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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高效水肥药一体化喷灌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高效水肥药一体化喷灌机，包

括卷盘机、喷水行车、输水管，还包括水肥药一体

化智能控制系统，卷盘机包括绞盘、动力传动机

构、底盘、水涡轮机构，所述水肥药一体化智能控

制系统包括无线墒情传感器、无线传输网络、用

于决策的上位机、用于控制电控执行机构的下位

机，所述电控执行机构包括EC/PH传感器、液位传

感器、肥液气动调节阀、酸碱液气动调节阀、加药

计量泵、水泵流量控制阀、所述肥液气动调节阀、

酸碱液气动调节阀、加药计量泵组成变量调节执

行机构、卷盘机匀速回收控制结构、水泵停机机

构，在喷水行车的机架上固定有液位采集器、摄

像头，所述液位采集器、摄像头通过无线传输与

控制器连接，液位传感器与液位采集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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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水肥药一体化喷灌机，包括卷盘机、喷水行车、输水管，其特征是，还包括水

肥药一体化智能控制系统，所述卷盘机包括绞盘、动力传动机构、底盘、水涡轮机构、排管机

构，输水管缠绕在卷盘机的绞盘上，转盘与底盘连接，绞盘与转盘连接并能够绕转动轴转动

预定角度，动力传动机构与底盘上水涡轮机构一侧的支架连接，动力传动机构包括减速箱、

链条链轮传动部件，水涡轮的动力输出轴通过链条链轮传动与减速箱的动力输入轴连接，

减速箱的动力输出轴通过链条链轮传动带动绞盘上的链轮转动从而带动绞盘转动，将输水

管缠绕在绞盘上；

所述水肥药一体化智能控制系统包括无线墒情传感器、无线传输网络、用于决策的上

位机、用于控制电控执行机构的下位机，所述上位机通过串口与无线串口传输站连接，无线

串口传输站通过无线信号与下位机连接，下位机与电控执行机构连接，上位机通过网线与

无线网络传输站连接，无线网络传输站通过无线信号与无线墒情传感器连接，下位机与电

源连接，电源的电量通过无线串口在计算机上得到显示和监控，若干无线墒情传感器分布

于土地分格单元中，无线墒情传感器负责收集施肥地块的墒情情况，并将数据实时传送至

上位机中、为施肥决策提供依据；

所述电控执行机构包括变量调节执行机构、卷盘机匀速回收控制结构、水泵停机机构、

感知系统，变量调节执行机构包括肥液气动调节阀、酸碱液气动调节阀、加药计量泵、水泵

流量控制阀，感知系统包括EC/PH传感器和液位传感器；

在喷水行车的机架上固定有液位采集器、摄像头，所述液位采集器、摄像头通过无线传

输与控制器连接，液位传感器与液位采集器连接，液位采集器的入口分别与施药箱、肥液桶

通过管道连接，所述液位采集器、施药箱、肥液桶分别连接在靠近机架中间位置的两侧，通

过液位采集器、摄像头向田间地头人员实时发送肥液、药液使用量和剩余量信息；

水泵停机机构包括GSM无线传输模块、连杆结构、行程开关、水泵控制器，GSM无线传输

模块包括GSM发射模块、GSM接收模块，GSM发射模块与卷盘机连接，GSM接收模块设于水泵控

制箱内，行程开关与GSM发射模块连接，连杆结构一端与行程开关配合、另一端与摆动升降

机构连接，行程开关通过电路与水泵控制器连接，水泵控制器控制水泵的启停开关动作，或

者行程开关直接与水泵启停开关连接控制启停开关动作，采用GSM模块无线传输，当灌溉结

束时，通过连杆结构触发行程开关，输出信号到固定在喷灌机卷盘机上的GSM发射模块，通

过天线GSM模块无线发射短信到水泵控制箱内的GSM接收模块，然后输出信号到水泵启停开

关或者水泵控制器，关闭水泵，水泵控制器还与手机信号连接，通过手机短信实现远程控制

水泵的启停；水泵控制器与下位机连接；

所述卷盘机匀速回收控制结构包括感应轮、传感器、匀速回收控制器、步进电机及减速

器、主动齿轮、扇形齿轮、流量计、电池、太阳能发电系统，扇形齿轮与喷灌机水涡轮调速轴

连接，传感器与喷灌机水涡轮一侧的支架连接，感应轮与喷灌机水涡轮一侧的涡轮转动轴

连接，步进电机及减速器与喷灌机支架连接，主动齿轮与减速器的输出轴连接，主动齿轮与

扇形齿轮啮合，匀速回收控制器与喷灌机支架连接，所述传感器、匀速回收控制器、步进电

机与电池连接，所述传感器、匀速回收控制器、步进电机及减速器设于喷灌机水涡轮一侧的

喷灌机支架上，太阳能发电系统与另一侧的喷灌机支架连接，流量计设于进水管道上、用于

监控进入水涡轮的流量大小，传感器、流量计、步进电机的调速器与匀速回收控制器连接，

通过匀速回收控制器调节进入水涡轮水流量的多少从而实现喷灌机卷盘转动的快慢；匀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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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控制器与下位机连接；

