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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系統

技木領域

本岌明涉及一神包括滲灌、憤灌和滴灌的灌溉系統，尤其一神智能 自能化控制以及

具有排灌功能的灌溉系統 。

背景技木

中固寺利公告弓力 C 1254168C 的寺利申情文件中公升了一神滲灌、噴灌和滴灌

施肥智能化控制系統以及其管路結枸，包括有控制系統占滲灌、噴灌和滴灌系統。其中，

滲灌、噴灌和滴灌系統主要是水份滲灌、噴灌和滴灌勻肥料的滲灌、噴灌和滴灌，具有

智能化控制，但是送神滲灌、噴灌和滴灌系統，在旱季吋可以有益的保征土壤里的混度

以及在任何肘候都保征肥料的充足，但是若是在游季，在土壤水份很多的情況下，沒有

有效的排水系統 同肘，若是在沙漠或者土旗容易流失水份情況下，吐多余的水份白白

流失，較汗重肘，迂合造成水土流失，因力在湧季肘的水份，余沖走在土壤中的莽份肥

料，如果不能及吋回收而流向河道及地下水道等的水源，勢必造成水源及土壤的污染，

但因力投置了回收系統后，便可利于林保，也市釣援源。

友明內容

本投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現有技木的不足而提供一神 自劫化控制滲灌、噴灌和滴灌功

