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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灌溉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智能

水肥一体化喷灌系统及控制方法，系统包括检测

子系统、控制子系统、混肥子系统以及喷灌子系

统，检测子系统包括作物本体传感器、土壤墒情

传感器以及土壤肥力传感器；控制子系统包括第

一接收模块、计算模块以及比对预警模块，混肥

子系统包括混肥装置；方法包括系统调试准备、

信息采集、实际需求量计算以及水肥调配与灌

溉，本发明能够主动分析作物所处生长期，并结

合作物不同生长期需水需肥规律予以施肥灌溉，

能够主动发现作物生长异常，告知管理人员，长

期使用后，喷灌子系统的管道更不易出现堵塞，

灌溉后残留液体的氮磷钾含量更有迹可循，使得

回收后的残留液体再利用时无需单独处理，回收

利用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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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水肥一体化喷灌系统，包括检测子系统、控制子系统、混肥子系统以及喷灌

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子系统包括用于采集农作物生理信息的作物本体传感器、用

于采集土壤含水状况的土壤墒情传感器以及用于采集土壤氮磷钾含量状况的土壤肥力传

感器，所述作物本体传感器包括用于采集作物茎秆直径的茎秆微变化传感器；所述控制子

系统包括用于接收所述作物本体传感器、所述土壤墒情传感器以及所述土壤肥力传感器所

采集信息的第一接收模块、用于依据所述第一接收模块所接收信息，利用预设计算模型调

用预存的相应作物不同生长时期需水需肥量对照表用以计算该农作物当前需水需肥量和

最佳灌溉方案的计算模块以及用于依据预设时间定期比对作物茎秆直径变化情况并及时

发出生长异常预警的比对预警模块；所述混肥子系统包括用于根据所述控制子系统计算的

该农作物当前需水需肥量和最佳灌溉方案调控进水量、进肥量和混肥后肥液EC值的混肥装

置；所述喷灌子系统用于接收所述混肥装置输出肥液并通过喷灌组件将肥液输出至相应位

置土壤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水肥一体化喷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作物本体传

感器还包括果实膨大传感器，所述喷灌子系统包括用于接收所述混肥装置输出肥液的输肥

主管道、沿所述输肥主管道长度方向间隔设置并与其连通的输肥支管道以及与所述输肥支

管道连通用于将肥液输出至相应位置土壤中的喷头，所述输肥主管道内靠近所述混肥装置

一侧设有第一电磁阀，所述输肥支管道内靠近所述输肥主管道一侧设有第二电磁阀，所述

第一电磁阀连接有用于控制其开关的第一无线电磁阀控制器，所述第一无线电磁阀控制器

与所述控制子系统通讯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智能水肥一体化喷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输肥支管道

内靠近所述第二电磁阀设有第一液体流量计，所述第二电磁阀包括电磁阀控制器，所述电

磁阀控制器与所述控制子系统通讯连接或与所述第一液体流量计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智能水肥一体化喷灌系统，其特征在于，系统还包括残液

回收子系统，所述残液回收子系统包括抽液泵和储液箱，所述抽液泵的进液端通过进液管

与所述输肥主管道连通，出液端与所述储液箱连通，所述储液箱通过出液管与所述混肥装

置连通，所述进液管内设有第三电磁阀，所述出液管内设有第四电磁阀。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智能水肥一体化喷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液箱与所

述第四电磁阀之间的所述出液管段设有第一过滤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水肥一体化喷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混肥装置包

括混肥罐，所述混肥罐包括进水口、进肥口、酸碱平衡口以及出肥口，所述进肥口有多个，所

述出肥口设有EC探头、PH探头以及第二液体流量计，所述混肥罐内设有搅拌装置，所述控制

子系统设有第二接收模块，用于接收所述EC探头、所述PH探头以及所述第二液体流量计的

信息，所述出肥口通过管道连接有吸肥泵，所述吸肥泵的出口与所述喷灌子系统连通，所述

吸肥泵由所述控制子系统控制。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水肥一体化喷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混肥装置包

括母液罐、文丘里管以及混肥管道，所述文丘里管喉部的肥液入口通过管道与所述母液罐

连通，所述文丘里管的入口与供水管连通，所述文丘里管的出口与所述混肥管道的入口连

通，所述混肥管道的出口与所述喷灌子系统连通并设有EC探头、第二液体流量计以及第五

电磁阀，所述控制子系统设有第二接收模块，用于接收所述EC探头和所述第二液体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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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所述第五电磁阀由所述控制子系统控制。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智能水肥一体化喷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文丘里管喉

部的肥液入口与所述母液罐之间的管道设有第二过滤器和吸肥量调节阀，所述混肥管道的

入口连接有酸碱平衡箱，所述酸碱平衡箱的出液口设有出液量调节阀,所述混肥管道的出

口设有PH探头，所述第二接收模块还用于接收所述PH探头的信息，所述吸肥量调节阀和所

述出液量调节阀由所述控制子系统控制。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水肥一体化喷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作物本体传

感器还包括果实膨大传感器和叶片温度传感器，所述检测子系统还包括光照传感器和气象

实时数据采集器。

10.一种智能水肥一体化喷灌系统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S10：系统调试准备：接收操作人员输入的管理作物名称，从网络数据库中调取与该作

