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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银丝茉莉专用多功能攀藤

架，包括底座组件和攀藤组件组成；底座组件下

端固定于地面，底座组件上端与攀藤组件可相互

拼接组合，多个攀藤组件之间也可相互拼接组

合；底座组件和攀藤组件的主干部分为主杆，攀

藤组件的螺旋攀环环绕在主杆周围；本发明可以

给银丝茉莉提供攀爬的基础，各部件可任意拆装

组合，实现多种造型，同时还可实现叶片喷淋清

洗；杀虫剂、防病剂的喷洒，大大减轻了园艺者的

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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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银丝茉莉专用多功能攀藤架，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组件和攀藤组件组成；底座

组件下端固定于地面，底座组件上端与攀藤组件可相互拼接组合，多个攀藤组件之间也可

相互拼接组合；底座组件和攀藤组件的主干部分为主杆（2），攀藤组件的螺旋攀环（7）环绕

在主杆（2）周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银丝茉莉专用多功能攀藤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组件主杆

（2）下端设置若干个固定支脚，用于固定地面或泥土中。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银丝茉莉专用多功能攀藤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组件主杆

（2）上端设置小端固定头（4），可跟与小端固定头（4）相配合的大端固定头（5）设置在攀藤组

件的主杆（2）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银丝茉莉专用多功能攀藤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攀藤组件主杆

（2）一端为小端固定头（4），并在中心部位设置中心孔，形成端部的圆环形状；攀藤组件主杆

（2）另一端为大端固定头（5），大端固定头（5）设置一个环形凹槽，与小端固定头（4）所形成

的圆环相对应。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银丝茉莉专用多功能攀藤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小端固定头

（4）中心孔的内径设置螺纹，大端固定头（5）环形凹槽与其接触部分对应设置匹配螺纹。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银丝茉莉专用多功能攀藤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小端固定头

（4）圆环端部和底部设置小端垫片A（41）和小端垫片B（42）；大端固定头（5）环形凹槽的端部

和底部设置大端垫片A（51）和大端垫片B（52）；连接时，小端垫片A（41）与大端垫片A（51）密

封接触，小端垫片B（42）与大端垫片B（52）密封接触。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银丝茉莉专用多功能攀藤架，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杆（2）轴向

中间为通孔结构，主杆（2）侧壁开若干个侧壁螺纹通孔，可拧入喷嘴/堵头（3）。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银丝茉莉专用多功能攀藤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攀藤组件的主

杆（2）与环绕在周围的螺旋攀环（7）之间通过若干个支杆（6）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银丝茉莉专用多功能攀藤架，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旋攀环（7）

的末端或头端设置连接头（8）。

10.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银丝茉莉专用多功能攀藤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攀藤组件的

主杆（2）两端可均为小端固定头（4），或均为大端固定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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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银丝茉莉专用多功能攀藤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花卉攀藤架，具体是一种银丝茉莉专用多功能攀藤架。

背景技术

[0002] 银丝茉莉，拉丁文名Trachelospermumjasminoides.为夹竹桃科植物。别名：金丝

茉莉、风车茉莉、络石藤、石鲮、明石、悬石、云珠、云丹、红对叶肾、白花藤；常缠绕于树上或

攀援于墙壁、岩石上。喜炎热、潮湿、通风透气环境,需充足的光照。银丝茉莉毛细根多生,枝

条多分枝而散开的藤条,条长而有点下垂,花开白色,  花浓香,花期5-10月,花期很长,连续

开放。

[0003] 作为一种攀藤观赏花卉，银丝茉莉常常被用来种植于庭院装饰，用盆栽或花槽栽

培，银丝茉莉的枝条长成后，依附于旁边的墙体，数木，栅栏等攀爬生长，其细小枝条缠绕于

附著物上。为了方便其沿固定方向和形状攀爬生长，园艺师要对银丝茉莉的枝蔓进行修剪、

固定和护理，例如要做成拱门形状的银丝茉莉造型，则需要先用竹条或铁丝搭成一个拱门

形框架，然后在银丝茉莉生长的过程中，不断将枝蔓固定，防止枝蔓垂落，影响造型。而且银

丝茉莉喜爱阳光，通风条件要求较高，因此还需控制其枝叶密度不能太密，影响其通风和阳

光照射。在白日的阳光暴晒后，银丝茉莉的叶子因缺水而缩皱，常需要对其叶子进行喷淋，

更利于其水分的吸收和生长。银丝茉莉还容易受到多种害虫的侵扰，例如螟蛾幼虫、介壳虫

和红蜘蛛等。因此，有时还需要人工喷洒杀虫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银丝茉莉专用多功能攀藤架，可以给银丝茉莉提供攀爬

