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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园林绿化喷洒车，具体涉及园林绿化车

领域，包括喷洒车，所述喷洒车的后箱上固定安

装有水罐，所述水罐的两侧均固定安装有侧喷水

管，所述水罐的一侧固定套装有连通水罐内部的

水管，所述水管的另一端与水泵的输入端套装，

所述水泵的顶部固定安装有调节机构，所述水罐

的顶面上连接有过滤机构。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

过滤机构，湖水从进水口进入过滤箱，在过滤网

的作用下将大颗粒泥沙和杂草阻挡在过滤网的

表面，让通过过滤网的水在斜挡板的缓流作用下

减速，泥土在缓流作用下进入过滤箱的底部，沉

积在过滤箱的底部，避免了混有泥土的水进入水

罐中，堵塞喷雾器以及水管，降低了水罐后期的

清理难度以及成本，延长了喷洒车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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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园林绿化喷洒车，包括喷洒车（1），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洒车（1）的后箱上固定安

装有水罐（2），所述水罐（2）的两侧均固定安装有侧喷水管（3），所述水罐（2）远离喷洒车（1）

车头的一侧固定套装有连通水罐（2）内部的水管（5），所述水管（5）的另一端与水泵（6）的输

入端套装，所述水泵（6）的顶部固定安装有调节机构（7），所述水罐（2）的顶面上可拆卸连接

有过滤机构（4）；所述过滤机构（4）包括箱盖（42），所述箱盖（42）可拆卸安装在水罐（2）的顶

面上，所述箱盖（42）的下表面固定安装有位于水罐（2）内部的过滤箱（40），所述箱盖（42）上

表面的中心位置处固定安装有与过滤箱（40）内部连通的进水口（41），所述过滤箱（40）的两

侧璧上嵌装有转轴（431），所述转轴（431）的杆璧上活动套装有与过滤箱（40）内部相接触的

过滤网（43），所述过滤箱（40）位于过滤网（43）下方的内壁上固定安装有两组倾斜设置的斜

挡板（45），所述过滤箱（40）位于过滤网（43）上方的一侧璧上固定安装有伸缩杆（44），所述

伸缩杆（44）的另一端固定安装有刷毛端与过滤网（43）表面接触的毛刷（441），所述过滤箱

（40）位于过滤网（43）与斜挡板（45）之间的内壁上贯穿安装有排水口（47）；所述调节机构

（7）包括转动柱（71），所述转动柱（71）活动安装在水泵（6）的顶端，所述转动柱（71）的顶端

固定安装有支撑柱（72），且所述转动柱（71）和支撑柱（72）均为中空材质构件，所述支撑柱

（72）的上端固定安装有连接管（73），所述连接管（73）的另一端与喷雾器（74）相互连通，所

述支撑柱（72）的两侧均固定安装有支撑杆（75），所述支撑杆（75）的另一端与喷雾器（74）转

动连接，所述支撑杆（75）的杆壁上滑动安装有滑套（76），所述滑套（76）的一侧转动连接有

调节杆（77），所述调节杆（77）的另一端与喷雾器（74）转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绿化喷洒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箱（40）的内壁上

固定安装有与过滤网（43）下表面平齐接触的限位块（48），所述限位块（48）的内部开设有

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园林绿化喷洒车，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块（48）的槽底面

固定安装有弹簧（481），所述弹簧（481）的另一端固定安装在过滤网（43）的下表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绿化喷洒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网（43）的上表面

一侧固定安装有位于限位块（48）正上方的固定环（432）。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园林绿化喷洒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箱盖（42）的下表面固

定安装有电机（49），所述电机（49）的输出端套装有收线盘（491），所述收线盘（491）的轮盘

中缠绕有线绳（492），所述线绳（492）的另一端与固定环（432）固定安装。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绿化喷洒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箱（40）位于过滤

网（43）下方的内壁上固定安装有收集盒（46），所述过滤箱（40）的外侧壁对应收集盒（46）的

位置处活动安装有取料门（46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绿化喷洒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杆（75）的表面上

开设有若干个垂直分布的调节孔（751）。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园林绿化喷洒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套（76）的一侧开设

有限位孔（762），所述限位孔（762）的内部螺纹安装有与调节孔（751）相适配的固定螺栓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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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园林绿化喷洒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园林绿化车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园林绿

化喷洒车。

背景技术

[0002] 喷洒车又称为绿化喷洒车、水罐车、洒水车园林绿化车等，汽车底盘、进出水系统

和罐体构成。根据不同的使用环境和目的有多种喷洒和运水功能，喷洒车按用途分为喷洒

式、冲洗式、喷洒-冲洗式；根据底盘型式分为汽车式、半拖挂式和拖挂式；按水箱容量分，可

称谓某立方米(吨)的洒水车。

[0003] 专利申请公布号CN  207685772  U的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一种轨道式园林绿化喷