物名称相对应的作物不同生长时期需水需肥量对照表保存入本地数据库；接收操作人员输

入的开启信号，识别所述开启信号开启相应工作模式；

S20：信息采集：利用作物本体传感器采集作物生理信息，利用土壤墒情传感器采集土

壤水分含量状况，利用土壤肥力传感器采集土壤氮、磷、钾含量状况；

S30：实际需求量计算：接收作物生理信息、土壤水分含量状况以及土壤氮、磷、钾含量

状况，查看所述作物生理信息以及其前后变化，分析作物当前所处生长期，与本地数据库预

存作物不同生长时期需水需肥量对照表比对，获取当前所处生长期所需总水肥量，根据当

前所处生长期所需总水肥量、土壤水分含量状况以及土壤氮、磷、钾含量状况，计算当前所

处生长期实际需灌溉水肥量；

S40：水肥调配与灌溉：获取当前所处生长期实际需灌溉水肥量，根据预设计算模型计

算出最佳的灌溉方案，依据灌溉方案，利用混肥子系统和喷灌子系统调配肥液水、氮、磷、钾

比例并实施喷灌；

所述预设计算模型包括：根据氮、磷、钾各自在水中的溶解度和所有待灌溉作物当前所

处生长期实际需肥量计算氮、磷、钾依次单独灌溉时所需用水量，若所需用水量小于当前所

处生长期实际需灌溉水量，则选择氮、磷、钾依次单独灌溉作为最佳灌溉方案；若大于，则选

择氮、磷、钾同时调配后灌溉作为最佳灌溉方案，氮、磷、钾同时调配后灌溉包括：一次灌溉：

依据所有待灌溉作物当前所处生长期实际需肥量获取氮、磷、钾三者最小配比值配比后灌

溉；二次灌溉：依据一次灌溉后剩余需肥量和预设氮、磷、钾优先配比等级获取氮、磷、钾中

任意两者的最小配比值配比后灌溉；三次灌溉：依据二次灌溉后剩余需肥量和预设氮、磷、

钾优先配比等级获取氮、磷、钾中任意一个的剩余量进行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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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水肥一体化喷灌系统及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灌溉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智能水肥一体化喷灌系统及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水肥一体化技术是借助现有的节水灌溉系统，以该系统的水作为载体，在灌溉水

分的同时将肥料通过智能化施肥机配兑成肥液输送至农作物根域土壤，以便被农作物直接

吸收；目前，被广泛的应用于果林、蔬菜、花卉及其他大田农业作物的施肥及灌溉当中，不仅

能较好的帮助农作物加快吸收、提高肥效和养分利用率，也有利于减少肥料在土壤内的残

留，缓解了水体污染，此外，也能够节约人力物力，增创收入。智能水肥一体化灌溉则在简易

水肥一体化灌溉的基础上运用计算机技术，针对不同农作物的需水需肥规律，土壤环境和

养分含量状况，自动地对水、肥进行检测调配和供给，实现灌水量、施肥量、灌溉时间以及施

肥时间精确控制的现代化农业技术。

[0003] 目前，在实际运用中，针对土壤环境和养分含量状况，自动地对水、肥进行检测调

配和供给方面的技术发展较为成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水肥灌溉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但

针对农作物不同生长时期的需水需肥规律的把关主要还是依靠使用者的现场查看和栽培

经验，甚至在一些应用场景中这个因素并没有得到管理者的重视，导致农作物不同生长时

期得到的灌水量、施肥量、灌溉时间以及施肥时间并没有实现最优化的控制。此外，现有的

智能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中也并没有有效的监控农作物的生理健康状况，并不能够依据农

作物生理指标合理把控水肥灌溉，导致一些农作物种植区出现大面积烧苗、死苗或者植株

生长不良未达预期的异常现象。

[0004] 现有智能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主要由过滤系统、智能施肥机、PH/EC控制器、施肥

罐以及田间管道系统等组成。如公告号为CN208402455U的专利文献公开的“一种水肥一体

化自动化灌溉系统”，包括检测系统、输送系统、施肥系统、控制系统，检测系统包括土壤湿

度传感器、EC传感器，土壤湿度传感器、EC传感器设有无线传感装置；输送系统包括主管道、

支管、输料管、输水管道，支管设有竖管和喷头；施肥系统包括一体化自动施肥机、混合肥料

罐，一体化自动施肥机通过管道连接有混合肥料罐，且管道上有逆止阀a、电磁阀a、EC传感

器，一体化自动施肥机连接有输水管道且连接管道有逆止阀b、电磁阀b；控制系统包括单片

机、通讯装置、电磁阀开关控制器、电动流量调节阀。具有节省资源、高效管理、精确灌溉的

优点，其主要用途为自动化灌溉，检测系统仅检测土壤湿度和EC值，控制系统把关施肥系统

调配肥液的EC值，并不能科学地依据农作物当前所处的生长期按需控制农作物的灌水量、

施肥量、灌溉时间以及施肥时间，长期灌溉使用后，输送系统亦出现堵塞。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能够主动分析作

物所处生长期，并结合作物不同生长期需水需肥规律予以施肥灌溉、主动发出生长异常预

警的智能水肥一体化喷灌系统及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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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智能水肥一体化喷灌系统，包括检测子系统、控制子系统、混肥子系统以及喷灌子

