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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多功能园林农药喷洒车

的调节式农药喷洒机构,包括车体，所述车体的

后侧固定安装有农药箱和水箱，所述农药箱位于

水箱的上部；所述农药箱的后侧固定安装有轨

道，所述轨道上活动连接有升降架，所述升降架

上固定安装有可调节式农药喷洒机构，所述水箱

的后侧底部固定安装有安装架，所述安装架上固

定安装有往复打孔浇灌机构，本发明结构简单，

方便实用，能够调节喷洒管的高度和喷洒的角

度，能够配合不同农作物的高度进行喷洒，且喷

洒均匀，并且能够通过打孔插针的上下往复运

动，增加土壤的透气性，透水性，刺激新的根茎生

长，并且同时起到浇灌的作用，对植物根部进行

浇灌，帮助其供给水分，易于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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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园林农药喷洒车的调节式农药喷洒机构,包括车体(101)，其特征在于：

所述车体(101)的后侧固定安装有农药箱(201)，所述农药箱(201)位于水箱(301)的上部,

所述农药箱(201)的后侧固定安装有轨道(204)，所述轨道(204)上活动连接有升降架

(203)，所述升降架(203)的两侧转动连接有调节架(205)，所述调节架(205)的内腔中活动

连接有齿轨(206)，所述调节架(205)的下侧转动连接有连杆(208)，所述连杆(208)的上端

固定连接有半齿轮(207)，所述半齿轮(207)与齿轨(206)相互啮合，所述调节架(205)上固

定安装有第一电机(2012)，所述第一电机(2012)的前侧固定连接有驱动齿轮(2013)，所述

驱动齿轮(2013)与齿轨(206)相互啮合，所述连杆(208)的底部转动连接有喷洒管(209) ,所

述农药箱(201)的底部后侧底部固定安装有安装架(302)，所述安装架(302)内固定安装有

水腔(303)，所述水腔(303)的外侧侧壁顶部固定连接有安装板(304)，所述水腔(303)的底

部右侧固定连接有隔板(3016)，所述安装板(304)的上部外侧固定安装有第二电机(3012)，

所述第二电机(3012)的右侧固定连接有转轴(3013)，所述转轴(3013)的中部固定连接有若

干偏心转盘(3011)，所述偏心转盘(3011)相互交错分布，所述偏心转盘(3013)的底部活动

卡接有卡块(3010)，所述卡块(3010)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打孔插针(30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园林农药喷洒车的调节式农药喷洒机构，其特征

在于：所述喷洒管(209)的底部固定安装有若干喷头(2016)。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园林农药喷洒车的调节式农药喷洒机构，其特征

在于：所述喷洒管(209)的上侧固定连接有进水口(2010)，所述进水口(2010)与农药箱

(201)之间固定连接有软管(20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园林农药喷洒车的调节式农药喷洒机构，其特征

在于：所述升降架(203)的顶部固定连接有两组支架(2014)，所述支架(14)的顶部固定安装

有收卷机构(2017)，所述收卷机构(2017)与调节架(205)的上侧固定连接有钢索(201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园林农药喷洒车的调节式农药喷洒机构，其特征

在于：所述农药箱(201)的侧壁固定安装有观察口(201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园林农药喷洒车的调节式农药喷洒机构，其特征

在于：所述打孔插针(3014)的外侧缠绕有弹簧(3015)，所述弹簧(3015)位于隔板(3016)与

卡块(3010)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园林农药喷洒车的调节式农药喷洒机构，其特征

在于：所述打孔插针(3014)至少设置有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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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园林农药喷洒车的调节式农药喷洒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多功能园林农药喷洒车的调节式农药喷洒机

构。

背景技术：

[0002] 在一定的地域运用工程技术和艺术手段，通过改造地形(或进一步筑山、叠石、理

水)、种植树木花草、营造建筑和布置园路等途径创作而成的美的自然环境和游憩境域，就

称为园林。在中国传统建筑中独树一帜，有重大成就的是古典园林建筑。传统中国文化中的

一种艺术形式，受到传统"礼乐"文化影响很深。通过地形、山水、建筑群、花木等作为载体衬

托出人类主体的精神文化。园林具有很多的外延概念:园林社区、园林街道、园林城市(生态

城市)、国家园林县城等等。现代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对于园林有着迫切的功能性和艺术

性的要求。对于我们现代的生活和未来的人民发展方向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农药，目前

世界上统一的英文名为pesticide--即为"杀害药剂"，但实际上所谓的农药系指用于防治

危害农林牧业生产的有害生物(害虫、害螨、线虫、病原菌、杂草及鼠。以后，通过较长期的发

展的生产和生活过程，逐渐认识到一些天然具有防治农牧业中有害生物的性能。到17类等)

