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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喷药灌溉一体化核桃种植园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喷药灌溉一体化核

桃种植园，包括种植区、蓄水池、用于抽取蓄水池

中流体的泵、作为泵进口管线的进水管、作为泵

出口管线的出水管、作为出水管出水端的出水

头，进水管连通蓄水池和泵，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串联在进水管上的第一控制阀，第一控制阀用于

控制进水管的连通状态；还包括一端与进水管相

接的多功能池。该喷药灌溉一体化核桃种植园可

有效解决现有技术中采取人工喷药不均匀、劳动

强度大、效率低下及伤害农民身体，和灌溉系统

单一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喷药和灌溉一体化的

核桃种植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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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喷药灌溉一体化核桃种植园，包括种植区(1)、树(11)、蓄水池(2)、用于抽取蓄

水池(2)中流体的泵(3)、作为泵(3)进口管线的进水管(4)、作为泵(3)出口管线的出水管

(5)、作为出水管(5)出水端的出水头(52)，所述进水管(4)连通蓄水池(2)和泵(3)，其特征

在于，还包括串联在进水管(4)上的第一控制阀(41)，所述第一控制阀(41)用于控制进水管

(4)的连通状态；

还包括一端与进水管(4)相接的多功能池(6)，所述多功能池(6)上还串联有用于控制

多功能池(6)连通状态的第二控制阀(61)，且多功能池(6)在进水管(4)上的连接位置位于

泵(3)与第一控制阀(41)之间；所述出水管(5)包括总管及多根支管，各支管的一端均与总

管相连，各支管的另一端均为出水头(52)，总管的一端与泵(3)的出口端相接；各支管上均

串联有第三控制阀(53)，各第三控制阀(53)均用于控制所在支管的通断状态；所述支管上

均包括软管段，所述支管的数量及安装的位置与种植区(1)的树(11)一一对应；所述出水头

(52)包括壳体，所述壳体呈喇叭口状，且壳体的小端为泵(3)工作时出水头(52)的进水端。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喷药灌溉一体化核桃种植园，其特征在于，所述支管包括地面支

管(51)和垂直设置的支管(7)，所述垂直设置支管的出水头(52)为若干扇形喷头，所述地面

支管(51)的出水头(52)可拆卸的连接扇形喷头，在所述垂直设置的支管(7)上串联有第四

控制阀(71)。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喷药灌溉一体化核桃种植园，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垂直设置的支

管(7)上固定设置有地面支管(51)固定装置，所述固定装置为垂直设置的圆环(72)，在所述

圆环(72)上顶端设置有缺口(721)，所述缺口(721)的口径大于所述地面支管(51)的直径，

所述圆环(72)的直接小于所述扇形喷头的半径。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喷药灌溉一体化核桃种植园，其特征在于，所述多功能池(6)中

设置有搅拌装置(62)。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喷药灌溉一体化核桃种植园，其特征在于，所述多功能池(6)中

设置有刻度线。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喷药灌溉一体化核桃种植园，其特征在于，所述多功能池(6)中

连接有自来水管(63)，所述自来水管(63)上设置有串联的第五控制阀(64)，所述第五控制

阀(64)用于控制自来水管(63)的连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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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喷药灌溉一体化核桃种植园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农业生产农作物种植园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喷药灌溉一体化

核桃种植园。

背景技术

[0002] 核桃树的种植，除了做好施肥管理和病虫管理以及日常锄杂草管理至外，重要的

两个环节便是灌溉和施药。核桃属深根性果树，要求土壤肥沃，喜温湿气候，属于半阳性植

物，其生长最适pH值为6-7。核桃成树一般室外栽培，现代农业中，为方便水肥管理、提高浇

灌效率等，现有技术中出现了利用管网完成核桃树浇灌的装置。进一步优化用于核桃树种

植的浇灌系统的结构设计，以使得其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核桃树种植，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所

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3] 目前针对核桃种植园防虫喷药主要采用人力喷药，不仅浪费人力，而且效率很低，

覆盖面不完全，而且操作人员处于农药喷雾空气中，很容易影响身体健康；且人力喷药不够

均匀，对农药作用及防治效果产生了不良影响。随着农业自动化水平的逐渐提高，更多的采

用自动化机械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上述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喷药灌溉一体化核桃种植园，

该种植园可有效解决现有技术中采取人工喷药不均匀、劳动强度大、效率低下及伤害农民

身体，和灌溉系统单一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喷药和灌溉一体化的核桃种植园。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喷药灌溉一体化核桃种

植园，包括种植区、蓄水池、用于抽取蓄水池中流体的泵、作为泵进口管线的进水管、作为泵

出口管线的出水管、作为出水管出水端的出水头，进水管连通蓄水池和泵，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串联在进水管上的第一控制阀，第一控制阀用于控制进水管的连通状态；

