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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组装式绿荫棚架及其施工方法

(57)摘要

一种多功能组装式绿荫棚架，包括空心立柱

和横梁，两者通过设于空心立柱顶部的多向转接

件插接连接；多向转接件板体中心开有承插洞

口；空心立柱的插接头自下而上插接固定在板体

的承插洞口中；板体的底面在承插洞口周围设十

字形排布的承重肋，板体的上表面上对应承重肋

的位置开设一系列搭接孔，搭接孔内设有连接

件，连接件自上而下依次穿过横梁端部的预留孔

和板体的搭接孔，实现横梁与板体的可拆卸连

接；还设有储水装置，包括储水器、横向连接管以

及下行输水管；下行输水管自下而上穿过空心立

柱下端埋在柱底。本发明产品构件可选木质或混

凝土材质，天然环保；连接件为四向连接，可根据

需要随意搭设成各种造型；可拆卸连接，能多次

回收利用，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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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组装式绿荫棚架，包括空心立柱（1）和搭设在空心立柱上的横梁（3），其

特征在于：所述空心立柱（1）和横梁（3）通过设于空心立柱顶部的多向转接件（2）插接连接；

所述多向转接件（2）包括水平设置的板体（21），所述板体（21）的中心开有一个承插洞口

（22）；所述空心立柱（1）包括柱体（11）和柱体顶部的插接头（12），所述插接头（12）自下而上

插接固定在承插洞口（22）中，两者的形状尺寸相适应；所述板体（21）的底面设承重肋（24），

所述承重肋（24）在承插洞口（22）周围，呈十字形排布；所述板体（21）对应承重肋（24）的位

置开设一系列搭接孔（23），搭接孔（23）内设有连接件，所述连接件自上而下依次穿过横梁

（3）和板体（21），实现横梁（3）与板体（21）的可拆卸连接；所述多向转接件（2）之上还设有储

水装置，所述储水装置包括储水器（4）、连接在储水器之间的横向连接管以及沿空心立柱向

下输送水流的下行输水管（5）；所述储水器（4）的上部开口、底部连接下行输水管（5）；所述

下行输水管（5）自下而上穿过空心立柱（1），下端埋在空心立柱（1）的底部；

所述下行输水管（5）埋入地表以下50～100mm；其中埋入部分的底部为吸水骨料层（6），

顶部为土壤层（7）；所述下行输水管（5）的底部埋设在吸水骨料层（6）中；

所述吸水骨料层（6）与土壤层（7）之间设置一层蛇皮编织料隔离层（8）；

所述空心立柱（1）为中空的钢筋混凝土预制柱，柱体（11）和插接头（12）为一体成型；所

述多向转接件（2）为纯木质结构，所述连接件为木销，所述横梁（3）为木质结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组装式绿荫棚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水骨料层

（6）为破碎的发泡混凝土块、破碎的加气混凝土块、浮石、蛭石或陶粒。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组装式绿荫棚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水器（4）中

至少有一个安装有枯水期向储水器注水的上行输水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组装式绿荫棚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空心立柱（1）

的柱体（11）为方形或圆形柱体，所述插接头（12）为横截面尺寸小于柱体（11）横截面尺寸的

方形或圆形凸起，对应的所述承插洞口（22）也为方形或圆形。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组装式绿荫棚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多向转接件

（2）为轻钢、合金钢或室外硬塑结构；所述连接件为螺栓；所述横梁（3）为轻钢、合金钢、不锈

钢或室外硬塑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组装式绿荫棚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水器（4）与

多向转接件（2）的固定方式为粘接、绑接或砌筑；所述下行输水管（5）的底部还设有控制水

流大小的滴灌控制器（9）。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组装式绿荫棚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棚

