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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调节高度的园林绿化生态架，涉及园

林绿化技术领域，包括壳体、支撑柱和固定放置

台，所述支撑柱的数量为两个，且两个支撑柱分

别置于壳体右侧的前后两端，所述壳体右侧的下

部与支撑柱的下部之间设有固定放置台，所述壳

体的右侧与支撑柱之间从上打下依次排列设有

调节单元，所述调节单元由螺纹套一、螺纹杆一、

连接块、螺纹套二和螺纹杆二组成，所述螺纹杆

二和螺纹杆一分别固定设在连接块的左右两侧；

本实用新型通过在壳体和连个支撑柱之间设置

多个便于调节高度的调节单元和升降单元，以此

来达到可以对多层放置植物花卉的园林绿化生

态架的每一层单独的进行高度调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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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调节高度的园林绿化生态架，包括壳体（1）、支撑柱（2）和固定放置台（3），其

特征是：所述支撑柱（2）的数量为两个，且两个支撑柱（2）分别置于壳体（1）右侧的前后两

端，所述壳体（1）右侧的下部与支撑柱（2）的下部之间设有固定放置台（3），所述壳体（1）的

右侧与支撑柱（2）之间从上打下依次排列设有调节单元（8），所述调节单元（8）由螺纹套一

（81）、螺纹杆一（82）、连接块（83）、螺纹套二（84）和螺纹杆二（85）组成，所述螺纹杆二（85）

和螺纹杆一（82）分别固定设在连接块（83）的左右两侧，所述螺纹杆二（85）和螺纹杆一（82）

的圆周面分别对应设有螺纹套二（84）和螺纹套一（81），所述螺纹杆二（85）的左端通过轴承

与壳体（1）的右侧转动连接，所述螺纹杆一（82）的右端通过轴承与支撑柱（2）的右侧转动连

接，所述调节单元（8）的上方设有升降单元（10），位于同一水平面的两个升降单元（10）的上

方设有活动放置台（5），所述螺纹杆二（85）的左端贯穿延伸至壳体（1）的内部，位于同一水

平面的两个螺纹杆二（85）的左端设有传动单元（9），所述螺纹杆一（82）的右端贯穿延伸至

支撑柱（2）的外侧，所述螺纹杆一（82）的右端设有驱动单元（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节高度的园林绿化生态架，其特征是：所述螺纹杆二

（85）和螺纹杆一（82）的螺纹相反，且螺纹杆二（85）和螺纹杆一（82）的长度相等，所述螺纹

套二（84）和螺纹套一（81）分别与螺纹杆二（85）和螺纹杆一（82）配套，且螺纹套二（84）和螺

纹套一（81）的位置对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节高度的园林绿化生态架，其特征是：所述活动放置

台（5）的数量至少为三个，且三个活动放置台（5）依次置于固定放置台（3）的正上方，所述活

动放置台（5）和固定放置台（3）的上表面均阵列开设有放置槽（6）。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可调节高度的园林绿化生态架，其特征是：所述升降

单元（10）由升降杆一（101）、销轴（102）、升降杆二（103）、滑块（104）和滑槽（105）组成，所述

滑槽（105）开设在活动放置台（5）的底部，所述滑块（104）的数量为两个，且两个滑块（104）

分别滑动连接在滑槽（105）内壁的左右两端，所述升降杆一（101）的底端和顶端通过销轴

（102）分别与螺纹套二（84）的上表面和位于滑槽（105）内壁右端的滑块（104）的底部转动连

接，所述升降杆二（103）的底端和顶端通过销轴（102）分别与螺纹套一（81）的上表面和位于

滑槽（105）内壁左端的滑块（104）的底部转动连接，所述升降杆一（101）和升降杆二（103）的

交叉点之间设有转轴（4），所述转轴（4）的两端分别通过轴承与升降杆一（101）和升降杆二

（103）转动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节高度的园林绿化生态架，其特征是：所述传动单元

（9）由齿轮（91）和链条（92）组成，所述齿轮（91）的数量两个，且两个齿轮（91）分别设在位于

同一水平面的两个螺纹杆二（85）的左端，两个齿轮（91）的外侧配套设有链条（9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节高度的园林绿化生态架，其特征是：所述驱动单元

（7）由转动盘（71）和把手（72）组成，所述转动盘（71）设在螺纹杆一（82）的右端，所述转动盘

（71）右侧的边沿设有把手（72）。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4070786 U

2



一种可调节高度的园林绿化生态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园林绿化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可调节高度的园林绿化生态

架。

背景技术

[0002] 园林绿化生态架是一种用来种植和展示植物花卉的种植架，但现有绿化生态架结

构简单，高度固定，不能根据植株高度进行高度调节，而且由于园林绿化生态架一般都是多

层设置的，现有的园林绿化生态架不能根据植株高度，对每一层的高度进行单独调节，不便

于放置不同种类的植物，不利于提高观赏性，再者，在园林绿化生态架大多都放在室外，且

植物大都是直接放置在园林绿化生态架上的盆栽植物，植物花卉等容易在外力的碰撞或者

风力下，产生倾倒，容易对植物花卉等产生破坏，也给工作人员的工作带来了不便。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背景技术中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了一种可调节高度的园林

