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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地质灾害防疫设备，尤其涉

及一种地质灾害震区防疫喷药设备。本发明要解

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够快速的对大面积

的震区废墟进行喷药、喷药的过程中省时省力的

地质灾害震区防疫喷药设备。本发明提供了这样

一种地质灾害震区防疫喷药设备，包括有安装

板、车轮、第一料箱、N形架、安装块、活塞缸等；安

装板下侧设有车轮，安装板上侧右方放置有第一

料箱，安装板上侧连接有N形架，N形架上侧中部

连接有两个安装块，安装块上端之间连接有活塞

缸。本发明达到了能够快速的对大面积的震区废

墟进行喷药、喷药的过程中省时省力的效果，通

过采用电动轮间接带动喷头上下移动和左右移

动的方式，能够使喷头对大范围的震区废墟进行

药物的喷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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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地质灾害震区防疫喷药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有安装板（1）、车轮（2）、第一料

箱（3）、N形架（4）、安装块（5）、活塞缸（6）、活塞块（7）、推杆（8）、固定块（9）、第一滑轨（10）、

第一滑块（11）、N形杆（12）、电动轮（13）、转盘（14）、摇杆（15）、第一单向阀（16）、进料管

（17）、第二单向阀（18）、软管（19）、第二滑轨（20）、第二滑块（21）、导轨（22）、导套（23）和喷

头（24），安装板（1）下侧设有车轮（2），安装板（1）上侧右方放置有第一料箱（3），安装板（1）

上侧连接有N形架（4），N形架（4）上侧中部连接有两个安装块（5），安装块（5）上端之间连接

有活塞缸（6），活塞缸（6）内滑动式连接有活塞块（7），活塞块（7）上侧右方连接有推杆（8），

推杆（8）上端连接有固定块（9），固定块（9）后侧连接有第一滑轨（10），第一滑轨（10）内滑动

式连接有第一滑块（11），活塞缸（6）右侧上方连接有N形杆（12），N形杆（12）位于推杆（8）后

方，N形杆（12）上壁前侧左方连接有电动轮（13），电动轮（13）前侧连接有转盘（14），转盘

（14）左上方连接有摇杆（15），摇杆（15）位于第一滑轨（10）后方，摇杆（15）前侧左上方铰接

连接在第一滑块（11）后侧，活塞缸（6）右侧下方连接有第一单向阀（16），第一单向阀（16）右

端连接有进料管（17），进料管（17）伸进第一料箱（3）内，活塞缸（6）左侧下方连接有第二单

向阀（18），第二单向阀（18）左端连接有软管（19），N形架（4）上侧左方连接有第二滑轨（20），

第二滑轨（20）内滑动式连接有第二滑块（21），第二滑块（21）上端连接有导轨（22），导轨

（22）上滑动式连接有导套（23），导套（23）左侧下方连接有喷头（24），软管（19）另一端连接

在喷头（24）右侧；还包括有第二料箱（101）、分液管（102）、集料管（103）和阀门（104），安装

板（1）上侧左方放置有三个第二料箱（101），进料管（17）左侧下方连接有分液管（102），分液

管（102）与进料管（17）联通，分液管（102）下侧均布有集料管（103），集料管（103）与分液管

（102）联通，集料管（103）分别伸进第二料箱（101），集料管（103）上侧均连接有阀门（104）；

还包括有搅拌装置（30），搅拌装置（30）包括有第一轴承座（301）、第一转杆（302）、密封环

（303）、搅拌叶（304）、第二轴承座（305）、第二转杆（306）、转轮（307）、传动条（308）、第一锥

形齿轮（309）、第一齿轮（3010）、第二锥形齿轮（3011）、连接块（3012）、第二齿轮（3013）和第

一齿条（3014），活塞缸（6）内下侧设有搅拌装置（30），活塞缸（6）内下侧壁中部连接有第一

轴承座（301），第一轴承座（301）内连接有第一转杆（302），第一转杆（302）与活塞缸（6）内下

侧壁之间连接有密封环（303），第一转杆（302）上侧连接有搅拌叶（304），N形杆（12）前侧下

方连接有第二轴承座（305），第二轴承座（305）内连接有第二转杆（306），第二转杆（306）下

端和第一转杆（302）下端均连接有转轮（307），转轮（307）之间连接有传动条（308），传动条

（308）位于进料管（17）后侧，第二转杆（306）上端连接有第一锥形齿轮（309），N形杆（12）前

侧下方旋转式连接有第一齿轮（3010），第一齿轮（3010）位于第一锥形齿轮（309）上方，第一

齿轮（3010）前侧连接有第二锥形齿轮（3011），第二锥形齿轮（3011）与第一锥形齿轮（309）

啮合，活塞缸（6）上侧右方连接有连接块（3012），连接块（3012）前侧上方旋转式连接有第二

齿轮（3013），第二齿轮（3013）与第一齿轮（3010）啮合，推杆（8）右侧连接有第一齿条

（3014），第一齿条（3014）与第二齿轮（3013）啮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地质灾害震区防疫喷药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自动

