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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水肥一体自动定量

滴灌系统，包括通过滴灌主管连接的水源、施肥

单元、水泵和过滤器，所述滴灌主管的末端分别

形成第一出水口和第二出水口，所述第一出水口

连接有用于灌溉靠近滴灌系统一侧的第一支管

系统，所述第二出水口连接有用于灌溉远离滴灌

系统一侧的第二支管系统；施肥单元包括大量元

素施肥罐和微量元素施肥罐。本实用新型通过第

一支管系统和第二支管系统的设置，可实现大棚

内近端和远端水压的一致，保证滴灌水量的均

匀，实现分段均匀灌溉；而且水肥供应量均可实

现精确控制，可少量多次施用，不会造成肥料浪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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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肥一体自动定量滴灌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通过滴灌主管连接的水源、施肥

单元、水泵和过滤器，所述滴灌主管的末端分别形成第一出水口和第二出水口，所述第一出

水口连接有用于灌溉靠近滴灌系统一侧的第一支管系统，所述第二出水口连接有用于灌溉

远离滴灌系统一侧的第二支管系统；

所述施肥单元包括大量元素施肥罐和微量元素施肥罐，所述大量元素施肥罐的底部通

过第一排液管、上部通过第一进液管与滴灌主管相连通，所述微量元素施肥罐的底部通过

第二排液管、上部通过第二进液管与滴灌主管相连通，且所述第一排液管和第二排液管位

于水泵的进水口一侧，所述第一进液管和第二进液管位于水泵的出水口一侧，所述第一排

液管上依次连接有第二流量计和第一排液控制阀，所述第二排液管上依次连接有第三流量

计和第二排液控制阀，所述第一进液管上连接有第一进液控制阀，所述第二进液管上连接

有第二进液控制阀；

所述滴灌主管上靠近水源的一端依次连接有第一流量计和第一总阀，滴灌主管的末端

依次连接有第二总阀、水表和过滤器，所述第一出水口上连接有第一支管阀，所述第二出水

口上连接有第二支管阀；

所述第一支管系统由第一支管和若干与第一支管相连接的第一滴灌毛管构成，且所述

第一支管系统整体布设于靠近滴灌系统的一侧；所述第二支管系统由第二支管和若干第二

滴灌毛管构成，所述第二支管长于第一支管且所述第二滴灌毛管与第二支管远离滴灌系统

的一侧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肥一体自动定量滴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滴灌主管

的末端还连接有压力变送器，所述压力变送器位于水泵和第二总阀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肥一体自动定量滴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进液

管和第二进液管通过进液主管与滴灌主管相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水肥一体自动定量滴灌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控制

器，所述第一总阀、第二总阀、第一支管阀、第二支管阀、第一排液控制阀和第二排液控制阀

均为电磁阀并分别与控制器相连接，所述第一流量计、第二流量计、第三流量计和压力变送

器也分别与控制器相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肥一体自动定量滴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滴灌主管

靠近水源的一端还连接有手动总阀，所述第一排液管上还连接有第一排液手动阀，所述第

二排液管上还连接有第二排液手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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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肥一体自动定量滴灌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农业滴灌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水肥一体自动定量滴灌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水肥一体化技术是将灌溉与施肥融为一体的农业新技术，是借助压力系统或地形

自然落差，将速溶性固体或液体肥料，依据土壤养分特点和作物需肥规律，按一定水肥比例

配兑后，通过可控管道系统均匀供水供肥，确保作物健康生长。水肥一体化技术中的速效肥

溶解快，有利于作物快速吸收，养分利用率高，加之水肥定量可控，避免了传统大水漫灌的

渗淋或挥发损失，既节约肥料，又有利于环境保护。

[0003] 实际生产中，由于日光温室面积大小不同，当滴灌面积较大时，容易出现远端和近

端滴灌水量不均匀，远端因水压小导致滴灌量不足，使得滴灌精准度不是很高。此外，传统

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多将几种不同肥料分别盛放在3-4个施肥罐中，按比例抽配混匀后进

行施用，配制比例不易掌握，而且容易混淆；同时，施肥过程中肥料溶解不够均匀，影响施肥

效果。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水肥一体自动定量滴

灌系统，在保证分段灌溉压力均匀的前提下，实现精准灌溉。

[0005] 为此，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水肥一体自动定量滴灌系统，包括通过滴灌主管连接的水源、施肥单元、水泵

