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109231.9

(22)申请日 2019.02.06

(66)本国优先权数据

201810198819.1 2018.03.12 CN

(71)申请人 查东亮

地址 215554 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尚湖镇

新裕村王家（7）塘东巷18号

(72)发明人 沈宇杰　

(51)Int.Cl.

B01F 7/18(2006.01)

B01F 15/00(2006.01)

B01F 15/02(2006.01)

B01F 15/04(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农药调配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农药调配装置，包括圆形

箱体，所述圆形箱体固定放置在地面上，所述圆

形箱体内部设有智能调配装置，所述圆形箱体下

方设有液压加压旋转装置，所述圆形箱体下方设

有出水装置，所述圆形箱体一侧设有蓄电池装

置，所述圆形箱体外侧表面上设有控制器，所述

控制器的信号接收端与液位传感器、流量传感器

和水位传感器电性连接，所述控制器的电源接入

端与电磁阀一和液压装置电性连接，所述控制器

的电源接入端与蓄电池装置电性连接。本发明的

有益效果是，结构简单，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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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农药调配装置，包括圆形箱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圆形箱体（1）固定放置在地

面上，所述圆形箱体（1）内部设有智能调配装置，所述智能调配装置由位于圆形箱体（1）内

部上方与圆形箱体（1）固定连接的均匀分布的若干农药筒（2）、开在农药筒（2）上表面中心

处的补药口（3）、位于补药口（3）上方与补药口（3）固定连接且与圆形箱体（1）固定连接的补

药管（4）、位于补药管（4）上与补药管（4）固定连接且位于圆形箱体（1）外的阀门（5）、位于农

药筒（2）内部上表面一侧与农药筒（2）固定连接的液位传感器（6）、开在农药筒（2）下表面中

心处的出药口（7）、位于出药口（7）上与出药口（7）固定连接的出药管（8）、位于出药管（8）上

与出药管（8）固定连接的电磁阀一（9）、开在圆形箱体（1）上表面一侧的进水口（10）、位于进

水口（10）上与进水口（10）固定连接的进水管（11）、位于进水管（11）上与进水管（11）固定连

接的流量传感器（12）和位于流量传感器（12）一侧与进水管（11）固定连接的电磁阀二（13）

共同构成，所述圆形箱体（1）下方设有液压加压旋转装置，所述液压加压旋转装置由位于圆

形箱体（1）内部与圆形箱体（1）固定连接的密封活塞（14）、位于密封活塞（14）下表面一侧与

密封活塞（14）固定连接的水位传感器（15）、开在密封活塞（14）上表面中心处的透水孔

（16）、位于透水孔（16）下方与透水孔（16）固定连接的透水管（17）、位于透水管（17）上与透

水管（17）固定连接的单向止回阀（18）、位于密封活塞（14）上方与圆形箱体（1）固定连接的

支架（19）、位于支架（19）中心处与支架（19）固定连接的固定轴承（20）、位于固定轴承（20）

上方与固定轴承（20）内部固定连接的内螺纹旋转座（21）、位于内螺纹旋转座（21）上方与内

螺纹旋转座（21）固定连接的扇叶（22）、位于内螺纹旋转座（21）内部与内螺纹旋转座（21）相

咬合且与密封活塞（14）上表面中心处固定连接的螺杆（23）和位于密封活塞（14）下方与圆

形箱体（1）固定连接的液压装置共同构成，所述圆形箱体（1）下方设有出水装置，所述圆形

箱体（1）一侧设有蓄电池装置，所述圆形箱体（1）外侧表面上设有控制器，所述控制器（24）

的信号接收端与液位传感器、流量传感器和水位传感器电性连接，所述控制器（24）的电源

接入端与电磁阀一和液压装置电性连接，所述控制器（24）的电源接入端与蓄电池装置电性

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药调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液压装置由位于圆形箱

