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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气助式果园喷药装置，其

包括多个喷雾头、一鼓风机以及一药液箱；所有

所述喷雾头有序排布；每个所述喷雾头均具备气

舱以及雾化器；所述气舱及所述雾化器分别连接

所述鼓风机及所述药液箱，且所述药液箱与所述

雾化器之间连接有送液泵；所述雾化器置于所述

气舱内部，且所述雾化器的出雾口的朝向与所述

气舱的出风口的朝向一致。本发明的气助式果园

喷药装置通过设置气助式的喷雾头以及鼓风机，

使得鼓风机提供的气流可裹挟着药雾经由喷雾

头喷雾，使得药雾可喷射至更高的树冠喷雾机依

靠末端喷头的强大气流将雾滴吹送到植株冠层

的各个部位，气流有助于提高果园喷雾机的射

程、助力雾滴穿透稠密的冠层并促使叶片翻动，

提高叶片附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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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气助式果园喷药装置，其特征在于，其包括一喷雾组件（1）、一鼓风机（2）以及一

药液箱（3）；

所述喷雾组件（1）包括多个喷雾头（11），所有所述喷雾头（11）有序排布；

每个所述喷雾头（11）均具备外壳（12）以及雾化器（13）；所述外壳（12）内具备气舱，所

述气舱及所述雾化器（13）分别连接所述鼓风机（2）及所述药液箱（3），且所述药液箱（3）与

所述雾化器（13）之间连接有送液泵；

所述雾化器（13）置于所述气舱内部，且所述雾化器（13）的出雾口的朝向与所述气舱的

出风口的朝向一致；

还包括疏密调节装置（15），用于对所有所述喷雾头（11）的分布疏密程度进行调节；

所有的所述喷雾头（11）分为两排排布，两排所述喷雾头（11）之间的排间距能够被调

节，每排所述喷雾头（11）的间距也能够被调节；

所述疏密调节装置（15）包括装置座体（151），所述装置座体（151）上针对每一排所述喷

雾头（11）均设置有一转动架（152），对应的所述喷雾头（11）均通过硬质气管（154）转动安装

在所述转动架（152）上；所述转动架（152）相对于所述装置座体（151）转动安装；

所述转动架（152）上转动安装有传动轴（153），所述传动轴（153）与该转动架（152）上的

所有所述喷雾头（11）均具有传动关系，以驱动该排喷雾头（11）进行发散或聚拢运动；

每个所述喷雾头（11）对应的所述硬质气管（154）上均固定有第一锥齿轮（155），所述传

动轴（153）上对应于每个所述第一锥齿轮（155）均设置有第二锥齿轮（156）；同一排中所有

所述喷雾头（11）的数量为偶数个，以一排所述喷雾头（11）的对称中心为分界，同一所述传

动轴（153）上的第二锥齿轮（156）被分界分为两组，同一组所述第二锥齿轮（156）的小端朝

向相同，且不同组的所述第二锥齿轮（156）的小端朝向相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助式果园喷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气舱呈圆筒状，其前

后两侧均具备收窄结构，且其前后两侧分别为气流入口与气流出口；

所述雾化器（13）呈圆柱状，其前后两侧均具备圆锥形结构，且其与所述气舱同轴设置；

所述雾化器（13）具备入液管（14），所述入液管（14）沿着所述雾化器（13）的轴向延伸并由所

述外壳（12）的侧壁穿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助式果园喷药装置，其特征在于，两组所述转动架（152）上

均固定安装有第一同步齿轮（157），两个所述第一同步齿轮（157）相互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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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气助式果园喷药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装备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气助式果园喷药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水果种植过程中，经常需要对果树进行喷药以杀灭害虫，保证果树自身以及水

果不受害虫祸害。当前对果园进行喷药主要以人工喷药为主，不仅作业效率低、工作环境恶

劣，而且由于传统喷雾机的喷射效果较差，对于较大较高的果树也难以达到良好的喷药效

果。

发明内容

[0003] 发明目的：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喷药效率高且效果

好的气助式果园喷药装置。

[0004] 技术方案：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气助式果园喷药装置，其包括一喷雾组件、

一鼓风机以及一药液箱；

[0005] 所述喷雾组件包括多个喷雾头，所有所述喷雾头有序排布；

[0006] 每个所述喷雾头均具备外壳以及雾化器；所述外壳内具备气舱，所述气舱及所述

雾化器分别连接所述鼓风机及所述药液箱，且所述药液箱与所述雾化器之间连接有送液

泵；

[0007] 所述雾化器置于所述气舱内部，且所述雾化器的出雾口的朝向与所述气舱的出风

口的朝向一致。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气舱呈圆筒状，其前后两侧均具备收窄结构，且其前后两侧分别为

