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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市政风景园林灌溉装置，有

效的解决了现有喷头无法喷淋到靠近喷头附近

区域的问题；其解决的技术方案是包括下部埋入

土壤内的中空的基座，所述的基座和外接水源相

连通，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基座上转动连通有旋

转节，所述的旋转节内侧壁均匀的固定连接有若

干扇叶，所述的旋转节上端固定连通有中间节，

所述的中间节侧壁均匀的连通有若干滴灌管，所

述的中间节上端固定连通有上端节，所述的上端

节侧壁均匀的开设有多个侧向长孔，所述的上端

节侧壁固定连通有多个喷管；本实用新型结构简

洁，无需操作，可有效的保证以喷头为圆心的圆

形区域内的底面均能得到有效的喷淋，实用性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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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政风景园林灌溉装置，包括下部埋入土壤内的中空的基座（1），所述的基座（1）和

外接水源相连通，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基座（1）上转动连通有旋转节（2），所述的旋转节（2）

内侧壁均匀的固定连接有若干扇叶（3），所述的旋转节（2）上端固定连通有中间节（4），所述

的中间节（4）侧壁均匀的连通有若干滴灌管（5），所述的中间节（4）上端固定连通有上端节

（6），所述的上端节（6）侧壁均匀的开设有多个侧向长孔（7），所述的上端节（6）侧壁固定连

通有多个喷管（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市政风景园林灌溉装置，其特征在于，多个所述的喷管（8）位

于多个所述的侧向长孔（7）上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市政风景园林灌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上端节（6）内侧

壁固定连接有环形的内导流板（9），使得水流可通过内导流板（9）流向侧向长孔（7）。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市政风景园林灌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上端节（6）内侧

壁固定连接有节流环（10），所述的节流环（10）位于所述的内导流板（9）上方，所述的节流环

（10）下端和内导流板（9）上端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市政风景园林灌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上端节（6）外侧

壁固定连接有外导流板（11），所述的外导流板（11）位于侧向长孔（7）上方和喷管（8）下方。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市政风景园林灌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基座（1）上端固

定连通有节流节（12），所述的节流节（12）内转动连接有所述的旋转节（2）。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市政风景园林灌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中间节（4）内径

大于所述的上端节（6）内径，所述的上端节（6）内径大于所述的节流节（12）内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市政风景园林灌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喷管（8）的截面

为扁平的长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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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风景园林灌溉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园林灌溉技术领域，具体是市政风景园林灌溉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园林建设越来越广泛的加入到多种城市建设中，不论是在城市道路、小区建

设等等都少不了园林景观的身影，园林景观不但可以赏心悦目，而且还可以为清除环境中

的有害物质做出突出贡献，所以园林景观的灌溉也成为了人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0003] 现有的喷头多数是由一个固定长度的喷头杆进行灌溉，在固定面积内有许多地方

都不能有效的灌溉，即现有的喷头喷出水的形状多为一个环形，其靠近喷头杆周边的地方

尤其容易被忽略。而若设置多个，有许多地方灌溉就会重叠，浪费水资源。

[0004] 因此，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市政风景园林灌溉装置来解决此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上述情况，为克服现有技术之缺陷，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市政风景园林灌溉

装置，有效的解决了现有喷头无法喷淋到靠近喷头附近区域的问题。

[0006] 本实用新型包括下部埋入土壤内的中空的基座，所述的基座和外接水源相连通，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基座上转动连通有旋转节，所述的旋转节内侧壁均匀的固定连接有若

干扇叶，所述的旋转节上端固定连通有中间节，所述的中间节侧壁均匀的连通有若干滴灌

管，所述的中间节上端固定连通有上端节，所述的上端节侧壁均匀的开设有多个侧向长孔，

所述的上端节侧壁固定连通有多个喷管。

[0007] 优选的，多个所述的喷管位于多个所述的侧向长孔上方。

[0008] 优选的，所述的上端节内侧壁固定连接有环形的内导流板，使得水流可通过内导

流板流向侧向长孔。

[0009] 优选的，所述的上端节内侧壁固定连接有节流环，所述的节流环位于所述的内导

流板上方，所述的节流环下端和内导流板上端相连。

[0010] 优选的，所述的上端节外侧壁固定连接有外导流板，所述的外导流板位于侧向长

孔上方和喷管下方。

[0011] 优选的，所述的基座上端固定连通有节流节，所述的节流节内转动连接有所述的

旋转节。

[0012] 优选的，所述的中间节内径大于所述的上端节内径，所述的上端节内径大于所述

的节流节内径。

[0013] 优选的，所述的喷管的截面为扁平的长方形。

[0014] 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喷头无法喷淋到靠近喷头附近区域的问题做出改进，采用三

组不同范围的喷淋结构，以保证以本装置为圆心的圆形范围内均能得到有效的喷淋；同时

在下部增设节流结构，以增大水压；在下部增设旋转结构，使得水流可带动本装置旋转喷

淋，本实用新型结构简洁，无需操作，可有效的保证以喷头为圆心的圆形区域内的底面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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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有效的喷淋，实用性强。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主视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立体示意图一。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立体示意图二。

[0018] 图4为本实用新型剖视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实用新型旋转节立体示意图。

[0020]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上端节立体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有关本实用新型的前述及其他技术内容、特点与功效，在以下配合参考附图1至图

