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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农田节水灌溉施肥装置，

包括杆体、壳体和手握架，所述杆体的顶部焊接

有手握架，且手握架上套设有弹性保护套，所述

手握架的一侧焊接有连接片，所述连接片顶端通

过转轴连接有拨片，所述拨片的顶部焊接有一号

弹簧体，且一号弹簧体的顶部通过定位孔固定在

手握架上，所述杆体的一侧设置有注水管，且注

水管的下端通过螺钉安装有壳体，所述壳体内顶

部通过预留槽嵌设有蓄电盒，所述壳体的内底部

通过预留槽嵌设有LED照明灯，所述杆体内设置

有中空腔，所述中空腔的底端一侧焊接有限位

块。该新型农田节水灌溉施肥装置功能多样，操

作简单，便于生产，满足了使用中的多种需求，适

合广泛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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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农田节水灌溉施肥装置，包括杆体（16）、壳体（3）和手握架（6），其特征在于：所

述杆体（16）的顶部焊接有手握架（6），且手握架（6）上套设有弹性保护套（8），所述手握架

（6）的一侧焊接有连接片（7），所述连接片（7）顶端通过转轴连接有拨片（10），所述拨片（10）

的顶部焊接有一号弹簧体（9），且一号弹簧体（9）的顶部通过定位孔固定在手握架（6）上，所

述杆体（16）的一侧设置有注水管（5），且注水管（5）的下端通过螺钉安装有壳体（3），所述壳

体（3）内顶部通过预留槽嵌设有蓄电盒（4），所述壳体（3）的内底部通过预留槽嵌设有LED照

明灯（2），所述杆体（16）内设置有中空腔（15），所述中空腔（15）的底端一侧焊接有限位块

（19），所述限位块（19）的一侧焊接有护板（17），所述护板（17）的内侧设置有移动弧形刀板

（18），所述移动弧形刀板（18）的顶部焊接有二号弹簧体（20），所述二号弹簧体（20）的顶部

通过螺钉固定在限位块（19）上，所述杆体（16）的顶部一端设置有导向套（14），且导向套

（14）与中空腔（15）相连通，所述杆体（16）的外表层设置有防腐固化层（2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田节水灌溉施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保护套

（8）为PP材料制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田节水灌溉施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片（7）的

一侧通过转轴设置有导向轮（1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田节水灌溉施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中空腔（15）的

顶部连通设置有颗粒料添加锥形罩（11），且颗粒料添加锥形罩（11）位于手握架（6）的一侧。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田节水灌溉施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防腐固化层

（21）为有机硅涂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田节水灌溉施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弧形刀板

（18）的顶部通过固定扣及螺钉安装有钢丝（13），所述钢丝（13）贯穿导向套（14）并且位于导

向轮（12）顶端凹槽内与拨片（10）焊接相连。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田节水灌溉施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杆体（16）的底

端一侧焊接有固定弧形刀板（1），且固定弧形刀板（1）与移动弧形刀板（18）对应贴合。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田节水灌溉施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注水管（5）与

中空腔（15）相连通，所述蓄电盒（4）的电流输出端与LED照明灯（2）的电流输入端通过导线

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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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农田节水灌溉施肥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田种植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农田节水灌溉施肥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农田植物生长的过程中需要对植物的根部进行施肥，使植物可以健康快速生

长。

[0003] 专利号CN201821697571.5，公开了一种农田节水灌溉施肥装置，本发明公开一种

农田节水灌溉施肥装置，属于农田灌溉装置技术领域，包括储水池，储水池的外部设有供水

装置、水轮机和传动装置，储水池的外部联接有灌溉管道，灌溉管道包括至少两个设置在农

田的田埂上，灌溉管道的内部设有一球塞，传动装置的外部联接有牵引绳，牵引绳的四周设

有与其相配的滑轮，牵引绳穿过球塞联接滑轮，储水池的上方设有水肥混合装置，水肥混合

装置通过联接管道联接储水池，水肥混合装置的上方通过水肥输送管联接有施肥管道，施

肥管道上设有若干个水肥流出口，储水池的外部设有PLC控制器，能够实现农田的灌溉和施

肥，且能够有效节水，提升农田作业的效率，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出现的问题。

[0004] 该农田节水灌溉施肥装置存在以下不足之处：1、现有的农田节水灌溉施肥装置不

能对单个植物的根部进行施肥和浇水，提高效率；2、现有的农田节水灌溉施肥装置防腐效

果差，不便于携带和拿取。为此，我们提出一种农田节水灌溉施肥装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农田节水灌溉施肥装置，可以有效解决背景技术

中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农田节水灌溉施肥装置，包括杆体、壳体和手握架，所述杆体的顶部焊接有手握