系统，所述检测子系统包括用于采集农作物生理信息的作物本体传感器、用于采集土壤含

水状况的土壤墒情传感器以及用于采集土壤氮磷钾含量状况的土壤肥力传感器，所述作物

本体传感器包括用于采集作物茎秆直径的茎秆微变化传感器；所述控制子系统包括用于接

收所述作物本体传感器、所述土壤墒情传感器以及所述土壤肥力传感器所采集信息的第一

接收模块、用于依据所述第一接收模块所接收信息，利用预设计算模型调用预存的相应作

物不同生长时期需水需肥量对照表用以计算该农作物当前需水需肥量和最佳灌溉方案的

计算模块以及用于依据预设时间定期比对作物茎秆直径变化情况并及时发出生长异常预

警的比对预警模块；所述混肥子系统包括用于根据所述控制子系统计算的该农作物当前需

水需肥量和最佳灌溉方案调控进水量、进肥量和混肥后肥液EC值的混肥装置；所述喷灌子

系统用于接收所述混肥装置输出肥液并通过喷灌组件将肥液输出至相应位置土壤中。

[0007] 上文所述的系统，适用于具有茎秆的作物的水肥灌溉，利用茎秆微变化传感器采

集作为茎秆的直径变化，从而可用于结合培育周期较为准确地分析出作物当前所处的生长

周期和生长情况；利用土壤墒情传感器和土壤肥力传感器获取实时土壤含水量和含肥量，

进而能够依据作物实际所处生长周期需水需肥量规律以及当前土壤含水量和含肥量，进行

准确的作物实际需水需肥量获取，能够实现作物生长的有效水肥灌溉监管，保障了作物的

有效产出，尤其是单株培育类作物（如果树），对其的水肥控制更加的符合其生长状况；比对

预警模块有利于及时发现作物的生长不良情况，起到提醒作用，以便后续实施该株作物的

特殊管理。

[0008] 进一步地，所述作物本体传感器还包括果实膨大传感器，所述喷灌子系统包括用

于接收所述混肥装置输出肥液的输肥主管道、沿所述输肥主管道长度方向间隔设置并与其

连通的输肥支管道以及与所述输肥支管道连通用于将肥液输出至相应位置土壤中的喷头，

所述输肥主管道内靠近所述混肥装置一侧设有第一电磁阀，所述输肥支管道内靠近所述输

肥主管道一侧设有第二电磁阀，所述第一电磁阀连接有用于控制其开关的第一无线电磁阀

控制器，所述第一无线电磁阀控制器与所述控制子系统通讯连接。一些作物成熟期具有较

大的果实，果实膨大传感器的运用可用于监测成熟期作物果实生长变化状况，有利于作物

成熟期需水需肥量规律的细分化研究，从而帮助引导成熟期作物水肥量的精准灌溉；第一

电磁阀作为输送肥液的总阀，其开关受第一无线电磁阀控制器控制，而第一无线电磁阀控

制器的控制信号来自控制子系统，有利于使肥液的配比值符合要求后再用于灌溉；第二电

磁阀的设置则有利于实现每个输肥支管道处喷头喷出水肥量的单独控制，从而实现不同输

肥支管道处不同水肥量灌溉需求控制。

[0009] 进一步地，所述输肥支管道内靠近所述第二电磁阀设有第一液体流量计，所述第

二电磁阀包括电磁阀控制器，所述电磁阀控制器与所述控制子系统通讯连接或与所述第一

液体流量计连接。所述电磁阀控制器与所述控制子系统通讯连接时，第二电磁阀的开关受

控制子系统控制，此时第二电磁阀和第一电磁阀的开关都受到控制子系统的管理，有利于

肥液的配比值符合要求后同时开启；所述电磁阀控制器与第一液体流量计连接时，可设计

电磁阀控制器获取第一液体流量计的流量变化信号和第二电磁阀开启后流过肥液的总量，

当流量发生增长变化时，控制第二电磁阀开启，使肥液从喷头输出，当流过肥液的总量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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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阈值，则控制第二电磁阀关闭，有利于减少无线数据传输和数据响应时间，使得第二电

磁阀能够更及时的开启和关闭，加快灌溉进程的同时也提高了灌溉精度控制。

[0010] 进一步地，系统还包括残液回收子系统，所述残液回收子系统包括抽液泵和储液

箱，所述抽液泵的进液端通过进液管与所述输肥主管道连通，出液端与所述储液箱连通，所

述储液箱通过出液管与所述混肥装置连通，所述进液管内设有第三电磁阀，所述出液管内

设有第四电磁阀。有利于避免一次完整灌溉后喷灌子系统的管道内的肥料残留液沉淀影响

管道畅通，也有利于避免肥料残留液残留对下一次灌溉肥量的精准控制产生影响，有利于

肥料残留液的回收利用。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储液箱与所述第四电磁阀之间的所述出液管段设有第一过滤器。

有利于滤除沉淀，避免出液管堵塞，保障回收入混肥装置的肥液的品质，减少不良肥液对混

肥装置长久有效工作的影响。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混肥装置包括混肥罐，所述混肥罐包括进水口、进肥口、酸碱平衡

口以及出肥口，所述进肥口有多个，所述出肥口设有EC探头、PH探头以及第二液体流量计，

所述混肥罐内设有搅拌装置，所述控制子系统设有第二接收模块，用于接收所述EC探头、所

述PH探头以及所述第二液体流量计的信息，所述出肥口通过管道连接有吸肥泵，所述吸肥

泵的出口与所述喷灌子系统连通，所述吸肥泵由所述控制子系统控制。搅拌装置的加入，有

利于快速混肥，也增加了使用固体水溶肥用于水肥一体化灌溉的可能性，进肥口有多个，可

同时用于多种元素肥料的供给，提高肥液调配效率；EC探头、PH探头以及第二液体流量计，

有利于监督所配肥液是否符合实际肥量配比需求以及在第二液体流量计流量变化由增加

变成稳定不变时及时告知控制子系统关闭吸肥泵。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混肥装置包括母液罐、文丘里管以及混肥管道，所述文丘里管喉部

的肥液入口通过管道与所述母液罐连通，所述文丘里管的入口与供水管连通，所述文丘里

管的出口与所述混肥管道的入口连通，所述混肥管道的出口与所述喷灌子系统连通并设有

EC探头、第二液体流量计以及第五电磁阀，所述控制子系统设有第二接收模块，用于接收所

述EC探头和所述第二液体流量计的信息，所述第五电磁阀由所述控制子系统控制。上述设

计，有利于液态高浓度肥料的运用，第二接收模块用于监督混肥管道内肥液EC值是否符合

计算模块的计算值，若符合，再控制第五电磁阀开启，有利于肥量的严格监控，第二接收模

块还用于监督第二液体流量计流过肥液总量，当符合一次灌溉的阈值时，关闭第五电磁阀。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文丘里管喉部的肥液入口与所述母液罐之间的管道设有第二过滤

器和吸肥量调节阀，所述混肥管道的入口连接有酸碱平衡箱，所述酸碱平衡箱的出液口设

有出液量调节阀,所述混肥管道的出口设有PH探头，所述第二接收模块还用于接收所述PH

探头的信息，所述吸肥量调节阀和所述出液量调节阀由所述控制子系统控制。有利于保证

吸肥功能的长久稳定、吸肥量的有效控制以及减轻水肥灌溉对土壤酸碱度的影响。

[0015] 进一步地，所述作物本体传感器还包括果实膨大传感器和叶片温度传感器，所述

检测子系统还包括光照传感器和气象实时数据采集器。果实膨大传感器如之前所述，用于

作物成熟期需水需肥规律的细化研究和细化灌溉，提高果实产出，叶片温度传感器有利于

对作物生理健康状态进行监督，以便结合作物的生理健康进行水肥灌溉控制，光照传感器

的设置有利于光照度的监控，辅助光照度调整和需水量分析，气象实时数据采集器的设置，

则有利于根据未来降水量和土壤水蒸发量等数据来更加精确地计算作物当前实际需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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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一种智能水肥一体化喷灌系统的控制方法，包括：

