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0402169.8

(22)申请日 2019.03.26

(73)专利权人 河南城市园丁园艺有限公司

地址 450003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杨金路

中段牛顿国际A座13层1号

(72)发明人 张丹　张茂　许家祺　许文阁　

刘少君　杨小利　王俊华　

(74)专利代理机构 郑州裕晟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41142

代理人 王瑞

(51)Int.Cl.

A01G 27/00(2006.01)

A01G 9/02(2018.01)

E02B 3/1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用于河道护坡绿化带的潮汐式灌溉系

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用于河道护坡绿化带

的潮汐式灌溉系统，包括设置于坡体上种植区中

的且横向布置成排的若干种植槽、用于抽取河道

中河水的水泵、用于将水泵与种植区位于最上端

最外侧的第一种植槽连通的上水管、用于将第一

种植槽与其他种植槽从第一排向下依次蛇形连

通的连接管以及用于将连通的最末种植槽与河

道连通的下水管；水泵抽取河道中的河流灌溉，

第一种植槽中的槽腔内首先充满河水，保证灌溉

充分，第一种植槽中多余的河水在水流的带动下

进入下一个种植槽，以此类推，实现各个种植槽

的依次浇灌，最末种植槽中的槽腔充满后，河水

溢出，回到河道中，能够保证该种植区浇灌均匀，

保证的各个种植槽中的植物均得到浇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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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河道护坡绿化带的潮汐式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设置于坡体(7)上种

植区中的且横向布置成排的若干种植槽(3)、用于抽取河道(6)中河水的水泵(1)、用于将水

泵(1)与种植区位于最上端最外侧的第一种植槽(38)连通的上水管(21)、用于将第一种植

槽(38)与其他种植槽(3)从第一排向下依次蛇形连通的连接管(22)以及用于将连通的最末

种植槽(39)与河道连通的下水管(2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河道护坡绿化带的潮汐式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自动灌溉模块(11)，所述自动灌溉模块(11)用于控制水泵的灌溉起始时间、灌溉持续

时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河道护坡绿化带的潮汐式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设置于最末种植槽(39)土层中的土壤水分传感器(4)，所述土壤水分传感器(4)与自动

灌溉模块(11)电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河道护坡绿化带的潮汐式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设置于下水管(24)上的水流传感器(5)，所述水流传感器(5)与自动灌溉模块(11)电连

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河道护坡绿化带的潮汐式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过滤网，所述过滤网设置于水泵(1)的进水口上或进水口之前的管路上。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用于河道护坡绿化带的潮汐式灌溉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种植槽(3)包括外槽主体(33)和设置在外槽主体(33)中的内槽(31)，所述内槽

(31)的外周设置有若干出水孔(32)。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河道护坡绿化带的潮汐式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外槽主体(33)左右两侧壁的上部设置有进出水口(34)，所述连接管(22)设置于进出水口

(34)中并将相邻左右相邻或上下相邻的两个种植槽(3)连通。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河道护坡绿化带的潮汐式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种植槽(3)包括透气孔(37)，所述透气孔(37)设置于种植槽(3)的底部或种植槽(3)设置

于坡体(7)上时对应的下侧面的下部。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河道护坡绿化带的潮汐式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设置于种植槽(3)一侧的用于锚固种植槽(3)的槽固定件(8)，所述槽固定件(8)包括

“L”形的上限位部(81)和连接于上限位部(81)的一端并具有钩部或尖部的下固定部(82)。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河道护坡绿化带的潮汐式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种植槽(3)包括设置在外槽主体(33)两侧壁底部的固定脚(35)，所述固定脚具有锚固

孔(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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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河道护坡绿化带的潮汐式灌溉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水利灌溉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河道护坡绿化带的潮汐式

灌溉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河道护坡形式主要为砖石结构，虽然满足护坡功能性要求的同时，但较不

美观，且破坏了河道原有的生态风貌。目前的护坡多为生态护坡，生态护坡是综合工程力

学、土壤学、生态学和植物学等学科的基本知识对斜坡或边坡进行支护，形成由植物或工程

和植物组成的综合护坡系统，生态护坡在满足边坡表层稳定的要求的基础上，又能恢复被

破坏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护坡方式，是一种有效的护坡、固坡手段。

[0003] 现在的生态护坡多是在坡体上种植植物，在坡顶上留有道路可供行人行走或车辆

通过，然后在坡顶设置排水管，可以把坡顶的积水排到河道中利于水资源的利用，坡体植物

的养护多是预埋管道进行直接浇灌或喷灌，或人工浇灌，维护成本高，也容易造成植物浇水

不均，不利于植物生长。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用于河道护坡绿化带的潮

汐式灌溉系统，利用河道水灌溉护坡植物，能够对护坡植物灌溉充分、灌溉均匀。

[000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用于河道护坡绿化带的潮汐式灌溉系统，简称为灌溉系统，包括设置于坡体

