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793831.1

(22)申请日 2019.08.27

(71)申请人 庆阳龙池菌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745206 甘肃省庆阳市宁县中村镇孙

安村三组中村苗圃对面

(72)发明人 崔艳莉　赵菊莲　王双合　武军红　

王文忠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弘毅天承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51230

代理人 赖林东

(51)Int.Cl.

A01C 23/04(2006.01)

A01G 9/24(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温室用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农业生产灌溉系统，具体是一种

温室用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包括棚体；还包括

水肥混合输送机构、灌溉机构，其中所述的水肥

混合输送机构设置于所述的棚体的外部一侧，所

述的灌溉机构设置于所述的棚体内顶棚底部，且

所述的水肥混合输送机构通过输水管与所述的

灌溉机构配合连接，所述的棚体上设置电源箱，

所述电源箱分别与水肥混合输送机构、灌溉机构

连接，本发明解决了传统的温室灌溉施肥均采用

人工完成，进而造成温室种植的灌溉和施肥费时

费力，工作效率低的问题，其本发明实现了温室

灌溉施肥一体化，操作简单，有效提高了水肥利

用率，省工省时，避免了肥料利用不充分而造成

浪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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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温室用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包括棚体(1)；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水肥混合输送

机构、灌溉机构，其中所述的水肥混合输送机构设置于所述的棚体(1)的外部一侧，所述的

灌溉机构设置于所述的棚体(1)内顶棚底部，且所述的水肥混合输送机构通过输水管(5)与

所述的灌溉机构配合连接，所述的棚体(1)上设置电源箱，所述电源箱分别与水肥混合输送

机构、灌溉机构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温室用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肥混合

输送机构包括搅拌调配子机构、泵Ⅰ(12)、水管(8)、储液箱(16)、泵Ⅱ(7)，其中所述的搅拌

调配子机构的出料口与泵Ⅰ(12)的入水口连接，所述的泵Ⅰ(12)的出水口通过水管(8)与储

液箱(16)的进料口连接，所述的储液箱(16)的顶部设置泵Ⅱ(7)，所述的储液箱(16)通过泵

Ⅱ(7)与所述的输水管(5)的一端连接，所述的输水管(5)末端插入棚体(1)内与所述的灌溉

机构配合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温室用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搅拌调配

子机构包括调配箱(9)、支架(13)、搅拌器，其中所述的调配箱(9)的上部固定设置支架

(13)，所述的支架(13)上配合安装搅拌器，所述的调配箱(9)上设置开口，所述的搅拌器的

旋转搅拌端伸入调配箱(9)内，所述的调配箱(9)的底部设置出水口，所述的出水口与所述

的泵Ⅰ(12)的入水口连通，所述的调配箱(9)的外壁上还设置观察窗(10)，且所述的观察窗

(10)的表面还对称设置刻度(11)。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温室用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搅拌器包

括电机减速器(14)、搅拌轴(15)、搅拌叶(17)，其中所述的搅拌轴(15)的上端与所述的电机

减速器(14)的输出轴对应连接，所述的搅拌轴(15)的底端外周均匀设置若干搅拌叶(17)。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温室用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灌溉机构

包括集水槽(2)、灌溉泵(6)、灌溉管网(3)、灌溉喷头(4)，其中所述的集水槽(2)的进水口与

所述的输水管(5)连通，所述的集水槽(2)的下部设置灌溉管网(3)，所述的集水槽(2)的底

部设置的若干输水孔(18)均通过灌溉泵(6)与所述灌溉管网(3)的进水口连接，所述的灌溉

管网(3)的底部均匀设置若干个灌溉喷头(4)。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一种温室用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集水槽

(2)呈口字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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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温室用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生产灌溉系统，具体是一种温室用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农业设施的机械及信息自动控制技术是体现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随

着农业科技的发展和人们对农副产品质量要求不断提高，传统的生产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