6对实施例的详细说明中，将可清楚的呈现。以下实施例中所提到的结构内容，均是以说明

书附图为参考。

[0022] 下面将参照附图描述本实用新型的各示例性的实施例。

[0023] 实施例一，本实用新型为市政风景园林灌溉装置，包括下部埋入土壤内的中空的

基座1，参考图1、图2，基座1下端的圆柱可埋入土内，为本装置的基础，其长度可较长，以保

证本装置的稳定，所述的基座1和外接水源相连通，基座1上开设有进水孔，水管可插入进水

孔以便于为本装置供水，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基座1上转动连通有旋转节2，所述的旋转节2

内侧壁均匀的固定连接有若干扇叶3，带有一定压力的水流通过旋转节2时在扇叶3的作用

下会带动旋转节2转动，从而带动后续结构同步转动，实现旋转喷淋，所述的旋转节2上端固

定连通有中间节4，所述的中间节4侧壁均匀的连通有若干滴灌管5，水流进入中间节4中进

入各个滴灌管5，从而对最靠近喷头的环形区域滴管，实现靠近圆心区域的灌溉，所述的中

间节4上端固定连通有上端节6，所述的上端节6侧壁均匀的开设有多个侧向长孔7，所述的

上端节6侧壁固定连通有多个喷管8，多个所述的喷管8位于多个所述的侧向长孔7上方，当

水流进入长端节后，先向通过侧向长孔7向四周喷淋，水流从侧向长孔7喷出后呈抛物线状

喷淋在圆形区域的中间位置，之后水流通过各个喷管8喷淋到圆形区域的最远端，喷管8设

置较长，以保证其能喷淋较远的距离，本实施例在具体使用时，将水管和基座1接通并供水，

水流进入基座1向上通过旋转节2，在扇叶3的作用下带动旋转节2转动，从而带动上部结构

转动，之后水流进入中间节4并进入各个滴灌管5，以此为圆形区域的中心部分浇水，之后水

流上涌进入上端节6，通过侧向长孔7和喷管8为圆形区域的中部和远端浇水。

[0024] 实施例二，在实施例一的基础上，参考图4、图6，所述的上端节6内侧壁固定连接有

环形的内导流板9，使得水流可通过内导流板9流向侧向长孔7，内导流板9呈环状固定连接

在上端节6内侧壁，水流经中间节4涌入上端节6后，一部分进入内导流板9外部并在内导流

板9的作用下通过侧向长孔7喷向外界，因内导流板9和上端节6内壁的截面积相对上端节6

的截面积明显变小，故水流在经过该部分时同样会起到一定的加压作用，一部分通过内导

流板9中间部分进入上端节6上部，内导流板9除了能将从中间节4涌入上端节6中的水流中

的一部分导流至侧向长孔7，还能对流入上端节6内的水流进行二次加压。

[0025] 实施例三，在实施例二的基础上，参考图4，所述的上端节6内侧壁固定连接有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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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10，所述的节流环10位于所述的内导流板9上方，所述的节流环10下端和内导流板9上端

相连，节流环10内径和内导流板9内部直径相同，节流环10下端和内导流板9上端相连部位

密封光滑，当水流从中间节4涌入上端节6内导流板9中部之后，节流环10和内导流板9相接，

防止水流在流过内导流板9进入上端节6后内径变大导致压力损失，节流环10上端和各个喷

管8下沿相齐，从而保证流过节流环10的水流可直接保持压力进入各个喷管8。

[0026] 实施例四，在实施例一的基础上，所述的上端节6外侧壁固定连接有外导流板11，

所述的外导流板11位于侧向长孔7上方和喷管8下方，外导流板11的设置使得水流从侧向长

孔7喷出外界时，在外导流板11的作用下能平直的喷出，即能确保其能在相同水压的情况下

喷的最远。

[0027] 实施例五，在实施例一的基础上，所述的基座1上端固定连通有节流节12，所述的

节流节12内转动连接有所述的旋转节2，所述的中间节4内径大于所述的上端节6内径，所述

的上端节6内径大于所述的节流节12内径，节流节12的设置使得从基座1进入本装置的水流

能经过节流节12的初步增压，从而获得更大的压力，中间节4内径最大，其主要因中间节4连

通的为滴灌管5，其浇水的方式为滴灌而非喷灌，故无需过大的水压，上端节6内径较小，同

时，上端节6内还设置有内导流板9和导流环，从而保证从侧向长孔7、喷管8喷出的水能有较

大的压力，能喷到较远的距离，从而覆盖到本装置圆形区域较远的位置。

[0028] 实施例六，实施例一的基础上，所述的喷管8的截面为扁平的长方形，喷管8截面为

扁平的长方形能有效的使喷管8喷向远端形成的环带较宽，从而覆盖更大的面积。

[0029] 本实用新型在具体使用时，将水管和基座1接通并供水，水流进入基座1向上通过

旋转节2，在扇叶3的作用下带动旋转节2转动，从而带动上部结构转动，之后水流进入中间

节4并进入各个滴灌管5，以此为圆形区域的中心部分浇水；

[0030] 之后水流上涌进入上端节6，水流经中间节4涌入上端节6后，一部分进入内导流板

9外部并在内导流板9和上端节6内侧壁的加压作用下通过侧向长孔7喷向外界，一部分在经

内导流板9中间部分加压后进入上端节6上部，并从喷管8喷出，即通过侧向长孔7和喷管8为

圆形区域的中部和远端浇水。

[0031] 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喷头无法喷淋到靠近喷头附近区域的问题做出改进，采用三

组不同范围的喷淋结构，以保证以本装置为圆心的圆形范围内均能得到有效的喷淋；同时

在下部增设节流结构，以增大水压；在下部增设旋转结构，使得水流可带动本装置旋转喷

淋，本实用新型结构简洁，无需操作，可有效的保证以喷头为圆心的圆形区域内的底面均能

得到有效的喷淋，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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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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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