摆动装置（31），自动摆动装置（31）包括有第三滑轨（311）、第三滑块（312）、第一移动杆

（313）、第二齿条（314）、L形杆（315）、第三齿轮（316）、第三锥形齿轮（317）、第三轴承座

（318）、第三转杆（319）、第四锥形齿轮（3110）、第四齿轮（3111）和第三齿条（3112），活塞缸

（6）上方设有自动摆动装置（31），活塞缸（6）上侧左方连接有第三滑轨（311），第三滑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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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内滑动式连接有第三滑块（312），第三滑块（312）左侧上方连接有第一移动杆（313），

第一移动杆（313）左端连接在导轨（22）右侧上方第三滑块（312）上端连接有第二齿条

（314），第三滑轨（311）右侧连接有L形杆（315），L形杆（315）右壁前侧中部旋转式连接有第

三齿轮（316），第三齿轮（316）前侧连接有第三锥形齿轮（317），L形杆（315）上侧中部连接有

第三轴承座（318），第三轴承座（318）内连接有第三转杆（319），第三转杆（319）右端连接有

第四锥形齿轮（3110），第四锥形齿轮（3110）与第三锥形齿轮（317）啮合，第三转杆（319）左

端连接有第四齿轮（3111），第四齿轮（3111）与第二齿条（314）啮合，推杆（8）左侧连接有第

三齿条（3112），第三齿条（3112）与第三齿轮（316）啮合。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地质灾害震区防疫喷药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第二

移动杆（3121）、连接板（3122）和第四滑块（3124），导套（23）右侧连接有第二移动杆（3121），

活塞缸（6）左侧中部连接有连接板（3122），连接板（3122）左侧开有波浪形滑槽（3123），波浪

形滑槽（3123）内滑动式连接有第四滑块（3124），第四滑块（3124）左端连接在第二移动杆

（3121）右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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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质灾害震区防疫喷药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地质灾害防疫设备，尤其涉及一种地质灾害震区防疫喷药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地质灾害是指在地球的发展演化过程中，由各种地质作用形成的灾害性地质事

件。地质灾害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变化规律，既受制于自然环境，又与人类活动有关，往

往是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结果。

[0003] 简称地灾。以地质动力活动或地质环境异常变化为主要成因的自然灾害。在地球

内动力、外动力或人为地质动力作用下，地球发生异常能量释放、物质运动、岩土体变形位

移以及环境异常变化等，危害人类生命财产、生活与经济活动或破坏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

的资源、环境的现象或过程。不良地质现象通常叫做地质灾害，是指自然地质作用和人类活

动造成的恶化地质环境，降低了环境质量，直接或间接危害人类安全，并给社会和经济建设

造成损失的地质事件。地质灾害是指，在自然或者人为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对人类生命财

产、环境造成破坏和损失的地质作用（现象）。如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裂缝、地面沉降、地面

塌陷、岩爆、坑道突水、突泥、突瓦斯、煤层自燃、黄土湿陷、岩土膨胀、砂土液化，土地冻融、

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及沼泽化、土壤盐碱化，以及地震、火山、地热害等。

[0004] 目前在对震区废墟进行防疫喷药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采用人工背着药罐手持喷药

器手动对震区废墟进行喷药，但是这样存在的缺点是很难快速的对大面积的震区废墟进行

喷药，并且在喷药的过程中费时费力。

[0005] 因此亟需研发一种能够快速的对大面积的震区废墟进行喷药、喷药的过程中省时

省力的地质灾害震区防疫喷药设备来克服目前在对震区废墟进行防疫喷药的时候存在很

难快速的对大面积的震区废墟进行喷药、喷药的过程中费时费力的缺点。

发明内容

[0006] （1）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7] 本发明为了克服目前在对震区废墟进行防疫喷药的时候存在很难快速的对大面

积的震区废墟进行喷药、喷药的过程中费时费力的缺点，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

一种能够快速的对大面积的震区废墟进行喷药、喷药的过程中省时省力的地质灾害震区防

疫喷药设备。

[0008] （2）技术方案

[0009]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这样一种地质灾害震区防疫喷药设备，包

括有安装板、车轮、第一料箱、N形架、安装块、活塞缸、活塞块、推杆、固定块、第一滑轨、第一

滑块、N形杆、电动轮、转盘、摇杆、第一单向阀、进料管、第二单向阀、软管、第二滑轨、第二滑

块、导轨、导套和喷头，安装板下侧设有车轮，安装板上侧右方放置有第一料箱，安装板上侧

连接有N形架，N形架上侧中部连接有两个安装块，安装块上端之间连接有活塞缸，活塞缸内

滑动式连接有活塞块，活塞块上侧右方连接有推杆，推杆上端连接有固定块，固定块后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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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有第一滑轨，第一滑轨内滑动式连接有第一滑块，活塞缸右侧上方连接有N形杆，N形杆位

