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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园林喷水系统

(57)摘要

本专利具体公开了一种园林喷水系统，包括

管道，所述管道一侧上端设置有输水管，所述管

道上设置有若干个管孔，所述管孔内设置有伸缩

管，设置在伸缩管一侧的温度传感器，用于检测

空气中的温度；设置在伸缩管另一侧的湿度传感

器，用于检测空气中的湿度；设置在伸缩管内的

电磁阀，用于打开水源；设置在伸缩管底端的控

制模块，用于控制温度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设

置在管孔两侧的小型太阳板，用于吸收太阳能；

设置在管道底端的微处理器，用于控制电磁阀开

启；设置在管道底端的控制单元，用于收集控制

模块的信息；设置在管道底端的储能单元，用于

储存小型太阳板内的太阳能和为微处理器和控

制单元提供电源。采用伸缩管的伸长，使水流喷

射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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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园林喷水系统，包括管道(6)，所述管道(6)一侧上端设置有输水管(3)，所述管道(6)

上设置有若干个管孔(12)，所述管孔(12)内设置有伸缩管(4)，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设置在伸缩管(4)一侧的温度传感器，用于检测空气中的温度；

设置在伸缩管(4)另一侧的湿度传感器，用于检测空气中的湿度；

设置在伸缩管(4)内的电磁阀，用于打开水源；

设置在伸缩管(4)底端的控制模块，用于控制温度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

设置在管孔(12)两侧的小型太阳板，用于吸收太阳能；

设置在管道(6)底端的微处理器，用于控制电磁阀开启；

设置在管道(6)底端的控制单元，用于收集控制模块的信息；

所述控制单元电连接所述微处理器，所述微处理器均电连接所述温度传感器和湿度传

感器；

设置在管道(6)底端的储能单元，用于储存小型太阳板内的太阳能和为微处理器和控

制单元提供电源；

所述管道(6)上端设置有第一加剂盒(1)，所述管道(6)管壁上设置有通孔(9)，所述管

道(6)内设置有第一引导管(5)和第二引导管(7)，所述第一引导管(5)和所述第二引导管

(7)相连接，所述第一引导管(5)上端设置有第二加剂盒(2)，所述第二加剂盒(2)与所述第

一引导管(5)连通，所述第二引导管(7)上设置有控水开关；

所述控水开关包括挡板(8)、阀门(10)和压簧(11)，所述挡板(8)一侧的顶端与所述通

孔(9)相互平行，所述挡板(8)另一侧与所述压簧(11)相接触，所述压簧(11)的顶端与所述

阀门(10)相接触，所述阀门(10)占所述通孔(9)面积的一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园林喷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引导管(7)上设置有槽孔，

所述控水开关设置在所述槽孔内。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园林喷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管道(6)为一水平中空圆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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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喷水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园林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园林喷水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热门对不同植物品种采用不同的浇灌方式，如对大面积的园林采用进水地面

浇灌，对于树木采用提水单科浇灌，草坪一般用水管喷洒浇灌，而园林的灌溉一般都是用水

管，用浇灌将水引入园林中浇灌，对中资源造成很大的浪费，且水流直接冲击作物、土壤容

易造成作物损伤、土壤流失，灌溉不均匀的情况。

[0003] 中国专利(申请号为CN201420720516.9)公开了一种基于太阳能的湿度自动喷水

装置，其公开了喷水管、喷水头、控制板，喷水管管路中设置有电磁阀，喷水管出水口安装有

喷水头，控制板包括湿度传感器和与湿度传感器连接的控制器，控制器输入端与稳压滤波

模块连接，稳压滤波模块输入端与电池连接，电池输入端与充电集成电路连接，充电集成电

路输入端与太阳能电池板连接，控制器输出端通过继电器与电磁阀连接。该方案由于结构

设计简单，不能够大范围的喷淋，而且对园林植物中的虫害没有针对的清除。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园林喷水系统，以解决不能够大范围的喷淋的技术问