S10：系统调试准备：接收操作人员输入的管理作物名称，从网络数据库中调取与该作

物名称相对应的作物不同生长时期需水需肥量对照表保存入本地数据库；接收操作人员输

入的开启信号，识别所述开启信号开启相应工作模式；不同作物，不同作物的不同生长时期

的需水需肥规律各有不同，只有严格把关上述不同，才能实现高精准度的水肥灌溉。

[0017] S20：信息采集：利用作物本体传感器采集作物生理信息，利用土壤墒情传感器采

集土壤水分含量状况，利用土壤肥力传感器采集土壤氮、磷、钾含量状况；

S30：实际需求量计算：接收作物生理信息、土壤水分含量状况以及土壤氮、磷、钾含量

状况，查看所述作物生理信息以及其前后变化，分析作物当前所处生长期，与本地数据库预

存作物不同生长时期需水需肥量对照表比对，获取当前所处生长期所需总水肥量，根据当

前所处生长期所需总水肥量、土壤水分含量状况以及土壤氮、磷、钾含量状况，计算当前所

处生长期实际需灌溉水肥量；

S40：水肥调配与灌溉：获取当前所处生长期实际需灌溉水肥量，根据预设计算模型计

算出最佳的灌溉方案，依据灌溉方案，利用混肥子系统和喷灌子系统调配肥液水、氮、磷、钾

比例并实施喷灌；

所述预设计算模型包括：根据氮、磷、钾各自在水中的溶解度和所有待灌溉作物当前所

处生长期实际需肥量计算氮、磷、钾依次单独灌溉时所需用水量，若所需用水量小于当前所

处生长期实际需灌溉水量，则选择氮、磷、钾依次单独灌溉作为最佳灌溉方案；若大于，则选

择氮、磷、钾同时调配后灌溉作为最佳灌溉方案，氮、磷、钾同时调配后灌溉包括：一次灌溉：

依据所有待灌溉作物当前所处生长期实际需肥量获取氮、磷、钾三者最小配比值配比后灌

溉；二次灌溉：依据一次灌溉后剩余需肥量和预设氮、磷、钾优先配比等级获取氮、磷、钾中

任意两者的最小配比值配比后灌溉；三次灌溉：依据二次灌溉后剩余需肥量和预设氮、磷、

钾优先配比等级获取氮、磷、钾中任意一个的剩余量进行灌溉。有利于保证获取最佳的灌溉

方案，节约用水的同时，使得管道内仅残留单一元素对应肥液或清水，能够使该残留液体更

加简单方便且统一的被回收利用，避免管道堵塞。

[0018]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能够主动分析作物所处生长期，并结

合作物不同生长期需水需肥规律予以施肥灌溉，肥力灌溉程度可实现作物当前对某一单一

元素的需求量的高精度控制；能够发出生长异常预警；能够把关PH值，避免水肥灌溉造成的

土壤酸碱化；能够实现固体肥料的运用，灌溉效率高，灌溉控制可靠性、及时性好；灌溉方案

优，在用于把控节约用水的同时，一次完整灌溉结束后最终残留在喷灌子系统的管道内的

液体只可能是清水或者优先级最低的元素对应的肥液，因此回收利用方便且不会造成喷灌

子系统的管道内发生堵塞的现象。

附图说明

[001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的技术方案，附图如下：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提供的系统框图；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2提供的优选混肥子系统和喷灌子系统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3提供的混肥子系统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3提供的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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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描述，

但本发明并不限于这些实施例。

[0021] 实施例1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考虑同种植物在不同的生长发育时期，需水量不同，对磷，钾等各

种矿质元素的需求量也不同，提供一种智能水肥一体化喷灌系统，包括检测子系统、控制子

系统、混肥子系统以及喷灌子系统；

所述检测子系统包括用于采集农作物生理信息（如茎秆直径、叶片温度、叶绿素含量等

等）的作物本体传感器110、用于采集土壤含水状况的土壤墒情传感器120以及用于采集土

壤氮磷钾含量状况的土壤肥力传感器130，所述作物本体传感器110包括用于采集作物茎秆

直径的茎秆微变化传感器111，还可包括设于叶片上的叶片温度传感器，作物本体传感器

110设置在作物本体上，如茎秆微变化传感器111，其设置在作物茎秆靠近根部的位置；土壤

墒情传感器120和土壤肥力传感器130则设置在土壤中；一般地，例如果园中，一棵果树配备

一套作物本体传感器110、一个土壤墒情传感器120以及一个土壤肥力传感器130，当然土壤

墒情传感器120也可围绕一棵果树间隔设置多个，以便获取土壤含水状态的平均值后再被

控制子系统利用，土壤肥力传感器130同理；

所述控制子系统包括用于接收所述作物本体传感器110、所述土壤墒情传感器120以及

所述土壤肥力传感器130所采集信息的第一接收模块210、用于依据所述第一接收模块210

所接收信息，利用预设计算模型调用预存的相应作物不同生长时期需水需肥量对照表用以

计算该农作物当前需水需肥量和最佳灌溉方案的计算模块220以及用于依据预设时间定期

比对作物茎秆直径变化情况并及时发出生长异常预警的比对预警模块230；作物不同生长

时期需水需肥量对照表中储存有该作物不同生长时期的茎秆直径范围和对应需水需肥量

范围或具体数值，该对照表为经多次试验论证获得的平均数据。

[0022] 一具体作物的对照表如下表所示：

以上表为例，当茎秆微变化传感器111测得茎秆直径为0.8cm时，计算模块220此时依据

茎秆直径和该作物不同生长时期需水需肥量对照表可获取作物当前生长时期理论需水量

为200g，钾0.65mg，氮0.42mg，磷0.096mg，结合接收的土壤当前含水量和土壤当前含肥量数

据，前者减去后者即可算出作物当前生长时期实际需水需肥量；农作物当前实际需水量=作

物当前生长时期理论需水量-土壤当前含水量；农作物当前实际需肥量=作物该生长时期理

论需肥量-土壤当前含肥量。控制子系统除了包括上述模块外，还设有本地数据库、中央数

据处理模块以及显示屏等，用于操作识别和数据调度等，具有一般上位机所具备的功能。

[0023] 所述混肥子系统包括用于根据所述控制子系统计算的该农作物当前需水需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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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最佳灌溉方案调控进水量、进肥量和混肥后肥液EC值的混肥装置；一般的混肥装置还会