于推杆后方，N形杆上壁前侧左方连接有电动轮，电动轮前侧连接有转盘，转盘左上方连接

有摇杆，摇杆位于第一滑轨后方，摇杆前侧左上方铰接连接在第一滑块后侧，活塞缸右侧下

方连接有第一单向阀，第一单向阀右端连接有进料管，进料管伸进第一料箱内，活塞缸左侧

下方连接有第二单向阀，第二单向阀左端连接有软管，N形架上侧左方连接有第二滑轨，第

二滑轨内滑动式连接有第二滑块，第二滑块上端连接有导轨，导轨上滑动式连接有导套，导

套左侧下方连接有喷头，软管另一端连接在喷头右侧。

[0010] 优选地，还包括有第二料箱、分液管、集料管和阀门，安装板上侧左方放置有三个

第二料箱，进料管左侧下方连接有分液管，分液管与进料管联通，分液管下侧均布有集料

管，集料管与分液管联通，集料管分别伸进第二料箱，集料管上侧均连接有阀门。

[0011] 优选地，还包括有搅拌装置，搅拌装置包括有第一轴承座、第一转杆、密封环、搅拌

叶、第二轴承座、第二转杆、转轮、传动条、第一锥形齿轮、第一齿轮、第二锥形齿轮、连接块、

第二齿轮和第一齿条，活塞缸内下侧设有搅拌装置，活塞缸内下侧壁中部连接有第一轴承

座，第一轴承座内连接有第一转杆，第一转杆与活塞缸内下侧壁之间连接有密封环，第一转

杆上侧连接有搅拌叶，N形杆前侧下方连接有第二轴承座，第二轴承座内连接有第二转杆，

第二转杆下端和第一转杆下端均连接有转轮，转轮之间连接有传动条，传动条位于进料管

后侧，第二转杆上端连接有第一锥形齿轮，N形杆前侧下方旋转式连接有第一齿轮，第一齿

轮位于第一锥形齿轮上方，第一齿轮前侧连接有第二锥形齿轮，第二锥形齿轮与第一锥形

齿轮啮合，活塞缸上侧右方连接有连接块，连接块前侧上方旋转式连接有第二齿轮，第二齿

轮与第一齿轮啮合，推杆右侧连接有第一齿条，第一齿条与第二齿轮啮合。

[0012] 优选地，还包括有自动摆动装置，自动摆动装置包括有第三滑轨、第三滑块、第一

移动杆、第二齿条、L形杆、第三齿轮、第三锥形齿轮、第三轴承座、第三转杆、第四锥形齿轮、

第四齿轮和第三齿条，活塞缸上方设有自动摆动装置，活塞缸上侧左方连接有第三滑轨，第

三滑轨内滑动式连接有第三滑块，第三滑块左侧上方连接有第一移动杆，第一移动杆左端

连接在导轨右侧上方第三滑块上端连接有第二齿条，第三滑轨右侧连接有L形杆，L形杆右

壁前侧中部旋转式连接有第三齿轮，第三齿轮前侧连接有第三锥形齿轮，L形杆上侧中部连

接有第三轴承座，第三轴承座内连接有第三转杆，第三转杆右端连接有第四锥形齿轮，第四

锥形齿轮与第三锥形齿轮啮合，第三转杆左端连接有第四齿轮，第四齿轮与第二齿条啮合，

推杆左侧连接有第三齿条，第三齿条与第三齿轮啮合。

[0013] 优选地，还包括有第二移动杆、连接板和第四滑块，导套右侧连接有第二移动杆，

活塞缸左侧中部连接有连接板，连接板左侧开有波浪形滑槽，波浪形滑槽内滑动式连接有

第四滑块，第四滑块左端连接在第二移动杆右端。

[0014] 工作原理：当用户需要对震区废墟进行防疫喷洒药物时，用户可以将药液放置在

第一料箱内，然后用户可以启动电动轮，电动轮带动转盘旋转，转盘通过摇杆带动第一滑块

在第一滑轨内移动，摇杆带动第一滑块和第一滑轨上下移动，第一滑轨带动固定块上下移

动，固定块带动推杆上下移动，推杆带动活塞块上下移动，活塞块上下使活塞缸通过第一单

向阀和进料管从第一料箱内抽进药液到活塞缸，然后通过第二单向阀和软管将活塞缸内的

药液喷入到喷头内，再从喷头内喷出，从而使药液被喷到震区废墟上，用户可以上下移动导

套，导套带动喷头上下移动，用户可以前后移动导轨，导轨通过导套带动喷头前后移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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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喷头上下前后移动，从而使喷头能够对更大范围的震区废墟进行药物的喷洒，用户可