体（1）下表面中心处与圆形箱体（1）固定连接的固定筒（25）、位于固定筒（25）内部一端与固

定筒（25）固定连接的液压油缸（26）、位于液压油缸（26）内的液压油（27）、开在液压油缸

（26）外侧表面上下两端的液压油口（28）、位于两个液压油口（28）上与两个液压油口（28）固

定连接的液压油管（29）、位于液压油管（29）上与液压油管（29）固定连接的液压油泵（30）、

位于液压油泵（30）一侧与液压油管（29）固定连接的液压电磁阀（31）、位于液压油缸（26）内

部与液压油缸（26）活动连接的移动活塞（32）、位于移动活塞（32）上表面中心处与移动活塞

（32）固定连接的固定杆（33）、开在液压油缸（26）上表面中心处的固定杆口（34）、位于固定

杆口（34）内与固定杆口（34）固定连接且与固定杆（33）密封连接的密封垫（35）、开在固定筒

（25）上表面上且与固定杆（33）相对应的固定筒固定杆口（36）和位于固定筒固定杆口（36）

内与固定筒（36）固定连接的防水密封垫（37）共同构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药调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水装置由开在圆形箱

体（1）下表面一侧的出水口（38）、位于出水口（38）下方与出水口（38）固定连接的出水管

（39）和位于出水管（39）上与出水管（39）固定连接的电磁阀三（40）共同构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药调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蓄电池装置由位于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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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体（1）一侧侧表面上方与圆形箱体（1）固定连接的蓄电池箱（41）、位于蓄电池箱（41）内部

与蓄电池箱（41）固定连接的蓄电池组（42）和位于蓄电池箱（41）上表面上与蓄电池（42）电

性连接的充电接口（4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药调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液压装置由不锈钢材质

构成。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药调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充电接口（43）通过充电

器连接外部电源给蓄电池（42）充电。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药调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可通过使用漏斗向

农药筒（2）内补充药液。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药调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24）内设有PLC

系统（44）。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药调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24）上设有电容

显示屏（45）、控制按钮（46）和开关按钮（47）。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药调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24）上设有用

电接口（48），所述用电接口（48）与蓄电池（42）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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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农药调配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药相关设备领域，特别是一种农药调配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代生活中，随着科技的日益进步，人们的日常务农也在逐步的智能化，而务农

过程中，需要给农作物喷洒农药，而农药配比依旧使用着古老的手工配比，这种操作，误差

较高，配比出来的农药往往效果一般，无法达到最佳。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设计了一种农药调配装置。

