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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

的使用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

式小型喷灌机的使用方法，所使用的适用于园林

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包括机架、行走装置和

喷灌装置；喷灌装置包括喷灌卷盘、喷灌PE管、压

管机构、水涡轮一体变速箱和喷头；行走装置包

括前轮和导向后轮。本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

小型喷灌机的使用方法，采用水涡轮驱动整机实

现喷灌及自回收移动，方便对园林植被进行喷

灌、且使用灵活性高、便于维护，不仅不需要在园

林喷灌区域预埋输水管网、不需要考虑喷头组合

间距等问题，而且自移动的喷灌方式可以在节约

水资源的前提下实现喷灌土壤中的水平均匀分

布、保证均匀灌溉，进而实现减少园林施工工程

量、节约施工成本，特别适用于园林喷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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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的使用方法，所使用的适用于园林喷灌的

自移式小型喷灌机包括机架(1)、行走装置(2)和喷灌装置(3)；

所述的机架(1)是顶部、底部和后部开放的箱型支撑结构，且箱型支撑结构的顶面是向

后下方倾斜的结构；

所述的喷灌装置(3)包括喷灌卷盘(31)、喷灌PE管、压管机构(32)、水涡轮一体变速箱

(33)和喷头(34)；

喷灌卷盘(31)包括筒体和翼板；筒体是中空的圆柱状结构；翼板是圆盘状结构、设置为

两件，两件翼板分别与筒体同轴并设置在筒体的两端，其中一件翼板的外侧面上同轴固定

设有外齿圈；喷灌卷盘(31)整体以筒体的径向方向为前后方向、并通过轴承架设安装在机

架(1)左右方向的两侧壁之间；

喷灌PE管缠绕在喷灌卷盘(31)的筒体上，喷灌PE管的输入端缠绕在外层、输出端缠绕

在内层；

压管机构(32)包括压管框(321)和拉簧(322)；压管框(321)是门形框架结构，门形框架

结构的宽度尺寸与喷灌卷盘(31)的筒体的长度尺寸配合、并卡接在喷灌卷盘(31)的两件翼

板之间，压管框(321)的底端铰接安装在机架(1)左右方向的两侧壁上；拉簧(322)一端与压

管框(321)的门形框架结构连接、另一端与机架(1)的侧壁连接；

水涡轮一体变速箱(33)对应喷灌卷盘(31)的外齿圈的位置架设安装在机架(1)上，包

括压力水输入口和压力水输出口，水涡轮一体变速箱(33)内部包括水涡轮和水涡轮传动机

构，水涡轮传动机构包括与喷灌卷盘(31)的外齿圈齿部配合并啮合的动力输出齿轮，水涡

轮一体变速箱(33)的压力水输入口和压力水输出口对应水涡轮位置设置，水涡轮一体变速

箱(33)的压力水输入口和压力水输出口上均连通连接有三通接头，压力水输入口上的三通

接头的一端通过管路与压力水输出口上的三通接头的一端连通，压力水输入口上的三通接

头的另一端通过管路与喷灌PE管的输出端连通连接；

喷头(34)的压力水输入端与水涡轮一体变速箱(33)的压力水输出口上的三通接头的

另一端连通连接；

所述的行走装置(2)包括前轮(21)和导向后轮(22)；前轮(21)通过贯穿安装在机架(1)

上的前轮轴安装在机架(1)的前下部；导向后轮(22)通过后轮安装架(221)安装在机架(1)

上的后端、且导向后轮(22)位于机架(1)左右方向的中间位置，导向后轮(22)的轮面上沿其

圆周方向设有与喷灌PE管尺寸配合的弧形凹槽；

其特征在于，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喷灌准备：确定需喷灌位置后，将喷灌PE管的输入端拉出并与最接近需喷灌位置的