题。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基础方案为：园林喷水系统，包括管道，所述管道一

侧上端设置有输水管，所述管道上设置有若干个管孔，所述管孔内设置有伸缩管；

[0006] 设置在伸缩管一侧的温度传感器，用于检测空气中的温度；

[0007] 设置在伸缩管另一侧的湿度传感器，用于检测空气中的湿度；

[0008] 设置在伸缩管内的电磁阀，用于打开水源；

[0009] 设置在伸缩管底端的控制模块，用于控制温度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

[0010] 设置在管孔两侧的小型太阳板，用于吸收太阳能；

[0011] 设置在管道底端的微处理器，用于控制电磁阀开启；

[0012] 设置在管道底端的控制单元，用于收集控制模块的信息；

[0013] 所述控制单元电连接所述微处理器，所述微处理器均电连接所述温度传感器和湿

度传感器；

[0014] 设置在管道底端的储能单元，用于储存小型太阳板内的太阳能和为微处理器和控

制单元提供电源。

[0015] 本基础方案的原理在于：事先将水通过输水管输入，在微处理器内设置温度和湿

度的定值。管孔的小型太阳板将吸收的太阳能传递到储能单元，储能单元为微处理器和控

制单元提供电源，每一个温度传感器检测的温度和每一个湿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湿度传递到

控制模块，再由每一个控制模块将信息传递到控制单元，控制单元将信息再传递给微处理

器，当温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高于预设定的温度值和湿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湿度低于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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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湿度值时，微处理器将发送电流到电磁阀，使得电磁阀工作，打开了伸缩管，管道内的

水通过伸缩管喷射出去，而且由于水的冲击，可改变伸缩管的长度。

[0016] 本基础方案的有益效果在于：与现有技术相比，本方案采用的喷水系统，根据环境

的温度和湿度来控制何时喷淋，而且通过伸缩管可改变长度，可根据喷水的冲击，喷淋的范

围可变化，更加智能化。

[0017] 方案二：此为基础方案的优选，所述管道上端设置有第一加剂盒，所述管道管壁上

设置有通孔，所述管道内设置有第一引导管和第二引导管，所述第一引导管和所述第二引

导管相连接，所述第一引导管上端设置有第二加剂盒，所述第二加剂盒与所述第一引导管

连通，所述第二引导管上设置有控水开关。

[0018] 本方案二的原理在于：事先在第一引导管和第二引导管内加入除虫剂。当操作者

需要对草坪内的虫害进行清除时，在第一加剂盒内加入水，水升至到通孔的位置，水流经过

通孔流入管道内，对第二引导管上的控水开关有一个冲击，挤压控水开关内的挡板，挡板对

弹簧有个推动的作用力，将阀门推开，让第二引导管内的除虫剂流出，与水进行混合。当第

二引导管内的除虫剂使用完时，对第二加剂盒内加入除虫剂，除虫剂流入到第一引导管，第

一引导管再流入到第二引导管。

[0019] 本方案二的有益效果在于：与现有技术相比，本方案在第一引导管和第二引导管

内加入的除虫剂可根据园林植物中虫的类别，进行选择不同的除虫剂，对园林植物中的虫

害有针对的清除。

[0020] 方案三：此为基础方案的优选，所述控制开关包括挡板、阀门和压簧，所述挡板一

侧的顶端与所述通孔相互平行，所述挡板另一侧与所述压簧相接触，所述压簧端部与所述

阀门相接触，所述阀门占所述通孔面积的一半。

[0021] 本方案三的原理在于：当水的冲击到挡板时，挡板对压簧有一个压力，推动压簧向

前运动，进而压簧推动阀门向前运动，当阀门推动到空余的位置时，打开了孔，使得第二引

导管内的除虫剂流出。

[0022] 本方案三的有益效果在于：与现有技术相比，本方案中的控水开关结构简单，而且

还利用了水的冲力，打开控水开关。

[0023] 方案四：此为基础方案的优选，所述第二引导管上设置有槽孔，所述控水开关设置

在所述槽孔内。为了控水开关能够更好的运行。

[0024] 方案五：此为基础方案的优选，所述管道为一水平中空圆柱体。为了使水的容量最

大。

[0025] 方案六：此为基础方案的优选，所述伸缩管为可拆卸。为了方便操作者清洗。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发明园林喷水系统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图1园林喷水系统A处的局部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9] 说明书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包括：第一加剂盒1、第二加剂盒2、输水管3、伸缩管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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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导管5、管道6、第二引导管7、挡板8、通孔9、阀门10、压簧11、管孔12。