具备流量控制功能，用于监督喷灌总量；

所述喷灌子系统用于接收所述混肥装置输出肥液并通过喷灌组件将肥液输出至相应

位置土壤中，喷灌组件的喷灌规律受控制子系统控制，与最佳灌溉方案保持一致。喷灌组件

设置在作物载种的土壤周围，一般一颗植株周围设置一个滴水或喷水的喷头，每个喷头对

应一个电磁阀，电磁阀受控制子系统控制，用于把关该喷头的灌溉量。另外，亦可使用一个

喷头负责多颗植株的灌溉，只需保证，一个喷头需对应一组茎秆微变化传感器111、土壤墒

情传感器120以及土壤肥力传感器130即可，在控制子系统端每个茎秆微变化传感器111、土

壤墒情传感器120以及土壤肥力传感器130都具有各自的编码，并与相应的电磁阀进行绑

定，方便控制子系统根据实际的茎秆微变化传感器111、土壤墒情传感器120以及土壤肥力

传感器130数据，找到对应电磁阀，控制其开关时间。

[0024]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系统中，土壤肥力传感器130对矿物质元素的检测可不仅限于

氮磷钾，作物不同生长时期需水需肥量对照表中元素的储存也可不仅限于氮磷钾。

[0025] 本实施例的喷灌系统具体运行过程如下：操作人员操作并登陆控制子系统，输入

需灌溉作物的名称，控制子系统从网络数据库中下载相应作物不同生长时期需水需肥量对

照表并在显示屏显示，操作人员检查无误后按下正常灌溉模式选项，相应作物不同生长时

期需水需肥量对照表自动保存入控制子系统的本地数据库中，此时，作物正常灌溉监督模

式开启；

第一接收模块210实时接收作物本体传感器110、土壤墒情传感器120以及土壤肥力传

感器130的数据；数据传输方式可选用有线方式，也可无线方式，考虑较大果园的使用时，优

选无线方式进行数据传输，且优选每隔一段距离设置一数据节点，用于采集该数据节点管

控范围内所有作物本体生理数据（作物茎秆直径）、土壤含水状况以及土壤氮磷钾含量状

况，并集中发送给设置在上位机的第一接收模块210，数据节点与作物本体传感器110、土壤

墒情传感器120以及土壤肥力传感器130的数据传输可利用ZIGBEE网络，各个数据节点与第

一接收模块210的数据传输则可通过GPRS。

[0026] 计算模块220依据作物本体生理数据（作物茎秆直径）、土壤含水状况以及土壤氮

磷钾含量状况，结合作物不同生长时期需水需肥量对照表，获得作物当前生长时期实际所

需水肥量；依据当前生长时期实际所需水量与肥量的关系，获取出最佳的水肥一体灌溉方

案后，控制喷灌子系统的混肥装置进行肥液调配，控制喷灌子系统进行现场喷灌，最终实现

作物水肥一体化的智能管理。

[0027] 比对预警模块230则根据预设时间T，每隔T时间，统计一次各个安装有茎秆微变化

传感器111的作物茎秆直径的前后变化程度，根据预设比对规则，如一次比对中前后生长变

化值小于零，则记1，直至记录值大于预设阈值（如3），即出现三次前后生长变化小于零的情

况下，则发出生长异常预警，告知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定期巡查时，根据异常情况，对该植株

进行特殊照顾。预设比对规则也可为：将作物当前茎秆直径大小与预存的该作物当前培育

周期理论直径范围进行比较，一旦茎秆直径小于或大于该理论直径范围，则判断生长不良，

发出生长异常预警,以便管理人员定期巡查时，科学准确的发现异常，消除异常。该预设比

对规则设定前提为：作物不同生长时期需水需肥量对照表中保存有培育周期和理论直径范

围一一对应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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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综上，本实施例的喷灌系统，适用于具有茎秆的作物的水肥灌溉，利用茎秆微变化

传感器111采集作为茎秆的直径变化，从而可用于结合作物当前所经历培育周期（即喷灌系

统开始运作至今的时间）较为准确地分析出作物当前所处的生长周期和生长情况，比对预

警模块230有利于及时发现作物的生长情况不符合生理周期预测情况的生长不良状态，起

到提醒作用，以便后续实施该株作物的特殊管理；利用土壤墒情传感器120和土壤肥力传感

器130获取实时土壤含水量和含肥量，进而能够依据作物实际所处生长周期需水需肥量规

律以及当前土壤含水量和含肥量，进行准确的作物实际需水需肥量获取，能够实现作物生

长的有效水肥灌溉监管，保障了作物的有效产出，尤其是单株培育类作物（例如果树），可以

单株作物为单位，对其的水肥控制更加的符合其生长周期。而不是沿用现有的统一管理，统

一水肥量灌溉的方式，导致不同作物之间产量不一。

[0029] 实施例2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与之前实施例的区别在于，本实施例中强调喷灌子系统与控制子