压力给水栓连接，然后沿需喷灌路径向前牵拉机架(1)使其通过行走装置(2)移动至喷灌路

径上的需喷灌位置，机架(1)移动过程中喷灌卷盘(31)旋转释放出喷灌PE管，最后将喷灌PE

管置于导向后轮(22)的弧形凹槽内；

b.自移动喷灌：打开压力给水栓，压力水即进入喷灌PE管，压力水经过水涡轮一体变速

箱(33)的压力水输入口的三通接头时分为两路，一路进入水涡轮一体变速箱(33)驱动水涡

轮后自水涡轮一体变速箱(33)的压力水输出口的三通接头输出，另一路经管路直接进入水

涡轮一体变速箱(33)的压力水输出口的三通接头，两路压力水在水涡轮一体变速箱(33)的

压力水输出口的三通接头位置汇合后经喷头(34)喷出实现喷灌，喷灌过程中进入水涡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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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变速箱(33)的一路压力水驱动水涡轮旋转输出扭矩通过水涡轮传动机构的动力输出齿

轮带动喷灌卷盘(31)的外齿圈旋转、进而带动喷灌卷盘(31)旋转回收喷灌PE管，喷灌PE管

回收过程中喷灌卷盘(31)带动本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整体沿喷灌PE管的

走向向后移动；

c.完成喷灌：当本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整体喷灌行走至压力给水栓位

置时即完成整个喷灌过程，关闭压力给水栓、拆除与压力给水栓连接的喷灌PE管的输入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步骤a中将喷灌PE管置于导向后轮(22)的弧形凹槽内的方式是将导向后轮(22)

通过导向后轮(22)上的弧形凹槽卡接在喷灌PE管的上方呈跨骑状态，喷灌PE管回收过程中

导向后轮(22)骑行在喷灌PE管的弧形上表面沿喷灌PE管的走向滚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使用的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的导向后轮(22)通过门形支撑架(222)

安装在后轮安装架(221)上，门形支撑架(222)的顶端与后轮安装架(221)连接，所述的喷灌

PE管的输入端自门形支撑架(222)的顶端内侧面与导向后轮(22)的弧形凹槽底面之间的间

隙穿出；所述的步骤a中将喷灌PE管置于导向后轮(22)的弧形凹槽内的方式是将导向后轮

(22)通过导向后轮(22)上的弧形凹槽卡接在喷灌PE管的下方呈托举状态，喷灌PE管回收过

程中导向后轮(22)卡接托举在喷灌PE管的弧形下表面沿喷灌PE管的走向滚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使用的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的门形支撑架(222)的框架结构内部、导

向后轮(22)的上方还设有辅助导向轮(223)，辅助导向轮(223)的轮面上沿其圆周方向设有

与喷灌PE管尺寸配合的弧形凹槽，且辅助导向轮(223)的弧形凹槽底面至导向后轮(22)的

弧形凹槽底面之间的距离尺寸与喷灌PE管的直径尺寸配合，所述的喷灌PE管的输入端自辅

助导向轮(223)的弧形凹槽底面与导向后轮(22)的弧形凹槽底面之间的间隙穿出。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使用的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的门形支撑架(222)向前方倾斜设置。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的使

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使用的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的喷头(34)的压力水

输入端上设有流量调节阀，所述的步骤a中还包括根据喷灌面积需要通过调节流量调节阀

选择适当的喷灌流量的步骤。

7.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的使

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使用的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的喷头(34)的压力水

输入端与水涡轮一体变速箱(33)的压力水输出口上的三通接头的另一端的连通连接位置

设有喷头高度调节机构，所述的步骤a中还包括根据喷灌面积需要通过调节喷头高度调节

机构选择适当的喷头(34)距离地面的高度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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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的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小型喷灌机的使用方法，具体是一种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

型喷灌机的使用方法，属于园林喷灌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一定的地域运用工程技术和艺术手段，通过改造地形(或进一步筑山、叠石、理

水)、种植树木花草、营造建筑和布置园路等途径创作而成的美的自然环境和游憩境域，就

称为园林，园林通常包括庭园、宅园、小游园、花园、公园、植物园等，园林不仅作为游憩之

用、而且还具有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功能，对城市绿化和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