通过将土地分成若干单元，每个单元配置一个土地墒情无线传输测试仪，喷灌前测试

每个单元土地的墒情，与希望的目标墒情进行比较，根据墒情差值来计算出喷灌机在该单

元土地的回收速度，这样就可以实现喷灌机根据不同土地墒情，自动调节运行速度，完成变

量喷灌或者施肥；

所述喷水行车为多喷头桁架车，多喷头桁架车包括相连接的机架、两个行走轮、行走轮

支架、喷水总管、施肥总管、施药总管、喷水喷头、施肥喷头、施药喷头，所述喷水喷头通过喷

水分管、三通与喷水总管连接，施肥喷头通过施肥分管、三通与施肥总管连接，施药总管与

施药箱通过管道连接，施药喷头通过施药分管、三通与施药总管连接，所述喷水总管、施肥

总管分别与机架连接，所述施肥喷头、喷水喷头、施药喷头的位置从前向后布置，即工作时

按照喷肥、喷水、喷药的顺序进行；

液位采集器、施药箱、肥液桶分别连接在靠近机架中间位置的两侧，保持机架和喷水行

车的运行平稳性，通过液位采集器、摄像头向田间地头人员实时发送肥液、药液使用量和剩

余量信息；

喷水总管包括左侧喷水管、右侧喷水管，左侧喷水管与四通连接器的左侧出水口连接，

右侧喷水管与四通连接器的右侧出水口连接，输水管出水口与四通连接器的下侧进水口连

接，施肥总管与过渡管的出水口连接，过渡管进水口与四通连接器的上侧出水口连接，所述

过渡管上设有阀门，阀门的进水一侧通过三通与管道一的一端，阀门的出水一侧通过三通

与管道二的一端连接，管道一的另一端与比例式注肥泵的进水口一端连接，管道二的另一

端与比例式注肥泵的出水口连接，比例式注肥泵的进肥口与施肥管出口连接，施肥管进口

通过过滤器与肥液桶出肥口连接，排管机构与底盘连接，比例式注肥泵固定在机架上，肥液

桶通过不锈钢捆带固定在机架上；行走轮与行走轮支架下部连接，行走轮支架上部与机架

连接，行走轮支架在机架的位置可以调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水肥药一体化喷灌机，其特征是，所述施肥总管采用PPR

材质，施肥总管由多根施肥管体串联连接形成整体结构，相邻施肥管体的端部分别连接有

快换接头，相邻施肥管体的快换接头之间通过透明的弹簧波纹管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水肥药一体化喷灌机，其特征是，每个施肥分管旁边皆带

有施肥挂钩器，施肥挂钩器一端与施肥分管连接、另一端与施肥总管连接；施肥挂钩器来调

节施肥分管的水平间距和高度，分别调节施肥的高度和间距；每个施药分管旁边皆带有施

药挂钩器，施药挂钩器一端与施药分管连接、另一端与施药总管连接；同时施药挂钩器来调

节施药分管的水平间距和高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水肥药一体化喷灌机，其特征是，所述施肥分管上设有不

锈钢管卡，所述喷水总管上有不锈钢套管，施肥分管通过不锈钢管卡和不锈钢套管配合与

喷水总管连接；施药分管上设有不锈钢管卡，施药分管通过不锈钢管卡和不锈钢套管与喷

水总管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水肥药一体化喷灌机，其特征是，所述上位机内设有数据

库，通过计算机数据库调取当前作物需肥或者农药喷撒配比情况，为智能控制器下达施肥

及喷药量的指标，同时统计施肥量、用水量、用药量信息；由EC/PH传感器、智能控制器及相

应的气动调节阀组成肥料变量控制的PID系统，根据计算机提供的指标为农作物提供最佳

权　利　要　求　书 2/3 页

3

CN 109275550 B

3



的水肥配比，当需要喷撒农药时，在计算机的控制下，根据水罐的截面积及液位计提供的水

位信息计算出罐内水的体积，然后根据数据库中提供的农药配比，在智能控制器的作用下

驱动加药计量泵将合理量的农药注入到罐内，通过上位机实现被施肥土地的网格划分、初

始化喷架参数、喷灌的启动与停止、追踪记录施肥进度、查询单元土地的墒情值。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水肥药一体化喷灌机，其特征是，太阳能发电系统包括光

伏组件、控制器组件、蓄电池组，光伏组件与控制器组件连接，控制器组件与蓄电池组连接，

光伏组件与喷灌机的垂直支撑柱连接，光伏组件可移动地与垂直支撑柱连接，垂直支撑柱

与喷灌机另一侧的支架连接，光伏组件通过转轴与垂直支撑柱连接以便于调节与太阳照射

的角度，控制器组件、蓄电池组放置在喷灌机的底盘，喷灌机的卷盘机匀速回收控制结构的

电池与太阳能发电系统的蓄电池组连接，或者由蓄电池组直接给喷灌机卷盘机匀速回收控

制结构的电器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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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水肥药一体化喷灌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机械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高效水肥药一体化喷灌机。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的卷盘式喷灌机一般只能施用叶面冲施肥,存在的缺陷是，肥料的浓度