能的灌溉系統井同肘具有回收她理功能和市釣狡源、杯保的灌溉系統 。

技木方案

力宴班上述目的，本岌明采用了下迷技木方案

速神灌溉系統，包括中央控制系統和由其控制的灌溉系統，胚包括有由中央控制系

統控制的排灌系統、回收系統 。

所述的中央控制系統包括有盟洲系統和控制系統 其中盟洲系統包括有灌溉控制中

心茁洲系統勻莽分盟洲系統，控制系統包括有灌溉控制中心和莽分灌溉控制中心。

所述的灌溉系統相互連通的由執橫且相通的若干灌溉管形成的灌溉管阿，核灌溉管



阿可以包括滴灌管阿和噴灌管阿和滲灌管阿，且核灌溉阿占儲水池通迂抽水泵在滲灌、

噴灌和滴灌管阿迸口她相通。

所迷的排灌系統包括相互達通的由扒橫且相通的若干滲灌、噴灌和滴灌管形成的灌

溉管阿以及其出口她通迂凋口占儲水池相通，在出口她勻倘水池之同可以役置有池游裝

置 排灌系統可以役置于土尾的中間也可以役置在底部，也可以丙她都投置有。

所迷的回收系統包括儲水池以及勻滲灌、噴灌和滴灌管阿逃口她相通的回收鑰水管

和勻排灌管阿出口她相通的回收排水管，在迸口她勻儲水池之同可以投置有泣濾裝置。

所迷的灌溉匡域迪界她任意一端或其中的丙端她投置有工作井，在工作井中迂可投

置有可以將越入灌溉系統中的水份或者含有莽份等的流旗霎化的霎化裝置 或者是可以

址加混或者加氧的增混增氧器。

所述的排灌系統胚包括有防滲漏系統，包括有投置于灌溉居底部的不透水肢膜 工

作井的深度大于核灌溉匹高度，且在工作井中也捕投有不透水肢膜 。

所迷的灌溉管包括外管和升投于外管壁上的若干外壁排灌孔，在外管管道內迂投置

有一荼主水道，主水道的壁上高于外壁排灌孔的位置她投置有若干內壁排灌孔。

所迷的排灌管包括外管和升投于外管壁上的若干外壁排灌孔，在外管管道內胚投置

有一餐主水道，主水道的壁上高于外壁排灌孔的位置她投置有若干內壁排灌孔。

所迷的排灌管阿投置于整介灌溉居的項部和中部，逐可以在其灌溉居的不透水肢膜

之下底部再投置同佯的排灌管阿。

有益效果

通泣上迷技木方案，伙而核炭明具有下迷有益效果

1．因力在土壤尾座部及迪錄她役置有不透水肢膜，爪而可以碗保水分和莽份肥料

不流失

2．因力役置了排灌系統，且役置于不同的採度她，伙而可以均勻的保征各土居中

的水份勻莽份，便可伙而市夠狡源，非有林保功效

3．因力役置了回收系統，爪而可以收集在湧季肘的水份，因力在湧季肘的水份，

合沖走在土壞中的莽份肥料，如果不能及肘回收而流向河道及地下水道等的水源，勢必

造成水源及土壤的污染，但因力投置了回收系統后，伙而市釣狡源，井有林保功效。



附團悅明

團 1 力本友明灌溉系統流程團。

圍 2 力本投明灌溉系統的示意圍。

團 3 力本友明灌溉系統的另一方面示意團。

團 4 力本友明灌溉系統的滴灌、噴灌、滲灌管阿示意團。

圍 5 力本岌明灌溉、噬灌、滲灌管以及排灌管的剖初示意團。

具休安施方式

下面結合附團肘本宴用新型作出迸一步的悅明。

如圍 1至團 5 所示，咳岌明灌溉系統包括有中央控制系統 1 和由其控制的灌溉系統

2，汪包括有由中央控制系統控制的排灌系統 3、回收系統 4 。所迷的中央控制系統包括

有盟洲系統 12 和控制系統 14 其中盟洲系統包括有空丘勻泥土的溫度和混度、太陌照

明、下雨水分和風向及凡速盟洲系統 122 占莽分腔洲系統 124，控制系統包括有在溫室

內的空乞丐泥土的溫度和混度、太陌照明、下雨水分和凡向及凡速的滲灌、噴灌和滴灌

的灌溉控制中心或在全露天的滲灌、噴灌和滴灌的灌溉控制中心 142 和莽分滲灌、噴灌

和滴灌的灌溉控制中心 144。所迷的滲灌、瞭灌和滴灌的灌溉系統包括相互連通的由圳

橫且相通的若千滲灌、噴灌和滴灌管 20 形成的滲灌、噴灌和滴灌的灌溉管阿 22，且咳

灌溉管阿勻儲水池 5 通迂抽水泵 6 在灌溉管阿逃口她相通 如圍 5 所示，所述的可用作

滲灌、噴灌和滴灌的灌溉管 20 包括外管 201 和升役于外管壁上的若干外壁排灌孔 202

在外管管道內胚投置有一荼主水道 203，主水道力 V 形，主水道的壁上高于外壁排灌孔

的位置她役實有若干內壁排灌孔 204。所迷的排灌系統包括相互連通的由扒橫且相通的

若千排灌管形成的排灌管阿 32 以及其出口她通迂憫□ 7 勻儲水池 5 相通，在出口灶占

儲水池之間可以役實有泣濾裝置 8 核排灌管勻可用作滲灌、噴灌和滴灌的灌溉管相同。

所迷的灌溉因域地界她的兩端投置有工作井 9。所迷的排灌系統胚包括有防滲漏系統 34

包括有投置于灌溉侯底部的不透水肢膜 10 工作非的深度大于核灌溉又高度，且在工作

非中也捕投有不透水肢膜 。所迷的排灌管阿投實于整介灌溉候的中部，逐可以在其灌溉

候的底部的不透水肢膜之下再投置同佯的排灌管阿 11.
迭神系統在使用的肘候，作投立一快一快的目棕作並函，井將防水肢膜鋪到合造深

度她，在兩側升梯形的工作非，在申部她埋沒排灌管阿，在表居她投置滲灌、噴灌和滴



灌的灌溉管阿。若中央控制系統控制的盟測系統，一般是估感器，腔洲到咳目枋作並匡

土壞申的空乞勻泥土的溫度和混度、太阻照明、下雨水分或者莽分的數据丐科學參考數

掘低肘，合反儼一介信弓拾到控制系統，伙而由中央控制器揩滲灌、噬灌和滴灌的灌溉

系統一介信青，匝咳朴充土壤中欠缺的部分，碗保作物的最佳成仗土壤杯境。若是在湧

季，核盟洲系統盟洲到其混度超棕，則舍 自功后用排灌系統，伙而吐多余的水份伙排灌

管中排入回收系統的儲水池中 不透水肢膜底下的部分中多余的周園林境水份泣多吋，

亦食伙排灌管中將水份排入儲水池，伙而可以防止水走流失或者是整介目棕作並因基腳