[0030] 本实施例园林喷水系统如图1所示，包括管道6，在管道6上均匀分布管孔12，每个

管孔12上安装有伸缩管4，该伸缩管4的轴线是垂直于管道6的轴线，伸缩管4内设置有电磁

阀，伸缩管4两侧分别安装有温度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伸缩管4下端安装有控制模块，控制

模块通过导线分别连接温度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且每一个控制模块通过导线连接控制单

元，控制单元安装在管道6的底端，控制单元的一侧设置有储能单元，在管道6的底端上安装

有微处理器，微处理器上的输入端通过导线连接控制单元，微处理器上的输出端通过导线

连接电磁阀。

[0031] 在每一个管孔12的两侧分别安装有两块小型太阳板，两块小型太阳板通过导线连

接储能单元，储能单元分别通过导线连接控制单元和微处理器。

[0032] 在管道6上设置有一个输水管3，用于方便操作者随时加水。

[0033] 如图1、2所示，在管道6上端设置有第一加剂盒1和第二加剂盒2，第一加剂盒1和第

二加剂盒2互相平行，且第一加剂盒1的长度是第二加剂盒2长度的两倍，在第一加剂盒1和

第二加剂盒2之间的管道上设置有槽孔，且槽孔贯穿该管道6的管壁。管道6内设置有第一引

导管5和第二引导管7，第一引导管5端头与第二加剂盒2相连接，且第一引导管5的管口与第

二加剂盒2的出口大小一致；第二引导管7端头与管道6的管壁相连接，第一引导管5与第二

引导管7相互连通。在第二引导管7离管道6的管壁5cm处设置有通孔9，通孔9内安装有控水

开关，控水开关包括挡板8、阀门10和压簧11，挡板8的长度设置与第二引导管7的长度相垂

直，挡板8伸至槽孔的右侧，且与槽孔相平行，在挡板8一侧与压簧11相接触，压簧11的上端

顶着阀门10，阀门10为一长方体，且只占通孔9面积的一半。

[0034] 温度传感器采用热电堆温度传感器，型号为TS105；

[0035] 湿度传感器采用C10-M53R，型号为SJ31S；

[0036] 控制单元采用TRANSOMIK  VFD制动控制单元，型号为1200BC2-14/690；

[0037] 微处理器采用Atmel微处理器，型号为AT75C220-C256。

[0038] 具体操作如下：事先将管道6埋在地上，第一加剂盒1和第二加剂盒2露出，在第二

引导管7内加入除虫剂，在微处理器内设置温度和湿度的定值。操作者将水管插入到输水管

3内，启动水泵，水流入到管道6内，当小型太阳板吸收的电能足够，将电能存储在储能单元

内，储能电源对微处理器和控制单元提供电源，在伸缩管4两侧的温度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

检测空气中的温度和湿度，将温度和湿度信息发送到控制模块，控制模块再集中将信息传

输到控制单元，控制单元再传输到微处理器内，微处理器进行数据分析，如高于设定的温度

和低于设定的湿度时，将电传输到电磁阀，启动电磁阀，水就会喷射出来，且由于水的冲击，

可以推动伸缩管4的管道增长，再往第一加剂盒1内加入水，第一加剂盒1的水升至到通孔9

的位置，水流入到管道6，对控水开关内的挡板8有一个向后的冲击力，挡板8对弹簧有个推

力，该推力推开阀门10，从而第二引导管7内的除虫剂流入到管道6内。

[0039]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实施例，方案中公知的具体结构及特性等常识在此未作

过多描述。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结构的前提下，还可以

作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这些都不会影响本发明实施的

效果和专利的实用性。本申请要求的保护范围应当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中的

具体实施方式等记载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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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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