发展和生产者的需求，农业科技也越来越得到高度重视，先进科技技术的应用在一定程度

上摆脱了对自然环境的改变和抗衡，而进行有效的农业生产，目前对于大多数大棚种植包

括露地的种植，都需要根据生长情况进行浇灌和施肥，但是其传统的温室灌溉和施肥，由于

受到温室的局限，一般都是人工先将肥料洒在作物根部，然后接通水管，将水管拉进温室进

行大水漫灌，从而进行浇水施肥，且在使用水管进行浇灌时，需要长度很长的水管，才能使

得人工能够拉入温室内进行逐行逐列的进行浇灌，使得进行灌溉时还需要大量的人力，且

由于灌溉施肥设备简陋，施肥仅是依靠个人经验进行，导致肥料比例不当，并且使得洒在作

物根部的肥料无非充分溶解于水中，造成肥料的浪费，同时也不利于作物吸收，同时病虫害

也难以控制等等，从而导致农产品质量稳定性较差，而且肥料吸收利用差、灌溉用水利用率

低，使得传统的温室灌溉施肥费时费力，人工的劳动强度大，使用不便。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温室用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解决了传统的温

室灌溉施肥均采用人工完成，进而造成温室种植的灌溉和施肥费时费力，工作效率低的问

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具体如下：

[0005] 一种温室用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包括棚体1；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水肥混合输送

机构、灌溉机构，其中所述的水肥混合输送机构设置于所述的棚体1的外部一侧，所述的灌

溉机构设置于所述的棚体1内顶棚底部，且所述的水肥混合输送机构通过输水管5与所述的

灌溉机构配合连接，所述的棚体1上设置电源箱，所述电源箱分别与水肥混合输送机构、灌

溉机构连接；提高了水肥一体化灌溉的效率，节约了人工，减轻了人工的工作难度，减轻了

人工的劳动强度，所述的棚体1内顶棚底部灌溉机构的设置能够充分的利用温室内的空间，

提高施肥灌溉效率，能够使得温室内的灌溉施肥工作简单化，减少了人工，省工省时，操作

简便。

[0006] 其中一种温室用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所述的水肥混合输送机构包括搅拌调配子

机构、泵Ⅰ12、水管8、储液箱16、泵Ⅱ7，其中所述的搅拌调配子机构的出料口与泵Ⅰ12的入水

口连接，所述的泵Ⅰ12的出水口通过水管8与储液箱16的进料口连接，所述的储液箱16的顶

部设置泵Ⅱ7，所述的储液箱16通过泵Ⅱ7与所述的输水管5的一端连接，所述的输水管5末

端插入棚体1内与所述的灌溉机构配合连接；搅拌调配子机构的设置，有利于对肥料和水进

行混合，有利于肥料能够充分溶解于水中，利于灌溉吸收；泵Ⅰ12的设置，有利于将搅拌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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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机构内水肥混合液通过水管8输入储液箱16内，同时便于泵Ⅱ7通过输水管5将水肥混合

液输送入灌溉机构进行灌溉，实现水肥充分混合并输送的目的。

[0007] 其中一种温室用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所述的搅拌调配子机构包括调配箱9、支架

13、搅拌器，其中所述的调配箱9的上部固定设置支架13，所述的支架13上配合安装搅拌器，

所述的调配箱9上设置开口，所述的搅拌器的旋转搅拌端伸入调配箱9内，所述的调配箱9的

底部设置出水口，所述的出水口与所述的泵Ⅰ12的入水口连通，所述的调配箱9的外壁上还

设置观察窗10，且所述的观察窗10的表面还对称设置刻度11；调配箱9的设置，有利于将一

种或多种肥料及药剂按照比例通过调配箱9的开口倒入调配箱9内，然后注水混合，利于水

肥的混合调配使用，调配箱9上观察窗10的设置，有利于对调配箱9内的混合液位进行观察，

并同时通过刻度11了解调配箱9内液位的高低，从而便于控制加水量，以便合理配制施肥混

合液；支架13的设置，起到了支撑搅拌器的作用；搅拌器的设置，有利于对调配箱9内倒入的

肥料和水进行充分搅拌，便于水肥充分混合利于灌溉。

[0008] 其中一种温室用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所述的搅拌器包括电机减速器14、搅拌轴