[0006] 还包括一端与进水管相接的多功能池，多功能池上还串联有用于控制多功能池连

通状态的第二控制阀，且多功能池在进水管上的连接位置位于泵与第一控制阀之间。

[0007] 进一步地，出水管包括总管及多根支管，各支管的一端均与总管相连，各支管的另

一端均为出水头，总管的一端与泵的出口端相接。

[0008] 进一步地，各支管上均串联有第三控制阀，各第三控制阀均用于控制所在支管的

通断状态。

[0009] 进一步地，支管上均包括软管段，支管的数量及安装的位置与种植区的树一一对

应。

[0010] 进一步地，出水头包括壳体，壳体呈喇叭口状，且壳体的小端为泵工作时出水头的

进水端。

[0011] 进一步地，支管包括地面支管和垂直设置的支管，垂直设置支管的出水头为若干

扇形喷头，地面支管的出水头可拆卸的连接扇形喷头，在垂直设置的支管上串联有第四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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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阀。

[0012] 进一步地，在垂直设置的支管上固定设置有地面支管固定装置，固定装置为垂直

设置的圆环，在圆环上顶端设置有缺口，缺口的口径大于地面支管的直径，圆环的直接小于

扇形喷头的半径。

[0013] 进一步地，多功能池中设置有搅拌装置。

[0014] 进一步地，多功能池中设置有刻度线。

[0015] 进一步地，多功能池中连接有自来水管，自来水管上设置有串联的第五控制阀，第

五控制阀用于控制自来水管的连通状态。

[0016]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出水管作为蓄水池中蓄水流至出水头的流体管路，所述泵作

为流体管路上的动力源。所述泵可为变频泵。

[0017]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8] 1、本实用新型在第一控制阀和泵之间设置了多功能池，该多功能池既可用于核桃

种植园中喷洒的农药液的配制，也可以用于液体肥水的配制，多功能池中还设置了刻度线

和搅拌装置，使得配置的浓度精密，混合更均匀。

[0019] 2、本实用新型在出水管上设置了地面支管和垂直设置的支管，地面支管主要用于

核桃树灌溉，垂直设置的支管主要用于喷洒农药，垂直设置的支管的高度高于核桃树的高

度，垂直设置的支管上出水头采用的是扇形喷头，可使喷出的药液雾化，且喷出角度大，覆

盖范围广，使喷出的药液均匀广泛的洒在核桃树上。

[0020] 3、本实用新型垂直设置的支管上固定设置有地面支管固定装置，固定装置为垂直

设置的圆环，圆环上顶端设置有缺口，缺口的口径大于地面支管的直径，圆环的直接小于扇

形喷头的半径，在进行农药喷洒时，还可将地面支管挂在圆环上，因圆环的直径小于扇形喷

头的半径，所以地面支管的扇形喷头可卡挂在圆环内，进而从下对核桃树进行喷洒，不仅可

以喷洒到较低端的树叶，还可以对树叶的背面进行喷洒，提高喷洒效果，从而也实现核桃树

果园喷药灌溉一体化，还取代了人工灌溉和人工农药喷洒，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

率，避免了人工喷洒农药对人体的伤害。

[0021] 4、本实用新型在多功能池上设置了自来水管，不仅可在蓄水池中蓄水量少时进行

补给，还方便农药和肥水配置使用，同时也方便在种植园中其他少量用水时的取水，减少泵

的使用频次，延长泵的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图；

[0023] 图2垂直设置的支管的结构图；

[0024] 附图标记：1-种植区，11-树，2-蓄水池，3-泵，4-进水管，41-第一控制阀，5-出水

管，51-地面支管，52-出水头，53-第三控制阀，6-多功能池，61-第二控制阀，62-搅拌装置，

63-自来水管，64-第五控制阀，7-垂直设置的支管，71-第四控制阀，72-圆环，721-缺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一种喷药灌溉一体化核桃种植园，包

括种植区1、树11、蓄水池2、用于抽取蓄水池2中流体的泵3、作为泵3进口管线的进水管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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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泵3出口管线的出水管5、作为出水管5出水端的出水头52，所述进水管4连通蓄水池2和泵