[0003] 喷灌是利用喷头等专用设备把有压力水喷洒到空中，形成水滴落到地面和作物表

面的灌溉方法，喷灌机又称喷灌机具、喷灌机组，即喷灌所采用的专用设备。

[0004] 现有的园林喷灌多采用喷头浇灌，即将喷头通过连接管固定安装在预埋布置于地

面以下的输水管网设定位置上、喷灌水经加压泵站和输水管网通过喷头喷出进行定点喷

灌，这种传统的喷灌方式还存在以下缺陷：

[0005] 1 .由于园林建设时需预埋输水管网，因此不仅工程量巨大，而且预埋布置于地面

以下的输水管网不易维护，出现故障或漏水情况时排查较困难；

[0006] 2.园林地块的形状、地面坡度、植被种植方向等因素均会影响输水管网的布置，进

而无形中造成工程量的增加；

[0007] 3.由于采取定点喷灌的方式，而单独的喷头的覆盖面积有限，因此需设定合适的

喷头组合间距以避免喷灌死角；

[0008] 4.通常需使加压泵站位于地段的中央位置以减少管道用量和输水管道水头损失、

进而降低投资造价和运行费用，但往往造成距离水源较远的加压泵站需额外预埋设置加压

泵站输水管路，同样不易维护；

[0009] 5.由于自喷头喷出的喷灌水受自身重力因素影响，因此会造成喷灌过程中土壤中

的水平分布以喷头为中心向外逐渐减少、截面呈锥形结构，虽然合适的喷头组合间距可以

避免喷灌死角，但仍然会造成灌溉不均匀的现象和水资源的浪费。

发明内容

[0010]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的使用方

法，能够实现节约水资源，降低工程量，同时能够实现均匀喷灌，特别适用于园林喷灌。

[0011]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的使用方法所使用的适

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包括机架、行走装置和喷灌装置；

[0012] 所述的机架是顶部、底部和后部开放的箱型支撑结构，且箱型支撑结构的顶面是

向后下方倾斜的结构；

[0013] 所述的喷灌装置包括喷灌卷盘、喷灌PE管、压管机构、水涡轮一体变速箱和喷头；

[0014] 喷灌卷盘包括筒体和翼板；筒体是中空的圆柱状结构；翼板是圆盘状结构、设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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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件，两件翼板分别与筒体同轴并设置在筒体的两端，其中一件翼板的外侧面上同轴固定

设有外齿圈；喷灌卷盘整体以筒体的径向方向为前后方向、并通过轴承架设安装在机架左

右方向的两侧壁之间；

[0015] 喷灌PE管缠绕在喷灌卷盘的筒体上，喷灌PE管的输入端缠绕在外层、输出端缠绕

在内层；

[0016] 压管机构包括压管框和拉簧；压管框是门形框架结构，门形框架结构的宽度尺寸

与喷灌卷盘的筒体的长度尺寸配合、并卡接在喷灌卷盘的两件翼板之间，压管框的底端铰

接安装在机架左右方向的两侧壁上；拉簧一端与压管框的门形框架结构连接、另一端与机

架的侧壁连接；

[0017] 水涡轮一体变速箱对应喷灌卷盘的外齿圈的位置架设安装在机架上，包括压力水

输入口和压力水输出口，水涡轮一体变速箱内部包括水涡轮和水涡轮传动机构，水涡轮传

动机构包括与喷灌卷盘的外齿圈齿部配合并啮合的动力输出齿轮，水涡轮一体变速箱的压

力水输入口和压力水输出口对应水涡轮位置设置，水涡轮一体变速箱的压力水输入口和压

力水输出口上均连通连接有三通接头，压力水输入口上的三通接头的一端通过管路与压力

水输出口上的三通接头的一端连通，压力水输入口上的三通接头的另一端通过管路与喷灌

PE管的输出端连通连接；

[0018] 喷头的压力水输入端与水涡轮一体变速箱的压力水输出口上的三通接头的另一

端连通连接；

[0019] 所述的行走装置包括前轮和导向后轮；前轮通过贯穿安装在机架上的前轮轴安装

在机架的前下部；导向后轮通过后轮安装架安装在机架上的后端、且导向后轮位于机架左

右方向的中间位置，导向后轮的轮面上沿其圆周方向设有与喷灌PE管尺寸配合的弧形凹

槽；

[0020] 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1] a .喷灌准备：确定需喷灌位置后，将喷灌PE管的输入端拉出并与最接近需喷灌位