15、搅拌叶17，其中所述的搅拌轴15的上端与所述的电机减速器14的输出轴对应连接，所述

的搅拌轴15的底端外周均匀设置若干搅拌叶17；起到搅拌调配箱9内水肥混合液的作用，便

于通过电机减速器14带动搅拌轴15进行转动，进而随着搅拌轴15的转动而带动搅拌叶17转

动，从而实现在调配箱9内搅拌的目的。

[0009] 其中一种温室用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所述的灌溉机构包括集水槽2、灌溉泵6、灌

溉管网3、灌溉喷头4，其中所述的集水槽2的进水口与所述的输水管5连通，所述的集水槽2

的下部设置灌溉管网3，所述的集水槽2的底部设置的若干输水孔18均通过灌溉泵6与所述

灌溉管网3的进水口连接，所述的灌溉管网3的底部均匀设置若干个灌溉喷头4；集水槽2的

设置，有利于承载搅拌均匀的水肥混合液，灌溉泵6的设置，有利于将集水槽2内的水肥混合

液输送进灌溉管网3内，利于灌溉管网3通过灌溉喷头4进行喷洒灌溉，起到了灌溉温室内灌

溉的目的，避免了人工拉长管进入温室灌溉，造成灌溉费时费力的问题。

[0010] 其中一种温室用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所述的集水槽2呈口字形结构，避免遮挡温

室顶棚光照的问题。

[0011] 本发明通过电源箱开启水肥混合输送机构、灌溉机构，将需要使用的肥料药剂按

照比例倒入水肥混合输送机构内，并且加水进行搅拌混合并输送，输送入灌溉机构内，同时

由灌溉机构进行灌溉，实现了温室水肥一体化灌溉的目的。

[0012] 与传统采用人工进行施肥灌溉相比，其降低了温室灌溉施肥的工作难度，节省了

人工，降低了人工的劳动强度；能够充分利用温室内的空间进行灌溉机构的安置，提高了灌

溉效率；能够使得作物所需的肥料药剂进行充分的溶解调配后进行直接灌溉，避免了直接

撒肥进行大水漫灌，造成作物吸收率低，作物生长质量差的问题；实现了水肥一体化的灌

溉，操作简便，便于维修和养护，使用成本低，使用便捷，操作方便，提高了工作效率，实用可

靠。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的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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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图3为本发明灌溉机构的俯视图。

[0016] 其中，棚体1、集水槽2、灌溉管网3、灌溉喷头4、输水管5、灌溉泵6、泵Ⅱ7、水管8、调

配箱9、观察窗10、刻度11、泵Ⅰ12、支架13、电机减速器14、搅拌轴15、储液箱16、搅拌叶17、输

水孔18。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说明：

[0018] 实施例，如图1至图3所示：一种温室用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包括棚体1；还包括水