受主管道流量和压力变化影响，管道压力损失大不易控制,喷水行车回收速度不恒定导致

喷灌不均匀，以及缺乏远程监控技术无法实现无人值守作业等问题，不能够满足现代农业

发展对喷灌装备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就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缺点，提供一种高效水肥药一体化喷灌

机；本发明通过使用卷盘式喷灌机进行喷灌，建立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从而改善水浇条

件，在节水节能节地增产增收等方面将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同时生态效益好，该机属于无

人作业机械，有效降低降低生产成本、减少能耗、减轻对土壤的压实和破坏，能够谁时蓄水

保墒，保护耕地；同时分层施肥药能够提高肥料利用率，降低肥药浪费及环境污染，生态效

益显著，社会效益高。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高效水肥药一体化喷灌机，包括卷盘机、喷水行车、输水管，还包括水肥药一

体化智能控制系统，所述卷盘机包括绞盘、动力传动机构、底盘、水涡轮机构、排管机构，输

水管缠绕在卷盘机的绞盘上，转盘与底盘连接，绞盘与转盘连接并能够绕转动轴转动预定

角度，动力传动机构与底盘上水涡轮机构一侧的支架连接，动力传动机构包括减速箱、链条

链轮传动部件，水涡轮的动力输出轴通过链条链轮传动与减速箱的动力输入轴连接，减速

箱的动力输出轴通过链条链轮传动带动绞盘上的链轮转动从而带动绞盘转动，将输水管缠

绕在绞盘上；

[0006] 所述水肥药一体化智能控制系统包括无线墒情传感器、无线传输网络、用于决策

的上位机、用于控制电控执行机构的下位机，所述上位机通过串口与无线串口传输站连接，

无线串口传输站通过无线信号与下位机连接，下位机与电控执行机构连接，上位机通过网

线与无线网络传输站连接，无线网络传输站通过无线信号与无线墒情传感器连接，下位机

与电源连接，电源的电量通过无线串口在计算机上得到显示和监控，若干无线墒情传感器

分布于土地分格单元中，无线墒情传感器负责收集施肥地块的墒情情况，并将数据实时传

送至上位机中、为施肥决策提供依据；

[0007] 所述电控执行机构包括变量调节执行机构、卷盘机匀速回收控制结构、水泵停机

机构、感知系统，变量调节执行机构包括肥液气动调节阀、酸碱液气动调节阀、加药计量泵、

水泵流量控制阀，感知系统包括EC/PH传感器和液位传感器；

[0008] 在喷水行车的机架上固定有液位采集器、摄像头，所述液位采集器、摄像头通过无

线传输与控制器连接，液位传感器与液位采集器连接，液位采集器的入口分别与施药箱、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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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桶通过管道连接，所述液位采集器、施药箱、肥液桶分别连接在靠近机架中间位置的两