以通过车轮推动该设备移动，从而对震区废墟的不同位置进行药物的喷洒，当用户对震区

废墟喷洒药物完成后，用户可以关闭电动轮。

[0015] 因为还包括有第二料箱、分液管、集料管和阀门，安装板上侧左方放置有三个第二

料箱，进料管左侧下方连接有分液管，分液管与进料管联通，分液管下侧均布有集料管，集

料管与分液管联通，集料管分别伸进第二料箱，集料管上侧均连接有阀门，当用户需要在震

区废墟对防疫药液进行配置时，用户可以将药液原料放置在第二料箱和第一料箱内，用户

可以打开阀门，并使阀门处于不同的流量通过，当活塞缸进行工作时，进料管将通过分液管

和集料管分别从第二料箱和第一料箱内抽进药液原料到活塞缸内混合，并通过阀门不同的

流量进行药液原料量的分配。

[0016] 因为还包括有搅拌装置，搅拌装置包括有第一轴承座、第一转杆、密封环、搅拌叶、

第二轴承座、第二转杆、转轮、传动条、第一锥形齿轮、第一齿轮、第二锥形齿轮、连接块、第

二齿轮和第一齿条，活塞缸内下侧设有搅拌装置，活塞缸内下侧壁中部连接有第一轴承座，

第一轴承座内连接有第一转杆，第一转杆与活塞缸内下侧壁之间连接有密封环，第一转杆

上侧连接有搅拌叶，N形杆前侧下方连接有第二轴承座，第二轴承座内连接有第二转杆，第

二转杆下端和第一转杆下端均连接有转轮，转轮之间连接有传动条，传动条位于进料管后

侧，第二转杆上端连接有第一锥形齿轮，N形杆前侧下方旋转式连接有第一齿轮，第一齿轮

位于第一锥形齿轮上方，第一齿轮前侧连接有第二锥形齿轮，第二锥形齿轮与第一锥形齿

轮啮合，活塞缸上侧右方连接有连接块，连接块前侧上方旋转式连接有第二齿轮，第二齿轮

与第一齿轮啮合，推杆右侧连接有第一齿条，第一齿条与第二齿轮啮合，当用户需要对活塞

缸内的药液进行均匀的混合搅拌时，当推杆带动活塞块上下移动的时候，推杆将带动第一

齿条上下移动，第一齿条带动第二齿轮旋转，第二齿轮带动第一齿轮旋转，第一齿轮带动第

二锥形齿轮旋转，第二锥形齿轮带动第一锥形齿轮旋转，第一锥形齿轮带动第二转杆旋转，

第二转杆带动右侧转轮旋转，从而通过传动条带动左侧转轮旋转，左侧转轮带动第一转杆

旋转，第一转杆带动搅拌叶旋转，从而使搅拌叶对活塞缸内的药液进行搅拌。

[0017] 因为还包括有自动摆动装置，自动摆动装置包括有第三滑轨、第三滑块、第一移动

杆、第二齿条、L形杆、第三齿轮、第三锥形齿轮、第三轴承座、第三转杆、第四锥形齿轮、第四

齿轮和第三齿条，活塞缸上方设有自动摆动装置，活塞缸上侧左方连接有第三滑轨，第三滑

轨内滑动式连接有第三滑块，第三滑块左侧上方连接有第一移动杆，第一移动杆左端连接

在导轨右侧上方第三滑块上端连接有第二齿条，第三滑轨右侧连接有L形杆，L形杆右壁前

侧中部旋转式连接有第三齿轮，第三齿轮前侧连接有第三锥形齿轮，L形杆上侧中部连接有

第三轴承座，第三轴承座内连接有第三转杆，第三转杆右端连接有第四锥形齿轮，第四锥形

齿轮与第三锥形齿轮啮合，第三转杆左端连接有第四齿轮，第四齿轮与第二齿条啮合，推杆

左侧连接有第三齿条，第三齿条与第三齿轮啮合，当用户需要自动的使导轨前后移动从而

带动喷头前后移动时，当推杆上下移动的时候，推杆将带动第三齿条上下移动，从而使第三

齿条带动第三齿轮旋转，第三齿轮带动第三锥形齿轮旋转，第三锥形齿轮带动第四锥形齿

轮旋转，第四锥形齿轮带动第三转杆旋转，第三转杆带动第四齿轮旋转，第四齿轮旋转爱第

二齿条上，从而使第四齿轮带动第二齿条前后移动，从而带动第三滑块前后移动，第三滑块

带动第一移动杆前后移动，从而带动导轨和喷头前后移动，从而能够使喷头自动前后移动

说　明　书 3/9 页

6

CN 108654871 B

6



对更大范围的震区废墟进行药物的喷洒。

[0018] 因为还包括有第二移动杆、连接板和第四滑块，导套右侧连接有第二移动杆，活塞

缸左侧中部连接有连接板，连接板左侧开有波浪形滑槽，波浪形滑槽内滑动式连接有第四

滑块，第四滑块左端连接在第二移动杆右端，当用户需要自动的使喷头上下移动时，当导轨

通过导套带动喷头前后移动的时候，导套将带动第二移动杆前后移动，第二移动杆带动第

四滑块在波浪形滑槽内前后移动，从而使第四滑块通过波浪形滑槽前后移动，从而使第四

滑块上下移动，第四滑块带动第二移动杆上下移动，从而带动导套上下移动，从而带动喷头

上下移动。

[0019] （3）有益效果

[0020] 本发明达到了能够快速的对大面积的震区废墟进行喷药、喷药的过程中省时省力

的效果，通过采用电动轮带动活塞缸对药液原料通过不同流量的阀门抽取药液原料进行通

过搅拌叶对其进行搅拌再通过喷头喷出的方式，不但能够对药液进行快速的抽取和搅拌并

喷出，还能够避免一些药液沉淀，通过采用电动轮间接带动喷头上下移动和左右移动的方

式，能够使喷头对大范围的震区废墟进行药物的喷洒。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第二料箱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搅拌装置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自动摆动装置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发明连接板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为本发明连接板的左视结构示意图。

