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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园林设计的景观廊架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基于园林设计的景

观廊架结构，涉及园林景观技术领域，具体为一

种基于园林设计的景观廊架结构，包括前廊架支

柱，所述前廊架支柱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横梁

板，所述横梁板的底部固定连接有照明灯，所述

前廊架支柱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开关板，所述开

关板远离横梁板的一侧设置有插座板。该基于园

林设计的景观廊架结构，通过横梁板的内壁设置

有支架，保证横梁板与廊架支柱的稳固连接性，

增强该装置的结构稳定效果，通过靠背板的一侧

固定连接有合页，对靠背板进行折叠储藏，有效

保护靠背板的保护实用性，通过收拢杆的外表面

活动连接有橡胶板，保证游客的休息使用环境，

有效提高该装置的使用舒适性。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210105390 U

2020.02.21

CN
 2
10
10
53
90
 U



1.一种基于园林设计的景观廊架结构，包括前廊架支柱(1)，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廊架

支柱(1)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横梁板(2)，所述横梁板(2)的底部固定连接有照明灯(3)，所

述前廊架支柱(1)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开关板(4)，所述开关板(4)远离横梁板(2)的一侧设

置有插座板(5)，所述插座板(5)的一侧活动连接有保护盖(6)，所述插座板(5)靠近前廊架

支柱(1)的一侧设置有靠背板(7)，所述靠背板(7)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合页(8)，所述合页(8)

的一侧固定连接有长条座椅(9)，所述长条座椅(9)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储物箱(10)，所述储

物箱(10)的一侧固定连接有中廊架支柱(11)，所述中廊架支柱(11)远离前廊架支柱(1)的

一侧设置有后廊架支柱(12)，所述后廊架支柱(12)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操作柜(13)，所述操

作柜(13)的顶部固定连接有I型护壳(14)，所述I型护壳(14)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收拢箱

(1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园林设计的景观廊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廊架

支柱(1)、中廊架支柱(11)和后廊架支柱(12)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固定块(17)，所述固定块

(17)的内壁固定连接有连接杆(18)，所述连接杆(18)的数量为两个，两个所述连接杆(18)

平行设置在横梁板(2)的顶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园林设计的景观廊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操作柜

(13)的一侧设置有活动柜门，所述操作柜(13)的内壁固定连接有四角板(19)，所述四角板

(19)的外表面活动连接有带动齿轮(20)，所述带动齿轮(20)的一侧设置有摇动手柄，所述

带动齿轮(20)的外表面啮合有传动链条(21)，所述传动链条(21)的内壁啮合有被动齿轮

(22)，所述被动齿轮(22)的内壁固定连接有收拢杆(2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园林设计的景观廊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收拢箱

(15)的内壁活动连接有收拢杆(23)，所述收拢杆(23)的外表面活动连接有橡胶板(24)，所

述橡胶板(24)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滑块(25)，所述滑块(25)的底部设置有滑轮，所述滑块

(25)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牵引绳(26)。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园林设计的景观廊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横梁板

(2)的内壁设置有支架，所述横梁板(2)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密封壳(27)，所述密封壳(27)的

内壁固定连接有限位块(28)，所述限位块(28)的内壁活动连接有牵引绳(26)，所述牵引绳

(26)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重力铅块(29)。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园林设计的景观廊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储物箱

(10)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储板壳(30)，所述储板壳(30)的内壁活动连接有伸缩挡板(16)，

所述储物箱(10)的底部设置有支撑底座，所述储物箱(10)的数量为两个，两个所述储物箱

(10)以中廊架支柱(11)的中心线呈中心对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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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园林设计的景观廊架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园林景观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基于园林设计的景观廊架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廊架可应用于各种类型的园林绿地中，常设置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供休息和点景，

也可以和亭、廊和水榭等结合，组成外形美观的园林建筑群。

[0003] 廊架在园林造型时经常使用，廊架，以其自然逼真的表现，给广场、公园和小区增

添浓厚的人文气息，且与自然生态环境搭配非常和谐，目前景观廊架结构存在一些不足之

处，有的没有设置斜架，容易造成廊架结构不稳定，廊架顶部缺少稳固支撑的结构，以及现

有的廊架结构上侧没有设置遮阳板，不能遮挡强烈的阳光，或在雨天对雨水的遮挡，游客的

休息环境不佳，座椅使用不灵活，保护性能略差，会影响座椅的使用寿命，实用性不强，在夜

晚时，不方便游客对廊架的位置寻找，因此，现对此方面的装置做出进一步的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基于园林设计的景观廊架结构，解