置的压力给水栓连接，然后沿需喷灌路径向前牵拉机架使其通过行走装置移动至喷灌路径

上的需喷灌位置，机架移动过程中喷灌卷盘旋转释放出喷灌PE管，最后将喷灌PE管置于导

向后轮的弧形凹槽内；

[0022] b.自移动喷灌：打开压力给水栓，压力水即进入喷灌PE管，压力水经过水涡轮一体

变速箱的压力水输入口的三通接头时分为两路，一路进入水涡轮一体变速箱驱动水涡轮后

自水涡轮一体变速箱的压力水输出口的三通接头输出，另一路经管路直接进入水涡轮一体

变速箱的压力水输出口的三通接头，两路压力水在水涡轮一体变速箱的压力水输出口的三

通接头位置汇合后经喷头喷出实现喷灌，喷灌过程中进入水涡轮一体变速箱的一路压力水

驱动水涡轮旋转输出扭矩通过水涡轮传动机构的动力输出齿轮带动喷灌卷盘的外齿圈旋

转、进而带动喷灌卷盘旋转回收喷灌PE管，喷灌PE管回收过程中喷灌卷盘带动本适用于园

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整体沿喷灌PE管的走向向后移动；

[0023] c.完成喷灌：当本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整体喷灌行走至压力给水

栓位置时即完成整个喷灌过程，关闭压力给水栓、拆除与压力给水栓连接的喷灌PE管的输

入端。

[002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的步骤a中将喷灌PE管置于导向后轮的弧形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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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内的方式是将导向后轮通过导向后轮上的弧形凹槽卡接在喷灌PE管的上方呈跨骑状态，

喷灌PE管回收过程中导向后轮骑行在喷灌PE管的弧形上表面沿喷灌PE管的走向滚动。

[0025] 作为本发明的另一种实施方式，所使用的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的

导向后轮通过门形支撑架安装在后轮安装架上，门形支撑架的顶端与后轮安装架连接，所

述的喷灌PE管的输入端自门形支撑架的顶端内侧面与导向后轮的弧形凹槽底面之间的间

隙穿出；所述的步骤a中将喷灌PE管置于导向后轮的弧形凹槽内的方式是将导向后轮通过

导向后轮上的弧形凹槽卡接在喷灌PE管的下方呈托举状态，喷灌PE管回收过程中导向后轮

卡接托举在喷灌PE管的弧形下表面沿喷灌PE管的走向滚动。

[0026]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所使用的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的

门形支撑架的框架结构内部、导向后轮的上方还设有辅助导向轮，辅助导向轮的轮面上沿

其圆周方向设有与喷灌PE管尺寸配合的弧形凹槽，且辅助导向轮的弧形凹槽底面至导向后

轮的弧形凹槽底面之间的距离尺寸与喷灌PE管的直径尺寸配合，所述的喷灌PE管的输入端

自辅助导向轮的弧形凹槽底面与导向后轮的弧形凹槽底面之间的间隙穿出。

[0027]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所使用的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的

门形支撑架向前方倾斜设置。

[002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使用的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的喷