架，且手握架上套设有弹性保护套，所述手握架的一侧焊接有连接片，所述连接片顶端通过

转轴连接有拨片，所述拨片的顶部焊接有一号弹簧体，且一号弹簧体的顶部通过定位孔固

定在手握架上，所述杆体的一侧设置有注水管，且注水管的下端通过螺钉安装有壳体，所述

壳体内顶部通过预留槽嵌设有蓄电盒，所述壳体的内底部通过预留槽嵌设有LED照明灯，所

述杆体内设置有中空腔，所述中空腔的底端一侧焊接有限位块，所述限位块的一侧焊接有

护板，所述护板的内侧设置有移动弧形刀板，所述移动弧形刀板的顶部焊接有二号弹簧体，

所述二号弹簧体的顶部通过螺钉固定在限位块上，所述杆体的顶部一端设置有导向套，且

导向套与中空腔相连通，所述杆体的外表层设置有防腐固化层。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弹性保护套为PP材料制成。

[0008] 进一步地，所述连接片的一侧通过转轴设置有导向轮。

[0009] 进一步地，所述中空腔的顶部连通设置有颗粒料添加锥形罩。

[0010] 进一步地，所述防腐固化层为有机硅涂层。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移动弧形刀板的顶部通过固定扣及螺钉安装有钢丝，所述钢丝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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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导向套并且位于导向轮顶端凹槽内与拨片焊接相连。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杆体的底端一侧焊接有固定弧形刀板，且固定弧形刀板与移动弧

形刀板对应贴合。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注水管与中空腔相连通，所述蓄电盒的电流输出端与LED照明灯的

电流输入端通过导线相连。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1.手持手握架将杆体插入土体内，使固定弧形刀板和移动弧形刀板插入到植物根部附

近，将适量颗粒状废料加入到颗粒料添加锥形罩内经中空腔下落至固定弧形刀板和移动弧

形刀板之间，并且手指拨动拨片，在钢丝拉力的作用下将移动弧形刀板提起，使肥料落入坑

中，便于植物根部的吸收，使植物健康快速生长，提高抗病性。

[0015] 2.将注水管连接外部水源，开启阀门便于对植物根部进行灌溉，避免根部缺水影

响生长，开启LED照明灯可以在光线较暗时提供照明，满足在夜间进行工作，通过弹性保护

套为PP材料制成，具有较高的耐冲击性，机械性质强韧，抗多种有机溶剂和酸碱腐蚀，弹性

高，缓冲性能好，提高手握的舒适性。

[0016] 3.防腐固化层为有机硅涂层，具有耐高低温、电气绝缘、耐氧化稳定性、耐候性、难

燃、憎水、耐腐蚀、无毒无味以及生理惰性等优异特性。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一种农田节水灌溉施肥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一种农田节水灌溉施肥装置的限位块和二号弹簧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一种农田节水灌溉施肥装置的防腐固化层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1、固定弧形刀板；2、LED照明灯；3、壳体；4、蓄电盒；5、注水管；6、手握架；7、

连接片；8、弹性保护套；9、一号弹簧体；10、拨片；11、颗粒料添加锥形罩；12、导向轮；13、钢

丝；14、导向套；15、中空腔；16、杆体；17、护板；18、移动弧形刀板；19、限位块；20、二号弹簧

体；21、防腐固化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

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2] 实施例一

如图1-3所示，一种农田节水灌溉施肥装置，包括杆体16、壳体3和手握架6，所述杆体16

的顶部焊接有手握架6，且手握架6上套设有弹性保护套8，所述手握架6的一侧焊接有连接

片7，所述连接片7顶端通过转轴连接有拨片10，所述拨片10的顶部焊接有一号弹簧体9，且

一号弹簧体9的顶部通过定位孔固定在手握架6上，所述杆体16的一侧设置有注水管5，且注

水管5的下端通过螺钉安装有壳体3，所述壳体3内顶部通过预留槽嵌设有蓄电盒4，所述壳

体3的内底部通过预留槽嵌设有LED照明灯2，所述杆体16内设置有中空腔15，所述中空腔15

的底端一侧焊接有限位块19，所述限位块19的一侧焊接有护板17，所述护板17的内侧设置

有移动弧形刀板18，所述移动弧形刀板18的顶部焊接有二号弹簧体20，所述二号弹簧体20

的顶部通过螺钉固定在限位块19上，所述杆体16的顶部一端设置有导向套14，且导向套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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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空腔15相连通，所述杆体16的外表层设置有防腐固化层21。

[0023] 其中，所述弹性保护套8为PP材料制成。

[0024] 本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通过弹性保护套8为PP材料制成，具有较高的耐冲击性，机

械性质强韧，抗多种有机溶剂和酸碱腐蚀，弹性高，缓冲性能好，提高手握的舒适性。

[0025] 其中，所述连接片7的一侧通过转轴设置有导向轮12。

[0026] 其中，所述中空腔15的顶部连通设置有颗粒料添加锥形罩11。

[0027] 本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将适量颗粒状废料加入到颗粒料添加锥形罩11内经中空