侧，以保持较长结构的机架的中心尽量靠近机架的中心位置、保持机架和喷水行车的运行

平稳性，通过液位采集器、摄像头向田间地头人员实时发送肥液使用量和剩余量信息。

[0009] 所述喷水行车为多喷头桁架车，多喷头桁架车包括相连接的机架、两个行走轮、行

走轮支架、喷水总管、施肥总管、施药总管、喷水喷头、施肥喷头、施药喷头，所述喷水喷头通

过喷水分管、三通与喷水总管连接，施肥喷头通过施肥分管、三通与施肥总管连接，施药总

管与施药箱通过管道连接，施药喷头通过施药分管、三通与施药总管连接，所述喷水总管、

施肥总管分别与机架连接，所述施肥喷头、喷水喷头、施药喷头的位置从前向后布置，即工

作时按照喷肥、喷水、喷药的顺序进行。

[0010] 喷水总管包括左侧喷水管、右侧喷水管，左侧喷水管与四通连接器的左侧出水口

连接，右侧喷水管与四通连接器的右侧出水口连接，输水管出水口与四通连接器的下侧进

水口连接，施肥总管与过渡管的出水口连接，过渡管进水口与四通连接器的上侧出水口连

接，所述过渡管上设有阀门，阀门的进水一侧通过三通与管道一的一端，阀门的出水一侧通

过三通与管道二的一端连接，管道一的另一端与比例式注肥泵的进水口一端连接，管道二

的另一端与比例式注肥泵的出水口连接，比例式注肥泵的进肥口与施肥管出口连接，施肥

管进口通过过滤器与肥液桶出肥口连接，排管机构与底盘连接，比例式注肥泵固定在机架

上，肥液桶通过不锈钢捆带固定在机架上；行走轮与行走轮支架下部连接，行走轮支架上部

与机架连接，行走轮支架在机架的位置可以调节。

[0011] 所述施肥总管采用PPR材质，施肥总管由多根施肥管体串联连接形成整体结构，相

邻施肥管体的端部分别连接有快换接头，相邻施肥管体的快换接头之间通过透明的弹簧波

纹管连接。

[0012] 每个施肥分管旁边皆带有施肥挂钩器，施肥挂钩器一端与施肥分管连接、另一端

与施肥总管连接；施肥挂钩器来调节施肥分管的水平间距和高度，分别调节施肥的高度和

间距；每个施药分管旁边皆带有施药挂钩器，施药挂钩器一端与施药分管连接、另一端与施

药总管连接；同时施药挂钩器来调节施药分管的水平间距和高度。

[0013] 所述施肥分管上设有不锈钢管卡，所述喷水总管上有不锈钢套管，施肥分管通过

不锈钢管卡和不锈钢套管配合与喷水总管连接；施药分管上设有不锈钢管卡，施药分管通

过不锈钢管卡和不锈钢套管与喷水总管连接。

[0014] 所述上位机内设有数据库，通过计算机数据库调取当前作物需肥或者农药喷撒配

比情况，为智能控制器下达施肥及喷药量的指标，同时统计施肥量、用水量、用药量信息；由

EC/PH传感器、智能控制器及相应的气动调节阀组成肥料变量控制的PID系统，根据计算机

提供的指标为农作物提供最佳的水肥配比，当需要喷撒农药时，在计算机的控制下，根据水

罐的截面积及液位计提供的水位信息计算出罐内水的体积，然后根据数据库中提供的农药

配比，在智能控制器的作用下驱动加药计量泵将合理量的农药注入到罐内，通过上位机实

现被施肥土地的网格划分、初始化喷架参数、喷灌的启动与停止、追踪记录施肥进度、查询

单元土地的墒情值。

[0015] 水泵停机机构包括GSM无线传输模块、连杆结构、行程开关、水泵控制器，GSM无线

传输模块包括GSM发射模块、GSM接收模块，GSM发射模块与卷盘机连接，GSM接收模块设于水

泵控制箱内，行程开关与GSM发射模块连接，连杆结构一端与行程开关配合、另一端与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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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机构连接，行程开关通过电路与水泵控制器连接，水泵控制器控制水泵的启停开关动

作，或者行程开关直接与水泵启停开关连接控制启停开关动作，采用GSM模块无线传输，当

灌溉结束时，通过连杆结构触发行程开关，输出信号到固定在喷灌机卷盘机上的GSM发射模

块，通过天线GSM模块无线发射短信到水泵控制箱内的GSM接收模块，然后输出信号到水泵

启停开关或者水泵控制器，关闭水泵，水泵控制器还可以与手机信号连接，通过手机短信实

现远程控制水泵的启停；水泵控制器与下位机连接。

[0016] 所述卷盘机匀速回收控制结构包括感应轮、传感器、匀速回收控制器、步进电机及

减速器、主动齿轮、扇形齿轮、流量计、电池、太阳能发电系统，扇形齿轮与喷灌机水涡轮调

速轴连接，传感器与喷灌机水涡轮一侧的支架连接，感应轮与喷灌机水涡轮一侧的涡轮转

动轴连接，步进电机及减速器与喷灌机支架连接，主动齿轮与减速器的输出轴连接，主动齿

轮与扇形齿轮啮合，匀速回收控制器与喷灌机支架连接，所述传感器、匀速回收控制器、步

进电机与电池连接，所述传感器、匀速回收控制器、步进电机及减速器设于喷灌机水涡轮一

侧的喷灌机支架上，太阳能发电系统与另一侧的喷灌机支架连接，流量计设于进水管道上、

用于监控进入水涡轮的流量大小，传感器、流量计、步进电机的调速器与匀速回收控制器连

接，通过匀速回收控制器调节进入水涡轮水流量的多少从而实现喷灌机卷盘转动的快慢；

匀速回收控制器与下位机连接。

[0017] 太阳能发电系统包括光伏组件、控制器组件、蓄电池组，光伏组件与控制器组件连

接，控制器组件与蓄电池组连接，光伏组件与喷灌机的垂直支撑柱连接，光伏组件可移动地

与垂直支撑柱连接，垂直支撑柱与喷灌机另一侧的支架连接，光伏组件通过转轴与垂直支

撑柱连接以便于调节与太阳照射的角度，控制器组件、蓄电池组放置在喷灌机的底盘，喷灌

机的卷盘机匀速回收控制结构的电池与太阳能发电系统的蓄电池组连接，或者由蓄电池组

直接给喷灌机卷盘机匀速回收控制结构的电器供电。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9] 1 .本发明的上位机PC及PLC下位机相互结合为整个系统提供可靠的决策执行能

力。无线传送网络作为信息传输的管道，它的信息传输能力(传输速率、抗干扰性及稳定性)

决定了整个控制系统能否可靠稳定工作。水肥药一体化智能控制系统由若干分布于土地分

格单元的无线墒情传感器、无线传输网络、用于决策的上位机PC及用于控制电控执行机构

的PLC下位机组成。无线墒情传感器负责收集施肥地块的墒情情况，并将数据实时传送至上

位机中，为施肥决策提供依据。实现了被施肥土地的网格划分，初始化喷架参数、喷灌的启

动与停止、追踪记录施肥进度、查询单元土地的墒情值等功能。

[0020] 2.本发明通过使用卷盘式喷灌机进行喷灌，建立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从而改善