头的压力水输入端上设有流量调节阀，所述的步骤a中还包括根据喷灌面积需要通过调节

流量调节阀选择适当的喷灌流量的步骤。

[0029] 作为本发明的另一种实施方式，所使用的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的

喷头的压力水输入端与水涡轮一体变速箱的压力水输出口上的三通接头的另一端的连通

连接位置设有喷头高度调节机构，所述的步骤a中还包括根据喷灌面积需要通过调节喷头

高度调节机构选择适当的喷头距离地面的高度的步骤。

[003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的使用方法采用水涡轮

驱动整机实现自回收移动，在园林需要进行喷灌作业时可将喷灌PE管的输入端拉出并与压

力给水栓连接，然后沿需喷灌路径向前牵拉机架使其通过行走装置移动至喷灌路径上的需

喷灌位置并释放出喷灌PE管，将喷灌PE管置于导向后轮的弧形凹槽内后打开压力给水栓，

在压力水驱动水涡轮旋转过程中喷灌卷盘回卷实现喷灌PE管的回收，同时卡接托举或骑行

在喷灌PE管上的导向后轮保证本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整体始终沿喷灌PE

管的走向移动，当整机喷灌行走至压力给水栓位置时即完成整个喷灌过程，关闭压力给水

栓即可，方便对园林植被进行喷灌、且使用灵活性高、便于维护，不仅不需要在园林喷灌区

域预埋输水管网、不需要考虑喷头组合间距等问题，而且自移动的喷灌方式可以在节约水

资源的前提下实现喷灌土壤中的水平均匀分布、保证均匀灌溉，进而实现减少园林施工工

程量、节约施工成本，特别适用于园林喷灌。

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2是图1的俯视图；

[0033] 图3是图1的A向视图。

[0034] 图中：1、机架，2、行走装置，21、前轮，22、导向后轮，221、后轮安装架，222、门形支

说　明　书 3/6 页

6

CN 106954530 B

6



撑架，223、辅助导向轮，3、喷灌装置，31、喷灌卷盘，32、压管机构，321、压管框，322、拉簧，

33、水涡轮一体变速箱，34、喷头，35、辅助PE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以下以喷灌PE管输入端拉出的方向为后方