[0027] 附图中的标记为：1-安装板，2-车轮，3-第一料箱，4-N形架，5-安装块，6-活塞缸，

7-活塞块，8-推杆，9-固定块，10-第一滑轨，11-第一滑块，12-N形杆，13-电动轮，14-转盘，

15-摇杆，16-第一单向阀，17-进料管，18-第二单向阀，19-软管，20-第二滑轨，21-第二滑

块，22-导轨，23-导套，24-喷头，101-第二料箱，102-分液管，103-集料管，104-阀门，30-搅

拌装置，301-第一轴承座，302-第一转杆，303-密封环，304-搅拌叶，305-第二轴承座，306-

第二转杆，307-转轮，308-传动条，309-第一锥形齿轮，3010-第一齿轮，3011-第二锥形齿

轮，3012-连接块，3013-第二齿轮，3014-第一齿条，31-自动摆动装置，311-第三滑轨，312-

第三滑块，313-第一移动杆，314-第二齿条，315-L形杆，316-第三齿轮，317-第三锥形齿轮，

318-第三轴承座，319-第三转杆，3110-第四锥形齿轮，3111-第四齿轮，3112-第三齿条，

3121-第二移动杆，3122-连接板，3123-波浪形滑槽，3124-第四滑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9] 实施例1

[0030] 一种地质灾害震区防疫喷药设备，如图1-6所示，包括有安装板1、车轮2、第一料箱

3、N形架4、安装块5、活塞缸6、活塞块7、推杆8、固定块9、第一滑轨10、第一滑块11、N形杆12、

电动轮13、转盘14、摇杆15、第一单向阀16、进料管17、第二单向阀18、软管19、第二滑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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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滑块21、导轨22、导套23和喷头24，安装板1下侧设有车轮2，安装板1上侧右方放置有第