气流入口与气流出口；

[0009] 所述雾化器呈圆柱状，其前后两侧均具备圆锥形结构，且其与所述气舱同轴设置；

所述雾化器具备入液管，所述入液管沿着所述雾化器的轴向延伸并由所述外壳的侧壁穿

出。

[0010] 进一步地，还包括疏密调节装置，用于对所有所述喷雾头的分布疏密程度进行调

节。

[0011] 进一步地，所有的所述喷雾头分为两排排布，两排所述喷雾头之间的排间距能够

被调节，每排所述喷雾头的间距也能够被调节。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疏密调节装置包括装置座体，所述装置座体上针对每一排所述喷

雾头均设置有一转动架，对应的所述喷雾头均通过硬质气管转动安装在所述转动架上；所

述转动架相对于所述装置座体转动安装；

[0013] 所述转动架上转动安装有传动轴，所述传动轴与该转动架上的所有所述喷雾头均

具有传动关系，以驱动该排喷雾头进行发散或聚拢运动。

[0014] 进一步地，每个所述喷雾头对应的所述硬质气管上均固定有第一锥齿轮，所述传

动轴上对应于每个所述第一锥齿轮均设置有第二锥齿轮；同一排中所有所述喷雾头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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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偶数个，以一排所述喷雾头的对称中心为分界，同一所述传动轴上的第二锥齿轮被分界

分为两组，同一组所述第二锥齿轮的小端朝向相同，且不同组的所述第二锥齿轮的小端朝

向相反。

[0015] 进一步地，两组所述转动架上均固定安装有第一同步齿轮，两个所述第一同步齿

轮相互啮合。

[0016]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气助式果园喷药装置通过设置气助式的喷雾头以及鼓风机，

使得鼓风机提供的气流可裹挟着药雾经由喷雾头喷雾，使得药雾可喷射至更高的树冠喷雾

机依靠末端喷头的强大气流将雾滴吹送到植株冠层的各个部位，气流有助于提高果园喷雾

机的射程、助力雾滴穿透稠密的冠层并促使叶片翻动，提高叶片附着率。

附图说明

[0017] 附图1为气助式果园喷药装置的结构图；

[0018] 附图2为喷雾头的结构图；

[0019] 附图3为喷雾组件的剖视图；

[0020] 附图4为展开状态下喷雾组件的状态图。

[0021] 图中：1、喷雾组件；11、喷雾头；12、外壳；13、雾化器；14、入液管；15、疏密调节装

置；151、装置座体；152、转动架；153、传动轴；154、硬质气管；155、第一锥齿轮；156、第二锥

齿轮；157、第一同步齿轮；158、第二同步齿轮；161、第一动力齿轮；162、第二动力齿轮；163、

变速箱；164、疏密调节电机；2、鼓风机；3、药液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23] 如附图1所示的气助式果园喷药装置(以下简称：喷药装置)，其包括一喷雾组件1、

一鼓风机2以及一药液箱3；

[0024] 所述喷雾组件1包括由多个喷雾头11构成的喷雾头集群，所有所述喷雾头11有序

排布，喷雾头集群可同时对较大范围的待喷药区域进行喷药，提升喷药效率；如附图2所示，

每个所述喷雾头11均具备外壳12以及雾化器13；外壳12内具备气舱，所述气舱及所述雾化

器13分别连接所述鼓风机2及所述药液箱3，且所述药液箱3与所述雾化器13之间连接有送

液泵；所述雾化器13置于所述气舱内部，且所述雾化器13的出雾口的朝向与所述气舱的出

风口的朝向一致。雾化器13的外壁与外壳12的内壁之间形成有一圈环形间隙，上述鼓风机2

鼓入的气流经由该环形间隙由雾化器13的后侧流至雾化器13的前侧，并与雾化器13产生的

药雾汇合后由气舱前端的出风口喷出，气流裹挟着药雾前进可使药雾喷洒至更高的地方实

现对较高的果树的喷药作业。

[0025] 为了保证气流喷出的效果，使得喷出气流的送药效果最佳，所述气舱呈圆筒状，其

前后两侧均具备收窄结构，且其前后两侧分别为气流入口与气流出口；所述雾化器13呈圆

柱状，其前后两侧均具备圆锥形结构，且其与所述气舱同轴设置；所述雾化器13具备入液管

14，所述入液管14沿着所述雾化器13的轴向延伸并由所述外壳12的侧壁穿出。通过上述结

构，气流在壳体12内沿直线行走，雾化器13后端对气流的风阻小，且雾化器13与壳体12之间

形成的环形间隙有利于气流通过后汇合输出的气流的风力性能，提高送药距离，此外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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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隙可保证气流与药物充分汇合。