架的木质构件的外表面都涂覆防腐剂、防水剂和颜料漆；所述棚架的不锈钢构件的外表面

都涂覆防水剂和防锈漆。

8.一种权利要求7所述的多功能组装式绿荫棚架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

步骤一、材料准备：包括架体材料和储水材料的准备；

步骤二、空心立柱（1）的组装：将下行输水管（5）插入空心立柱（1）中；

步骤三、空心立柱（1）的埋设：地面吸水骨料层（6）的铺设：在地面上按照空心立柱（1）

的设置位置，在其底部挖坑，将空心立柱（1）置于坑中，填埋时首先铺设吸水骨料层（6），其

上在铺设土壤层（7），吸水骨料层（6）与土壤层（7）之间设置一层蛇皮编织料隔离层（8），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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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下行输水管（5）的底部埋设在吸水骨料层（6）中；

步骤四、多向转接件（2）的安装：将多向转接件（2）插接固定在空心立柱（1）的顶部；

步骤五、横梁（3）与多向转接件（2）的组装：根据需要将横梁（3）与多向转接件（2）进行

组装，通过木销或螺栓进行固定；

步骤六、储水器（4）的安装：将储水器（4）固定安装在多向转接件（2）上，储水器（4）底部

开口与下行输水管（5）的上端部连通，至此，施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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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组装式绿荫棚架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棚架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多功能组装式绿荫棚架及其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些年由于生态遭到破坏，城市热岛现象越发严重，夏天温度越来越高，热岛使城

区比郊区平均温度高1度，部分地区高达6度。绿荫棚架作为一种休闲娱乐场地，深受大众欢

迎。

[0003] 组装式棚架可根据不同使用位置，植入不同的文化元素，做不同的表面处理，与周

边环境协调一致，美化环境，立体种养可以开发资源平添物质资源，立体绿化能增加绿地覆

盖率，不仅给人们提供丰富的水果资源还能打造健康的环境，通过调节区域小气候，以点带

面，调节大生态，缓解热岛现象。

[0004] 现有的棚架结构复杂，施工或拆卸操作复杂，回收使用效果差，因此，需要提供一

种新型的多功能组装式绿荫棚架。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多功能组装式绿荫棚架及其施工方法，目的在于提供一

种环保、施工或拆卸操作简单、可回收使用的新型棚架。

[0006]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多功能组装式绿荫棚架，包括空心立柱和搭设在空心立柱上的横梁，其特征

在于：所述空心立柱和横梁通过设于空心立柱顶部的多向转接件插接连接；所述多向转接

件包括水平设置的板体，所述板体的中心开有一个承插洞口；所述空心立柱包括柱体和柱

体顶部的插接头，所述插接头自下而上插接固定在承插洞口中，两者的形状尺寸相适应；所

述板体的底面设承重肋，所述承重肋在承插洞口周围，呈十字形排布；所述板体对应承重肋

的位置开设一系列搭接孔，搭接孔内设有连接件，所述连接件自上而下依次穿过横梁和板

体，实现横梁与板体的可拆卸连接；所述多向转接件之上还设有储水装置，所述储水装置包

括储水器、连接在储水器之间的横向连接管以及沿空心立柱向下输送水流的下行输水管；

所述储水器的上部开口、底部连接下行输水管；所述下行输水管自下而上穿过空心立柱，下

端埋在空心立柱的底部。

[0008]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技术方案，所述下行输水管埋入地表以下50～100mm；其中埋入

部分的底部为吸水骨料层，顶部为土壤层；所述下行输水管的底部埋设在吸水骨料层中。其

中吸水骨料层为分区间隔设置，一般只在下行输水管埋入地下的部分设置。

[0009]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吸水骨料层与土壤层之间设置一层蛇皮编织料隔离层。

[0010]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吸水骨料层为破碎的发泡混凝土块、破碎的加气混凝土块、浮

石、蛭石或陶粒。

[0011]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储水器中至少有一个安装有枯水期向储水器注水的上行输水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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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空心立柱为中空的钢筋混凝土预制柱，柱体和插接头为一体

成型，其柱体为方形或圆形柱体，所述插接头为横截面尺寸小于柱体横截面尺寸的方形或

圆形凸起，对应的所述承插洞口也为方形或圆形。

[0013]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多向转接件为纯木质结构，或为轻钢、合金钢或室外硬塑结