3，还包括串联在进水管4上的第一控制阀41，所述第一控制阀41用于控制进水管4的连通状

态。在种植园中根据实际需要可以设置多个种植区，每个种植区为单排的核桃树，以方便浇

灌和喷洒药水，每一排有多棵核桃树。

[0026] 还包括一端与进水管4相接的多功能池6，所述多功能池6上还串联有用于控制多

功能池6连通状态的第二控制阀61，多功能池6在进水管4上的连接位置位于泵3与第一控制

阀41之间。第一控制阀41和第二控制阀61均为球阀

[0027] 需要对种植园中的核桃树进行灌溉时，先关闭第二控制阀61，打开第一控制阀41，

然后接通泵3的电源，让泵3运行，将蓄水池2的水通过出水管5输送至出水头52处，然后再由

出水头52对种植区1的树11进行灌溉，灌溉完毕后，第一控制阀41和泵3即可。

[0028] 优化地，出水管5包括总管及多根支管，各支管的一端均与总管相连，各支管的另

一端均为出水头52，总管的一端与泵3的出口端相接。支管上均包括软管段，支管的数量及

安装的位置与种植区1的树11一一对应。且各支管上均串联有第三控制阀53，各第三控制阀

53均用于控制所在支管的通断状态，多根支管的设置更方便种植区1中树11的均匀浇灌，支

管的数量及安装的位置与种植区1的树11一一对应的设置可是对树11的浇灌更均匀快速、

精准，提高浇灌效率的同事也避免了水资源的浪费。

[0029] 优化地，出水头52包括壳体，壳体呈喇叭口状，且壳体的小端为泵3工作时出水头

52的进水端。支管都位于种植园中每两个种植区域的间隙区域中，支管包括地面支管51和

垂直设置的支管7，垂直设置的支管7的高度高于核桃树的高度，垂直设置支管的出水头52

为扇形喷头，每根垂直设置的支管7的扇形喷头数量一般为2个，这样可以与间隙区域两边

的种植区域中的树11一一对应，地面支管51的出水头52可拆卸的连接扇形喷头，在垂直设

置的支管7上串联有第四控制阀71。本方案中，将支管细分为地面支管51和垂直设置的支管

7，且地面支管均带有第三控制阀53，垂直设置的支管7上串联有第四控制阀71，此设置可以

实现同一管道系统即可进行喷药，也可进行灌溉。当需要对种植区1进行灌溉时，可关闭第

二控制阀61和第四控制阀71，然后打开第一控制阀41和第三控制阀53，让泵3运行，将蓄水

池2的水通过出水管5输送各地面支管处，然后再由地面支管出水头52对种植区1的树11进

行灌溉，灌溉完毕后，关闭第一控制阀41和第三控制阀53，和泵3即可。在灌溉时，根据需要

可拆卸地面支管51出水头52的连接扇形喷头。当需要对种植区1进行喷药杀虫时，先关闭第

一控制阀41和第三控制阀53，将配置好的药液倒入多功能池6中，然后打开第二控制阀61和

第四控制阀71，让泵3运行，将多功能池6中的药液通过出水管5输送至垂直设置的支管7处，

再由垂直设置的支管7上的扇形喷头对核桃树进行药液喷洒，垂直设置的支管7的高度高于

核桃树，且采用扇形喷头，可使喷出的药液雾化，且喷出角度大，覆盖范围广，使喷出的药液

均匀广泛的洒在核桃树上，此过程中无需人员进入种植园内部，可避免人员吸入已经雾化

的农药，对身体产生伤害，且喷洒管道采用的是灌溉管网，也降低了管网铺设成本，喷洒完

毕之后，关闭第二控制阀61和第四控制阀71和泵3即可。若需要进行水溶性肥水的配置和灌

溉，也可在多功能池6中进行配制。

[0030] 优化地，在垂直设置的支管7上固定设置有地面支管51固定装置，固定装置为垂直

设置的圆环72，在圆环72上顶端设置有缺口721，缺口721的口径大于地面支管51的直径，圆

环72的直接小于扇形喷头的半径。地面支管51固定装置的设置，在进行农药喷洒时，还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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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支管51挂在圆环72上，因圆环72的直径小于扇形喷头的半径，所以地面支管51的扇形

喷头可卡挂在圆环72内，在垂直设置的支管7进行喷洒的同时，可以打开第三控制阀53，让

药液通过地面支管51的扇形喷头由下往上喷出，进而从下对核桃树进行喷洒，不仅可以喷

洒到较低端的树叶，还可以对树叶的背面进行喷洒，提高喷洒杀虫效果。

[0031] 优化地，多功能池6中设置有搅拌装置62，可将多功能池中配制的药液或者水溶性

肥水搅拌均匀。

[0032] 优化地，多功能池6中设置有刻度线，可实现多功能池中精准配制的药液或者水溶

性肥水的浓度和剂量。

[0033] 优化地，多功能池6中连接有自来水管63，自来水管63上设置有串联的第五控制阀

64，第五控制阀64用于控制自来水管63的连通状态。在多功能池上设置了自来水管，不仅可

在蓄水池中蓄水量少时进行补给，还方便农药和肥水配置使用，同时也方便在种植园中其

他少量用水时的取水，减少泵的使用频次，延长泵的使用寿命。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10183992 U

6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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