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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长期出差家庭用花卉定时浇水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长期出差家庭用花卉定

时浇水装置，针对现有的浇水装置浇水方式单

一，大多是将水直接喷洒在花卉的叶片上，对花

卉叶片的伤害较大的问题，现提出以下方案，包

括支撑座和蓄水仓，所述蓄水仓的内壁上通过螺

栓固定有横板，所述横板顶部外壁的两侧设有浮

体，两个浮体的外壁上均开有等距离分布的气

孔，两个所述浮体的底端均固定连接有连接绳，

所述横板顶部外壁的中央位置通过螺栓固定有

分流板。本发明喷洒管会将叶轮旋转漏出的部分

水流经喷洒管喷到第一存水斗外壁的洒水孔上，

对置物架上的花卉盆栽土壤周围进行喷洒浇水，

避免巨大水流直接洒在叶片上，起到了很好保护

叶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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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长期出差家庭用花卉定时浇水装置，包括支撑座（1）和蓄水仓（4），所述蓄水仓

（4）的内壁上通过螺栓固定有横板（9），所述横板（9）顶部外壁的两侧设有浮体（11），两个浮

体（11）的外壁上均开有等距离分布的气孔（15），两个所述浮体（11）的底端均固定连接有连

接绳（14），所述横板（9）顶部外壁的中央位置通过螺栓固定有分流板（10），其特征在于，所

述横板（9）的底部外壁上通过螺栓固定有滑杆，所述滑杆的外壁上套接浮塞（12），两个连接

绳（14）的底端均固定连接在浮塞（12）顶部外壁的两侧，所述蓄水仓（4）的底部内壁上开有

漏水孔，漏水孔的内壁上固定连接有漏水管（16），所述漏水管（16）的顶部外壁上固定连接

有铁环（13），所述漏水管（16）的下方设有喷洒机构和滴漏机构，所述喷洒机构包括安装杆

（17）、叶轮（18）、喷洒管（19）、一级存水斗（7）和洒水孔（21），四个安装杆（17）通过螺栓固定

在漏水管（16）的内壁上，四个安装杆（17）的相对一端通过轴承连接有转轴，叶轮（18）通过

螺栓固定在转轴的外壁上，所述一级存水斗（7）通过螺栓固定在漏水管（16）的底端，一级存

水斗（7）的外壁上开有等距离分布的洒水孔（21），所述滴漏机构包括二级存水斗（22）、三级

存水斗（23）和滴漏管（20），二级存水斗（22）通过螺栓固定在一级存水斗（7）的底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长期出差家庭用花卉定时浇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叶

轮（18）的顶部外壁上开有通孔，喷洒管（19）固定连接在通孔的内壁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长期出差家庭用花卉定时浇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三

级存水斗（23）通过螺栓固定在二级存水斗（22）的底端，滴漏管（20）通过螺栓固定在三级存

水斗（23）的底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长期出差家庭用花卉定时浇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

撑座（1）的顶部外壁上通过螺栓固定有四个支撑杆（2），蓄水仓（4）的外璧上通过螺栓固定

有四个等距离分布的安装板（3），四个支撑杆（2）的顶端均通过螺栓固定在四个安装板（3）

的底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长期出差家庭用花卉定时浇水装置，其特征在于，一个所

述安装板（3）的顶部外壁上通过螺栓固定有两个固定杆，两个固定杆的顶端通过螺栓固定

有同一个固定板（5），固定板（5）的内壁上插接有进水管（6），进水管（6）的一端位于分流板

（10）的正上方。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长期出差家庭用花卉定时浇水装置，其特征在于，四个所

述支撑杆（2）的相对一侧内壁上均通过螺栓固定有四个连接板，四个连接板的顶端通过螺

栓固定有同一个置物架（8）。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长期出差家庭用花卉定时浇水装置，其特征在于，两个所

述支撑杆（2）的外壁上通过螺栓固定有同一个收纳盒（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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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长期出差家庭用花卉定时浇水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花卉养护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长期出差家庭用花卉定时浇水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花卉养护，是指日常根据花卉的具体需求，对花卉进行的修剪、浇水、换土、

换盆和防止病虫害和施肥等行为，针对花卉出现的各种不良症状所应对的策略。室内花木

淋水量，根据花木所处的位置与花卉品种、习性、季节调整浇水量，对靠窗边或西照光线强

烈或空调位的植物应多浇水，对多肉多桨、宿根类植物要少浇水。夏秋两季多浇水，冬春两

季少浇水，保持适量水分。

[0003] 现有的长期出差家庭用花卉定时浇水装置存在以下问题：很多花卉品种需要定时

浇水，现有的浇水装置浇水方式单一，大多是将水直接喷洒在花卉的叶片上，对花卉叶片的

伤害较大，而现有专利不易解决此类问题，因此，亟需一种长期出差家庭用花卉定时浇水装

置来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基于现有长期出差家庭用花卉定时浇水装置浇水方式单一，大多是将水直接喷洒