的基础，各部件可任意拆装组合，实现多种造型，同时还可实现叶片喷淋清洗；杀虫剂、防病

剂的喷洒，大大减轻了园艺者的工作量。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

一种银丝茉莉专用多功能攀藤架，包括底座组件和螺旋攀藤组件组成；底座组件下端

固定于地面，底座组件上端与攀藤组件可相互拼接组合，多个攀藤组件之间也可相互拼接

组合；底座组件和攀藤组件的主干部分为主杆，攀藤组件的螺旋攀环环绕在主杆周围。

[0006] 所述底座组件主杆下端设置若干个固定支脚，用于固定地面或泥土中。

[0007] 底座组件可放置于花池的泥土中，固定支脚用膨胀螺钉固定于水泥面或砖块上，

再用花泥覆上，之后就可根据现场场地空间的情况，逐节安装攀藤组件，攀藤组件数量可多

可少，灵活性高，银丝茉莉藤蔓就可依附于攀藤组件进行生长。其中攀藤组件的主杆可以为

直杆，或者为弯杆，利于设计成各种造型。

[0008] 所述底座组件主杆上端设置小端固定头，可跟与小端固定头相配合的大端固定头

设置在攀藤组件的主杆上。

[0009] 所述攀藤组件主杆一端为小端固定头，并在中心部位设置中心孔，形成端部的圆

环形状；攀藤组件主杆另一端为大端固定头，大端固定头设置一个环形凹槽，与小端固定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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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形成的圆环相对应。