[0004] 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农药调配装置，包括圆形箱体，所述圆形

箱体固定放置在地面上，所述圆形箱体内部设有智能调配装置，所述智能调配装置由位于

圆形箱体内部上方与圆形箱体固定连接的均匀分布的若干农药筒、开在农药筒上表面中心

处的补药口、位于补药口上方与补药口固定连接且与圆形箱体固定连接的补药管、位于补

药管上与补药管固定连接且位于圆形箱体外的阀门、位于农药筒内部上表面一侧与农药筒

固定连接的液位传感器、开在农药筒下表面中心处的出药口、位于出药口上与出药口固定

连接的出药管、位于出药管上与出药管固定连接的电磁阀一、开在圆形箱体上表面一侧的

进水口、位于进水口上与进水口固定连接的进水管、位于进水管上与进水管固定连接的流

量传感器和位于流量传感器一侧与进水管固定连接的电磁阀二共同构成，所述圆形箱体下

方设有液压加压旋转装置，所述液压加压旋转装置由位于圆形箱体内部与圆形箱体固定连

接的密封活塞、位于密封活塞下表面一侧与密封活塞固定连接的水位传感器、开在密封活

塞上表面中心处的透水孔、位于透水孔下方与透水孔固定连接的透水管、位于透水管上与

透水管固定连接的单向止回阀、位于密封活塞上方与圆形箱体固定连接的支架、位于支架

中心处与支架固定连接的固定轴承、位于固定轴承上方与固定轴承内部固定连接的内螺纹

旋转座、位于内螺纹旋转座上方与内螺纹旋转座固定连接的扇叶、位于内螺纹旋转座内部

与内螺纹旋转座相咬合且与密封活塞上表面中心处固定连接的螺杆和位于密封活塞下方

与圆形箱体固定连接的液压装置共同构成，所述圆形箱体下方设有出水装置，所述圆形箱

体一侧设有蓄电池装置，所述圆形箱体外侧表面上设有控制器，所述控制器的信号接收端

与液位传感器、流量传感器和水位传感器电性连接，所述控制器的电源接入端与电磁阀一

和液压装置电性连接，所述控制器的电源接入端与蓄电池装置电性连接。

[0005] 所述液压装置由位于圆形箱体下表面中心处与圆形箱体固定连接的固定筒、位于

固定筒内部一端与固定筒固定连接的液压油缸、位于液压油缸内的液压油、开在液压油缸

外侧表面上下两端的液压油口、位于两个液压油口上与两个液压油口固定连接的液压油

管、位于液压油管上与液压油管固定连接的液压油泵、位于液压油泵一侧与液压油管固定

连接的液压电磁阀、位于液压油缸内部与液压油缸活动连接的移动活塞、位于移动活塞上

表面中心处与移动活塞固定连接的固定杆、开在液压油缸上表面中心处的固定杆口、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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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杆口内与固定杆口固定连接且与固定杆密封连接的密封垫、开在固定筒上表面上且与

固定杆相对应的固定筒固定杆口和位于固定筒固定杆口内与固定筒固定连接的防水密封

垫共同构成。

[0006] 所述出水装置由开在圆形箱体下表面一侧的出水口、位于出水口下方与出水口固

定连接的出水管和位于出水管上与出水管固定连接的电磁阀三共同构成。

[0007] 所述蓄电池装置由位于圆形箱体一侧侧表面上方与圆形箱体固定连接的蓄电池

箱、位于蓄电池箱内部与蓄电池箱固定连接的蓄电池组和位于蓄电池箱上表面上与蓄电池

电性连接的充电接口。

[0008] 所述液压装置由不锈钢材质构成。

[0009] 所述充电接口通过充电器连接外部电源给蓄电池充电。

[0010] 所述用户可通过使用漏斗向农药筒内补充药液。

[0011] 所述控制器内设有PLC系统。

[0012] 所述控制器上设有电容显示屏、控制按钮和开关按钮。

[0013] 所述控制器上设有用电接口，所述用电接口与蓄电池电性连接。

[0014] 利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制作的一种农药调配装置，通过上述装置，将农药注入到

农药筒内，通过各种计量进行农药排出配比，排放到圆形箱体内后再通过注入相应数量的

水，进行配比，通过液压加压旋转装置进行旋转混合和加压排出，可以快速有效的将农药混

合完成排出到使用装置中，本装置结构简单，操作方便。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所述一种农药调配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所述农药筒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发明所述内螺纹旋转座的示意图。

[0018] 图4是本发明所述液压装置的示意图。

[0019] 图5是本发明所述控制器的示意图。

[0020] 图中，1、圆形箱体；2、农药筒；3、补药口；4、补药管；5、阀门；6、液位传感器；7、出药

口；8、出药管；9、电磁阀一；10、进水口；11、进水管；12、流量传感器；13、电磁阀二；14、密封

活塞；15、水位传感器；16、透水孔；17、透水管；18、单向止回阀；19、支架；20、固定轴承；21、

内螺纹旋转座；22、扇叶；23、螺杆；24、控制器；25、固定筒；26、液压油缸；27、液压油；28、液

压油口；29、液压油管；30、液压油泵；31、液压电磁阀；32、移动活塞；33、固定杆；34、固定杆

口；35、密封垫；36、固定筒固定杆口；37、防水密封垫；38、出水口；39、出水管；40、电磁阀三；

41、蓄电池箱；42、蓄电池组；43、充电接口；44、PLC系统；45、电容显示屏；46、控制按钮；47、

开关按钮；48、用电接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具体描述，如图1-5所示，一种农药调配装置，包括圆

形箱体1，所述圆形箱体1固定放置在地面上，所述圆形箱体1内部设有智能调配装置，所述

智能调配装置由位于圆形箱体1内部上方与圆形箱体1固定连接的均匀分布的若干农药筒

2、开在农药筒2上表面中心处的补药口3、位于补药口3上方与补药口3固定连接且与圆形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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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1固定连接的补药管4、位于补药管4上与补药管4固定连接且位于圆形箱体1外的阀门5、