一料箱3，安装板1上侧连接有N形架4，N形架4上侧中部连接有两个安装块5，安装块5上端之

间连接有活塞缸6，活塞缸6内滑动式连接有活塞块7，活塞块7上侧右方连接有推杆8，推杆8

上端连接有固定块9，固定块9后侧连接有第一滑轨10，第一滑轨10内滑动式连接有第一滑

块11，活塞缸6右侧上方连接有N形杆12，N形杆12位于推杆8后方，N形杆12上壁前侧左方连

接有电动轮13，电动轮13前侧连接有转盘14，转盘14左上方连接有摇杆15，摇杆15位于第一

滑轨10后方，摇杆15前侧左上方铰接连接在第一滑块11后侧，活塞缸6右侧下方连接有第一

单向阀16，第一单向阀16右端连接有进料管17，进料管17伸进第一料箱3内，活塞缸6左侧下

方连接有第二单向阀18，第二单向阀18左端连接有软管19，N形架4上侧左方连接有第二滑

轨20，第二滑轨20内滑动式连接有第二滑块21，第二滑块21上端连接有导轨22，导轨22上滑

动式连接有导套23，导套23左侧下方连接有喷头24，软管19另一端连接在喷头24右侧。

[0031] 实施例2

[0032] 一种地质灾害震区防疫喷药设备，如图1-6所示，包括有安装板1、车轮2、第一料箱

3、N形架4、安装块5、活塞缸6、活塞块7、推杆8、固定块9、第一滑轨10、第一滑块11、N形杆12、

电动轮13、转盘14、摇杆15、第一单向阀16、进料管17、第二单向阀18、软管19、第二滑轨20、

第二滑块21、导轨22、导套23和喷头24，安装板1下侧设有车轮2，安装板1上侧右方放置有第

一料箱3，安装板1上侧连接有N形架4，N形架4上侧中部连接有两个安装块5，安装块5上端之

间连接有活塞缸6，活塞缸6内滑动式连接有活塞块7，活塞块7上侧右方连接有推杆8，推杆8

上端连接有固定块9，固定块9后侧连接有第一滑轨10，第一滑轨10内滑动式连接有第一滑

块11，活塞缸6右侧上方连接有N形杆12，N形杆12位于推杆8后方，N形杆12上壁前侧左方连

接有电动轮13，电动轮13前侧连接有转盘14，转盘14左上方连接有摇杆15，摇杆15位于第一

滑轨10后方，摇杆15前侧左上方铰接连接在第一滑块11后侧，活塞缸6右侧下方连接有第一

单向阀16，第一单向阀16右端连接有进料管17，进料管17伸进第一料箱3内，活塞缸6左侧下

方连接有第二单向阀18，第二单向阀18左端连接有软管19，N形架4上侧左方连接有第二滑

轨20，第二滑轨20内滑动式连接有第二滑块21，第二滑块21上端连接有导轨22，导轨22上滑

动式连接有导套23，导套23左侧下方连接有喷头24，软管19另一端连接在喷头24右侧。

[0033] 还包括有第二料箱101、分液管102、集料管103和阀门104，安装板1上侧左方放置

有三个第二料箱101，进料管17左侧下方连接有分液管102，分液管102与进料管17联通，分

液管102下侧均布有集料管103，集料管103与分液管102联通，集料管103分别伸进第二料箱

101，集料管103上侧均连接有阀门104。

[0034] 实施例3

[0035] 一种地质灾害震区防疫喷药设备，如图1-6所示，包括有安装板1、车轮2、第一料箱

3、N形架4、安装块5、活塞缸6、活塞块7、推杆8、固定块9、第一滑轨10、第一滑块11、N形杆12、

电动轮13、转盘14、摇杆15、第一单向阀16、进料管17、第二单向阀18、软管19、第二滑轨20、

第二滑块21、导轨22、导套23和喷头24，安装板1下侧设有车轮2，安装板1上侧右方放置有第

一料箱3，安装板1上侧连接有N形架4，N形架4上侧中部连接有两个安装块5，安装块5上端之

间连接有活塞缸6，活塞缸6内滑动式连接有活塞块7，活塞块7上侧右方连接有推杆8，推杆8

上端连接有固定块9，固定块9后侧连接有第一滑轨10，第一滑轨10内滑动式连接有第一滑

块11，活塞缸6右侧上方连接有N形杆12，N形杆12位于推杆8后方，N形杆12上壁前侧左方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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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有电动轮13，电动轮13前侧连接有转盘14，转盘14左上方连接有摇杆15，摇杆15位于第一

滑轨10后方，摇杆15前侧左上方铰接连接在第一滑块11后侧，活塞缸6右侧下方连接有第一

单向阀16，第一单向阀16右端连接有进料管17，进料管17伸进第一料箱3内，活塞缸6左侧下

方连接有第二单向阀18，第二单向阀18左端连接有软管19，N形架4上侧左方连接有第二滑

轨20，第二滑轨20内滑动式连接有第二滑块21，第二滑块21上端连接有导轨22，导轨22上滑

动式连接有导套23，导套23左侧下方连接有喷头24，软管19另一端连接在喷头24右侧。

[0036] 还包括有第二料箱101、分液管102、集料管103和阀门104，安装板1上侧左方放置

有三个第二料箱101，进料管17左侧下方连接有分液管102，分液管102与进料管17联通，分

液管102下侧均布有集料管103，集料管103与分液管102联通，集料管103分别伸进第二料箱

101，集料管103上侧均连接有阀门104。

[0037] 还包括有搅拌装置30，搅拌装置30包括有第一轴承座301、第一转杆302、密封环

303、搅拌叶304、第二轴承座305、第二转杆306、转轮307、传动条308、第一锥形齿轮309、第

一齿轮3010、第二锥形齿轮3011、连接块3012、第二齿轮3013和第一齿条3014，活塞缸6内下

侧设有搅拌装置30，活塞缸6内下侧壁中部连接有第一轴承座301，第一轴承座301内连接有

第一转杆302，第一转杆302与活塞缸6内下侧壁之间连接有密封环303，第一转杆302上侧连

接有搅拌叶304，N形杆12前侧下方连接有第二轴承座305，第二轴承座305内连接有第二转

杆306，第二转杆306下端和第一转杆302下端均连接有转轮307，转轮307之间连接有传动条

308，传动条308位于进料管17后侧，第二转杆306上端连接有第一锥形齿轮309，N形杆12前

侧下方旋转式连接有第一齿轮3010，第一齿轮3010位于第一锥形齿轮309上方，第一齿轮

3010前侧连接有第二锥形齿轮3011，第二锥形齿轮3011与第一锥形齿轮309啮合，活塞缸6

上侧右方连接有连接块3012，连接块3012前侧上方旋转式连接有第二齿轮3013，第二齿轮

3013与第一齿轮3010啮合，推杆8右侧连接有第一齿条3014，第一齿条3014与第二齿轮3013

啮合。

[0038] 实施例4

[0039] 一种地质灾害震区防疫喷药设备，如图1-6所示，包括有安装板1、车轮2、第一料箱

3、N形架4、安装块5、活塞缸6、活塞块7、推杆8、固定块9、第一滑轨10、第一滑块11、N形杆12、

电动轮13、转盘14、摇杆15、第一单向阀16、进料管17、第二单向阀18、软管19、第二滑轨20、

第二滑块21、导轨22、导套23和喷头24，安装板1下侧设有车轮2，安装板1上侧右方放置有第

一料箱3，安装板1上侧连接有N形架4，N形架4上侧中部连接有两个安装块5，安装块5上端之

间连接有活塞缸6，活塞缸6内滑动式连接有活塞块7，活塞块7上侧右方连接有推杆8，推杆8

上端连接有固定块9，固定块9后侧连接有第一滑轨10，第一滑轨10内滑动式连接有第一滑

块11，活塞缸6右侧上方连接有N形杆12，N形杆12位于推杆8后方，N形杆12上壁前侧左方连

接有电动轮13，电动轮13前侧连接有转盘14，转盘14左上方连接有摇杆15，摇杆15位于第一

滑轨10后方，摇杆15前侧左上方铰接连接在第一滑块11后侧，活塞缸6右侧下方连接有第一

单向阀16，第一单向阀16右端连接有进料管17，进料管17伸进第一料箱3内，活塞缸6左侧下

方连接有第二单向阀18，第二单向阀18左端连接有软管19，N形架4上侧左方连接有第二滑

轨20，第二滑轨20内滑动式连接有第二滑块21，第二滑块21上端连接有导轨22，导轨22上滑

动式连接有导套23，导套23左侧下方连接有喷头24，软管19另一端连接在喷头24右侧。

[0040] 还包括有第二料箱101、分液管102、集料管103和阀门104，安装板1上侧左方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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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个第二料箱101，进料管17左侧下方连接有分液管102，分液管102与进料管17联通，分

