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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农田自动喷药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农田自动喷药设备，

包括第一药箱、第二药箱、备用药箱、固定支架、

升降杆、横杆、水泵组件，第一药箱通过第一进水

管连接水泵组件，以将第一药箱内的药液通过第

一进水管输送至水泵组件，第二药箱通过第二进

水管连接水泵组件，以将第二药箱的药液通过第

二进水管输送至水泵组件，水泵组件安装在备用

药箱上，水泵组件上设有第三进水管以将田间沟

槽内的水通过第三进水管输送至水泵组件，水泵

组件上设有用于将第一药箱内的药液、第二药箱

内的药液以及田间沟槽内的水进行混合喷出的

出水管，出水管连接转动喷头或喷药枪。本实用

新型自动化程度高、喷洒范围大、使用范围广，更

好的保证了农田灌溉和喷药工作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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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农田自动喷药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药箱、第二药箱、备用药箱、固定支

架、升降杆、横杆、水泵组件，所述第一药箱通过第一进水管连接水泵组件，以将第一药箱内

的药液通过第一进水管输送至水泵组件，所述第二药箱通过第二进水管连接水泵组件，以

将第二药箱的药液通过第二进水管输送至水泵组件，水泵组件安装在备用药箱上，水泵组

件上设有第三进水管以将田间沟槽内的水通过第三进水管输送至水泵组件，所述固定支架

为两个，分别安装在第一药箱和第二药箱的两侧位置，所述固定支架上安装有升降杆，所述

升降杆上连接横杆，所述水泵组件上设有用于将第一药箱内的药液、第二药箱内的药液以

及田间沟槽内的水进行混合喷出的出水管，所述出水管连接转动喷头或喷药枪。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田自动喷药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泵组件包括泵体、气

压瓶、压力表、第一皮带轮、第二皮带轮、皮带、柴油机、油箱，所述泵体上设有气压瓶和压力

表，所述第一皮带轮的输出轴与所述泵体内的叶轮连接，所述柴油机的输出轴与第二皮带

轮连接，所述第二皮带轮通过皮带带动第一皮带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农田自动喷药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泵体上设有第一进水

口、第二进水口、第三进水口以及第一出水口，所述第一进水口与第一进水管连通，第二进

水口与第二进水管连通，所述第三进水口与第三进水管连通，所述第一出水口与出水管连

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田自动喷药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泵组件上安装有提升

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田自动喷药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支架的上端设有纵

向安装的调节杆，所述调节杆上设有升降杆，所述调节杆和升降杆均设有若干调节孔，通过

螺栓将所述调节杆和升降杆固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田自动喷药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横杆固定安装在升降杆

上，所述横杆上设有┑ 形的辅助支架。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田自动喷药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药箱、第二药箱、备

用药箱上均设有箱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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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农田自动喷药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农田喷药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农田自动

喷药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在农作物生长过程中,需要做灌溉、喷药等工作。农民在灌溉、喷药的过程中需要

用到不同的设备，使农民劳动强度较大且效率较差；尤其在喷药时，需要农民背负喷药机在

农作物间边走动边喷药，一方面使农民劳动强度较大；另一方面，农民在农作物间的走动，

不小心便会踩踏农作物，影响农作物的生长。

[0003] 后来改进用无人机作业打药，小苗可以用，到大苗时不可用。因为无人机作业转弯

时农药浓度大飞的慢，容易造成水稻被农药打死的问题，后期水稻长大用无人机打药，药量

不够，最终还是采用人工来打药，另外一种是自走式喷杆喷雾器，压苗力度太大，后期压苗

力度太大导致稻苗死亡无法使用。最终还是人工来打苗，再一个自走式喷药机自身较重容

易发生原地打滑现象，陷入在稻田中最终还是采用人工来完成打药作业，但是人工作业打

药成本大费时费力效率低下，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亟需提供一种农田自动喷药设备，喷洒

灵活可调节，实现农药的自动化喷药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本实用新型的提供一种农田自动喷药设备，喷洒

灵活可调节，实现农药的自动化喷药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农田自动喷药设备，包括第一药箱、第二药

箱、备用药箱、固定支架、升降杆、横杆、水泵组件，所述第一药箱通过第一进水管连接水泵

组件，以将第一药箱内的药液通过第一进水管输送至水泵组件，所述第二药箱通过第二进

水管连接水泵组件，以将第二药箱的药液通过第二进水管输送至水泵组件，水泵组件安装

在备用药箱上，水泵组件上设有第三进水管以将田间沟槽内的水通过第三进水管输送至水

泵组件，所述固定支架为两个，分别安装在第一药箱和第二药箱的两侧位置，所述固定支架

上安装有升降杆，所述升降杆上连接横杆，所述水泵组件上设有用于将第一药箱内的药液、

第二药箱内的药液以及田间沟槽内的水进行混合喷出的出水管，所述出水管连接转动喷头

或喷药枪。

[0006] 优选的，所述水泵组件包括泵体、气压瓶、压力表、第一皮带轮、第二皮带轮、皮带、

柴油机、油箱，所述泵体上设有气压瓶和压力表，所述第一皮带轮的输出轴与所述泵体内的

叶轮连接，所述柴油机的输出轴与第二皮带轮连接，所述第二皮带轮通过皮带带动第一皮

带轮。

[0007] 优选的，所述泵体上设有第一进水口、第二进水口、第三进水口以及第一出水口，

所述第一进水口与第一进水管连通，第二进水口与第二进水管连通，所述第三进水口与第

三进水管连通，所述第一出水口与出水管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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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优选的，所述水泵组件上安装有提升架。

