进水斗102相连通，且，所述过滤筒座

202内左右对称设置有弧形过滤膜204，该所述弧形过滤网膜204有效对外界水源进行初步

过滤，

[0040] 所述过滤筒座202的下端面连通有排放管件206，所述排放管件206定期对过滤筒

座内的杂质进行排出；

[0041] 所述过滤筒座202内上下平行设置有多个导流件205，各所述导流件205倾斜设置，

且与弧形过滤网膜204连接固定，当所述过滤筒座202进行过滤工作时，所述导流件205引导

水源经弧形过滤网膜204过滤后，对其执行二次过滤，使得水源中的颗粒杂质完全滞留在导

流件205内。

[0042] 本实施例中，各所述弧形过滤网膜204与过滤筒座202之间形成净化腔室，该所述

净化腔室内填充有活性炭层207，此中，通过过滤筒座内的弧形过滤网膜以及导流件对外界

水源进行过滤处理，再由活性炭层对其净化，以提高水质，需要注意的是，该外界水源为非

受化学物质污染过的可用水，且其酸碱度适宜。

[0043] 参照图4，本实施例中，所述输送管件一上均匀设置有多个喷水头401，并通过所述

喷水头401对区域范围的种植物进行喷水浇灌；

[0044] 所述主供水箱体1上还连接有输送管件三7，所述输送管件三7与外部供养液储存

罐(图中未示出)相连通，且，所述输送管件三7与输送管件二5平行埋设在建筑园林地表下

方，所述输送管件三7上等距排设有多个散射排管701，所述散射排管701将输送管件三7内

输送的营养液分布喷洒至种植土壤内，能有效对种植土壤充入营养液，方便种植物直接从

中获取养分。

[0045] 参照图5，本实施例中，所述定量供水组件6包括固定筒座601、伸入管603、导流座

602、连接排管604以及散射头605，其中，所述固定筒座601横向埋设在地表层内，所述固定

筒座601侧面通过辅助管件与输送管件二5相连通，所述固定筒座601内同轴固定有导流座

602，

[0046] 该所述导流座602的横截面呈倒U字形结构，且所述导流座602内连接有伸入管

603，所述伸入管603的一端伸出所述固定筒座601，并与连接排管604相连通，当所述输送管

件二5对固定筒座601输送浇灌水时，其在固定筒座601内形成S形引流轨迹，使得固定筒座

601在断水期间内存储一定量的浇灌水源；

[0047] 所述连接排管604上设置有多个散射头605。

[0048] 参照图6，本实施例中，所述固定筒座601外侧壁上连通有多个引流管606，各所述

引流管606的末端均设置有汲水座607，所述汲水座607对所在范围内的地表土壤不间断的

引入浇灌水，此中，在输送管件二对固定筒座引入浇灌用水时，其能直接通过散射头，分散

布入种植土壤内，有效对种植物所在区域范围内的土壤导入水分；在输送管件二停止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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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其能通过多个汲水座将固定筒座内的储存水不间断的引入土壤中，以保持土壤湿度。

[0049] 本实施例中，所述汲水座607内设有多个吸水球体。

[0050] 具体地，在对建筑园林进行喷水浇灌时，主供水箱体通过分流阀将浇灌用水分为

两股，并分别由输送管件一与输送管件二进行输送，其中输送管件一对林区内种植物的叶

片部位进行喷水浇灌；输送管件二对林区内种植物的根部辅助供水，此中，该浇灌水源可由

外部水源经内置过滤组件进行过滤净化或由进水管直接引入浇灌用水得到；且，输送管件

三能定期对种植土壤充入营养液，使得种植物能直接从中获取养分，在断水期间，多个汲水

座能将固定筒座内的储存水不间断的引入土壤中，以保持土壤湿度，从而降低浇灌频率，达

到节能效果。

[0051] 以上所述，仅为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

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发明

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11837888 A

8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9

CN 111837888 A

9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10

CN 111837888 A

10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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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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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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