位于农药筒2内部上表面一侧与农药筒2固定连接的液位传感器6、开在农药筒2下表面中心

处的出药口7、位于出药口7上与出药口7固定连接的出药管8、位于出药管8上与出药管8固

定连接的电磁阀一9、开在圆形箱体1上表面一侧的进水口10、位于进水口10上与进水口10

固定连接的进水管11、位于进水管11上与进水管11固定连接的流量传感器12和位于流量传

感器12一侧与进水管11固定连接的电磁阀二13共同构成，所述圆形箱体1下方设有液压加

压旋转装置，所述液压加压旋转装置由位于圆形箱体1内部与圆形箱体1固定连接的密封活

塞14、位于密封活塞14下表面一侧与密封活塞14固定连接的水位传感器15、开在密封活塞

14上表面中心处的透水孔16、位于透水孔16下方与透水孔16固定连接的透水管17、位于透

水管17上与透水管17固定连接的单向止回阀18、位于密封活塞14上方与圆形箱体1固定连

接的支架19、位于支架19中心处与支架19固定连接的固定轴承20、位于固定轴承20上方与

固定轴承20内部固定连接的内螺纹旋转座21、位于内螺纹旋转座21上方与内螺纹旋转座21

固定连接的扇叶22、位于内螺纹旋转座21内部与内螺纹旋转座21相咬合且与密封活塞14上

表面中心处固定连接的螺杆23和位于密封活塞14下方与圆形箱体1固定连接的液压装置共

同构成，所述圆形箱体1下方设有出水装置，所述圆形箱体1一侧设有蓄电池装置，所述圆形

箱体1外侧表面上设有控制器，所述控制器24的信号接收端与液位传感器、流量传感器和水

位传感器电性连接，所述控制器24的电源接入端与电磁阀一和液压装置电性连接，所述控

制器24的电源接入端与蓄电池装置电性连接；所述液压装置由位于圆形箱体1下表面中心

处与圆形箱体1固定连接的固定筒25、位于固定筒25内部一端与固定筒25固定连接的液压

油缸26、位于液压油缸26内的液压油27、开在液压油缸26外侧表面上下两端的液压油口28、

位于两个液压油口28上与两个液压油口28固定连接的液压油管29、位于液压油管29上与液

压油管29固定连接的液压油泵30、位于液压油泵30一侧与液压油管29固定连接的液压电磁

阀31、位于液压油缸26内部与液压油缸26活动连接的移动活塞32、位于移动活塞32上表面

中心处与移动活塞32固定连接的固定杆33、开在液压油缸26上表面中心处的固定杆口34、

位于固定杆口34内与固定杆口34固定连接且与固定杆33密封连接的密封垫35、开在固定筒

25上表面上且与固定杆33相对应的固定筒固定杆口36和位于固定筒固定杆口36内与固定

筒36固定连接的防水密封垫37共同构成；所述出水装置由开在圆形箱体1下表面一侧的出

水口38、位于出水口38下方与出水口38固定连接的出水管39和位于出水管39上与出水管39

固定连接的电磁阀三40共同构成；所述蓄电池装置由位于圆形箱体1一侧侧表面上方与圆

形箱体1固定连接的蓄电池箱41、位于蓄电池箱41内部与蓄电池箱41固定连接的蓄电池组

42和位于蓄电池箱41上表面上与蓄电池42电性连接的充电接口43；所述液压装置由不锈钢

材质构成；所述充电接口43通过充电器连接外部电源给蓄电池42充电；所述用户可通过使

用漏斗向农药筒2内补充药液；所述控制器24内设有PLC系统44；所述控制器24上设有电容

显示屏45、控制按钮46和开关按钮47；所述控制器24上设有用电接口48，所述用电接口48与

蓄电池42电性连接。

[0022] 本实施方案的特点为，圆形箱体内部设有智能调配装置，智能调配装置由位于圆

形箱体内部上方与圆形箱体固定连接的均匀分布的若干农药筒、开在农药筒上表面中心处

的补药口、位于补药口上方与补药口固定连接且与圆形箱体固定连接的补药管、位于补药

管上与补药管固定连接且位于圆形箱体外的阀门、位于农药筒内部上表面一侧与农药筒固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09621785 A