系统的高效配合，即控制性能优化，还考虑固体水溶肥的运用和各元素肥料配比的可变性；

所述作物本体传感器110还包括果实膨大传感器112，一些作物成熟期具有较大的果实，果

实膨大传感器112仅在成熟期时被设置在作物的某一果实上，可用于实时采集作物成熟期

果实的直径大小，当第一接收模块110接收到果实膨大传感器112的数据时，则代表该作物

当前已处于成熟期，根据果实前后直径变化的大小程度，可细化分析研究出成熟期作物需

水需肥量规律；进而有利于成熟期作物水肥细化精准灌溉，提高果实收成；

所述喷灌子系统包括用于接收所述混肥装置输出肥液的输肥主管道410、沿所述输肥

主管道410长度方向间隔设置并与其连通的输肥支管道420以及与所述输肥支管道420连通

用于将肥液输出至相应位置土壤中的喷头430，所述输肥主管道410内靠近所述混肥装置一

侧设有第一电磁阀411，所述输肥支管道420内靠近所述输肥主管道410一侧设有第二电磁

阀421，所述第一电磁阀411连接有用于控制其开关的第一无线电磁阀控制器，所述第一无

线电磁阀控制器与所述控制子系统通讯连接。第一电磁阀411作为输送肥液的总阀，其开关

受第一无线电磁阀控制器控制，而第一无线电磁阀控制器的控制信号来自控制子系统，有

利于使肥液的配比值符合要求后再开启第一电磁阀411，使肥液流过用于灌溉，第一无线电

磁阀控制器优选与控制子系统为无线通讯方式，当第一无线电磁阀控制器与控制子系统实

际设置距离较近时，亦可选用有线通讯方式；第二电磁阀421的设置有利于实现每个输肥支

管道420处喷头430喷出水肥量的单独控制，从而实现不同输肥支管道420处不同水肥量灌

溉需求控制，即不同输肥支管道420处对应作物水肥需求控制。

[0030] 所述输肥支管道420内靠近所述第二电磁阀421设有第一液体流量计422，用于测

试流过液体的总量，所述第二电磁阀421包括电磁阀控制器，所述电磁阀控制器与所述控制

子系统通讯连接或与所述第一液体流量计422连接。

[0031] 设计所述电磁阀控制器与所述控制子系统通讯（无线）连接时，第二电磁阀421的

开关受控制子系统控制，此时第二电磁阀421和第一电磁阀411的开关都受到控制子系统的

管理，有利于肥液的配比值符合要求后同时开启，且此时，第一液体流量计422必须也与控

制子系统建立通讯连接，监测流过液体总量并传输至控制子系统，才能方便后期实现控制

子系统依据该数据及时发出第二电磁阀421关闭指令；

设计所述电磁阀控制器与第一液体流量计422连接（有线或无线）时，第一液体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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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需设置在输肥主管道410和第二电磁阀421之间的输肥支管道420段，即第一液体流量计

422位于第二电磁阀421上游，电磁阀控制器获取第一液体流量计422的流量变化信号和第

二电磁阀421开启后流过肥液的总量，当流量发生增长变化时，电磁阀控制器控制第二电磁

阀421开启，使肥液从喷头430输出，当流过肥液的总量到达监控阈值，又控制第二电磁阀

421关闭；即当且仅当第一液体流量计422测到有肥液流过至喷头端时，电磁阀控制器才会

控制第二电磁阀421开启，且第一液体流量计422无需与控制子系统通讯连接，上述设计，有

利于减少第二电磁阀421处与控制子系统无线数据传输和数据响应时间，借助电磁阀控制

器对第一液体流量计422数据的监测能力，使得第二电磁阀421仅在需要时及时开启和关

闭，节省响应时间，加快灌溉进程的同时也提高了灌溉精度控制，灌溉可靠性、及时性、准确

性得到保障。

[0032] 优选地，本实施例的系统还包括残液回收子系统，所述残液回收子系统包括抽液

泵510和储液箱520，所述抽液泵510的进液端通过进液管与所述输肥主管道410连通，出液

端与所述储液箱520连通，用于将喷灌子系统的管道内残留的液体抽入储液箱520，所述储

液箱520通过出液管与所述混肥装置连通，所述进液管内设有第三电磁阀530，所述出液管

内设有第四电磁阀540。有利于避免一次完整灌溉后喷灌子系统的管道内的肥料残留液沉

淀影响管道畅通，也有利于避免肥料残留液残留对下一次灌溉肥量的精准控制产生影响，

有利于肥料残留液的回收利用。优选出液管位于储液箱520侧面的最低处，储液箱520内液

体通过自身重力影响输送至混肥装置；第三电磁阀530和第四电磁阀540可为手动控制阀，

在需要时由人工开启，将喷灌子系统的管道内残留的液体回收入储液箱520内或从储液箱

520内输送至混肥装置再利用；亦可为电动控制阀，由控制子系统进行开关控制，优选电动

控制阀，除了有利于节省人力，也有利于提高残留液体的利用率。

[0033] 所述储液箱520与所述第四电磁阀540之间的所述出液管段设有第一过滤器550。

有利于滤除沉淀，避免出液管堵塞，保障回收入混肥装置的肥液的品质，减少不良肥液对混

肥装置长久有效工作的影响。

[0034] 进一步地，考虑增加固体水溶肥在本灌溉系统的现场使用，以及固体复合肥使用

中各元素含量比的局限性，所述混肥装置包括混肥罐310，所述混肥罐310包括进水口、进肥

口、酸碱平衡口以及出肥口，所述进肥口有多个，分别对应各个需要灌溉的肥料，如氮肥、磷

肥、钾肥等，各个进肥口优选设于混肥罐310上方，肥料通过自身重力影响进入混肥罐310，

各个进肥口还设有肥料流量控制装置，用于控制肥料进入混肥罐310的量，酸碱平衡口设有

酸碱液流量控制器，用于控制酸碱液进入量，所述出肥口设有EC探头6、PH探头7、砂石过滤

器以及第二液体流量计8，EC探头6用于测量出肥口肥液EC值是否符合计算模块220灌溉要

求，PH探头7用于测量出肥口肥液酸碱值是否满足作物适宜土壤酸碱度需求，避免土壤因施

肥产生酸碱化，砂石过滤器用于过滤未被溶解的固体肥料，第二液体流量计8用于检测流过

液体的量，所述混肥罐310内设有搅拌装置，所述控制子系统设有第二接收模块240，用于接

收所述EC探头6、所述PH探头7以及所述第二液体流量计8的信息，所述出肥口通过管道连接

有吸肥泵320，所述吸肥泵320的出口与所述喷灌子系统连通，所述吸肥泵320由所述控制子

系统控制，用于待混肥罐310内肥液配比（EC值）符合计算模块220的灌溉要求以及PH值符合

要求后开启，将混肥罐310内肥液泵出至喷灌子系统，具体为泵出至喷灌子系统的输送主管

道410。搅拌装置的加入，有利于快速混肥，增加了使用固体水溶肥用于水肥一体化灌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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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进肥口有多个，不仅可方便任意调配各个元素含量比，还可同时用于多种元素肥料