水浇条件，在节水节能节地增产增收等方面将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具体表现在：高效节

水：改地面灌溉为大田喷灌，有效地防止了水的深层渗漏损失，提高了水的有效利用率；节

电：喷灌虽配套动力比一般地面灌溉大，但喷灌时间短，灌水定额小；节地：由于喷灌可大量

减少沟渠占地，提高耕地利用率与地面灌溉相比；适时灌溉增产：实行喷灌后可提高灌溉保

证率，改善田间灌水条件，有利于适时适量灌水；省工：与土渠灌溉相比，喷灌亩年可省工2

个，喷灌每公顷每年可省工30个；节约打井投资：喷灌的节水效果明显，使单井控制面积扩

大，降低了打井投资。

[0021] 卷盘式喷灌机还具有适应性强的特点地形状况对喷灌基本上没有影响，即便是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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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很大地形状况复杂，难于采用传统地面灌溉的土地，喷灌的灌溉效果依然很好，尤其是卷

盘式喷灌机移动非常方便，更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0022] 使用卷盘式喷灌机进行喷灌有利于水土保持用户可根据土壤的实际情况来。调整

灌溉的水滴直径及喷灌强度的大小，不破坏土壤结构，不产生土壤冲刷，避免水土流失，形

成良好的田间小气候，并且通过喷灌控制湿润深度，消除深层渗漏，可以有效避免盐碱化。

[0023] 3.社会效益高，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工程的实施不仅会给项目区带来更大的经济效

益，同时还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好，该机属于无人作业机械，有效降低降低生

产成本、减少能耗、减轻对土壤的压实和破坏，能够谁时蓄水保墒，保护耕地；同时分层施肥

药能够提高肥料利用率，降低肥药浪费及环境污染，生态效益显著。

[0024] 4.本发明的水肥一体化变量灌溉(施肥)操控系统，是喷灌均匀度高，具有喷灌自

动校正、灌溉量调节、远程停泵、故障信号远程发送的智能化，实现喷灌精准化作业。通过将

土地分成若干单元，每个单元配置一个土地墒情无线传输测试仪，喷灌前测试每个单元土

地的墒情，与希望的目标墒情进行比较，根据墒情差值来计算出喷灌机在该单元土地的回

收速度，这样就可以实现喷灌机根据不同土地墒情，自动调节运行速度，完成变量喷灌(施

肥)。

[0025] 5.通过行走轮142与行走轮支架156下部连接，行走轮支架156上部与机架连接，行

走轮支架156在机架的位置可以调节，保证两个行走轮142在机架141上的位置可以调节到

向外的位置，保持直线移动的平稳性。

[0026] 6.由于施肥总管144采用PPR材质，施肥总管144由多根施肥管体串联连接形成整

体结构，相邻施肥管体的端部分别连接有快换接头1442，相邻施肥管体的快换接头之间通

过透明的弹簧波纹管1443连接，每根施肥管体的长度可以为四米左右，每段和每段之间通

过快换接头连接，这样可以拆装便捷。快换接头和快换接头之间连接透明的弹簧波纹管，不

仅有利于设备在田间不平道路行走时的左右上下摆动，而且还有利于通过透明弹簧波纹管

进行实时观察。在施肥管进行喷肥时，施肥总管通过PPR三通到施肥分管，再到雾化喷头进

行喷洒。

[0027] 7.每个施肥分管旁边皆带有施肥挂钩器1441，施肥挂钩器一端与施肥分管连接、

另一端与施肥总管连接。同时施肥挂钩器来调节橡胶管的间距和水平高度，可分别调节施

肥的高度和间距。每个施药分管旁边皆带有施药挂钩器，施药挂钩器一端与施药分管连接、

另一端与施药总管连接。同时施药挂钩器来调节橡胶管的间距和水平高度，可分别调节施

药的高度和间距。

[0028] 6.所述施肥管上设有不锈钢管卡，所述喷水总管上有不锈钢套管，施肥管通过不

锈钢管卡和不锈钢套管配合与喷水总管连接；施药管上设有不锈钢管卡，施药管通过不锈

钢管卡和不锈钢套管与喷水总管连接。这样不仅简单美观，而且拆装也是十分方便。

[0029] 7.通过在上位机内设有含数据库，通过计算机数据库调取当前作物需肥或者农药

喷撒配比情况，为智能控制器下达施肥及喷药量的指标，同时统计施肥量、用水量、用药量

等信息。由EC/PH传感器、智能控制器及相应的气动调节阀组成肥料变量控制的PID系统，可

根据计算机提供的指标为农作物提供最佳的水肥配比。当需要喷撒农药时，在计算机的控

制下，根据水罐的截面积及液位计提供的水位信息计算出罐内水的体积，然后根据数据库

中提供的农药配比，在智能控制器的作用下驱动加药计量泵将合理量的农药注入到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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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位机实现被施肥土地的网格划分、初始化喷架参数、喷灌的启动与停止、追踪记录施