液管102下侧均布有集料管103，集料管103与分液管102联通，集料管103分别伸进第二料箱

101，集料管103上侧均连接有阀门104。

[0041] 还包括有搅拌装置30，搅拌装置30包括有第一轴承座301、第一转杆302、密封环

303、搅拌叶304、第二轴承座305、第二转杆306、转轮307、传动条308、第一锥形齿轮309、第

一齿轮3010、第二锥形齿轮3011、连接块3012、第二齿轮3013和第一齿条3014，活塞缸6内下

侧设有搅拌装置30，活塞缸6内下侧壁中部连接有第一轴承座301，第一轴承座301内连接有

第一转杆302，第一转杆302与活塞缸6内下侧壁之间连接有密封环303，第一转杆302上侧连

接有搅拌叶304，N形杆12前侧下方连接有第二轴承座305，第二轴承座305内连接有第二转

杆306，第二转杆306下端和第一转杆302下端均连接有转轮307，转轮307之间连接有传动条

308，传动条308位于进料管17后侧，第二转杆306上端连接有第一锥形齿轮309，N形杆12前

侧下方旋转式连接有第一齿轮3010，第一齿轮3010位于第一锥形齿轮309上方，第一齿轮

3010前侧连接有第二锥形齿轮3011，第二锥形齿轮3011与第一锥形齿轮309啮合，活塞缸6

上侧右方连接有连接块3012，连接块3012前侧上方旋转式连接有第二齿轮3013，第二齿轮

3013与第一齿轮3010啮合，推杆8右侧连接有第一齿条3014，第一齿条3014与第二齿轮3013

啮合。

[0042] 还包括有自动摆动装置31，自动摆动装置31包括有第三滑轨311、第三滑块312、第

一移动杆313、第二齿条314、L形杆315、第三齿轮316、第三锥形齿轮317、第三轴承座318、第

三转杆319、第四锥形齿轮3110、第四齿轮3111和第三齿条3112，活塞缸6上方设有自动摆动

装置31，活塞缸6上侧左方连接有第三滑轨311，第三滑轨311内滑动式连接有第三滑块312，

第三滑块312左侧上方连接有第一移动杆313，第一移动杆313左端连接在导轨22右侧上方

第三滑块312上端连接有第二齿条314，第三滑轨311右侧连接有L形杆315，L形杆315右壁前

侧中部旋转式连接有第三齿轮316，第三齿轮316前侧连接有第三锥形齿轮317，L形杆315上

侧中部连接有第三轴承座318，第三轴承座318内连接有第三转杆319，第三转杆319右端连

接有第四锥形齿轮3110，第四锥形齿轮3110与第三锥形齿轮317啮合，第三转杆319左端连

接有第四齿轮3111，第四齿轮3111与第二齿条314啮合，推杆8左侧连接有第三齿条3112，第

三齿条3112与第三齿轮316啮合。

[0043] 还包括有第二移动杆3121、连接板3122和第四滑块3124，导套23右侧连接有第二

移动杆3121，活塞缸6左侧中部连接有连接板3122，连接板3122左侧开有波浪形滑槽3123，

波浪形滑槽3123内滑动式连接有第四滑块3124，第四滑块3124左端连接在第二移动杆3121

右端。

[0044] 工作原理：当用户需要对震区废墟进行防疫喷洒药物时，用户可以将药液放置在

第一料箱3内，然后用户可以启动电动轮13，电动轮13带动转盘14旋转，转盘14通过摇杆15

带动第一滑块11在第一滑轨10内移动，摇杆15带动第一滑块11和第一滑轨10上下移动，第

一滑轨10带动固定块9上下移动，固定块9带动推杆8上下移动，推杆8带动活塞块7上下移

动，活塞块7上下使活塞缸6通过第一单向阀16和进料管17从第一料箱3内抽进药液到活塞

缸6，然后通过第二单向阀18和软管19将活塞缸6内的药液喷入到喷头24内，再从喷头24内

喷出，从而使药液被喷到震区废墟上，用户可以上下移动导套23，导套23带动喷头24上下移

动，用户可以前后移动导轨22，导轨22通过导套23带动喷头24前后移动，从而使喷头24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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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移动，从而使喷头24能够对更大范围的震区废墟进行药物的喷洒，用户可以通过车轮2