肥混合输送机构、灌溉机构，其中所述的水肥混合输送机构设置于所述的棚体1的外部一

侧，所述的灌溉机构设置于所述的棚体1内顶棚底部，且所述的水肥混合输送机构通过输水

管5与所述的灌溉机构配合连接，所述的棚体1上设置电源箱，所述电源箱分别与水肥混合

输送机构、灌溉机构连接；解决了传统的温室灌溉施肥均采用人工完成，进而造成温室种植

的灌溉和施肥费时费力，工作效率低的问题，提高了水肥一体化灌溉的效率，节约了人工，

减轻了人工的工作难度，减轻了人工的劳动强度，所述的棚体1内顶棚底部灌溉机构的设置

能够充分的利用温室内的空间，提高施肥灌溉效率，能够使得温室内的灌溉施肥工作简单

化，减少了人工，省工省时，操作简便。

[0019] 所述的水肥混合输送机构包括搅拌调配子机构、泵Ⅰ12、水管8、储液箱16、泵Ⅱ7，

其中所述的搅拌调配子机构的出料口与泵Ⅰ12的入水口连接，所述的泵Ⅰ12的出水口通过水

管8与储液箱16的进料口连接，所述的储液箱16的顶部设置泵Ⅱ7，所述的储液箱16通过泵

Ⅱ7与所述的输水管5的一端连接，所述的输水管5末端插入棚体1内与所述的灌溉机构配合

连接；搅拌调配子机构的设置，有利于对肥料和水进行混合，有利于肥料能够充分溶解于水

中，利于灌溉吸收；泵Ⅰ12的设置，有利于将搅拌调配子机构内水肥混合液通过水管8输入储

液箱16内，同时便于泵Ⅱ7通过输水管5将水肥混合液输送入灌溉机构进行灌溉，实现水肥

充分混合并输送的目的。

[0020] 所述的搅拌调配子机构包括调配箱9、支架13、搅拌器，其中所述的调配箱9的上部

固定设置支架13，所述的支架13上配合安装搅拌器，所述的调配箱9上设置开口，所述的搅

拌器的旋转搅拌端伸入调配箱9内，所述的调配箱9的底部设置出水口，所述的出水口与所

述的泵Ⅰ12的入水口连通，所述的调配箱9的外壁上还设置观察窗10，且所述的观察窗10的

表面还对称设置刻度11；调配箱9的设置，有利于将一种或多种肥料及药剂按照比例通过调

配箱9的开口倒入调配箱9内，然后注水混合，利于水肥的混合调配使用，调配箱9上观察窗

10的设置，有利于对调配箱9内的混合液位进行观察，并同时通过刻度11了解调配箱9内液

位的高低，从而便于控制加水量，以便合理配制施肥混合液；支架13的设置，起到了支撑搅

拌器的作用；搅拌器的设置，有利于对调配箱9内倒入的肥料和水进行充分搅拌，便于水肥

充分混合利于灌溉。

[0021] 所述的搅拌器包括电机减速器14、搅拌轴15、搅拌叶17，其中所述的搅拌轴15的上

端与所述的电机减速器14的输出轴对应连接，所述的搅拌轴15的底端外周均匀设置若干搅

拌叶17；起到搅拌调配箱9内水肥混合液的作用，便于通过电机减速器14带动搅拌轴15进行

转动，进而随着搅拌轴15的转动而带动搅拌叶17转动，从而实现在调配箱9内搅拌的目的。

[0022] 所述的灌溉机构包括集水槽2、灌溉泵6、灌溉管网3、灌溉喷头4，其中所述的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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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2的进水口与所述的输水管5连通，所述的集水槽2的下部设置灌溉管网3，所述的集水槽2

的底部设置的若干输水孔18均通过灌溉泵6与所述灌溉管网3的进水口连接，所述的灌溉管

网3的底部均匀设置若干个灌溉喷头4；集水槽2的设置，有利于承载搅拌均匀的水肥混合

液，灌溉泵6的设置，有利于将集水槽2内的水肥混合液输送进灌溉管网3内，利于灌溉管网3

通过灌溉喷头4进行喷洒灌溉，起到了灌溉温室内灌溉的目的，避免了人工拉长管进入温室

灌溉，造成灌溉费时费力的问题。

[0023] 所述的集水槽2呈口字形结构，避免遮挡温室顶棚光照的问题。

[0024] 本发明在使用时，将作物所需肥料药剂按照需要的比例分别通过调配箱9的开口

加入调配箱内，然后通过调配箱9的开口向调配箱9内加水，同时通过观察窗10观察调配箱9

内的液位，并配合刻度11到需要的液位高度后，停止加水，再通过电源箱将电机减速器14开

启，则电机减速器14带动搅拌轴15进行转动，进而随着搅拌轴15的转动而带动搅拌叶17转

动，从而将调配箱9内的水肥进行搅拌，搅拌均匀后，通过电源箱将泵Ⅰ12开启，则泵Ⅰ12将调

配箱9内搅拌均匀的水肥混合液通过水管8输入储液箱16内，通过电源箱将泵Ⅱ7开启，泵Ⅱ

7通过输水管5将水肥混合液输送入集水槽2内，通过电源箱将灌溉泵6开启，灌溉泵6将集水

槽2内的水肥混合液输送进灌溉管网3内，灌溉管网3通过灌溉喷头4进行喷洒，实现水肥一

体化灌溉的目的，灌溉施肥效率高，操作简便，使用便捷，便于维修和养护，使用成本低，实

用可靠。

[0025]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26]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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