腔15下落至固定弧形刀板1和移动弧形刀板18之间。

[0028] 其中，所述防腐固化层21为有机硅涂层。

[0029] 本实施例中如图3所示，防腐固化层21为有机硅涂层，具有耐高低温、电气绝缘、耐

氧化稳定性、耐候性、难燃、憎水、耐腐蚀、无毒无味以及生理惰性等优异特性。

[0030] 其中，所述移动弧形刀板18的顶部通过固定扣及螺钉安装有钢丝13，所述钢丝13

贯穿导向套14并且位于导向轮12顶端凹槽内与拨片10焊接相连。

[0031] 本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并且手指拨动拨片10，在钢丝13拉力的作用下将移动弧形

刀板18提起，使肥料落入坑中。

[0032] 其中，所述杆体16的底端一侧焊接有固定弧形刀板1，且固定弧形刀板1与移动弧

形刀板18对应贴合。

[0033] 其中，所述注水管5与中空腔15相连通，所述蓄电盒4的电流输出端与LED照明灯2

的电流输入端通过导线相连。

[0034] 本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蓄电盒4给LED照明灯2供电使用，使用电设备正常运行。

[0035] 实施例二

如图1-3所示，一种农田节水灌溉施肥装置，包括杆体16、壳体3和手握架6，所述杆体16

的顶部焊接有手握架6，且手握架6上套设有弹性保护套8，所述手握架6的一侧焊接有连接

片7，所述连接片7顶端通过转轴连接有拨片10，所述拨片10的顶部焊接有一号弹簧体9，且

一号弹簧体9的顶部通过定位孔固定在手握架6上，所述杆体16的一侧设置有注水管5，且注

水管5的下端通过螺钉安装有壳体3，所述壳体3内顶部通过预留槽嵌设有蓄电盒4，所述壳

体3的内底部通过预留槽嵌设有LED照明灯2，所述杆体16内设置有中空腔15，所述中空腔15

的底端一侧焊接有限位块19，所述限位块19的一侧焊接有护板17，所述护板17的内侧设置

有移动弧形刀板18，所述移动弧形刀板18的顶部焊接有二号弹簧体20，所述二号弹簧体20

的顶部通过螺钉固定在限位块19上，所述杆体16的顶部一端设置有导向套14，且导向套14

与中空腔15相连通，所述杆体16的外表层设置有防腐固化层21。

[0036] 其中，所述弹性保护套8为ABS材料制成。

[0037] 本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通过弹性保护套8为ABS材料制成，具有较高的耐冲击性，

机械性质强韧，抗多种有机溶剂和酸碱腐蚀，弹性高，缓冲性能好，提高手握的舒适性。

[0038] 其中，所述连接片7的一侧通过转轴设置有导向轮12。

[0039] 其中，所述中空腔15的顶部连通设置有颗粒料添加锥形罩11。

[0040] 本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将适量颗粒状废料加入到颗粒料添加锥形罩11内经中空

腔15下落至固定弧形刀板1和移动弧形刀板18之间。

[0041] 其中，所述防腐固化层21为有机硅涂层。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11406625 A

5



[0042] 本实施例中如图3所示，防腐固化层21为有机硅涂层，具有耐高低温、电气绝缘、耐

氧化稳定性、耐候性、难燃、憎水、耐腐蚀、无毒无味以及生理惰性等优异特性。

[0043] 其中，所述移动弧形刀板18的顶部通过固定扣及螺钉安装有钢丝13，所述钢丝13

贯穿导向套14并且位于导向轮12顶端凹槽内与拨片10焊接相连。

[0044] 本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并且手指拨动拨片10，在钢丝13拉力的作用下将移动弧形

刀板18提起，使肥料落入坑中。

[0045] 其中，所述杆体16的底端一侧焊接有固定弧形刀板1，且固定弧形刀板1与移动弧

形刀板18对应贴合。

[0046] 其中，所述注水管5与中空腔15相连通，所述蓄电盒4的电流输出端与LED照明灯2

的电流输入端通过导线相连。

[0047] 本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蓄电盒4给LED照明灯2供电使用，使用电设备正常运行。

[0048]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为一种农田节水灌溉施肥装置，工作时，手持手握架6将杆

体16插入土体内，使固定弧形刀板1和移动弧形刀板18插入到植物根部附近，将适量颗粒状

废料加入到颗粒料添加锥形罩11内经中空腔15下落至固定弧形刀板1和移动弧形刀板18之

间，并且手指拨动拨片10，在钢丝13拉力的作用下将移动弧形刀板18提起，使肥料落入坑

中，便于植物根部的吸收，使植物健康快速生长，提高抗病性，将注水管5连接外部水源，开

启阀门便于对植物根部进行灌溉，避免根部缺水影响生长，开启LED照明灯2可以在光线较

暗时提供照明，满足在夜间进行工作，通过弹性保护套8为PP材料制成，具有较高的耐冲击

性，机械性质强韧，抗多种有机溶剂和酸碱腐蚀，弹性高，缓冲性能好，提高手握的舒适性，

防腐固化层21为有机硅涂层，具有耐高低温、电气绝缘、耐氧化稳定性、耐候性、难燃、憎水、

耐腐蚀、无毒无味以及生理惰性等优异特性。

[0049]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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