描述)。

[0036] 如图1、图2所示，本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的使用方法所使用的适

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包括机架1、行走装置2和喷灌装置3。

[0037] 所述的机架1是顶部、底部和后部开放的箱型支撑结构，且箱型支撑结构的顶面是

向后下方倾斜的结构。

[0038] 所述的喷灌装置3包括喷灌卷盘31、喷灌PE管、压管机构32、水涡轮一体变速箱33

和喷头34；

[0039] 喷灌卷盘31包括筒体和翼板；筒体是中空的圆柱状结构；翼板是圆盘状结构、设置

为两件，两件翼板分别与筒体同轴并设置在筒体的两端，其中一件翼板的外侧面上同轴固

定设有外齿圈；喷灌卷盘31整体以筒体的径向方向为前后方向、并通过轴承架设安装在机

架1左右方向的两侧壁之间；

[0040] 喷灌PE管缠绕在喷灌卷盘31的筒体上，喷灌PE管的输入端缠绕在外层、输出端缠

绕在内层；

[0041] 压管机构32包括压管框321和拉簧322；压管框321是门形框架结构，门形框架结构

的宽度尺寸与喷灌卷盘31的筒体的长度尺寸配合、并卡接在喷灌卷盘31的两件翼板之间，

压管框321的底端铰接安装在机架1左右方向的两侧壁上；拉簧322一端与压管框321的门形

框架结构连接、另一端与机架1的侧壁连接，拉簧322可使压管框321始终压靠在喷灌卷盘31

的筒体上；

[0042] 水涡轮一体变速箱33对应喷灌卷盘31的外齿圈的位置架设安装在机架1上，包括

压力水输入口和压力水输出口，水涡轮一体变速箱33内部包括水涡轮和水涡轮传动机构，

水涡轮传动机构包括与喷灌卷盘31的外齿圈齿部配合并啮合的动力输出齿轮，水涡轮旋转

过程中可通过水涡轮传动机构的动力输出齿轮输出动力驱动喷灌卷盘31旋转，水涡轮一体

变速箱33的压力水输入口和压力水输出口对应水涡轮位置设置，水涡轮一体变速箱33的压

力水输入口和压力水输出口上均连通连接有三通接头，压力水输入口上的三通接头的一端

通过管路与压力水输出口上的三通接头的一端连通，压力水输入口上的三通接头的另一端

通过管路与喷灌PE管的输出端连通连接；

[0043] 喷头34的压力水输入端与水涡轮一体变速箱33的压力水输出口上的三通接头的

另一端连通连接。

[0044] 所述的行走装置2包括前轮21和导向后轮22；前轮21通过贯穿安装在机架1上的前

轮轴安装在机架1的前下部；导向后轮22通过后轮安装架221安装在机架1上的后端、且导向

后轮22位于机架1左右方向的中间位置，导向后轮22的轮面上沿其圆周方向设有与喷灌PE

管尺寸配合的弧形凹槽。

[0045] 本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在非喷灌的收纳转场状态时，喷灌PE管完

全缠绕在喷灌卷盘31的筒体上，此时压管框321在拉簧322的作用下压靠在顺序缠绕的喷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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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管上、可防止喷灌PE管脱出喷灌卷盘31；在园林需要进行喷灌作业时，可将喷灌PE管的输

入端拉出并与压力给水栓连接，然后沿需喷灌路径向前牵拉机架1使其通过行走装置2移动

至喷灌路径上的需喷灌位置，机架1移动过程中喷灌卷盘31旋转释放出喷灌PE管，最后将喷

灌PE管置于导向后轮22的弧形凹槽内后打开压力给水栓，压力水即进入喷灌PE管，压力水

经过水涡轮一体变速箱33的压力水输入口的三通接头时分为两路，一路进入水涡轮一体变

速箱33驱动水涡轮后自水涡轮一体变速箱33的压力水输出口的三通接头输出，另一路经管

路直接进入水涡轮一体变速箱33的压力水输出口的三通接头，两路压力水在水涡轮一体变

速箱33的压力水输出口的三通接头位置汇合后经喷头34喷出实现喷灌，喷灌过程中进入水

涡轮一体变速箱33的一路压力水驱动水涡轮旋转输出扭矩通过水涡轮传动机构的动力输

出齿轮带动喷灌卷盘31的外齿圈旋转、进而带动喷灌卷盘31旋转回收喷灌PE管，喷灌PE管

回收过程中喷灌卷盘31带动本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整体向后移动逐渐接

近压力给水栓，卡接托举或骑行在喷灌PE管上的导向后轮22保证本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

式小型喷灌机整体始终沿喷灌PE管的走向移动，当本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

整机喷灌行走至压力给水栓位置时即完成整个喷灌过程，关闭压力给水栓即可。

[0046] 为了根据不同的园林植被实现喷头34喷洒出不同覆盖面积的喷灌水、实现较好的

通用性，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的喷头34的压力水输入端上设有流量调节阀，通

过调节流量调节阀可以实现改变喷头34内喷射出的喷灌水的流量、进而实现喷头34喷洒出

不同覆盖面积的喷灌水。

[0047] 为了根据不同的园林植被实现喷头34喷洒出不同覆盖面积的喷灌水、实现较好的

通用性，作为本发明的另一种实施方式，所述的喷头34的压力水输入端与水涡轮一体变速

箱33的压力水输出口上的三通接头的另一端的连通连接位置设有喷头高度调节机构；通过

调节喷头34的高度位置可以实现改变由喷头34喷出的喷灌水的覆盖面积。

[0048] 为了防止本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自移动喷灌过程中喷灌PE管脱

离导向后轮22的弧形凹槽、进而导致整机无法沿喷灌PE管的走向正确移动，作为本发明的

进一步改进方案，如图3所示，所述的导向后轮22通过门形支撑架222安装在后轮安装架221

上，门形支撑架222的顶端与后轮安装架221连接，所述的喷灌PE管的输入端自门形支撑架

222的顶端内侧面与导向后轮22的弧形凹槽底面之间的间隙穿出；门形支撑架222的设置可

以有效防止喷灌PE管脱离导向后轮22弧形凹槽的掉道现象。

[0049] 为了进一步实现防止喷灌PE管脱离导向后轮22弧形凹槽的掉道现象，作为本发明

的进一步改进方案，如图3所示，所述的门形支撑架222的框架结构内部、导向后轮22的上方

还设有辅助导向轮223，辅助导向轮223的轮面上沿其圆周方向设有与喷灌PE管尺寸配合的

弧形凹槽，且辅助导向轮223的弧形凹槽底面至导向后轮22的弧形凹槽底面之间的距离尺

寸与喷灌PE管的直径尺寸配合，所述的喷灌PE管的输入端自辅助导向轮223的弧形凹槽底

面与导向后轮22的弧形凹槽底面之间的间隙穿出。

[0050] 为了实现喷灌过程中喷灌PE管更贴近地面、进而实现导向后轮22更稳固地导向，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所述的门形支撑架222向前方倾斜设置。