在花卉的叶片上，对花卉叶片的伤害较大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长期出差家庭用

花卉定时浇水装置。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长期出差家庭用花卉定时浇水装置，包括支撑座和蓄水仓，所述蓄水仓的内

壁上通过螺栓固定有横板，所述横板顶部外壁的两侧设有浮体，两个浮体的外壁上均开有

等距离分布的气孔，两个所述浮体的底端均固定连接有连接绳，所述横板顶部外壁的中央

位置通过螺栓固定有分流板，所述横板的底部外壁上通过螺栓固定有滑杆，所述滑杆的外

壁上套接浮塞，两个连接绳的底端均固定连接在浮塞顶部外壁的两侧，所述蓄水仓的底部

内壁上开有漏水孔，漏水孔的内壁上固定连接有漏水管，所述漏水管的顶部外壁上固定连

接有铁环，所述漏水管的下方设有喷洒机构和滴漏机构。

[0007]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喷洒机构包括安装杆、叶轮、喷洒管、一级存水

斗和洒水孔，四个安装杆通过螺栓固定在漏水管的内壁上，四个安装杆的相对一端通过轴

承连接有转轴，叶轮通过螺栓固定在转轴的外壁上。

[0008]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叶轮的顶部外壁上开有通孔，喷洒管固定连接

在通孔的内壁上。

[0009]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一级存水斗通过螺栓固定在漏水管的底端，一

级存水斗的外壁上开有等距离分布的洒水孔。

[0010]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滴漏机构包括二级存水斗、三级存水斗和滴漏

管，二级存水斗通过螺栓固定在一级存水斗的底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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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三级存水斗通过螺栓固定在二级存水斗的底

端，滴漏管通过螺栓固定在三级存水斗的底端。

[0012]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支撑座的顶部外壁上通过螺栓固定有四个支撑

杆，蓄水仓的外璧上通过螺栓固定有四个等距离分布的安装板，四个支撑杆的顶端均通过

螺栓固定在四个安装板的底端。

[0013]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一个所述安装板的顶部外壁上通过螺栓固定有两个

固定杆，两个固定杆的顶端通过螺栓固定有同一个固定板，固定板的内壁上插接有进水管，

进水管的一端位于分流板的正上方。

[0014]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四个所述支撑杆的相对一侧内壁上均通过螺栓固定

有四个连接板，四个连接板的顶端通过螺栓固定有同一个置物架。

[0015]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两个所述支撑杆的外壁上通过螺栓固定有同一个收

纳盒。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7] 1.通过设置喷洒管、第一存水斗和洒水孔，利用进水管向蓄水仓内注水，水量没过

浮体的顶部后浮体将浮塞拔起，蓄存的水流进入漏水管内，漏水管内壁设置的叶轮在水流

的带动使水流旋转，叶轮的底部安装有喷洒管，喷洒管会将叶轮旋转漏出的部分水流经喷

洒管喷到第一存水斗外壁的洒水孔上，对置物架上的花卉周围进行喷洒浇水，避免巨大水

流直接洒在叶片上，起到了很好保护叶片的作用；

[0018] 2.通过设置的分流板、浮体和浮塞，外接水源从进水管的一端洒在分流板上，分流

板顶部外壁等距离分布的分流水道，经分离水道流下的水不会洒落到浮塞上，可以避免浮

塞被水流提前冲开进而导致蓄水失败，待到预计时间，蓄水仓内的水量没过浮体的顶部时，

浮体外壁上气孔内的气体会从气孔内释放出来，对自来水进行一定程度的翻涌，以及水流

击落在分流板上，都能减少水体内的氯气，使得水体更适合浇花，能有效的避免花卉叶片发

黄；

[0019] 3.通过设置二级存水斗、三级存水斗和滴漏管，二级存水斗和三级存水斗的内部

空间较大，漏下的水流会存集在二级存水斗和三级存水斗的内部，经过滴漏管直接对花卉

的根部进行滴漏浇水，更加有效的助花卉对水分的吸收，多的水流会存集到一级存水斗的

内部，经洒水孔对花卉盆栽土壤的四周再次进行喷洒浇水，第一次喷洒后将干燥土壤的表

层松动，二次喷洒才更加有效的渗入到土壤内部，保证花卉跟茎更有效吸收到水分；

[0020] 4.通过设置收纳盒，可以在收纳盒中放置花肥、花锄等，出差时间长的主人家如果

让亲戚朋友来偶尔照料自己的花卉，亲戚朋友可以很轻松的在收纳盒内找到需要的工具

等，不会给亲戚朋友带来太多的麻烦。。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长期出差家庭用花卉定时浇水装置实施例1的立体结构