肥进度、查询单元土地的墒情值等。

[0030] 通过无线串口实现了上位机与下位机之间的通讯，摆脱了线缆的束缚，使其之间

的搭配更为灵活。上位机与下位机之间采用主从通讯方式，即下位机严格按照计算机的指

令进行工作，上位机的供电方式采用锂电池供电，其电量的显示通过无线串口在上位机上

得到监控，非常适合工作在无交流电源的野外环境。

[0031] 8.液位采集器、施药箱、肥液桶分别连接在靠近机架中间位置的两侧，以保持较长

结构的机架的中心尽量靠近机架的中心位置、保持机架和喷水行车的运行平稳性，通过液

位采集器、摄像头向田间地头人员实时发送肥液、药液使用量和剩余量信息。

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机械部分整体结构主视图；

[0033] 图2为卷盘机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4] 图3为喷水行车结构示意图；

[0035] 图4为太阳能发电系统连接结构示意图；

[0036] 图5为卷盘机匀速回收控制结构的感应轮、传感器结构示意图；

[0037] 图6为卷盘机匀速回收控制结构的主动齿轮301、扇形齿轮302连接关系结构示意

图；

[0038] 图7为控制系统原理图；

[0039] 图8：信号传输框图；

[0040] 图9为本发明水肥药一体化智能控制系统工作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

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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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42] 如图1‑9所示，图中1.绞盘，3.底盘，4.输水管，5.水涡轮机构，6.排管机构，7.喷水

行车，8.喷头连接，9.地锚，11.动力传动机构，12.转盘，13.支腿。

[0043] 一种高效水肥药一体化喷灌机，包括卷盘机、喷水行车7、输水管4、水肥药一体化

智能控制系统，所述卷盘机包括绞盘1、动力传动机构11、底盘3、水涡轮机构5、排管机构6，

输水管缠绕在卷盘机的绞盘1上，转盘12与底盘3连接，绞盘1与转盘12连接并能够绕转动轴

转动预定角度，动力传动机构与底盘3上水涡轮机构5一侧的支架连接，动力传动机构包括

减速箱、链条链轮传动部件，水涡轮的动力输出轴通过链条链轮传动与减速箱的动力输入

轴连接，减速箱的动力输出轴通过链条链轮传动带动绞盘上的链轮转动从而带动绞盘转

动，将输水管缠绕在绞盘1上。水涡轮机构5通过动力传动机构11将动力传动到绞盘1并带动

绞盘1缓慢转动，底盘3与支腿13连接，底盘3与地锚9连接，卷盘机通过喷头连接8、输水管4

与喷水行车连接。绞盘式喷灌机工作时，将卷盘机固定在矩形地块中部的行机道上，再用拖

拉机把喷头车拖到条地的一端。开启水源，打开喷灌机进水阀，压力水通过水涡轮机构5和

动力传动机构驱动绞盘转动，缠绕输水管4牵动喷头车朝卷盘机方向移动。喷头车悬臂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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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折射喷头喷洒形成一条长方形湿润带。喷洒均匀度是靠绞盘上的调速装置改变绞盘转