构；所述连接件为木销或螺栓；所述横梁为木质结构、轻钢、合金钢、不锈钢或室外硬塑结

构。

[0014]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储水器与多向转接件的固定方式为粘接、绑接或砌筑；所述下

行输水管的底部还设有控制水流大小的滴灌控制器。

[0015]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棚架的木质构件的外表面都涂覆防腐剂、防水剂和颜料漆；所

述棚架的不锈钢构件的外表面都涂覆防水剂和防锈漆。

[0016] 此外，本发明还提供上述多功能组装式绿荫棚架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

下步骤：

[0017] 步骤一、材料准备：包括架体材料和储水材料的准备；

[0018] 步骤二、空心立柱的组装：将下行输水管插入空心立柱中；

[0019] 步骤三、空心立柱的埋设：地面吸水骨料层的铺设：在地面上按照空心立柱的设置

位置，在其底部挖坑，将空心立柱置于坑中，填埋时首先铺设吸水骨料层，其上在铺设土壤

层，吸水骨料层与土壤层之间设置一层蛇皮编织料隔离层，所述下行输水管的底部埋设在

吸水骨料层中；

[0020] 步骤四、多向转接件的安装：将多向转接件插接固定在空心立柱的顶部；

[0021] 步骤五、横梁与多向转接件的组装：根据需要将横梁与多向转接件进行组装，通过

木销或螺栓进行固定；

[0022] 步骤六、储水器的安装：将储水器固定安装在多向转接件上，储水器底部开口与下

行输水管的上端部连通，至此，施工完成。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技术优势在于：

[0024] 本发明产品可选木质或混凝土材质，连接件为四向连接，可根据需要随意搭设成

各种造型；可拆卸连接，能多次回收利用，成本低，是有效缓解城区热岛著多措施中的一个；

储水器设计灵活巧妙，配合底部的多孔建筑材料材料层，能有效保证植物生长用水；通用性

强，应用范围广，可广泛应用于农村、城市小区、道路、公园内攀爬类植物棚架及纳凉立体种

养棚架。

附图说明

[0025] 通过结合以下附图所作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上述和/或其他方面和优点将变得

更清楚和更容易理解，这些附图只是示意性的，并不限制本发明，其中：

[0026] 图1为本发明涉及的棚架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本发明涉及的空心立柱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是本发明涉及的多项转接件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是图3的俯视图；

[0030] 图5是图4的仰视图；

[0031] 图6是本发明涉及的储水器和下行输水管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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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图7是本发明涉及的吸水骨料层的布置示意图。

[0033] 附图标记：1-空心立柱、11-柱体、12-插接头、2-多向转接件、21-板体、22-承插洞

口、23-搭接孔、24-承重肋、3-横梁、4-储水器、5-下行输水管、6-吸水骨料层、7-土壤层、8-

蛇皮编织料隔离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在下文中，将参照附图描述本发明的一种多功能组装式绿荫棚架的实施例。

[0035] 在此记载的实施例为本发明的特定的具体实施方式，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构思，均

是解释性和示例性的，不应解释为对本发明实施方式及本发明范围的限制。除在此记载的

实施例外，本领域技术人员还能够基于本申请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所公开的内容采用显而