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长期出差家庭用花卉定时浇水装置实施例1分流板的结

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长期出差家庭用花卉定时浇水装置实施例1喷洒管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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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长期出差家庭用花卉定时浇水装置实施例1第一存水斗

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长期出差家庭用花卉定时浇水装置实施例2的立体结构

图。

[0026] 图中：1支撑座、2支撑杆、3安装板、4蓄水仓、5固定板、6进水管、7一级存水斗、8置

物架、9横板、10分流板、11浮体、12浮塞、13铁环、14连接绳、15气孔、16漏水管、17安装杆、18

叶轮、19喷洒管、20滴漏管、21洒水孔、22二级存水斗、23三级存水斗、24收纳盒。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28] 实施例1

[0029] 参照图1‑4，一种长期出差家庭用花卉定时浇水装置，包括支撑座1和蓄水仓4，蓄

水仓4的内壁上通过螺栓固定有横板9，横板9顶部外壁的两侧设有浮体11，两个浮体11的外

壁上均开有等距离分布的气孔15，两个浮体11的底端均固定连接有连接绳14，横板9顶部外

壁的中央位置通过螺栓固定有分流板10，横板9的底部外壁上通过螺栓固定有滑杆，滑杆的

外壁上套接浮塞12，两个连接绳14的底端均固定连接在浮塞12顶部外壁的两侧，蓄水仓4的

底部内壁上开有漏水孔，漏水孔的内壁上固定连接有漏水管16，漏水管16的顶部外壁上固

定连接有铁环13，漏水管16的下方设有喷洒机构和滴漏机构。

[0030] 本发明中，喷洒机构包括安装杆17、叶轮18、喷洒管19、一级存水斗7和洒水孔21，

四个安装杆17通过螺栓固定在漏水管16的内壁上，四个安装杆17的相对一端通过轴承连接

有转轴，叶轮18通过螺栓固定在转轴的外壁上。

[0031] 本发明中，叶轮18的顶部外壁上开有通孔，喷洒管19固定连接在通孔的内壁上。

[0032] 本发明中，一级存水斗7通过螺栓固定在漏水管16的底端，一级存水斗7的外壁上

开有等距离分布的洒水孔21。

[0033] 本发明中，滴漏机构包括二级存水斗22、三级存水斗23和滴漏管20，二级存水斗22

通过螺栓固定在一级存水斗7的底端。

[0034] 本发明中，三级存水斗23通过螺栓固定在二级存水斗22的底端，滴漏管20通过螺

栓固定在三级存水斗23的底端。

[0035] 本发明中，支撑座1的顶部外壁上通过螺栓固定有四个支撑杆2，蓄水仓4的外璧上

通过螺栓固定有四个等距离分布的安装板3，四个支撑杆2的顶端均通过螺栓固定在四个安

装板3的底端。

[0036] 本发明中，一个安装板3的顶部外壁上通过螺栓固定有两个固定杆，两个固定杆的

顶端通过螺栓固定有同一个固定板5，固定板5的内壁上插接有进水管6，进水管6的一端位

于分流板10的正上方。

[0037] 本发明中，四个支撑杆2的相对一侧内壁上均通过螺栓固定有四个连接板，四个连

接板的顶端通过螺栓固定有同一个置物架8。

[0038] 使用时，将外接水源调节至适当的水流量，保证严丝合缝的和进水管6相连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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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进水管6向蓄水仓4内注水，水量没过浮体11的顶部后浮体11将浮塞12拔起，蓄存的水流

进入漏水管16内，漏水管16内壁设置的叶轮18在水流的带动使水流旋转，叶轮18的底部安

装有喷洒管19，喷洒管19会将叶轮18旋转漏水时的部分水流经喷洒管19喷到一级存水斗7

外壁的洒水孔21上，对置物架8上的花卉周围进行喷洒浇水，漏下的水流会存集在二级存水

斗22和三级存水斗23的内部，经过滴漏管20直接对花卉的根部进行滴漏浇水，多的水流会

存集到一级存水斗7的内部，经洒水孔21对花卉盆栽土壤的四周再次进行喷洒浇水。

[0039] 实施例2

[0040] 参照图5，一种长期出差家庭用花卉定时浇水装置，本实施例相较于实施例1，还包

括，两个支撑杆2的外壁上通过螺栓固定有同一个收纳盒24。

[0041] 使用时，可以在收纳盒24中放置花肥、花锄等，出差时间长的主人家如果让亲戚朋

友来偶尔照料自己的花卉，亲戚朋友可以很轻松的在收纳盒24内找到需要的工具等。

[004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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