[0026] 为了使得喷药装置可适应不同的喷药需求，还包括疏密调节装置15，用于对所有

所述喷雾头11的分布疏密程度进行调节。通过对喷雾头11的分布密度进行调节，喷药装置

的喷药的广度不同，对于不同的果树，可针对调节喷雾头11的分布疏密度，如对于较小且分

布距离较远的果树，可使喷雾头11分布得密一点，而对于较大且分布距离较近的果树，可使

喷雾头11分布得稀疏一点。

[0027] 具体地，所有的所述喷雾头11分为两排排布，两排所述喷雾头11之间的排间距能

够被调节，每排所述喷雾头11的间距也能够被调节。

[0028] 如附图3所示，所述疏密调节装置15包括装置座体151，所述装置座体151上针对每

一排所述喷雾头11均设置有一转动架152，对应的所述喷雾头11均通过硬质气管154转动安

装在所述转动架152上；所述转动架152相对于所述装置座体151转动安装；两组所述转动架

152上均固定安装有第一同步齿轮157，两个所述第一同步齿轮157相互啮合。如此，当转动

架152转动可使两排喷雾头11整体作相对分散运动或作相对靠近运动。

[0029] 所述转动架152上转动安装有传动轴153，所述传动轴153与该转动架152上的所有

所述喷雾头11均具有传动关系，以驱动该排喷雾头11进行发散或聚拢运动。

[0030] 每个所述喷雾头11对应的所述硬质气管154上均固定有第一锥齿轮155，所述传动

轴153上对应于每个所述第一锥齿轮155均设置有第二锥齿轮156；同一排中所有所述喷雾

头11的数量为偶数个，以一排所述喷雾头11的对称中心为分界，同一所述传动轴153上的第

二锥齿轮156被分界分为两组，同一组所述第二锥齿轮156的小端朝向相同，且不同组的所

述第二锥齿轮156的小端朝向相反。

[0031] 通过上述结构，若初始状态下，所有喷雾头11聚拢在一起，当传动轴153转动，以上

述分界为中心，同一排喷雾头11分为两组分别向两侧发散倾斜，使得同一排的喷雾头11逐

渐分散开。优选地，为了使各喷雾头11发散开后，各喷雾头11的出风口朝向均不一致，同一

传动轴153上每个喷雾头11对应的硬质气管154与该传动轴153直接锥齿轮组(即对应的第

一锥齿轮155与第二锥齿轮156)的传动比均不同，且传动轴153与靠近边缘位置的硬质气管

154之间的传动比比其与靠近中间位置的硬质气管154之间的传动比更小，如此，可使传动

轴153转动同等角度时，靠近边缘的硬质气管154转动的角度更大，靠近中间的硬质气管154

转动的角度更小，从而同一根传动轴153上的喷雾头11可充分发散开，不仅是直线距离变

大，而且各喷雾头11喷出方向的相对角度也增大，可增大喷雾的覆盖范围。

[0032] 优选地，转动架152与传动轴153同轴设置，且两排喷雾头11对应的两个传动轴153

上各固定有第二同步齿轮158，两个第二同步齿轮158相互啮合，如此两根传动轴153可同步

等速反向转动。如附图4所示为喷雾头分散开后喷雾组件1的状态图。

[0033] 此外，其中一转动架152上安装有第一动力齿轮161，该转动架152对应的传动轴

153上安装有第二动力齿轮162，第一动力齿轮161与第二动力齿轮162之间设置有变速箱

163，其中一转动架152与疏密调节电机164驱动连接。通过上述结构，通过控制疏密调节电

机164转动，即可实现转动架152自身转动以及转动架152上硬质气管154转动的联动，节约

驱动成本。

[0034] 本发明的气助式果园喷药装置通过设置气助式的喷雾头以及鼓风机，使得鼓风机

提供的气流可裹挟着药雾经由喷雾头喷雾，使得药雾可喷射至更高的树冠喷雾机依靠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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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头的强大气流将雾滴吹送到植株冠层的各个部位，气流有助于提高果园喷雾机的射程、

助力雾滴穿透稠密的冠层并促使叶片翻动，提高叶片附着率。

[0035]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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