[0051] 为了防止喷灌过程中缠绕在喷灌卷盘31上的喷灌PE管因喷灌卷盘31的缠绕宽度

原因造成牵拉出的喷灌PE管在导向后轮22的导向作用下过度偏移弯曲，同时为了防止牵拉

出的喷灌PE管因过度弯曲造成导向后轮22受到过大的偏转力、保证准确地导向，作为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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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所述的后轮安装架221是呈顶角向后设置的锐角等腰三角形框架结

构，所述的门形支撑架222安装在等腰三角形框架结构的后轮安装架221的顶角位置；门形

支撑架222与喷灌卷盘31之间较长的距离可以相对延长牵拉出的喷灌PE管的拉出长度，进

而实现牵拉出的喷灌PE管较平缓的弯曲角度、防止过度偏移弯曲。

[0052] 牵拉机架1使其通过行走装置2移动至喷灌路径上的需喷灌位置时，可通过设置在

机架1前端的把手进行牵拉，也可以通过牵拉输水管路进行牵拉，由于后者不用额外设置把

手，因此优选后者，即，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的喷灌PE管的输出端通过设置在喷灌

卷盘31的筒体内部的PE管自筒体的轴端伸出，所述的喷灌卷盘31的外齿圈和水涡轮一体变

速箱33设置在远离喷灌PE管输出端的筒体另一轴端位置，且水涡轮一体变速箱33的压力水

输入口面向前方设置，喷灌PE管的输出端沿喷灌卷盘31的筒体径向方向设置、喷灌PE管的

输出端面向前方设置，水涡轮一体变速箱33压力水输入口上的三通接头的另一端通过自前

方环绕机架1的辅助PE管35与喷灌PE管的输出端连通连接；辅助PE管35既是压力水进入水

涡轮一体变速箱33压力水输入口三通接头的通道、同时可以作为牵拉把手使用，即可以直

接通过牵拉辅助PE管35实现牵拉机架1，沿径向方向设置的喷灌PE管的输出端可避免辅助

PE管35连接位置的过度弯曲、延长其使用寿命。

[0053] 所述的压管机构32可以设置在喷灌卷盘31的前部下方、也可以设置在喷灌卷盘31

的后部上方，由于前者是隐藏在喷灌卷盘31下方、不会占用额外的空间的同时外观更美观，

因此优选前者，即，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的压管机构32设置在喷灌卷盘31的前部下

方。

[0054] 为了实现简化安装，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所述的压管框321的底端套接

安装在前轮21的前轮轴上。

[0055] 本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的使用方法采用水涡轮驱动整机实现自

回收移动，在园林需要进行喷灌作业时可将喷灌PE管的输入端拉出并与压力给水栓连接，

然后沿需喷灌路径向前牵拉机架1使其通过行走装置2移动至喷灌路径上的需喷灌位置并

释放出喷灌PE管，将喷灌PE管置于导向后轮22的弧形凹槽内后打开压力给水栓，在压力水

驱动水涡轮旋转过程中喷灌卷盘31回卷实现喷灌PE管的回收，同时卡接托举或骑行在喷灌

PE管上的导向后轮22保证本适用于园林喷灌的自移式小型喷灌机整体始终沿喷灌PE管的

走向移动，当整机喷灌行走至压力给水栓位置时即完成整个喷灌过程，关闭压力给水栓即

可，方便对园林植被进行喷灌、且使用灵活性高、便于维护，不仅不需要在园林喷灌区域预

埋输水管网、不需要考虑喷头组合间距等问题，而且自移动的喷灌方式可以在节约水资源

的前提下实现喷灌土壤中的水平均匀分布、保证均匀灌溉，进而实现减少园林施工工程量、

节约施工成本，特别适用于园林喷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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