[0010] 所述小端固定头中心孔的内径设置螺纹，大端固定头环形凹槽与其接触部分对应

设置匹配螺纹。

[0011] 小端固定头的圆环与大端固定头的环形凹槽可相互紧密连接插接配合，或螺纹拧

紧配合，连接稳固，银丝茉莉的藤蔓所受重力通过稳固的框架连接可得到很好的支撑，而不

会发生传统花架坍塌的风险。

[0012] 所述小端固定头圆环端部和底部设置小端垫片A和小端垫片B；大端固定头环形凹

槽的端部和底部设置大端垫片A和大端垫片B；连接时，小端垫片A与大端垫片A密封接触，小

端垫片B与大端垫片B密封接触。

[0013] 所述主杆轴向中间为通孔结构，主杆侧壁开若干个侧壁螺纹通孔，可拧入喷嘴/堵

头，攀藤组件主杆为通孔，底座组件主杆则为底端封闭的盲孔。

[0014] 通孔结构可通过侧壁螺纹通孔接入水管，喷淋水通过多个攀藤组件通孔所形成的

水路，可以输送到植株的任何一个部位，如果将侧壁螺纹通孔拧上喷雾喷头，所喷出的水雾

无论从喷雾景观和浇灌降温方面，都有很好的效果。大小端固定头的圆环和环形凹槽接触

的部分，通过多个垫片相互接触压紧，形成两层密封防水结构，通孔结构所施加的压力水不

会轻易泄漏到外部环境。通入通孔的水还可替换为无害生物型杀菌剂和杀虫剂，可大大减

轻园艺师的工作量，无需人工背负农药水箱对高处的植株进行喷洒，劳动强度得以极大降

低，工作效率极大提高。

[0015] 所述攀藤组件的主杆与环绕在周围的螺旋攀环之间通过若干个支杆连接。支杆除

了对螺旋攀环进行固定之外，进一步为银丝茉莉的藤蔓附着提供了基础，因为银丝茉莉的

攀藤与有些攀爬植物的原理不同，例如爬山虎等藤蔓，具有吸盘一样的部位，可附着在较为

光滑的墙面攀爬而不掉落，而银丝茉莉的攀爬主要依靠的是其生长出的细小侧枝，将附着

物搭接，以支撑自身藤蔓的重量，因此攀藤架上的支杆越多，提供给银丝茉莉的支撑作用则

越明显，植株藤蔓越不容易垂落，其中螺旋攀环和支杆可使用表面带螺纹的丝杆制作，进一

步增加藤蔓附着效果。

[0016] 所述螺旋攀环的末端或头端设置连接头。连接头为空心管状，套在螺旋攀环的头

尾端部，连接头可将螺旋攀环之间固定连接在一起，攀藤架浑然一体，结构稳固。

[0017] 所述攀藤组件的主杆两端可均为小端固定头，或均为大端固定头。当需要将镜像

对称能的攀藤组件拼接在一起时，则需要这样结构的形式实现连接。

[0018]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其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是：

1、本发明攀藤架灵活性强，可任意选择合适数量、合适形状的攀藤组件，进行组合，造

型多样，省去了园艺师手工制作攀藤架的高强度体力劳动。

[0019] 2、本发明攀藤架整体结构坚固，刚性好和整体性好，所拼接成的花卉攀藤架不易

摇晃和倒伏，安全性高。

[0020] 3、本发明攀藤架还可实现通入水源后，喷洒浇灌的功能，自动化程度高，实现植株

藤蔓高处喷洒叶面的功能，且喷洒均匀；如将喷洒水更换成杀菌液、杀虫液等，还可实现自

动喷洒农药的功能。

[0021] 4、本发明攀藤架密封性好，通过双层密封设计，不会造成高压水从管接头处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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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所示拱门形攀藤架组合；

图2为底座组件外观结构示意图；

图3为攀藤组件外观结构示意图（主杆为直杆）；

图4为攀藤组件外观结构示意图（主杆为弯杆）；

图5为单个攀藤组件主杆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图6为两个攀藤组件主杆拼接时剖面结构示意图；

图中部件名称和序号为：1、固定支脚；2、主杆；3、喷嘴/堵头；4、小端固定头；41、小端垫

片A；42、小端垫片B；5、大端固定头；51、大端垫片A；52、大端垫片B；6、支杆；7、螺旋攀环；8、

连接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实施例1

如附图所示，可将攀藤架各组件拼接后成为银丝茉莉拱门形状攀藤架。

[0024] 其包括底座组件和攀藤组件组成；底座组件下端固定于地面，底座组件上端与攀

藤组件可相互拼接组合，多个攀藤组件之间也相互拼接组合；底座组件和攀藤组件的主干

部分为主杆2，攀藤组件的螺旋攀环7环绕在主杆2周围；

所述底座组件主杆2下端设置4个固定支脚，使用膨胀螺钉固定花池底部的水泥板上；

所述底座组件主杆2上端设置小端固定头4，跟与小端固定头4相配合的大端固定头5设

置在攀藤组件的主杆2上；

所述攀藤组件主杆2一端为小端固定头4，并在中心部位设置中心孔，形成端部的圆环

形状；攀藤组件主杆2另一端为大端固定头5，大端固定头5设置一个环形凹槽，与小端固定

头4所形成的圆环相对应；

所述小端固定头4中心孔的内径设置螺纹，大端固定头5环形凹槽与其接触部分对应设

置匹配螺纹；

所述小端固定头4圆环端部和底部设置橡胶小端垫片A41和橡胶小端垫片B42；大端固

定头5环形凹槽的端部和底部设置橡胶大端垫片A51和橡胶大端垫片B52；连接时，小端垫片

A41与大端垫片A51密封接触，小端垫片B42与大端垫片B52密封接触；

所述主杆2轴向中间为通孔结构，主杆2侧壁开若干个侧壁螺纹通孔，可拧入喷嘴或堵

头3；

所述攀藤组件的主杆2与环绕在周围的螺旋攀环7之间通过若干个支杆6连接；

所述螺旋攀环7的末端或头端设置PVC塑料连接头8。

[0025] 在本实施例中，在拱门弯角处，使用了将直杆主杆2替换成90度弯角主杆2的攀藤

组件，并在拱门的中线位置设置一个两端大端固定头5的攀藤组件，以实现拱门中间部位的

连接，其余拱门两边的攀藤组件使用为相同型号，相同形状组成，即可完成拱门形状银丝茉

莉的攀藤架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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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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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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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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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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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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