不稔 。核儲存在儲水池中的水，可以在旱季后用噴灌、滲灌系統肘循杯利用，通迂抽水

泵將咳部分水迭到噴灌、滲灌管中，同肘在抽水泵勻儲水池之同投置冠唬裝置，胚可以

投置沉綻裝置等一系統她理水的工作。在排灌管阿出口她占儲水池之阿役置有憫門，咳

排灌管阿在核憫門夫閉的肘候胚可以作力一介中同土尾的噴灌、滲灌裝置，可以朴充在

核位置她有效范園內的水份和莽份。而灌溉管阿越口她勻抽水泵之同，也是可以投置憫

□。在所述的工作井中，可以人力的直接看到灌溉系統勻排灌系統的安肘狀悉，掌握土

壤的基本情況，井在申央控制系統出向題的吋候胚可以人力的掌控。另外，迂可以在工

作井中投置水乎伙，用未腔州中尾或者是表面她的排灌系統勻滴灌系統另的管道是否呈

水平狀悉，若非，則可以人力稠整。

舀然，防水肢膜可以捕投于呈波浪型目棕作並因的底居，也可以是捕投于乎直的目棕作

並匡底居。另外，力了使得底屋的排灌管可以更好的吸收多余的水份，可以在底尾她捕

投一尾卵石。 中候的排灌管阿和底尾的排灌管阿可以將其交備排列的布阿同隔役置。

另外胚可以在土壞表尾勻肢膜配合使用，減少蒸岌，井保持土壤的溫度，市釣灌溉

水源。同肘，滲灌、噴灌及滴灌管勻排灌管在不同的地囚和不同的作物以及其根掘不同

的用途可以投置不同的管往大小和不同的孔往大小。

舀然胚可以在工作井中胚可投置有可以將迸入灌溉系統中的水份或者含有莽份等的

流辰霉化的霧化裝置 或者是可以吐加混或者加氧的增混增氧器，通泣寥化裝置的起音

波可以將水份的部分霉化，爪而增大了接舢面秧，有利于吸收 若是周園土壤杯境或者

是空乞中的水份迂多肘，又可以投置通凡帆或者是干躁帆通迂灌溉管將空乞或者是土壤

杯境中的混度大大降低 。尤其是在涉及到元土溫室培植的肘候，能膨更力有效的址作物

吸收。通迂增溫增氧能膨在干燥的肘候保持周圃空乞的混度占氧乞的漱度，改交作物生

使杯境，伙而提高芒值。舀然也可以在作物收割之后，再吹利用土壤之前可以先改造土



，伙而在第二乾作

物神植的吋候有更力合格的土壤杯境。



杖 利 要 求 宅

1．一神灌溉系統，包括中央控制系統和由其控制的灌溉系統，其特征在于 迂包括

有由中央控制系統控制的排灌系統、回收系統。

．如杖利要求 1 所迷的灌溉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申央控制系統包括有盟測系

統和控制系統 其中盟洲系統包括有灌溉控制中心盟洲系統勻莽分盟洲系統，控制系統

包括有灌溉控制中心和莽分灌溉控制中心 。

．如杖利要求 1所迷的灌溉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灌溉系統相互連通的由城橫

且相通的若干灌溉管形成的灌溉管阿，核灌溉管阿可以包括滴灌管阿和噴灌管阿和滲灌

管阿，且咳灌溉阿勻儲水池通迂抽水泵在滲灌、噴灌和滴灌管阿迸口她相通 。

4．如杖利要求 1或 2 或 3 所迷的灌溉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排灌系統包括相互

連通的由臥橫且相通的若干滲灌、噴灌和滴灌管形成的灌溉管阿以及其出口她通泣憫門

勻儲水池相通，在出口她勻儲水池之同可以役置有泣濾裝置 排灌系統可以投置于土尾

的申同也可以投實在底部，也可以兩她都役置有。

．如杖利要求 1 或 2 或 3 所述的灌溉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回收系統包括儲水

池以及勻滲灌、噴灌和滴灌管阿迸口她相通的回收鈴水管和占排灌管例出口她相通的回

收排水管，在逃口她勻儲水池之同可以投置有迂濾裝置。

6．如杖利要求 1 或 2 或 3 所迷的灌溉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灌溉匡域地界她任

意一端或其中的兩端她投置有工作井，在工作井中江可沒實有可以將迸入灌溉系統中的

水份或者含有莽份等的流庚霉化的霎化裝置 或者是可以址加混或者加氧的增混增氧

器。

7．如杖利要求 1或 2 或 3 所述的灌溉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排灌系統迂包括有

防滲漏系統，包括有投置于灌溉尾底部的不透水肢膜 工作非的深度大于咳灌溉因高度，

且在工作井中也鋪沒有不透水肢膜 。

R．如杖利要求 所途的灌溉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灌溉管包括外管和升役于外

管壁上的若千外壁排灌孔，在外管管道內胚役實有一荼主水道，主水道的壁上高于外壁

排灌孔的位置她投置有若千內壁排灌孔。

9．如杖利要求 4 所述的灌溉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排灌管包括外管和升投于外

管壁上的若于外壁排灌孔，在外管管道內迂投實有一茶主水道，主水道的壁上高于外壁



排灌孔的位置她役置有若干內壁排灌孔。

10．如杖利要求 4 所迷的灌溉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排灌管阿役置于整介灌溉

居的碩部和中部，胚可以在其灌溉尾的不透水肢膜之下底部再投置同梓的排灌管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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