上种植区中的且横向布置成排的若干种植槽、用于抽取河道中河水的水泵、用于将水泵与

种植区位于最上端最外侧的第一种植槽连通的上水管、用于将第一种植槽与其他种植槽从

第一排向下依次蛇形连通的连接管以及用于将连通的最末种植槽与河道连通的下水管。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灌溉系统还包括自动灌溉模块，所述自动灌溉模块用于控制水泵

的灌溉起始时间、灌溉持续时间。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灌溉系统还包括设置于最末种植槽土层中的土壤水分传感器，所

述土壤水分传感器与自动灌溉模块电连接。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灌溉系统还包括设置于下水管上的水流传感器，所述水流传感器

与自动灌溉模块电连接。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灌溉系统还包括过滤网，所述过滤网设置于水泵的进水口上或进

水口之前的管路上。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种植槽包括外槽主体和设置在外槽主体中的内槽，所述内槽的外

周设置有若干出水孔。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种植槽左右两侧壁的上部设置有进出水口，所述连接管设置于进

出水口中并将相邻左右相邻或上下相邻的两个种植槽连通。

[0013] 进一步的，所述进出水口靠近种植槽槽腔的一端设置有凸缘，所述凸缘用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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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管在进出水口中的最终位置。

[0014] 进一步的，还包括用于锚固种植槽的槽固定件，所述槽固定件包括“L”形的上限位

部和连接于上限位部的一端并具有钩部或尖部的下固定部。

[0015] 进一步的，所述种植槽包括外槽主体和设置在外槽主体两侧壁底部的固定脚，所

述固定脚具有锚固孔。

[0016] 进一步的，所述种植槽包括透气孔，所述透气孔设置于种植槽的底部或种植槽设

置于坡体上时对应的下侧面的下部。

[0017] 需要说明的是，通常在护坡上会有走道和由走道分隔开的护坡植物种植区，本实

用新型是将种植槽设置于种植区中，植物栽种于种植槽中，其中栽培土优选的使用中国专

利CN201711295728.1中的高强度三维立体孔栽培基质。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9] 1、水泵抽取河道中的河流灌溉，第一种植槽中的槽腔内首先充满河水，保证灌溉

充分，第一种植槽中多余的河水在水流的带动下进入下一个种植槽，以此类推，实现各个种

植槽的依次浇灌，最末种植槽中的槽腔充满后，河水溢出，回到河道中，能够保证该种植区

浇灌均匀，保证各个种植槽中的植物均得到浇灌；

[0020] 2、通过自动灌溉模块能够实现自动浇灌，可以设定灌溉起始时间、灌溉持续时间，

无需再人工开启水泵开关进行灌溉，省时省力，节约人力；通过设置土壤水分传感器检测植

物的缺水状况，同时在土壤水分传感器或自动灌溉模块上设置有比较模块，能够根据预设

的土壤水分含水量进行比较并适时浇灌；通过设置水流传感器，当水流传感器检测到下水

管中有水流通过，则说明已经完成一个种植区的浇灌，能够进行信号反馈并由自动灌溉模

块控制水泵停止抽水，停止灌溉；

[0021] 3、透气孔除了透气的功能外还可以控出种植槽中的水分，防止植物的根系长时间

浸泡烂根，延长护坡植物的存活时间；在内槽内使用前述的栽培土结构种植护坡植物，在植

物死亡后可以直接将内槽连通植物一同取出，对死亡的植株进行更换，方便快捷；可以通过

槽固定件直接将种植槽固定在坡体上，也可以通过锚固钉通过锚固脚将种植槽固定在护坡

上；凸缘用于限制连接管在进出水口中的最终位置。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个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实用新型应用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个实施例的种植槽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一个实施例的连接管与种植槽侧壁的连接示意图。

[0026] 图5位本实用新型一个实施例的槽固定件的应用示意图。

[0027] 图中，水泵1、自动灌溉模块11、上水管21、连接管22、下水管24、种植槽3、内槽31、

出水孔32、外槽主体33、进出水口34、固定脚35、锚固孔36、透气孔37、凸缘371、第一种植槽

38、最末种植槽39、土壤水分传感器4、水流传感器5、河道6、坡体7、槽固定件8、上限位部81、

下固定部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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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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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9] 如图1-图5所示，一种用于河道护坡绿化带的潮汐式灌溉系统，简称为灌溉系统，