绿化生态架，本实用新型通过在壳体和连个支撑柱之间设置多个便于调节高度的调节单元

和升降单元，以此来达到可以对多层放置植物花卉的园林绿化生态架的每一层单独的进行

高度调节的目的。

[0004] 为了实现所述实用新型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可调节高度的园林绿化生态架，包括壳体、支撑柱和固定放置台，所述支撑柱

的数量为两个，且两个支撑柱分别置于壳体右侧的前后两端，所述壳体右侧的下部与支撑

柱的下部之间设有固定放置台，所述壳体的右侧与支撑柱之间从上打下依次排列设有调节

单元，所述调节单元由螺纹套一、螺纹杆一、连接块、螺纹套二和螺纹杆二组成，所述螺纹杆

二和螺纹杆一分别固定设在连接块的左右两侧，所述螺纹杆二和螺纹杆一的圆周面分别对

应设有螺纹套二和螺纹套一，所述螺纹杆二的左端通过轴承与壳体的右侧转动连接，所述

螺纹杆一的右端通过轴承与支撑柱的右侧转动连接，所述调节单元的上方设有升降单元，

位于同一水平面的两个升降单元的上方设有活动放置台，所述螺纹杆二的左端贯穿延伸至

壳体的内部，位于同一水平面的两个螺纹杆二的左端设有传动单元，所述螺纹杆一的右端

贯穿延伸至支撑柱的外侧，所述螺纹杆一的右端设有驱动单元。

[0006] 所述螺纹杆二和螺纹杆一的螺纹相反，且螺纹杆二和螺纹杆一的长度相等，所述

螺纹套二和螺纹套一分别与螺纹杆二和螺纹杆一配套，且螺纹套二和螺纹套一的位置对

称。

[0007] 所述活动放置台的数量至少为三个，且三个活动放置台依次置于固定放置台的正

上方，所述活动放置台和固定放置台的上表面均阵列开设有放置槽。

[0008] 所述升降单元由升降杆一、销轴、升降杆二、滑块和滑槽组成，所述滑槽开设在活

动放置台的底部，所述滑块的数量为两个，且两个滑块分别滑动连接在滑槽内壁的左右两

端，所述升降杆一的底端和顶端通过销轴分别与螺纹套二的上表面和位于滑槽内壁右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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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块的底部转动连接，所述升降杆二的底端和顶端通过销轴分别与螺纹套一的上表面和位

于滑槽内壁左端的滑块的底部转动连接，所述升降杆一和升降杆二的交叉点之间设有转

轴，所述转轴的两端分别通过轴承与升降杆一和升降杆二转动连接。

[0009] 所述传动单元由齿轮和链条组成，所述齿轮的数量两个，且两个齿轮分别设在位

于同一水平面的两个螺纹杆二的左端，两个齿轮的外侧配套设有链条。

[0010] 所述驱动单元由转动盘和把手组成，所述转动盘设在螺纹杆一的右端，所述转动

盘右侧的边沿设有把手。

[0011]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2]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可调节高度的园林绿化生态架，通过把手转动转动盘，带

动螺纹杆一、连接块和螺纹杆二转动，进而带动螺纹套一和螺纹套二反向运动，并且带动齿

轮和链条的转动，进而带动活动放置台底部两侧的升降杆一和升降杆二的折叠升降，从而

带动活动放置台的升降，对其高度进行调节，通过三个活动放置台下方的调节单元的单独

调节，可以对每个活动放置台进行单独的高度调节，以适应多种不同高度的植物的放置；通

过将植物花卉放入放置槽中，可以对植物花卉起到限制防护的作用，防止其在外力的碰撞

或者风力下，产生倾倒。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左视图；

[0016]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正视图；

[0017]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放置台的底部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1、壳体；2、支撑柱；3、固定放置台；4、转轴；5、活动放置台；6、放置槽；7、驱动

单元；71、转动盘；72、把手；8、调节单元；81、螺纹套一；82、螺纹杆一；83、连接块；84、螺纹套

二；85、螺纹杆二；9、传动单元；91、齿轮；92、链条；10、升降单元；101、升降杆一；102、销轴；

103、升降杆二；104、滑块；105、滑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通过下面的实施例可以详细地解释本实用新型，公开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旨在保护