洒车，包括动力底座和喷雾管，动力底座的底端中部固定连接有蓄电池，动力底座的两侧底

部活动连接有连接轴，连接轴的两端固定连接有轨道轮，动力底座的上端固定固定连接有

储水罐，储水罐的上端右侧内嵌有注水口，储水罐的左侧内嵌有排水口，动力底座的上端两

侧固定连接有侧喷管道。设置有两个侧喷管道，且侧喷管道的长度与储水罐的长度一致，将

侧喷管道分布在动力底座上端两侧，能够对轨道两侧的植物进行浇灌，并且在侧喷管道的

出水口单次出水量为五立方厘米，侧喷管道通过压力泵能够将储水罐内的水进行增压，适

用于园林绿化车领域，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0004] 但是其在实际使用时，仍旧存在较多缺点，如并未考虑到喷洒车对道路、树木、绿

化带、草坪绿化进行洒水前，需要将湖水中的水充入水箱中，但是由于湖水中杂物较多，容

易堵塞抽水管，影响其使用，另外湖水中携带的污泥，容易沉积在水箱内，增加了水箱的清

理难度以及成本，且还影响喷洒车的使用寿命。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提供一种园林绿化喷洒车，

通过设置过滤机构，降低了水罐后期的清理难度以及成本，且还延长了喷洒车的使用寿命，

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园林绿化喷洒车，包括喷洒

车，所述喷洒车的后箱上固定安装有水罐，所述水罐的两侧均固定安装有侧喷水管，所述水

罐远离喷洒车车头的一侧固定套装有连通水罐内部的水管，所述水管的另一端与水泵的输

入端套装，所述水泵的顶部固定安装有调节机构，所述水罐的顶面上可拆卸连接有过滤机

构；

[0007] 所述过滤机构包括箱盖，所述箱盖可拆卸安装在水罐的顶面上，所述箱盖的下表

面固定安装有位于水罐内部的过滤箱，所述箱盖上表面的中心位置处固定安装有与过滤箱

内部连通的进水口，所述过滤箱的两侧璧上嵌装有转轴，所述转轴的杆璧上活动套装有与

过滤箱内部相接触的过滤网，所述过滤箱位于过滤网下方的内壁上固定安装有两组倾斜设

置的斜挡板，所述过滤箱位于过滤网上方的一侧璧上固定安装有伸缩杆，所述伸缩杆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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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固定安装有刷毛端与过滤网表面接触的毛刷，所述过滤箱位于过滤网与斜挡板之间的

内壁上贯穿安装有排水口；

[0008] 所述调节机构包括转动柱，所述转动柱活动安装在水泵的顶端，所述转动柱的顶

端固定安装有支撑柱，且所述转动柱和支撑柱均为中空材质构件，所述支撑柱的上端固定

安装有连接管，所述连接管的另一端与喷雾器相互连通，所述支撑柱的两侧均固定安装有

支撑杆，所述支撑杆的另一端与喷雾器转动连接，所述支撑杆的杆壁上滑动安装有滑套，所

述滑套的一侧转动连接有调节杆，所述调节杆的另一端与喷雾器转动连接。

[0009] 所述过滤箱的内壁上固定安装有与过滤网下表面平齐接触的限位块，所述限位块

的内部开设有槽。

[0010] 所述限位块的槽底面固定安装有弹簧，所述弹簧的另一端固定安装在过滤网的下

表面。

[0011] 所述过滤网的上表面一侧固定安装有位于限位块正上方的固定环。

[0012] 所述箱盖的下表面固定安装有电机，所述电机的输出端套装有收线盘，所述收线

盘的轮盘中缠绕有线绳，所述线绳的另一端与固定环固定安装。

[0013] 所述过滤箱位于过滤网下方的内壁上固定安装有收集盒，所述过滤箱的外侧壁对

应收集盒的位置处活动安装有取料门。

[0014] 所述支撑杆的表面上开设有若干个垂直分布的调节孔。

[0015] 所述支撑杆的表面上开设有若干个垂直分布的调节孔。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效果和优点：

[0017] 1、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过滤机构，湖水从进水口进入过滤箱，在过滤网的作用下

将大颗粒泥沙污泥和杂草阻挡在过滤网的表面，让通过过滤网的水在倾斜交叉相错的斜挡

板的缓流作用下，给水流减速，泥土在缓流作用下进入过滤箱的底部，由于泥土的比重不同

与水，因此会沉积在过滤箱的底部，避免了混有泥土的水进入水罐中，堵塞喷雾器以及水

管，降低了水罐后期的清理难度以及成本，且还延长了喷洒车的使用寿命。

[0018] 2、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调节机构，可通过旋转转动柱，将喷雾器水平转动，还可将