速，保证喷头车均匀运行来实现，在喷洒作业过程中，缠绕在绞盘1上的一圈圈输水管4是靠

绞盘上的导向装置有序排列。当喷洒作业结束时，喷头车上的顶杆就会碰撞到切断驱动绞

盘转动的装置，绞盘停止转动并切断水源之后，将绞盘调转180°用拖拉机将喷头车拉倒条

地的另一端，开始又一次喷洒作业。

[0044] 所述喷水行车为多喷头桁架车，多喷头桁架车包括相连接的机架141、两个行走轮

142、行走轮支架156、喷水总管143、施肥总管144、施药总管145、喷水喷头146、施肥喷头

147、施药喷头148，所述喷水喷头通过喷水分管、三通与喷水总管连接，施肥喷头通过施肥

分管、三通与施肥总管连接，施药总管145与施药箱153通过管道连接，施药喷头通过施药分

管、三通与施药总管连接，所述喷水总管、施肥总管分别与机架连接，喷水总管包括左侧喷

水管1431、右侧喷水管1432，左侧喷水管1431与四通连接器149的左侧出水口连接，右侧喷

水管与四通连接器149的右侧出水口连接，输水管4出水口与四通连接器149的下侧进水口

连接，施肥总管144与过渡管1505的出水口连接，过渡管进水口与四通连接器149的上侧出

水口连接，所述过渡管1505上设有阀门1504，阀门1504的进水一侧通过三通与管道一的一

端，阀门的出水一侧通过三通与管道二的一端连接，管道一的另一端与比例式注肥泵150的

进水口1501一端连接，管道二的另一端与比例式注肥泵的出水口1502连接，比例式注肥泵

的进肥口1503与施肥管出口连接，施肥管进口通过过滤器151与肥液桶152出肥口连接。输

水管4采用PE管。排管机构6与底盘3连接，比例式注肥泵固定在机架141上，肥液桶152通过

不锈钢捆带固定在机架上。行走轮142与行走轮支架156下部连接，行走轮支架156上部与机

架连接，行走轮支架156在机架的位置可以调节，保证两个行走轮142在机架141上的位置可

以调节。

[0045] 所述施肥喷头147、喷水喷头146、施药喷头148的位置从前向后布置，即工作时按

照喷肥、喷水、喷药的顺序进行。

[0046] 在机架上固定有液位采集器154、摄像头157，所述液位采集器154、摄像头157通过

无线传输与控制器连接，液位采集器154的入口分别与施药箱153、肥液桶152通过管道155

连接，所述液位采集器154、施药箱153、肥液桶152分别连接在靠近机架中间位置的两侧，以

保持较长结构的机架的中心尽量靠近机架的中心位置、保持机架和喷水行车的运行平稳

性。通过液位采集器154向田间地头人员实时发送肥液、药液使用量和剩余量信息。

[0047] 所述施肥总管144采用PPR材质，施肥总管144由多根施肥管体串联连接形成整体

结构，相邻施肥管体的端部分别连接有快换接头1442，相邻施肥管体的快换接头之间通过

透明的弹簧波纹管1443连接，每根施肥管体的长度可以为四米左右，每段和每段之间通过

快换接头连接，这样可以拆装便捷。快换接头和快换接头之间连接透明的弹簧波纹管，不仅

有利于设备在田间不平道路行走时的左右上下摆动，而且还有利于通过透明弹簧波纹管进

行实时观察。在施肥管进行喷肥时，施肥总管通过PPR三通到施肥分管，再到雾化喷头进行

喷洒。

[0048] 每个施肥分管旁边皆带有施肥挂钩器1441，施肥挂钩器一端与施肥分管连接、另

一端与施肥总管连接，施肥分管可以采用橡胶管，同时施肥挂钩器来调节橡胶管的水平间

距和高度，进而可分别调节施肥的高度和间距。

[0049] 所述施肥分管上设有不锈钢管卡，所述喷水总管上有不锈钢套管，施肥分管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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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管卡和不锈钢套管配合与喷水总管连接；施药分管上设有不锈钢管卡，施药分管通