易见的其它技术方案，这些技术方案包括采用对在此记载的实施例的做出任何显而易见的

替换和修改的技术方案。

[0036] 本说明书的附图为示意图，辅助说明本发明的构思，示意性地表示各部分的形状

及其相互关系。请注意，为了便于清楚地表现出本发明实施例的各部件的结构，各附图之间

并未按照相同的比例绘制。相同的参考标记用于表示相同的部分。本发明为组装式棚架主

要由空心立柱、顶部连接件、及顶部棚架组成。

[0037] 如图1所示，本发明涉及一种多功能组装式绿荫棚架，包括空心立柱1和搭设在空

心立柱上的横梁3，其特征在于：空心立柱1和横梁3通过设于空心立柱顶部的多向转接件2

插接连接；如图2～4，多向转接件2为纯木质结构，或为轻钢、合金钢或室外硬塑结构；多向

转接件2包括水平设置的板体21，板体21的中心开有一个承插洞口22；空心立柱1包括柱体

11和柱体顶部的插接头12，空心立柱1的柱体11和插接头12为一体成型。优选空心立柱1为

钢筋混凝土预制柱，柱体11顶部做成可与顶部连接件承插的插接头12，柱体11为方形或圆

形柱体，插接头12为横截面尺寸小于柱体11横截面尺寸的方形或圆形凸起，插接头12自下

而上插接固定在板体21的承插洞口22中，紧密固定连接，插接头12的形状尺寸与承插洞口

22的形状尺寸互相适应，对应的承插洞口22也为方形或圆形。

[0038] 如图5所示，板体21的底面沿中轴线设十字形排布的承重肋24，板体21的上表面上

对应承重肋24的位置开设一系列搭接孔23，搭接孔23内设有连接件，连接件为木销或螺栓，

连接件自上而下依次穿过横梁3端部的预留孔和板体21的搭接孔23，实现横梁3与板体21的

可拆卸连接。横梁3可根据具体使用位置采用不同的材质，如轻钢、合金钢、木质、室外硬塑

等材质构件，可选方管、角钢或槽钢。

[0039] 如图1和图6，所所述多向转接件2之上还设有储水装置，所述储水装置包括储水器

4、连接在储水器之间的横向连接管以及沿空心立柱向下输送水流的下行输水管5；横向连

接管走在棚架上，沿横梁布置，使储水器4之间也相互连通，所述储水器4的上部开口、底部

连接下行输水管5；所述下行输水管5自下而上穿过空心立柱1，下端埋在空心立柱1的底部；

所述储水器与多向转接件2的固定方式为粘接、绑接或砌筑；下行输水管5的底部还设有控

制水流大小的滴灌控制器9。此外，所述储水器4中至少有一个安装有向储水器注水的上行

输水管，已备枯水期使用。

[0040] 如图7所示，所述下行输水管5埋入地表以下50～100mm；其中埋入部分的底部为吸

水骨料层6，顶部为土壤层7；所述下行输水管5的底部埋设在吸水骨料层6中。所述吸水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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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6与土壤层7之间设置一层蛇皮编织料隔离层8。所述吸水骨料层6为破碎的发泡混凝土

块、破碎的加气混凝土块、浮石、蛭石或陶粒。其中吸水骨料层为分区间隔设置，一般只在下

行输水管埋入地下的部分设置。

[0041] 最后，棚架的木质构件的外表面都涂覆防腐剂、防水剂和颜料漆。棚架的不锈钢构

件的外表面都涂覆防水剂和防锈漆。

[0042] 本发明是发明者缓解城区热岛著多措施中在种种植滕类植物的一个应用。通用性

强，应用范围广，可广泛应用于农村、城市小区、道路、公园内攀爬类植物棚架及纳凉立体种

养棚架。

[0043] 本发明还提供上述多功能组装式绿荫棚架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

[0044] 步骤一、材料准备：包括架体材料和储水材料的准备；

[0045] 步骤二、空心立柱1的组装：将下行输水管5插入空心立柱1中；

[0046] 步骤三、空心立柱1的埋设：地面吸水骨料层6的铺设：在地面上按照空心立柱1的

设置位置，在其底部挖坑，将空心立柱1置于坑中，填埋时首先铺设吸水骨料层6，其上在铺

设土壤层7，吸水骨料层6与土壤层7之间设置一层蛇皮编织料隔离层8，所述下行输水管5的

底部埋设在吸水骨料层6中；

[0047] 步骤四、多向转接件2的安装：将多向转接件2插接固定在空心立柱1的顶部；

[0048] 步骤五、横梁3与多向转接件2的组装：根据需要将横梁3与多向转接件2进行组装，

通过木销或螺栓进行固定；

[0049] 步骤六、储水器4的安装：将储水器4固定安装在多向转接件2上，储水器4底部开口

与下行输水管5的上端部连通，至此，施工完成。

[005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原理和特征进行描述，所举实例只用于解释本发明，并

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范围。

说　明　书 4/4 页

7

CN 106577008 B

7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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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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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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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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