滑套在支撑杆的杆璧上上下滑动，实现喷雾器以支撑杆与喷雾器的连接处为轴心进行转动

调节，待将滑套滑动的所需的位置时，将固定螺栓的另一端抵至调节孔，并使其旋紧，将滑

套与支撑杆相互固定，避免滑动无法固定喷雾器的朝向，影响喷洒效果，实现了喷雾器多角

度调节的功能，便于对多个角度进行喷洒水，使得喷洒出来的水范围能够更加的广，增加了

喷洒车的实用性。

[0019] 3、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伸缩杆、毛刷、电机、收线盘和线绳，当抽水工作完成后，工

作人员通过开启伸缩杆，使伸缩杆带动毛刷在过滤网上来回刷动，将杂物聚集到靠近收集

盒的一侧，再开启电机，带动收线盘转动，使过滤网倾斜至收集盒的一侧，使杂物滚落至收

集盒中，通过打开取料门，对收集盒中的杂物进行清理，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减少

了后期的清理难度以及成本。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过滤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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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图3为本实用新型调节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实用新型调节机构的侧视图。

[0024] 图5为本实用新型图2中A处结构的放大示意图。

[0025] 图6为本实用新型图4中B处结构的放大示意图。

[0026] 附图标记为：1喷洒车、2水罐、3侧喷水管、4过滤机构、40过滤箱、41进水口、42箱

盖、43过滤网、431转轴、432固定环、44伸缩杆、441毛刷、45斜挡板、46收集盒、461取料门、47

排水口、48限位块、481弹簧、49电机、491收线盘、492线绳、5水管、6水泵、7调节机构、71转动

柱、72支撑柱、73连接管、74喷雾器、75支撑杆、751调节孔、76滑套、761固定螺栓、762限位

孔、77调节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结合附图说明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8] 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的园林绿化喷洒车，可包括喷洒车1，所述喷洒车1的后箱上

固定安装有水罐2，所述水罐2的两侧均固定安装有侧喷水管3，所述水罐2远离喷洒车1车头

的一侧固定套装有连通水罐2内部的水管5，所述水管5的另一端与水泵6的输入端套装，所

述水泵6的顶部固定安装有调节机构7，所述水罐2的顶面上可拆卸连接有过滤机构4。

[0029] 参照说明书附图1-6，该实施例的园林绿化喷洒车的过滤机构4包括箱盖42，所述

箱盖42可拆卸安装在水罐2的顶面上，所述箱盖42的下表面固定安装有位于水罐2内部的过

滤箱40，所述箱盖42上表面的中心位置处固定安装有与过滤箱40内部连通的进水口41，所

述过滤箱40的两侧璧上嵌装有转轴431，所述转轴431的杆璧上活动套装有与过滤箱40内部

相接触的过滤网43，所述过滤箱40位于过滤网43下方的内壁上固定安装有两组倾斜设置的

斜挡板45，所述过滤箱40位于过滤网43上方的一侧璧上固定安装有伸缩杆44，所述伸缩杆

44的另一端固定安装有刷毛端与过滤网43表面接触的毛刷441，所述过滤箱40位于过滤网

43与斜挡板45之间的内壁上贯穿安装有排水口47。

[0030] 进一步的，所述调节机构7包括转动柱71，所述转动柱71活动安装在水泵6的顶端，

所述转动柱71的顶端固定安装有支撑柱72，且所述转动柱71和支撑柱72均为中空材质构

件，所述支撑柱72的上端固定安装有连接管73，所述连接管73的另一端与喷雾器74相互连

通，所述支撑柱72的两侧均固定安装有支撑杆75，所述支撑杆75的另一端与喷雾器74转动

连接，所述支撑杆75的杆壁上滑动安装有滑套76，所述滑套76的一侧转动连接有调节杆77，

所述调节杆77的另一端与喷雾器74转动连接。

[0031] 实施场景具体为：在实际使用时，所述侧喷水管3与水罐2的内部相互连通，所述水

泵6的外部设置有安装箱，调节机构7与安装箱转动连接，所述进水口41的上方设置有罐盖，

所述箱盖41与水罐2为卡槽配合，即箱盖41的下表面设置凸块，水罐2的表面开设卡槽，通过

卡槽配合便于将过滤机构4从水罐2中拆卸安装，且配合处均作防水处理，通过设置过滤机

构4，当工作人员对水罐2进行抽水时，可对混有泥沙、污泥以及杂草等杂物进行过滤，避免

泥沙杂草堵塞水管，损坏喷洒车1，减少喷洒车的使用寿命，湖水从进水口41进入过滤箱40，

在过滤网43的作用下将大颗粒泥沙污泥和杂草阻挡在过滤网43的表面，让清水通过过滤网

43进入过滤箱40的底部，通过设置倾斜交叉相错的斜挡板45，让通过过滤网43的水在斜挡

板45的缓流作用下，给水流减速，水流中含有的小颗粒的泥土未被过滤网43过滤的，在缓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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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进入过滤箱40的底部，由于泥土的比重不同与水，因此会沉积在过滤箱40的底部，避