决了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一种基于园林设计的

景观廊架结构，包括前廊架支柱，所述前廊架支柱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横梁板，所述横梁板

的底部固定连接有照明灯，所述前廊架支柱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开关板，所述开关板远离

横梁板的一侧设置有插座板，所述插座板的一侧活动连接有保护盖，所述插座板靠近前廊

架支柱的一侧设置有靠背板，所述靠背板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合页，所述合页的一侧固定连

接有长条座椅，所述长条座椅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储物箱，所述储物箱的一侧固定连接有中

廊架支柱，所述中廊架支柱远离前廊架支柱的一侧设置有后廊架支柱，所述后廊架支柱的

一侧固定连接有操作柜，所述操作柜的顶部固定连接有I  型护壳，所述I型护壳的一侧固定

连接有收拢箱。

[0008] 可选的，所述前廊架支柱、中廊架支柱和后廊架支柱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固定块，

所述固定块的内壁固定连接有连接杆，所述连接杆的数量为两个，两个所述连接杆平行设

置在横梁板的顶部。

[0009] 可选的，所述操作柜的一侧设置有活动柜门，所述操作柜的内壁固定连接有四角

板，所述四角板的外表面活动连接有带动齿轮，所述带动齿轮的一侧设置有摇动手柄，所述

带动齿轮的外表面啮合有传动链条，所述传动链条的内壁啮合有被动齿轮，所述被动齿轮

的内壁固定连接有收拢杆。

[0010] 可选的，所述收拢箱的内壁活动连接有收拢杆，所述收拢杆的外表面活动连接有

橡胶板，所述橡胶板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滑块，所述滑块的底部设置有滑轮，所述滑块的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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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连接有牵引绳。

[0011] 可选的，所述横梁板的内壁设置有支架，所述横梁板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密封壳，所

述密封壳的内壁固定连接有限位块，所述限位块的内壁活动连接有牵引绳，所述牵引绳的

一端固定连接有重力铅块。

[0012] 可选的，所述储物箱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储板壳，所述储板壳的内壁活动连接有

伸缩挡板，所述储物箱的底部设置有支撑底座，所述储物箱的数量为两个，两个所述储物箱

以中廊架支柱的中心线呈中心对称设置。

[0013] (三)有益效果

[0014]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基于园林设计的景观廊架结构，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15] 1、该基于园林设计的景观廊架结构，通过横梁板的内壁设置有支架，对横梁板起

到一定形体支撑的作用，保证横梁板与廊架支柱的稳固连接性，能够有效增强该装置的结

构稳定效果，通过固定块的内壁固定连接有连接杆，使横梁板和廊架支柱的连接性更加稳

固，能够有效提高廊架支柱对该装置的稳固支撑，通过靠背板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合页，在不

使用长条座椅的情况下，能够对靠背板进行折叠储藏，有效保护靠背板的保护实用性，更有

效提高靠背板的使用寿命。

[0016] 2、该基于园林设计的景观廊架结构，通过收拢杆的外表面活动连接有橡胶板，以

及滑块和滑轮之间的配合，使横梁板的顶部可以对阳光或雨水进行遮挡，保证游客的休息

使用环境，能够有效提高该装置的使用舒适性，有效解决现有的廊架结构内有设置遮阳板

的问题，通过横梁板的底部固定连接有照明灯，对横梁板底部环境起到灯光补充的的作用，

方便游客对该装置的位置寻找，更有效增强该装置的实用性。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图1中A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收拢箱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滑块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实用新型横梁板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1-前廊架支柱、2-横梁板、3-照明灯、4-开关板、5-插座板、6-  保护盖、7-靠

背板、8-合页、9-长条座椅、10-储物箱、11-中廊架支柱、12-  后廊架支柱、13-操作柜、14-I

型护壳、15-收拢箱、16-伸缩挡板、17-固定块、18-连接杆、19-四角板、20-带动齿轮、21-传

动链条、22-被动齿轮、23-  收拢杆、24-橡胶板、25-滑块、26-牵引绳、27-密封壳、28-限位

块、29-重力铅块、30-储板壳。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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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

[0024] 请参阅图1至图5，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基于园林设计的景观廊架

结构，包括前廊架支柱1，前廊架支柱1、中廊架支柱11和后廊架支柱12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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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块17，固定块17的内壁固定连接有连接杆  18，该连接杆18的材质为不锈钢，该连接杆