本实用新型范围内的一切技术改进。

[0020] 结合附图1～5所述的一种可调节高度的园林绿化生态架，包括壳体1、支撑柱2和

固定放置台3，所述支撑柱2的数量为两个，且两个支撑柱2分别置于壳体1右侧的前后两端，

所述壳体1右侧的下部与支撑柱2的下部之间设有固定放置台3，所述壳体1的右侧与支撑柱

2之间从上打下依次排列设有调节单元8，所述调节单元8由螺纹套一81、螺纹杆一82、连接

块83、螺纹套二84和螺纹杆二85组成，所述螺纹杆二85和螺纹杆一82分别固定设在连接块

83的左右两侧，所述螺纹杆二85和螺纹杆一82的圆周面分别对应设有螺纹套二84和螺纹套

一81，所述螺纹杆二85的左端通过轴承与壳体1的右侧转动连接，所述螺纹杆一82的右端通

过轴承与支撑柱2的右侧转动连接，所述调节单元8的上方设有升降单元10，位于同一水平

面的两个升降单元10的上方设有活动放置台5，所述螺纹杆二85的左端贯穿延伸至壳体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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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位于同一水平面的两个螺纹杆二85的左端设有传动单元9，所述螺纹杆一82的右端贯

穿延伸至支撑柱2的外侧，所述螺纹杆一82的右端设有驱动单元7。

[0021] 所述螺纹杆二85和螺纹杆一82的螺纹相反，且螺纹杆二85和螺纹杆一82的长度相

等，所述螺纹套二84和螺纹套一81分别与螺纹杆二85和螺纹杆一82配套，且螺纹套二84和

螺纹套一81的位置对称，通过螺纹套二84和螺纹套一81在螺纹相反的螺纹杆二85和螺纹杆

一82上的反向运动，便于进行高度调节。

[0022] 所述活动放置台5的数量至少为三个，且三个活动放置台5依次置于固定放置台3

的正上方，所述活动放置台5和固定放置台3的上表面均阵列开设有放置槽6，通过放置槽6

可以对植物花卉起到限制防护的作用。

[0023] 所述升降单元10由升降杆一101、销轴102、升降杆二103、滑块104和滑槽105组成，

所述滑槽105开设在活动放置台5的底部，所述滑块104的数量为两个，且两个滑块104分别

滑动连接在滑槽105内壁的左右两端，所述升降杆一101的底端和顶端通过销轴102分别与

螺纹套二84的上表面和位于滑槽105内壁右端的滑块104的底部转动连接，所述升降杆二

103的底端和顶端通过销轴102分别与螺纹套一81的上表面和位于滑槽105内壁左端的滑块

104的底部转动连接，所述升降杆一101和升降杆二103的交叉点之间设有转轴4，所述转轴4

的两端分别通过轴承与升降杆一101和升降杆二103转动连接，通过升降单元10可以调节活

动放置台5的高度。

[0024] 所述传动单元9由齿轮91和链条92组成，所述齿轮91的数量两个，且两个齿轮91分

别设在位于同一水平面的两个螺纹杆二85的左端，两个齿轮91的外侧配套设有链条92，通

过齿轮91和链条92可以实现统一活动放置台5底部两侧的调节单元8的同步调节。

[0025] 所述驱动单元7由转动盘71和把手72组成，所述转动盘71设在螺纹杆一82的右端，

所述转动盘71右侧的边沿设有把手72，通过手持把手72可以对转动盘71进行转动，进而可

以带动调节单元8和传动单元9的转动和移动。

[0026] 实施例1，所述的一种可调节高度的园林绿化生态架，在使用的时候，需要升高高

度时，通过手持其中一个支撑柱2前侧的把手72转动转动盘71，带动同一侧的螺纹杆一82、

连接块83和螺纹杆二85转动，进而带动同一侧的螺纹套一81和螺纹套二84相向运动，同时

带动两个齿轮91和链条92的转动，进而带动另一侧的螺纹杆一82、连接块83和螺纹杆二85

转动，并且带动另一侧的螺纹套一81和螺纹套二84相向运动，最终，带动活动放置台5底部

两侧的升降杆一101和升降杆二103的同步折叠升高，即可完成对活动放置台5的升高调节，

需要降低时，手持同一个支撑柱2前侧的把手72转动转动盘71或者手持另一个支撑柱2前侧

的把手72转动转动盘71反向转动，即可对活动放置台5进行降低调节；在升降杆一101和升

降杆二103的同步折叠升高和降低的过程中，同一侧的两个滑块104在滑槽105内同步进行

相向和相离的滑动，通过三个活动放置台5下方的调节单元8的单独调节，可以对每个活动

放置台5进行单独的高度调节，以适应多种不同高度的植物的放置；通过将植物花卉放入放

置槽6中，可以对植物花卉起到限制防护的作用，防止其在外力的碰撞或者风力下，产生倾

倒。

[0027] 本实用新型未详述部分为现有技术，尽管结合优选实施方案具体展示和介绍了本

实用新型，具体实现该技术方案方法和途径很多，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

式，但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应该明白，在不脱离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本实用新型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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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和范围内，在形式上和细节上可以对本实用新型做出各种变化，均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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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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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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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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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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