和过滤器，所述滴灌主管的末端分别形成第一出水口和第二出水口，所述第一出水口连接

有用于灌溉靠近滴灌系统一侧的第一支管系统，所述第二出水口连接有用于灌溉远离滴灌

系统一侧的第二支管系统；

[0007] 所述施肥单元包括大量元素施肥罐和微量元素施肥罐，所述大量元素施肥罐的底

部通过第一排液管、上部通过第一进液管与滴灌主管相连通，所述微量元素施肥罐的底部

通过第二排液管、上部通过第二进液管与滴灌主管相连通，且所述第一排液管和第二排液

管位于水泵的进水口一侧，所述第一进液管和第二进液管位于水泵的出水口一侧，所述第

一排液管上依次连接有第二流量计和第一排液控制阀，所述第二排液管上依次连接有第三

流量计和第二排液控制阀，所述第一进液管上连接有第一进液控制阀，所述第二进液管上

连接有第二进液控制阀；

[0008] 所述滴灌主管上靠近水源的一端依次连接有第一流量计和第一总阀，滴灌主管的

末端依次连接有第二总阀、水表和过滤器，所述第一出水口上连接有第一支管阀，所述第二

出水口上连接有第二支管阀；

[0009] 所述第一支管系统由第一支管和若干与第一支管相连接的第一滴灌毛管构成，且

所述第一支管系统整体布设于靠近滴灌系统的一侧；所述第二支管系统由第二支管和若干

第二滴灌毛管构成，所述第二支管长于第一支管且所述第二滴灌毛管与第二支管远离滴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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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一侧相连接。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滴灌主管的末端还连接有压力变送器，所述压力变送器位于水泵

和第二总阀之间。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进液管和第二进液管通过进液主管与滴灌主管相连通。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滴灌系统还包括控制器，所述第一总阀、第二总阀、第一支管阀、第

二支管阀、第一排液控制阀和第二排液控制阀均为电磁阀并分别与控制器相连接，所述第

一流量计、第二流量计、第三流量计和压力变送器也分别与控制器相连接。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滴灌主管靠近水源的一端还连接有手动总阀，所述第一排液管上

还连接有第一排液手动阀，所述第二排液管上还连接有第二排液手动阀。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5] （1）通过第一支管系统和第二支管系统的设置，可实现大棚内近端和远端水压的

一致，保证滴灌水量的均匀，实现分段均匀灌溉；

[0016] （2）水肥供应量均可实现精确控制，可少量多次施用，不会造成肥料浪费；

[0017] （3）通过流量控制，可根据大棚内作物总株数、不同生育期确定需水量，精准施肥

灌溉；

[0018] （4）大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肥料可间隔施用，避免肥料间发生化学反应。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第一支管系统和第二支管系统的设置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控制原理图；

[0022] 图中，1-水源，2-滴灌主管，3-第一流量计，4-手动总阀，5-第一总阀，6-第二总阀，

7-水泵，8-压力变送器，9-水表，10-过滤器，11-第一出水口，12-第二出水口，13-第一支管

阀，14-第二支管阀，15-大量元素施肥罐，16-微量元素施肥罐，17-第一排液管，18-第二排

液管，19-第一进液管，20-第二进液管，21-进液主管，22-第二流量计，23-第一排液手动阀，

24-第一排液控制阀，  25-第三流量计，26-第二排液手动阀，27-第二排液控制阀，28-第一

进液控制阀，29-第二进液控制阀，30-第一支管，31-第一滴灌毛管，32-第二支管，33-第二

滴灌毛管，34-控制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如图1和2所示，一种水肥一体自动定量滴灌系统，包括通过滴灌主管2连接的水源

1、施肥单元、水泵7和过滤器10，其中，滴灌主管2的末端分别形成第一出水口11和第二出水

口12，第一出水口11连接有用于灌溉靠近滴灌系统一侧的第一支管系统，第二出水口12连

接有用于灌溉远离滴灌系统一侧的第二支管系统；滴灌主管2上靠近水源1的一端依次连接

有第一流量计3、手动总阀4和第一总阀5，滴灌主管2的末端依次连接有压力变送器8、第二

总阀6、水表9和过滤器10，第一出水口11上连接有第一支管阀13，第二出水口12上连接有第

二支管阀14；

[0024] 所述施肥单元包括大量元素施肥罐15和微量元素施肥罐16，大量元素施肥罐15的

底部通过第一排液管17、上部通过第一进液管19与滴灌主管2相连通，微量元素施肥罐16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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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通过第二排液管18、上部通过第二进液管20与滴灌主管2相连通，且第一排液管17和第