免了混有泥土的水进入水罐中，堵塞喷雾器74以及水管5，由于交错设置的斜挡板45，沉积

的污泥被分隔在过滤箱40的底部，上层清水被设置在斜挡板45上方的排水口47排至水罐2

中，减少了水罐2后期的清理难度以及成本，且还延长了喷洒车的使用寿命，通过设置调节

机构7，实现了喷雾器74多角度调节的功能，便于对多个角度进行喷洒水，使得喷洒出来的

水范围能够更加的广，增加了喷洒车的实用性，工作人员可通过旋转转动柱71，将喷雾器74

水平转动，还可通过将滑套76在支撑杆75的杆璧上上下滑动，实现喷雾器74以支撑杆75与

喷雾器74的连接处为轴心进行转动调节，待将滑套76滑动的所需的位置时，将固定螺栓761

的另一端抵至调节孔751，并使其旋紧，将滑套76与支撑杆75相互固定，避免滑动无法固定

喷雾器74的朝向，影响喷洒效果。

[0032] 进一步的，所述过滤箱40的内壁上固定安装有与过滤网43下表面平齐接触的限位

块48，所述限位块48的内部开设有槽。

[0033] 进一步的，所述限位块48的槽底面固定安装有弹簧481，所述弹簧481的另一端固

定安装在过滤网43的下表面。

[0034] 进一步的，所述过滤网43的上表面一侧固定安装有位于限位块48正上方的固定环

432。

[0035] 进一步的，所述箱盖42的下表面固定安装有电机49，所述电机49的输出端套装有

收线盘491，所述收线盘491的轮盘中缠绕有线绳492，所述线绳492的另一端与固定环432固

定安装。

[0036] 进一步的，所述过滤箱40位于过滤网43下方的内壁上固定安装有收集盒46，所述

过滤箱40的外侧壁对应收集盒46的位置处活动安装有取料门461。

[0037] 进一步的，所述支撑杆75的表面上开设有若干个垂直分布的调节孔751。

[0038] 进一步的，所述滑套76的一侧开设有限位孔762，所述限位孔762的内部螺纹安装

有与调节孔751相适配的固定螺栓761。

[0039] 实施场景具体为：在实际使用时，通过设置伸缩杆44、毛刷441、电机49、收线盘491

和线绳492，当抽水工作完成后，工作人员通过开启伸缩杆44，使伸缩杆44带动毛刷441在过

滤网43上来回刷动，将杂物聚集到靠近收集盒46的一侧，再开启电机49，带动收线盘491转

动，使过滤网43倾斜至收集盒46的一侧，使杂物滚落至收集盒46中，当需要对整体过滤机构

4进行清理时，可通过打开取料门461（取料门461作密封防水处理），对收集盒46中的杂物进

行清理，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减少了后期的清理难度以及成本，所述连接管73与喷

雾器74连接的部分设置有褶皱壁，避免连接管73无法调节从而影响喷雾器74的调节效果和

范围，且连接管73的一端与水泵6的输出端相连，连接管73埋设在支撑柱72和转动柱71的内

部。

[0040]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过滤机构4，湖水从进水口41进入过滤箱40，在过

滤网43的作用下将大颗粒泥沙污泥和杂草阻挡在过滤网43的表面，让通过过滤网43的水在

倾斜交叉相错的斜挡板45的缓流作用下，给水流减速，泥土在缓流作用下进入过滤箱40的

底部，由于泥土的比重不同与水，因此会沉积在过滤箱40的底部，避免了混有泥土的水进入

水罐中，堵塞喷雾器74以及水管5，降低了水罐2后期的清理难度以及成本，且还延长了喷洒

车的使用寿命；还通过设置调节机构7，可通过旋转转动柱71，将喷雾器74水平转动，还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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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套76在支撑杆75的杆璧上上下滑动，实现喷雾器74以支撑杆75与喷雾器74的连接处为轴

心进行转动调节，待将滑套76滑动的所需的位置时，将固定螺栓761的另一端抵至调节孔

751，并使其旋紧，将滑套76与支撑杆75相互固定，避免滑动无法固定喷雾器74的朝向，影响

喷洒效果，实现了喷雾器74多角度调节的功能，便于对多个角度进行喷洒水，使得喷洒出来

的水范围能够更加的广，增加了喷洒车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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