6



定连接的液位传感器、开在农药筒下表面中心处的出药口、位于出药口上与出药口固定连

接的出药管、位于出药管上与出药管固定连接的电磁阀一、开在圆形箱体上表面一侧的进

水口、位于进水口上与进水口固定连接的进水管、位于进水管上与进水管固定连接的流量

传感器和位于流量传感器一侧与进水管固定连接的电磁阀二共同构成，圆形箱体下方设有

液压加压旋转装置，液压加压旋转装置由位于圆形箱体内部与圆形箱体固定连接的密封活

塞、位于密封活塞下表面一侧与密封活塞固定连接的水位传感器、开在密封活塞上表面中

心处的透水孔、位于透水孔下方与透水孔固定连接的透水管、位于透水管上与透水管固定

连接的单向止回阀、位于密封活塞上方与圆形箱体固定连接的支架、位于支架中心处与支

架固定连接的固定轴承、位于固定轴承上方与固定轴承内部固定连接的内螺纹旋转座、位

于内螺纹旋转座上方与内螺纹旋转座固定连接的扇叶、位于内螺纹旋转座内部与内螺纹旋

转座相咬合且与密封活塞上表面中心处固定连接的螺杆和位于密封活塞下方与圆形箱体

固定连接的液压装置共同构成，液压装置由位于圆形箱体下表面中心处与圆形箱体固定连

接的固定筒、位于固定筒内部一端与固定筒固定连接的液压油缸、位于液压油缸内的液压

油、开在液压油缸外侧表面上下两端的液压油口、位于两个液压油口上与两个液压油口固

定连接的液压油管、位于液压油管上与液压油管固定连接的液压油泵、位于液压油泵一侧

与液压油管固定连接的液压电磁阀、位于液压油缸内部与液压油缸活动连接的移动活塞、

位于移动活塞上表面中心处与移动活塞固定连接的固定杆、开在液压油缸上表面中心处的

固定杆口、位于固定杆口内与固定杆口固定连接且与固定杆密封连接的密封垫、开在固定

筒上表面上且与固定杆相对应的固定筒固定杆口和位于固定筒固定杆口内与固定筒固定

连接的防水密封垫共同构成，通过上述装置，将农药注入到农药筒内，通过各种计量进行农

药排出配比，排放到圆形箱体内后再通过注入相应数量的水，进行配比，通过液压加压旋转

装置进行旋转混合和加压排出，可以快速有效的将农药混合完成排出到使用装置中，本装

置结构简单，操作方便。

[0023] 在本实施方案中，将充电接口连接充电装置，将充电装置与外部电源连接进行充

电，当蓄电池充电完成后，将充电器摘下，控制控制器上的开关按钮启动设备，控制器控制

液位传感器检测农药筒内的农药液位，当液位过低时工作人员通过手动打开阀门，使用漏

斗将农药补充到农药筒内，当使用设备时，控制控制按钮设定农药配比比例，设定完毕后，

控制器根据农药配比比例开始正常运行，控制农药筒下方的电磁阀一打开，通过液位传感

器检测农药排出的量，当达到设定量时，控制器控制相应的电磁阀一关闭，同时检测其他的

农药筒，重复上述操作，农药排放完毕后，落入圆形筒体中间，此时控制电磁阀二打开，进水

管开始向圆形筒体内注水，控制器通过流量传感器检测水的注入量，当达到设定值后，控制

器控制电磁阀二关闭，此时将出水管接到用水设备中，控制器控制液压油泵和液压电磁阀

开始工作，同时打开电磁阀三，液压油泵将液压油在移动活塞上下两侧移动带动移动活塞

移动，移动活塞带动固定杆移动，固定杆带动密封活塞上下移动，密封活塞上移压缩上方空

间，同时密封活塞上下移动带动螺杆上下移动，螺杆上下移动带动内螺纹旋转座开始旋转，

内螺纹旋转座旋转带动扇叶开始旋转，将农药与水进行充分混合，此时混合完成的液体通

过透水管和单向止回阀进入到密封活塞下方，当密封活塞下移时密封活塞下方的液体通过

产生的压力和重力由出水管排放到用水装置中，重复上述操作，直至水位传感器检测不到

水位时，控制器控制所有装置停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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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上述技术方案仅体现了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优选技术方案，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对其中某些部分所可能做出的一些变动均体现了本发明的原理，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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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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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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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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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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