和调节植物生长的化学药品和生物药品。通常把用于卫生及改善有效成分物化性质的各种

助剂也包括在内，农药喷洒车在园林中运用的广泛，而园林中的植物或者农作物的高低不

等，现有的农药喷洒车的喷洒效果不佳，不具备调节功能配合，本发明提供一种可调节的高

效农药喷洒车，园林的草地需要打孔和浇灌，打孔的主要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土壤的透气

性，透水性。能够帮助植物更好的吸收养分。切断根茎和匍匐茎，刺激新的根茎生长，农药喷

洒车在园林中运用的广泛，而园林中的植物或者农作物的高低不等，现有的农药喷洒车的

喷洒效果不佳，不具备调节功能配合，园林内的树很多部位不能被喷洒到，前侧的树枝遮挡

住后侧的树枝，导致喷洒不到农药，本发明提供一种多功能园林农药喷洒车的调节式农药

喷洒机构。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多功能园林农药喷洒车的调节式农药

喷洒机构。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采用以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多功能园林农药喷

洒车的调节式农药喷洒机构,包括车体，所述车体的后侧固定安装有农药箱和水箱，所述农

药箱位于水箱的上部；

[0005] 所述农药箱的后侧固定安装有轨道，所述轨道上活动连接有升降架，所述升降架

的两侧转动连接有调节架，所述调节架的内腔中活动连接有齿轨，所述调节架的下侧转动

连接有连杆，所述连杆的上端固定连接有半齿轮，所述半齿轮与齿轨相互啮合，所述调节架

上固定安装有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的前侧固定连接有驱动齿轮，所述驱动齿轮与齿轨

相互啮合，所述连杆的底部转动连接有喷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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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所述水箱的后侧底部固定安装有安装架，所述安装架内固定安装有水腔，所述水

腔的外侧侧壁顶部固定连接有安装板，所述水腔的底部右侧固定连接有隔板，所述安装板

由上至下开设有若干开槽，所述开槽的底部延伸至水腔侧壁，所述开槽的内壁底部活动连

接有伸缩挡板，所述伸缩挡板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密封片，所述安装板的上部外侧固定安装

有第二电机，所述第二电机的右侧固定连接有转轴，所述转轴的中部固定连接有若干偏心

转盘，所述偏心转盘相互交错分布，所述偏心转盘的底部活动卡接有卡块，所述卡块的底部

固定连接有储水腔，所述储水腔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打孔插针，所述密封片与储水腔之间连

通有导管。

[0007] 优选的，所述喷洒管的底部固定安装有若干喷头。

[0008] 优选的，所述喷洒管的上侧固定连接有进水口，所述进水口与农药箱之间固定连

接有软管。

[0009] 优选的，所述升降架的顶部固定连接有两组支架，所述支架的顶部固定安装有收

卷机构，所述收卷机构与调节架的上侧固定连接有钢索。

[0010] 优选的，所述农药箱的侧壁固定安装有观察口。

[0011] 优选的，所述水腔与水箱之间固定连接有连接管。

[0012] 优选的，所述打孔插针的外侧缠绕有弹簧，所述弹簧位于隔板与储水腔之间。

[0013] 优选的，所述打孔插针至少设置有十组。

[0014]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本发明通过电机带动驱动齿轮旋转，能够使调节架内部的齿

轨运动，能够通过控制齿轨在调节架内运动，齿轨带动下侧的半齿轮使得连杆左右摇摆，带

动喷洒管左右摇摆，由水泵将农药箱内的农药通过软管输入喷洒管内，通过喷头来对农作

物进行喷洒，有升降架调节喷洒管的高度，收卷机构通过钢索带动调节架的喷洒角度，通过

电机带动转轴旋转，转轴带动偏心转盘向下挤压弹簧，偏心转盘将卡块向下运动将打孔插

针向下运动，插入泥土中，打孔插针顶部的储存腔侧壁的导管向下运动时与水腔连通，将水

腔中的水导入储存腔中，通过打孔插针进入泥土中，当打孔插针向上脱离泥土之后，导管不

在于水腔连通，水停止导入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结构简单，方便实用，能够调节喷洒管的高度和喷洒

的角度，能够配合不同农作物的高度进行喷洒，且喷洒均匀，打药的效果好，并且能够回收

折叠喷洒管，方便收纳，并且能够通过打孔插针的上下往复运动，增加土壤的透气性，透水

性。能够帮助植物更好的吸收养分。切断根茎和匍匐茎，刺激新的根茎生长，并且同时起到

浇灌的作用，对植物根部进行浇灌，帮助其供给水分，易于推广应用。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测试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展开后的背部主视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调节式的背部主视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中调节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中打孔机构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为本发明的打孔插针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为本发明中打孔机构抬升时的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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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8为本发明中打孔机构下插时的侧视图；

[0024] 图9为本发明中安装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其中：101车体、201农药箱、202软管、203升降架、204轨道、205调节架、206齿轨、