的供给控制，提高肥液调配效率；EC探头6、PH探头7以及第二液体流量计8，有利于监督所配

肥液是否符合实际肥量配比需求、PH值是否符合要求以及在第二液体流量计8流量变化由

增加变成稳定不变时及时告知控制子系统关闭吸肥泵320，待下一次灌溉再行开启。

[0035] 本实施例中，首先由控制子系统根据计算模块220计算好的灌溉方案，依据灌溉方

案控制进水量、进肥量以及酸碱液量调配混肥罐310内肥液的元素含量配比，并控制吸肥泵

320、第一电磁阀411、第二电磁阀421在相应时间开启和关闭，实现灌溉量高度管控下的灌

溉。

[0036] 实施例3

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与实施例2的区别在于，本实施例的混肥装置适合液态肥料的灌

溉运用；所述混肥装置包括母液罐330、文丘里管340以及混肥管道350，所述文丘里管340喉

部的肥液入口通过管道与所述母液罐330连通，所述文丘里管340的入口与供水管连通，所

述文丘里管340的出口与所述混肥管道350的入口连通，所述混肥管道350的出口与所述喷

灌子系统连通并设有EC探头6、第二液体流量计8以及第五电磁阀，所述控制子系统设有第

二接收模块240，用于接收所述EC探头6和所述第二液体流量计8的信息，所述第五电磁阀由

所述控制子系统控制。其中第五电磁阀的作用与第一电磁阀411的作用相同，用于把关肥液

总输送量，当喷灌子系统如实施例2所述设置时，第五电磁阀和第一电磁阀411可省略其一。

混肥管道350优选为螺旋管道，或在其内设置搅拌装置，用于提高混肥管道350的出口流出

肥液的均匀度。

[0037] 上述设计，有利于液态高浓度肥料的运用，第二接收模块240用于监督混肥管道

350内肥液EC值是否符合计算模块220的计算值，若符合，再控制第五电磁阀开启，有利于肥

量的严格监控，第二接收模块240还用于监督第二液体流量计8流过肥液总量，当符合一次

灌溉的阈值时，关闭第五电磁阀。文丘里管340和母液罐330一一对应可设置多对，用于实现

多个不同元素肥料的同时供给。

[0038] 所述文丘里管340喉部的肥液入口与所述母液罐330之间的管道设有第二过滤器

和吸肥量调节阀，所述混肥管道350的入口连接有酸碱平衡箱360，所述酸碱平衡箱360的出

液口设有出液量调节阀，优选所述酸碱平衡箱360位于混肥管道350的入口的上方，酸碱平

衡箱360内酸碱液通过自身重力影响进入混肥管道，另外，酸碱平衡箱360也可位于母液罐

330旁，也通过文丘里管340喉部将酸碱液吸入文丘里管340并最终在混合管道350与肥料混

合；

所述混肥管道350的出口设有PH探头7，所述第二接收模块240还用于接收所述PH探头7

的信息，以便根据PH探头7查看实际PH值是否符合土壤酸碱正常值，若不符合，则控制出液

量调节阀开启，加入适量酸碱液后再关闭，完成PH值把关，所述吸肥量调节阀和所述出液量

调节阀由所述控制子系统控制，分别实现吸肥量和酸碱液用量的控制。第二过滤器有利于

过滤固体沉淀，避免输送管道堵塞，保证吸肥功能的长久稳定，EC探头6和吸肥量调节阀保

障肥料配比和吸肥量的有效控制，PH探头7和出液量调节阀有利于减轻水肥灌溉对土壤酸

碱度的影响。

[0039] 如图4所示，所述作物本体传感器110还包括果实膨大传感器112和叶片温度传感

器113，所述检测子系统还包括光照传感器140和气象实时数据采集器150。果实膨大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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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叶片温度传感器113、光照传感器140以及气象实时数据采集器150的数据最终均会传

输至控制子系统，用于为计算模块220和比对预警模块230提供数据支持，例如：计算模块

220不仅结合作物不同生长时期需水需肥量对准表、土壤含水量、土壤含肥量用于作物当前

实际需水需肥量的计算，还结合气象实时数据采集器150采集的未来天气降水量和温度计

算土壤蒸发量，提高需水量计算的准确性；比对预警模块230不仅结合作物茎秆直径的前后

变化程度作出生长异常预警，还结合叶片温度传感器113采集数据，当该数据高于气象实时

数据采集器150采集温度时，发出生长异常预警；结合光照传感器140数据分析光照是否有

异常，有异常则发出生长异常预警。综上，果实膨大传感器112如之前所述，用于作物成熟期

需水需肥规律的细化研究和细化灌溉，提高果实产出；叶片温度传感器用于采集叶片的温

度，研究表明阳光太强，通风不良，相对湿度太高或太低，植株缺水状态下，都会造成叶片温

度显著地高于气温的现场发生，因此叶片温度传感器设置有利于对作物生理健康状态进行

监督，以便结合作物的生理健康进行水肥灌溉控制；气象实时数据采集器150的设置，有利

于根据未来降水量和土壤水蒸发量等数据来更加精确地计算作物当前实际需水量；光照传

感器140的设置，有利于生长过程光照度异常监督，以便及时补偿，避免水肥供应。

[0040] 实施例4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智能水肥一体化喷灌系统的控制方法，应用于之前实施例所述的系