18具有耐腐蚀性和耐热性，能够有效提高廊架支柱与横梁板2的固定连接性，连接杆18的数

量为两个，两个连接杆18平行设置在横梁板2的顶部，前廊架支柱1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横

梁板2，横梁板2的内壁设置有滑槽，保证滑轮的移动轨道的稳定性，横梁板2的内壁设置有

支架，横梁板2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密封壳27，密封壳27的顶部设置有辅助凹轮，有利于牵引

绳26的移动流畅性，密封壳27的内壁固定连接有限位块28，避免重力铅块29的高度过度上

升，保证重力铅块29的安全使用性，更有效降低重力铅块29的损坏性，限位块28的内壁活动

连接有牵引绳26，牵引绳26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重力铅块29，辅助滑块25对橡胶板24的移动

拉取，有效节省工作人员对摇动手柄的使用力度，横梁板2的底部固定连接有照明灯3，前廊

架支柱1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开关板4，开关板  4远离横梁板2的一侧设置有插座板5，使游

客在休息时，有利于游客对自身携带的数码产品进行电量补充，有效提高该装置的实用性，

插座板5的一侧活动连接有保护盖6，该保护盖6的材质为PVC材质，保证插座板5表面的安全

使用性，避免外界因素对插座板5造成损坏的问题，插座板5靠近前廊架支柱1的一侧设置有

靠背板7，靠背板7的外表面设置有通口，保证靠背板7 的通风使用效果，提高游客的使用舒

适性，靠背板7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合页8，合页8的一侧固定连接有长条座椅9，长条座椅9的

表面设置有橡胶座垫，提高游客对长条座椅9坐姿舒适度，长条座椅9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储

物箱10，储物箱10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储板壳30，使环卫工人对打扫用具的安全放置，便于

环卫工人对打扫用具的二次使用拿取，储板壳30的内壁活动连接有伸缩挡板16，储物箱10

的底部设置有支撑底座，储物箱10的数量为两个，两个储物箱10以中廊架支柱11的中心线

呈中心对称设置，储物箱10的一侧固定连接有中廊架支柱11，中廊架支柱11远离前廊架支

柱1的一侧设置有后廊架支柱12，后廊架支柱12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操作柜13，操作柜13的一

侧设置有活动柜门，操作柜13的内壁固定连接有四角板19，四角板19的外表面活动连接有

带动齿轮20，带动齿轮20的一侧设置有摇动手柄，通过对摇动手柄的握持转动，便于对橡胶

板24的位置调节，提高该装置的使用便捷性，带动齿轮20的外表面啮合有传动链条21，传动

链条21的内壁啮合有被动齿轮22，被动齿轮22的内壁固定连接有收拢杆23，在不使用橡胶

板24的情况下，方便工作人员通过摇动手柄带动收拢杆23对橡胶板24进行收拢储藏，操作

柜  13的顶部固定连接有I型护壳14，I型护壳14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收拢箱15，收拢箱15的内

壁活动连接有收拢杆23，收拢杆23的外表面活动连接有橡胶板24，橡胶板24的一侧固定连

接有滑块25，滑块25的底部设置有滑轮，滑块25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牵引绳26。

[002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密封壳27和牵引绳26之间安装有密封垫，

能够有效避免外界灰尘对密封壳27内的污染性，更有利于牵引绳  26与限位块28的润滑使

用性。

[0026] 综上所述，该基于园林设计的景观廊架结构，使用时，通过横梁板5的内壁设置有

支架，对横梁板5起到一定形体支撑的作用，保证横梁板5与廊架支柱的稳固连接性，能够有

效增强该装置的结构稳定效果，通过固定块17 的内壁固定连接有连接杆18，使横梁板2和

廊架支柱的连接性更加稳固，能够有效提高廊架支柱对该装置的稳固支撑，通过靠背板7的

一侧固定连接有合页8，在不使用长条座椅9的情况下，能够对靠背板7进行折叠储藏，有效

保护靠背板7的保护实用性，更有效提高靠背板7的使用寿命，通过收拢杆  23的外表面活动

连接有橡胶板24，以及滑块25和滑轮之间的配合，使横梁板2的顶部可以对阳光或雨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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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挡，保证游客的休息使用环境，能够有效提高该装置的使用舒适性，有效解决现有的廊架

结构内有设置遮阳板的问题，通过横梁板2的底部固定连接有照明灯3，对横梁板底部环境

起到灯光补充的的作用，方便游客对该装置的位置寻找，更有效增强该装置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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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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