[0009] 优选的，所述固定支架的上端设有纵向安装的调节杆，所述调节杆上设有升降杆，

所述调节杆和升降杆均设有若干调节孔，通过螺栓将所述调节杆和升降杆固定。

[0010] 优选的，所述横杆固定安装在升降杆上，所述横杆上设有┑ 形的辅助支架。

[0011] 优选的，所述第一药箱、第二药箱、备用药箱上均设有箱盖。

[0012]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效果和优点：

[0013] 本实用新型可将田间沟槽内的水、第一药箱、第二药箱内的药水混合喷出，并通过

柴油机提供动力，将农药喷出，保证了农田喷药的效果，高效便捷实用，喷洒高度易于调节，

可根据需要调节所在位置，便于移动使用，本实用新型自动化程度高、喷洒范围大、使用范

围广，更好的保证了农田灌溉和喷药工作的进行。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中农田自动喷药设备的正面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农田自动喷药设备的背面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泵体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泵体和柴油机的结构示意图。

[0018] 附图标记为：10.第一药箱、20.第二药箱、30.备用药箱、40.固定支架、50.升降杆、

60.横杆、70.水泵组件、80.辅助支架、90.第一进水管、100.第二进水管、110.第三进水管、

120.转动喷头、130.出水管、71.泵体、72.气压瓶、73.压力表、74.第一皮带轮、75.第二皮带

轮、76.皮带、77.柴油机、78.油箱、79.提升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0] 如附图1‑4所示的一种农田自动喷药设备，包括第一药箱10、第二药箱20、备用药

箱30、固定支架40、升降杆50、横杆60、水泵组件70，第一药箱10通过第一进水管90连接水泵

组件70，以将第一药箱10内的药液通过第一进水管90输送至水泵组件70，第二药箱20通过

第二进水管100连接水泵组件70，以将第二药箱20的药液通过第二进水管100输送至水泵组

件70，水泵组件70安装在备用药箱30上，水泵组件70上设有第三进水管110以将田间沟槽内

的水通过第三进水管110输送至水泵组件70，固定支架40为两个，分别安装在第一药箱10和

第二药箱20的两侧位置，固定支架40上安装有升降杆50，升降杆50上连接横杆60，水泵组件

70上设有用于将第一药箱10内的药液、第二药箱20内的药液以及田间沟槽内的水进行混合

喷出的出水管130，出水管130连接转动喷头120或喷药枪。

[0021] 请查看图4，水泵组件70包括泵体71、气压瓶72、压力表73、第一皮带轮74、第二皮

带轮75、皮带76、柴油机77、油箱78，泵体71上设有气压瓶72和压力表73，第一皮带轮74的输

出轴与泵体71内的叶轮连接，柴油机77的输出轴与第二皮带轮75连接，第二皮带轮75通过

皮带76带动第一皮带轮74，水泵组件70上安装有提升架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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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请查看图3，泵体71上设有第一进水口711、第二进水口712、第三进水口713以及第

一出水口714，第一进水口711与第一进水管90连通，第二进水口712与第二进水管100连通，

第三进水口713与第三进水管110连通，第一出水口714与出水管130连通。

[0023] 为了保证升降杆50的高度可调，固定支架40的上端设有纵向安装的调节杆(图中

未示出)，调节杆上设有升降杆50，调节杆位于升降杆50的内部，调节杆和升降杆50均设有

若干调节孔，通过螺栓将调节杆和升降杆50固定。

[0024] 为了防止本实用新型中横杆左右晃动，横杆60固定安装在升降杆50上，横杆60上

设有┑ 形的辅助支架80。

[0025] 本实施例中的第一药箱10、第二药箱20、备用药箱30上均设有箱盖。

[0026]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为：

[0027] 第一药箱10和第二药箱20内预存好需要使用的不同药液，中间的备用药箱30内也

可以存储待使用的药液，将第一进水管90插入第一药箱10内，并与泵体上的第一进水口711

连接，将第二进水管100插入第二药箱20内，并与泵体71上的第二进水口712连接，第三进水

管110的一端与泵体71上的第三进水口713连接，另一端用于吸取田间沟槽内的水，泵体71

上的第一出水口714与出水管130连通。

[0028] 开启柴油机77，柴油机77为泵体71提供动能，气压瓶72以及压力表73显示泵体71

的压力值，柴油机77的输出轴与第二皮带轮75连接，第二皮带轮75通过皮带76带动第一皮

带轮74，第一皮带轮74的输出轴与泵体71内的叶轮连接，泵体71将吸取的第一药箱10内的

药液和第二药箱20内的药液与田间沟槽内的水进行混合喷出，并通过出水管130连接转动

喷头120或喷药枪喷出。

[0029] 本实用新型中的喷洒设备采用高压水泵非常方便，动力来源也可为48V能源电池

提供动力，该电池可连续作业8小时100亩田地规模，即使连续工作没电也可随时更换电池，

或更换汽柴油机提供动力，高效，便捷，实用。该设备还可在稻田发生水涝时进行排水作业，

可防旱防涝，多功能用途。目前标准水稻园都是四周水沟，用水沟的水当移动浮力功能，产

品主要方便农民省工，可以在水沟里移动，提高人工效率喷药。

[0030]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可将田间沟槽内的水、第一药箱、第二药箱内的药水混合喷

出，并通过柴油机提供动力，将农药喷出，保证了农田喷药的效果，高效便捷实用，喷洒高度

易于调节，可根据需要调节所在位置，便于移动使用，本实用新型自动化程度高、喷洒范围

大、使用范围广，更好的保证了农田灌溉和喷药工作的进行。

[0031] 最后，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凡

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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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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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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