推动该设备移动，从而对震区废墟的不同位置进行药物的喷洒，当用户对震区废墟喷洒药

物完成后，用户可以关闭电动轮13。

[0045] 因为还包括有第二料箱101、分液管102、集料管103和阀门104，安装板1上侧左方

放置有三个第二料箱101，进料管17左侧下方连接有分液管102，分液管102与进料管17联

通，分液管102下侧均布有集料管103，集料管103与分液管102联通，集料管103分别伸进第

二料箱101，集料管103上侧均连接有阀门104，当用户需要在震区废墟对防疫药液进行配置

时，用户可以将药液原料放置在第二料箱101和第一料箱3内，用户可以打开阀门104，并使

阀门104处于不同的流量通过，当活塞缸6进行工作时，进料管17将通过分液管102和集料管

103分别从第二料箱101和第一料箱3内抽进药液原料到活塞缸6内混合，并通过阀门104不

同的流量进行药液原料量的分配。

[0046] 因为还包括有搅拌装置30，搅拌装置30包括有第一轴承座301、第一转杆302、密封

环303、搅拌叶304、第二轴承座305、第二转杆306、转轮307、传动条308、第一锥形齿轮309、

第一齿轮3010、第二锥形齿轮3011、连接块3012、第二齿轮3013和第一齿条3014，活塞缸6内

下侧设有搅拌装置30，活塞缸6内下侧壁中部连接有第一轴承座301，第一轴承座301内连接

有第一转杆302，第一转杆302与活塞缸6内下侧壁之间连接有密封环303，第一转杆302上侧

连接有搅拌叶304，N形杆12前侧下方连接有第二轴承座305，第二轴承座305内连接有第二

转杆306，第二转杆306下端和第一转杆302下端均连接有转轮307，转轮307之间连接有传动

条308，传动条308位于进料管17后侧，第二转杆306上端连接有第一锥形齿轮309，N形杆12

前侧下方旋转式连接有第一齿轮3010，第一齿轮3010位于第一锥形齿轮309上方，第一齿轮

3010前侧连接有第二锥形齿轮3011，第二锥形齿轮3011与第一锥形齿轮309啮合，活塞缸6

上侧右方连接有连接块3012，连接块3012前侧上方旋转式连接有第二齿轮3013，第二齿轮

3013与第一齿轮3010啮合，推杆8右侧连接有第一齿条3014，第一齿条3014与第二齿轮3013

啮合，当用户需要对活塞缸6内的药液进行均匀的混合搅拌时，当推杆8带动活塞块7上下移

动的时候，推杆8将带动第一齿条3014上下移动，第一齿条3014带动第二齿轮3013旋转，第

二齿轮3013带动第一齿轮3010旋转，第一齿轮3010带动第二锥形齿轮3011旋转，第二锥形

齿轮3011带动第一锥形齿轮309旋转，第一锥形齿轮309带动第二转杆306旋转，第二转杆

306带动右侧转轮307旋转，从而通过传动条308带动左侧转轮307旋转，左侧转轮307带动第

一转杆302旋转，第一转杆302带动搅拌叶304旋转，从而使搅拌叶304对活塞缸6内的药液进

行搅拌。

[0047] 因为还包括有自动摆动装置31，自动摆动装置31包括有第三滑轨311、第三滑块

312、第一移动杆313、第二齿条314、L形杆315、第三齿轮316、第三锥形齿轮317、第三轴承座

318、第三转杆319、第四锥形齿轮3110、第四齿轮3111和第三齿条3112，活塞缸6上方设有自

动摆动装置31，活塞缸6上侧左方连接有第三滑轨311，第三滑轨311内滑动式连接有第三滑

块312，第三滑块312左侧上方连接有第一移动杆313，第一移动杆313左端连接在导轨22右

侧上方第三滑块312上端连接有第二齿条314，第三滑轨311右侧连接有L形杆315，L形杆315

右壁前侧中部旋转式连接有第三齿轮316，第三齿轮316前侧连接有第三锥形齿轮317，L形

杆315上侧中部连接有第三轴承座318，第三轴承座318内连接有第三转杆319，第三转杆319

右端连接有第四锥形齿轮3110，第四锥形齿轮3110与第三锥形齿轮317啮合，第三转杆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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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端连接有第四齿轮3111，第四齿轮3111与第二齿条314啮合，推杆8左侧连接有第三齿条

3112，第三齿条3112与第三齿轮316啮合，当用户需要自动的使导轨22前后移动从而带动喷

头24前后移动时，当推杆8上下移动的时候，推杆8将带动第三齿条3112上下移动，从而使第

三齿条3112带动第三齿轮316旋转，第三齿轮316带动第三锥形齿轮317旋转，第三锥形齿轮

317带动第四锥形齿轮3110旋转，第四锥形齿轮3110带动第三转杆319旋转，第三转杆319带

动第四齿轮3111旋转，第四齿轮3111旋转爱第二齿条314上，从而使第四齿轮3111带动第二

齿条314前后移动，从而带动第三滑块312前后移动，第三滑块312带动第一移动杆313前后

移动，从而带动导轨22和喷头24前后移动，从而能够使喷头24自动前后移动对更大范围的

震区废墟进行药物的喷洒。

[0048] 因为还包括有第二移动杆3121、连接板3122和第四滑块3124，导套23右侧连接有

第二移动杆3121，活塞缸6左侧中部连接有连接板3122，连接板3122左侧开有波浪形滑槽

3123，波浪形滑槽3123内滑动式连接有第四滑块3124，第四滑块3124左端连接在第二移动

杆3121右端，当用户需要自动的使喷头24上下移动时，当导轨22通过导套23带动喷头24前

后移动的时候，导套23将带动第二移动杆3121前后移动，第二移动杆3121带动第四滑块

3124在波浪形滑槽3123内前后移动，从而使第四滑块3124通过波浪形滑槽3123前后移动，

从而使第四滑块3124上下移动，第四滑块3124带动第二移动杆3121上下移动，从而带动导

套23上下移动，从而带动喷头24上下移动。

[0049]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改进及替代，这些都属于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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