统，包括：

S10：系统调试准备：控制子系统接收操作人员输入的管理作物名称，从网络数据库中

调取与该作物名称相对应的作物不同生长时期需水需肥量对照表保存入本地数据库；控制

子系统接收操作人员输入的开启信号，识别所述开启信号开启相应工作模式；不同作物，不

同作物的不同生长时期的需水需肥规律各有不同，只有严格把关上述不同，才能实现高精

准度的水肥灌溉。

[0041] 开启信号包括正常灌溉信号，即按正常灌溉周期（例如每日5点执行一次正常灌

溉，又如每五日执行一次正常灌溉），获取作物本体传感器110、土壤墒情传感器120以及土

壤肥力传感器130所采集数据，并计算需水需肥量和获取最佳灌溉方案完成灌溉；

开启信号还包括补灌信号，即依据其吸收速率规律等为生长出现不良的单株作物量身

定制补灌规律后，进行多次的补灌，届时只需操作人员调取补灌方案，点击补灌开启信号，

由控制子系统接收并识别即可开启对应补灌模式。

[0042] S20：信息采集：利用作物本体传感器110采集作物生理信息，利用土壤墒情传感器

120采集土壤水分含量状况，利用土壤肥力传感器130采集土壤氮、磷、钾含量状况；作物本

体传感器110包括茎秆微变化传感器、叶片温度传感器、果实膨大传感器以及叶绿素含量传

感器其中的一项或多项。土壤肥力传感器130可不仅局限于对土壤氮、磷、钾含量的检测；

S30：实际需求量计算：控制子系统中的第一接收模块接收作物生理信息、土壤水分含

量状况以及土壤氮、磷、钾含量状况，查看所述作物生理信息以及其前后变化，分析作物当

前所处生长期，与本地数据库预存作物不同生长时期需水需肥量对照表比对，获取当前所

处生长期所需总水肥量，根据当前所处生长期所需总水肥量、土壤水分含量状况以及土壤

氮、磷、钾含量状况，计算当前所处生长期实际需灌溉水肥量；

S40：水肥调配与灌溉：获取当前所处生长期实际需灌溉水肥量，根据预设计算模型计

算出最佳的灌溉方案，依据灌溉方案，利用混肥子系统和喷灌子系统调配肥液水、氮、磷、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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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并实施喷灌；

所述预设计算模型包括：根据氮、磷、钾各自在水中的溶解度和所有待灌溉作物当前所

处生长期实际需肥量计算氮、磷、钾依次单独灌溉时所需用水量，若所需用水量小于当前所

处生长期实际需灌溉水量，则选择氮、磷、钾依次单独灌溉作为最佳灌溉方案，依照该灌溉

方案，仅需根据喷头对应植物的需肥量控制好每个喷头供给肥液的时间即可；若大于，则选

择氮、磷、钾同时调配后灌溉作为最佳灌溉方案，氮、磷、钾同时调配后灌溉包括：一次灌溉：

依据所有待灌溉作物当前所处生长期实际需肥量获取氮、磷、钾三者最小配比值配比后灌

溉；二次灌溉：依据一次灌溉后剩余需肥量和预设氮、磷、钾优先配比等级获取氮、磷、钾中

任意两者的最小配比值配比后灌溉；三次灌溉：依据二次灌溉后剩余需肥量和预设氮、磷、

钾优先配比等级获取氮、磷、钾中任意一个的剩余量进行灌溉。需要注意的是，当且仅当所

有的待灌溉样本作物同时缺氮、磷、钾三个元素中的三个或两个时，才会执行一次灌溉和二

次灌溉的配比方式，否则，均按三次灌溉的配比方式配比后灌溉。

[0043] 下面详细说明氮、磷、钾同时调配方案，例如：计算样本作物当前所处生长期实际

需肥量如下：

样本A：氮0.3mg，磷0.05mg，钾0.5mg；

样本B：氮0.5mg，磷0.1mg，钾0.8mg；

样本C：氮0.1mg，磷0.01mg，钾0.2mg；

样本D：氮0.3mg，磷0.09mg，钾0.7mg；

优选级为：氮>磷>钾；

则方案如下：一次灌溉：氮、磷、钾最低含量比为：0.1:0.01:0.2，待灌溉样本数为4，因

此调配0.4mg氮、0.04mg磷、0.8mg钾和溶解上述元素所需最小量的水搅拌混合，通过喷灌子

系统将上述肥液均匀的喷洒到样本A、B、C、D上，此后，样本C结束肥灌溉；氮、磷、钾最低含量

比为：0.2:0.04:0.3，待灌溉样本数为3，因此调配0.6mg氮、0.12mg磷、0.9mg钾和溶解上述

元素所需最小量的水搅拌混合，通过喷灌子系统将上述肥液均匀的喷洒到样本A、B、D上，此

后样本A结束肥灌溉；

二次灌溉：待灌溉样本为样本B和样本D，共同剩余待灌溉元素为：磷和钾，最低含量配

比为0.04:0.2，因此调配0.08mg磷、0.4mg钾和溶解上述元素所需最小量的水搅拌混合，通

过喷灌子系统将上述肥液均匀的喷洒到样本B和样本D上，此后样本D结束肥灌溉；

三次灌溉：待灌溉样本为样本D，氮、磷、钾各自剩余0.2mg、0.01mg和0.1mg，按照氮>磷>

钾的优先级，依次配比相应水量充分溶解后完成氮、磷、钾依次单独灌溉；

水灌溉：根据样本A、B、C、D各自已灌溉水量和当前实际需水量，计算各自还剩的待灌溉

水量予以灌溉即可。综上可结束一次正常周期的水肥一体化灌溉。有利于保证获取最佳的

灌溉方案，节约用水的同时，使得管道内仅残留单一元素对应肥液或清水，能够使该残留液

体更加简单方便且统一的被回收利用，避免管道堵塞。

[0044] 进一步地，步骤S30中还包括异常预警：根据预设时间T，每隔T时间，统计一次各个

安装有茎秆微变化传感器111的作物茎秆直径的前后变化程度，根据预设比对规则，如一次

比对中前后生长变化值小于零，则记1，直至记录值大于预设阈值（如3），即出现三次前后生

长变化小于零的情况下，则发出生长异常预警，告知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定期巡查时，根据

异常情况，对该植株进行特殊照顾。预设比对规则也可为：将作物当前茎秆直径大小与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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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该作物当前培育周期理论直径范围进行比较，一旦茎秆直径小于或大于该理论直径范

围，则判断生长不良，发出生长异常预警,以便管理人员定期巡查时，科学准确的发现异常，

消除异常。该预设比对规则设定前提为：作物不同生长时期需水需肥量对照表中保存有培

育周期和理论直径范围一一对应的数据。

[0045]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

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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