包括设置于坡体7上种植区中的且横向布置成排的若干种植槽3、用于抽取河道6中河水的

水泵1、用于将水泵1与种植区位于最上端最外侧的第一种植槽38连通的上水管21、用于将

第一种植槽38与其他种植槽3从第一排向下依次蛇形连通的连接管22以及用于将连通的最

末种植槽39与河道连通的下水管24；即本实用新型的种植槽3整体上是矩阵式排列的，或者

为错位的矩阵式排列，为了便于说明，将灌溉次序上的第一个种植槽记为第一种植槽38，将

灌溉次序上的最后一个种植槽记为最末种植槽39。

[0030] 如图1所示，优选的，灌溉系统还包括自动灌溉模块11，自动灌溉模块11用于控制

水泵的灌溉起始时间、灌溉持续时间，自动灌溉模块包括人机交互界面和主控芯片，为现有

技术，市场上现有自动灌溉定时器也可直接使用；通过自动灌溉模块11能够实现自动浇灌，

可以设定灌溉起始时间、灌溉持续时间，无需再人工开启水泵开关进行灌溉，省时省力，节

约人力

[0031] 如图1所示，优选的，灌溉系统还包括设置于最末种植槽39土层中的土壤水分传感

器4，土壤水分传感器4与自动灌溉模块11电连接；通过设置土壤水分传感器检测植物的缺

水状况，同时在土壤水分传感器或自动灌溉模块上设置有比较模块，能够根据预设的土壤

水分含水量进行比较并适时浇灌；比较模块为现有技术。

[0032] 如图1所示，优选的，灌溉系统还包括设置于下水管24上的水流传感器5，水流传感

器5与自动灌溉模块11电连接；通过设置水流传感器，当水流传感器检测到下水管中有水流

通过，则说明己经完成一个种植区的浇灌，能够进行信号反馈并由自动灌溉模块控制水泵

停止抽水，停止灌溉。

[0033] 优选的，灌溉系统还包括过滤网，过滤网设置于水泵1的进水口上或进水口之前的

管路上，从而过滤掉河水中的树枝、垃圾等，防止上水管21、连接管22以及进出水口34堵塞，

影响灌溉效率。

[0034] 种植槽3的形状不限，只要能够稳固的放置于坡体7上即可，可以为方形、圆形、三

角形或异型。

[0035] 优选的，如图3所示，种植槽3包括外槽主体33和设置在外槽主体33中的内槽31，内

槽31的外周设置有若干出水孔32；出水孔32为设置于内槽的侧壁以及底部孔洞，也可以是

从侧壁延伸至底部中部的长形孔；优选的，出水孔32设置于内槽31中部及中部以下区域。

[0036] 具体的，种植槽3左右两侧壁的上部设置有进出水口34，连接管22设置于进出水口

34中并将相邻左右相邻或上下相邻的两个种植槽3连通，优选的，进出水口34靠近种植槽3

槽腔的一端设置有凸缘371，凸缘371用于限制连接管22在进出水口34中的最终位置。

[0037] 为了将种植槽3固定在坡体7上，可选的，灌溉系统还包括用于锚固种植槽3的槽固

定件8，槽固定件8包括“L”形的上限位部81和连接于上限位部81的一端并具有钩部或尖部

的下固定部82；上限位部件81的“L”形部分用于勾住种植槽3的上沿并在固定后限制种植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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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的上沿不会从上限位部件81中脱出；钩部或尖部设置于下固定部82的末端，便于下固定部

82插入坡体7中。

[0038] 为了将种植槽3固定在坡体7上，可选的，种植槽3包括外槽主体33和设置在外槽主

体两侧壁底部的固定脚35，固定脚具有锚固孔36，从而通过锚固钉31或锚固棒将种植槽3固

定，锚固钉31为现有技术中带有衬片的钉子或类似固定保温板用的锚固钉的放大，锚固棒

即为现有技术中的护坡砖插棒、挡土墙锚固棒。

[0039] 优选的，为了保证植物根系透气防止烂根，种植槽3设置有透气孔37，透气孔设置

于种植槽3的底部或种植槽3设置于坡体7上时对应的下侧面的下部。

[0040]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

说，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

行等同替换，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

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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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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