过不锈钢管卡和不锈钢套管与喷水总管连接。这样不仅简单美观，而且拆装也是十分方便。

[0050] 每个施药分管旁边皆带有施药挂钩器，施药挂钩器一端与施药分管连接、另一端

与施药总管连接。施药分管可以采用橡胶管，同时施药挂钩器来调节橡胶管的水平间距和

高度，进而可分别调节施药的高度和间距。

[0051] 卷盘机通过缠绕在卷盘上的输水管将水输送到喷灌器的四通连接器处，在四通连

接器进行分流，有左右两支水流流入施肥管不锈钢水管，施肥管可以采用不锈钢水管，然后

通过喷头进行喷水。另外一支水流继续往前进入施肥管，比例式注肥泵一端接进水口，一端

接出水口，底部的进肥口通过接蛇皮管管道连接肥液桶，比例式注肥泵与肥液桶之间的蛇

皮管管道上连有过滤器，肥液桶通过不锈钢捆带固定在机架上。在肥液桶左端的机架上固

定有液位采集器，可以向田间地头人员实时发送肥液使用量和剩余量。施肥管采用PPR材

质，每隔四米左右就分成一段，每段和每段之间通过快换接头连接，这样可以拆装便捷。快

换接头和快换接头之间连接透明的弹簧波纹管，不仅有利于设备在田间不平道路行走时的

左右上下摆动，而且还有利于通过透明弹簧波纹管进行实时观察。在施肥管进行喷肥时，通

过PPR三通，连接宝塔接头、橡胶管、雾化喷头进行喷洒。每个橡胶管旁边皆带有施肥挂钩

器，用来调节橡胶管的间距和水平高度，进而可分别调节施肥的高度和间距。施肥管上有不

锈钢管卡，对应的不锈钢水管上有不锈钢套管，施药管和施肥管的固定都是通过不锈钢管

卡和不锈钢套管之间的不锈钢管来实现。这样不仅简单美观，而且拆装也是十分方便。

[0052] 所述水肥药一体化智能控制系统包括无线墒情传感器、无线传输网络、用于决策

的上位机PC、用于控制电控执行机构的智能控制器，智能控制器为PLC下位机，所述上位机

PC通过串口与无线串口传输站连接，无线串口传输站通过无线信号与PLC下位机连接，PLC

下位机与电控执行机构连接，上位机PC通过网线与无线网络传输站连接，无线网络传输站

通过无线信号与无线墒情传感器连接，PLC的供电方式采用锂电池供电，其电量的显示通过

无线串口在计算机上得到监控，若干无线墒情传感器分布于土地分格单元中，无线墒情传

感器负责收集施肥地块的墒情情况，并将数据实时传送至上位机中、为施肥决策提供依据，

所述无线传送网络作为信息传输的管道，它的信息传输能力(传输速率、抗干扰性及稳定

性)决定了整个控制系统能否可靠稳定工作，所述上位机PC、PLC下位机相互结合为整个系

统提供可靠的决策执行能力。

[0053] 所述电控执行机构包括变量调节执行机构、卷盘机匀速回收控制结构、水泵停机

机构、感知系统，变量调节执行机构包括肥液气动调节阀、酸碱液气动调节阀、加药计量泵、

水泵流量控制阀，感知系统包括EC/PH传感器和液位传感器。

[0054] 所述上位机内设有数据库，通过计算机数据库调取当前作物需肥或者农药喷撒配

比情况，为智能控制器下达施肥及喷药量的指标，同时统计施肥量、用水量、用药量信息。由

EC/PH传感器、智能控制器及相应的气动调节阀组成肥料变量控制的PID系统，可根据计算

机提供的指标为农作物提供最佳的水肥配比。当需要喷撒农药时，在计算机的控制下，根据

水罐的截面积及液位计提供的水位信息计算出罐内水的体积，然后根据数据库中提供的农

药配比，在智能控制器的作用下驱动加药计量泵将合理量的农药注入到罐内。通过上位机

实现被施肥土地的网格划分、初始化喷架参数、喷灌的启动与停止、追踪记录施肥进度、查

询单元土地的墒情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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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通过无线串口实现了上位机与下位机之间的通讯，摆脱了线缆的束缚，使其之间

的搭配更为灵活。上位机与下位机之间采用主从通讯方式，即下位机严格按照计算机的指

令进行工作，上位机的供电方式采用锂电池供电，其电量的显示通过无线串口在上位机上

得到监控，非常适合工作在无交流电源的野外环境。

[0056] 包括以下流程：用户登录检查网络连接情况；若通过连接则输入任务信息、土地信

息、喷灌机信息，然后判断喷灌机运行所在的单元地块，并据此单元地块墒情与目标墒情对

比，设置喷灌机的速度以调节喷灌量以及远程启动设置，同时实时读取土地墒情、观察每个

党员土地墒情，然后在喷灌过程中实时读取喷灌机状态，水涡轮限位、行车到位信号及已喷

灌距离等参数；若没有通过连接则需要重新获取用户身份、保持网络畅通。

[0057] 水泵停机机构包括GSM无线传输模块、连杆结构41、行程开关17、水泵控制器，GSM

无线传输模块包括GSM发射模块、GSM接收模块，GSM发射模块与卷盘机连接，GSM接收模块设

于水泵控制箱内，行程开关17与GSM发射模块连接，连杆结构41一端与行程开关17配合、另

一端与摆动升降机构16连接，行程开关17通过电路与水泵控制器连接，水泵控制器控制水

泵的启停开关动作，或者行程开关直接与水泵启停开关连接控制启停开关动作，采用GSM模

块无线传输，当灌溉结束时，通过连杆结构触发行程开关，输出信号到固定在卷盘机上的

GSM发射模块，通过天线GSM模块无线发射短信到水泵控制箱内的GSM接收模块，然后输出信

号到水泵启停开关或者水泵控制器(继电器)，关闭水泵。水泵控制器还可以与手机信号连

接，通过手机短信实现远程控制水泵的启、停。水泵控制箱可以单独放在卷盘机附近，也可

以与卷盘机做成一体

[0058] 所述卷盘机匀速回收控制结构包括感应轮305、传感器304、匀速回收控制器、步进

电机及减速器、主动齿轮301、扇形齿轮302、流量计、电池、太阳能发电系统，扇形齿轮302与

水涡轮调速轴303连接，传感器304与水涡轮一侧的支架连接，感应轮305与水涡轮一侧的涡

轮转动轴51连接，步进电机及减速器与支架连接，主动齿轮与减速器的输出轴306连接，主

动齿轮301与扇形齿轮302啮合，匀速回收控制器与支架连接，所述传感器、匀速回收控制

器、步进电机与电池连接，所述传感器、匀速回收控制器、步进电机及减速器设于水涡轮一

侧的支架上，太阳能发电系统与另一侧的支架连接。流量计设于进水管道上、用于监控进入

水涡轮的流量大小，传感器304、流量计、步进电机的调速器与匀速回收控制器连接，通过控

制器调节进入水涡轮水流量的多少从而实现卷盘转动的快慢。匀速回收控制器包括控制系

统及仪表。

[0059] 太阳能发电系统包括光伏组件201、控制器、蓄电池组，光伏组件201与控制器连

接，控制器与蓄电池组连接。光伏组件201与垂直支撑柱202连接，光伏组件201可移动地与

垂直支撑柱202连接，垂直支撑柱202与另一侧的支架32连接，光伏组件201通过转轴与支撑

柱202连接以便于调节与太阳照射的角度。控制器、蓄电池组可以放置在底盘3便于放置的

可靠位置。卷盘机匀速回收控制结构的电池与太阳能发电系统的蓄电池组连接，或者由蓄

电池组直接给卷盘机匀速回收控制结构的电器供电。

[0060] 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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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应当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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