207半齿轮、208连杆、209喷洒管、2010进水口、2011观察口、2012第一电机、2013驱动齿轮、

2014支架、2015钢索、2016喷头、2017收卷机构、301水箱、302安装架、303水腔、304安装板、

305开槽、306密封片、307导管、308伸缩挡板、309储水腔、3010卡块、3011偏心转盘、3012第

二电机、3013转轴、3014打孔插针、3015弹簧、3016隔板、3017连接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图示，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7] 实施例1：如图1-9所示，一种多功能园林农药喷洒车的调节式农药喷洒机构,包括

车体101，所述车体101的后侧固定安装有农药箱201和水箱301，所述农药箱201位于水箱

301的上部；

[0028] 所述农药箱201的后侧固定安装有轨道204，所述农药箱201的侧壁固定安装有观

察口2011,所述轨道204上活动连接有升降架203，所述升降架203的两侧转动连接有调节架

205，所述调节架205的内腔中活动连接有齿轨206，所述调节架205的下侧转动连接有连杆

208，所述连杆208的上端固定连接有半齿轮207，所述半齿轮207与齿轨206相互啮合，所述

调节架205上固定安装有第一电机2012，所述第一电机2012的前侧固定连接有驱动齿轮

2013，所述驱动齿轮2013与齿轨206相互啮合，所述连杆208的底部转动连接有喷洒管209,

所述喷洒管209的底部固定安装有若干喷头2016,所述喷洒管209的上侧固定连接有进水口

2010，所述进水口2010与农药箱201之间固定连接有软管202；

[0029] 所述水箱301的后侧底部固定安装有安装架302，所述安装架302内固定安装有水

腔303，所述水腔303与水箱301之间固定连接有连接管3017,所述水腔303的外侧侧壁顶部

固定连接有安装板304，所述水腔303的底部右侧固定连接有隔板3016，所述安装板304由上

至下开设有若干开槽305，所述开槽305的底部延伸至水腔侧壁，所述开槽305的内壁底部活

动连接有伸缩挡板308，所述伸缩挡板308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密封片306，所述安装板304的

上部外侧固定安装有第二电机3012，所述第二电机3012的右侧固定连接有转轴3013，所述

转轴3013的中部固定连接有若干偏心转盘3011，所述偏心转盘3011相互交错分布，所述偏

心转盘3013的底部活动卡接有卡块3010，所述卡块3010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储水腔309，所述

储水腔309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打孔插针3014，所述打孔插针3014的外侧缠绕有弹簧3015，所

述弹簧3015位于隔板3016与储水腔309之间,所述打孔插针3014至少设置有十组,所述密封

片306与储水腔309之间连通有导管307。

[0030] 实施例2：如图1-9所示，一种多功能园林农药喷洒车的调节式农药喷洒机构,包括

车体101，所述车体101的后侧固定安装有农药箱201和水箱301，所述农药箱201位于水箱

301的上部；

[0031] 所述农药箱201的后侧固定安装有轨道204，所述农药箱201的侧壁固定安装有观

察口2011,所述轨道204上活动连接有升降架203，所述升降架203的两侧转动连接有调节架

205，所述调节架205的内腔中活动连接有齿轨206，所述调节架205的下侧转动连接有连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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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所述连杆208的上端固定连接有半齿轮207，所述半齿轮207与齿轨206相互啮合，所述

调节架205上固定安装有第一电机2012，所述第一电机2012的前侧固定连接有驱动齿轮

2013，所述驱动齿轮2013与齿轨206相互啮合，所述连杆208的底部转动连接有喷洒管209,

所述喷洒管209的底部固定安装有若干喷头2016,所述喷洒管209的上侧固定连接有进水口

2010，所述进水口2010与农药箱201之间固定连接有软管202，所述升降架203的顶部固定连

接有两组支架2014，所述支架14的顶部固定安装有收卷机构2017，所述收卷机构2017与调

节架205的上侧固定连接有钢索2015；

[0032] 所述水箱301的后侧底部固定安装有安装架302，所述安装架302内固定安装有水

腔303，所述水腔303与水箱301之间固定连接有连接管3017,所述水腔303的外侧侧壁顶部

固定连接有安装板304，所述水腔303的底部右侧固定连接有隔板3016，所述安装板304由上

至下开设有若干开槽305，所述开槽305的底部延伸至水腔侧壁，所述开槽305的内壁底部活

动连接有伸缩挡板308，所述伸缩挡板308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密封片306，所述安装板304的

上部外侧固定安装有第二电机3012，所述第二电机3012的右侧固定连接有转轴3013，所述

转轴3013的中部固定连接有若干偏心转盘3011，所述偏心转盘3011相互交错分布，所述偏

心转盘3013的底部活动卡接有卡块3010，所述卡块3010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储水腔309，所述

储水腔309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打孔插针3014，所述打孔插针3014的外侧缠绕有弹簧3015，所

述弹簧3015位于隔板3016与储水腔309之间,所述打孔插针3014至少设置有十组,所述密封

片306与储水腔309之间连通有导管307。

[0033]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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