二排液管18位于水泵7的进水口一侧，第一进液管19和第二进液管20位于水泵7的出水口一

侧，第一排液管17上依次连接有第二流量计22、第一排液手动阀23和第一排液控制阀24，第

二排液管18上依次连接有第三流量计25、第二排液手动阀26和第二排液控制阀27，第一进

液管19上连接有第一进液控制阀28，第二进液管20上连接有第二进液控制阀29，且第一进

液管19和第二进液管20通过进液主管21与滴灌主管2相连通；

[0025] 所述第一支管系统由第一支管30和若干与第一支管30相连接的第一滴灌毛管31

构成，且第一支管系统整体布设于靠近滴灌系统的一侧；所述第二支管系统由第二支管32

和若干第二滴灌毛管33构成，第二支管32长于第一支管30且第二滴灌毛管33与第二支管32

远离滴灌系统的一侧相连接，第一滴灌毛管31和第二滴灌毛管33上间隔设有滴头（图中未

示出）。

[0026] 如图3所示，所述滴灌系统还包括控制器34，第一总阀5、第二总阀6、第一支管阀

13、第二支管阀14、第一排液控制阀24、第二排液控制阀27均为电磁阀并分别与控制器34相

连接，第一流量计3、第二流量计22、第三流量计25优选为超声波水表或远传流量计，且第一

至第三流量计及压力变送器8也分别与控制器34相连接。第一进液控制阀28和第二进液控

制阀29可以是电磁阀也可以是手动阀，优选为电磁阀并与控制器34相连接。本实用新型中，

选择超声波水表或远传流量计作为第一至第三流量计可满足控制器34的远程控制要求，控

制器34可由PLC构成。

[0027]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如下：

[0028] 初始状态下，所有手动阀即手动总阀4、第一排液手动阀23和第二排液手动阀26均

处于开启状态，所有电磁阀均处于关闭状态。当需要进行滴灌时，通过控制器34开启第一总

阀5、第二总阀6和水泵7，滴灌用水由水源1并经滴灌主管2、第一支管30和第二支管32流入

第一滴灌毛管31和第二滴灌毛管33，然后经第一滴灌毛管31和第二滴灌毛管33上的滴头进

行滴灌。当需要施肥时，向大量元素施肥罐15或微量元素施肥罐16内加入大量元素肥料

（氮、磷、钾等速溶肥）或微量元素肥料（硼、锌、钼、铁、镁、钙等营养元素肥料），先滴水一段

时间，然后开启第一排液控制阀24或第二排液控制阀27进行施肥，以避免肥料淋失。大量元

素和微量元素肥料须隔日施用，以避免肥料间发生化学反应。

[0029] 下面以大量元素肥料的施用为例进行本实用新型水肥一体滴灌的说明。滴灌前或

在滴灌间隙，向大量元素施肥罐15内加入预先配制好的大量元素肥料，关闭第二总阀6、第

一排液控制阀24、第二排液控制阀27及第二进液控制阀29，开启第一总阀5、水泵7和第一进

液控制阀28，此时，水由进液主管21和第一进液管19加入到大量元素施肥罐15内并对肥料

进行溶解，并可通过搅拌装置加速肥料溶解，待达到设定加水量后关闭第一总阀5、水泵7和

第一进液控制阀28，使肥料完全溶解。然后通过控制器34开启第一总阀5、第二总阀6和水泵

7，先滴水一段时间，然后再开启第一排液控制阀24，大量元素施肥罐15内的肥液即可由第

一排液管17和滴灌主管2不断流至第一支管系统和第二支管系统进行水肥一体滴灌。

[0030] 在此过程中，第一流量计3和第二流量计22可分别精确监测水和肥液的流量信息

并传输给控制器34，控制器34根据预先的设定，在达到设定施肥量时即控制第一排液控制

阀24关闭，停止施肥，或在达到设定滴水量时，控制第一总阀5关闭，实现施肥量和滴水量的

精确控制。过滤器10可滤除固体杂质或未溶解的肥料颗粒，避免堵塞管道。压力变送器8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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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监测滴灌主管2末端的水压，水表9用于计量滴灌主管2上的累计出水量。并且控制器34可

根据第一流量计3和第二流量计22传送的监测信息控制第一总阀5和第二总阀6的启闭。微

量元素施肥罐16的施肥原理同上，二者只需隔日使用即可，以避免两种肥料同时施用发生

化学反应。手动总阀4、第一排液手动阀23和第二排液手动阀26等手动阀体的设置可进一步

保证滴灌系统的安全性，在电磁阀出现故障后可及时切断相应管路。为节约成本，第一进液

控制阀28和第二进液控制阀29也可选择使用手动阀。

[0031] 另外，当滴灌面积较大时，通过设置第一支管系统和第二支管系统，并使第一支管

系统位于大棚或园内靠近滴灌系统的一半面积，第二支管系统位于远离滴灌系统的一半面

积。由于第二支管32只在远离滴灌系统的一半设置滴灌毛管，另一半只作为输水管，如此，

就可保证第一支管30和第二支管32上的水压相同，滴灌系统的近端和远端都能保证一致的

滴水量。此外，在滴灌和滴施肥液时，交替开启第一支管阀13和第二支管阀14，以实现第一

支管系统和第二支管系统的分段运行，例如先开启第一支管阀13，通过第一支管系统对靠

近滴灌系统的一半面积进行滴灌和施肥，运行一段时间后关闭第一支管阀13并开启第二支

管阀14，通过第二支管系统进行另一半面积的滴灌和施肥，以此交替分段运行，以进一步保

证整个滴灌面积能够获得一致的滴水量和施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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