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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农业领域的自动打药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适用于农业技术领域，提供了一

种用于农业领域的自动打药机，包括载板，所述

载板下端四角安装有行走轮，所述载板上端固定

有混药箱，所述混药箱上端固定有第一电机，所

述混药箱内部划分为搅拌室和加压室，所述搅拌

室用隔板间隔成上下两段，所述搅拌室开有加药

口，所述搅拌室内设有搅拌装置，所述加压室内

部空间为桶状，所述加压室内设有加压装置，所

述加压室底端开有引流口和出水口，所述出水口

连接有软管，所述软管连接有摆动喷药装置。该

装置运用多种机械机构，实现打药完全自动化，

大大减少了打药人员的劳动量，整体提高了打药

效率，打药效果显著提升，能适应多种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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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农业领域的自动打药机，包括载板（1），其特征在于，所述载板（1）下端四角

安装有行走轮（2），所述载板（1）上端固定有混药箱（3），所述混药箱（3）上端固定有第一电

机（8），所述混药箱（3）内部划分为搅拌室（301）和加压室（302），所述搅拌室（301）用隔板

（30101）间隔成上下两段，所述搅拌室（301）开有加药口（30102），所述搅拌室（301）内设有

搅拌装置（4），所述加压室（302）内部空间为桶状，所述加压室（302）内设有加压装置（5），所

述加压室（302）底端开有引流口（30201）和出水口（30202），所述出水口（30202）连接有软管

（6），所述软管（6）连接有摆动喷药装置（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农业领域的自动打药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装置（4）

包括主动齿轮（401），所述主动齿轮（401）啮合有两个被动齿轮（402），所述被动齿轮（402）

连接有第一转轴（403），所述第一转轴（403）上固定有等大小均匀分布的搅拌棍（404），两个

所述第一转轴（403）上的搅拌棍（404）等间隔相互穿插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农业领域的自动打药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压装置（5）

包括第一活塞（501），所述第一活塞（501）连接有活动杆（502），位于所述活动杆（502）中段

固定有第二活塞（503），位于所述活动杆（502）上端连接有齿条（504），所述齿条（504）横向

啮合有平齿轮（505），所述平齿轮（505）左端固定有固定杆（506），所述固定杆（506）上固定

有一对挡圈（507），位于两个所述挡圈（507）之间的固定杆（506）贯穿支撑座（508），所述固

定杆（506）左端固定有第一锥齿轮（509），所述第一锥齿轮（509）啮合有第二锥齿轮（510），

所述第二锥齿轮（510）连接第一电机（8）。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农业领域的自动打药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摆动喷药装置

（7）包括V型支架（701），所述V型支架（701）一端固定于混药箱（3）外壁，所述V型支架（701）

另一端竖直固定于载板（1）上，所述V型支架（701）折角处铰接第一支架（702），所述第一支

架（702）铰接第二支架（703），所述第二支架（703）连接T型支架（704）的右端，所述T型支架

（704）左端铰接V型支架（701），所述T型支架（704）下端连接第二转轴（705），所述第二转轴

（705）左端连接有第二电机（706），所述第二转轴（705）右端连接有喷头（707），位于所述第

二转轴（705）表面设有第二螺纹段（708），所述第二螺纹段（708）啮合有齿轮（709），所述齿

轮（709）固定于第二支架（703），位于所述齿轮（709）与第二支架（703）之间铰接T型支架

（704）。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农业领域的自动打药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转轴

（705）右端口开有深槽（7051），位于所述深槽（7051）的左端设有旋转接头（7053），所述深槽

（7051）底端开有连接口（7052），所述深槽（7051）上端内嵌喷头（707）的旋合口（7071），位于

所述深槽（7051）上端与旋合口（7071）接触的地方设有一对第一螺纹段（7074），所述旋合口

（7071）连接有扇形喷嘴（7072），所述扇形喷嘴（7072）内开有均匀分布的喷药通道（707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农业领域的自动打药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引流口

（30201）内置有固定板（30203），所述固定板（30203）固定于载板（1）上，所述固定板（30203）

连接有弹簧（30204），所述弹簧（30204）连接有挡板（3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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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农业领域的自动打药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农业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农业领域的自动打药机。

背景技术

[0002] 打药机是将液体分散开来的一种农业机械，是农业施药机械的一种，农业机械的

植保机械。打药机适用于森林、苗圃、果园、茶园的病虫害防治，棉花、小麦、水稻、玉米等大

田作物及大面积草场的病虫害防治，城市、郊区的园林花木、蔬菜园地和料大棚中植物的病

虫害防治，医院、会议室、影剧院、体育场馆、码头、车站、公交车、客运列车的卫生消毒，城市

下水道及暖气通道、地下室、防空洞和各种货物仓库的消毒杀菌处理。

[0003] 但是目前市场上的农业机械用打药机在进行打药时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这些多

为手动操作，打药效率低，打药效果也不好，不能适应各种大姚环境，对人体有害的环境不

便于打药。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农业领域的自动打药机，旨在解决目

前市场上的农业机械用打药机在进行打药时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这些多为手动操作，打

药效率低，打药效果也不好，不能适应各种大姚环境，对人体有害的环境不便于打药的问

题。

[0005]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是这样实现的，一种用于农业领域的自动打药机，包括载板，所

述载板下端四角安装有行走轮，所述载板上端固定有混药箱，所述混药箱上端固定有第一

电机，所述混药箱内部划分为搅拌室和加压室，所述搅拌室用隔板间隔成上下两段，所述搅

拌室开有加药口，所述搅拌室内设有搅拌装置，所述加压室内部空间为桶状，所述加压室内

设有加压装置，所述加压室底端开有引流口和出水口，所述出水口连接有软管，所述软管连

接有摆动喷药装置。

[0006] 优选地，所述搅拌装置包括主动齿轮，所述主动齿轮啮合有两个被动齿轮，所述被

动齿轮连接有第一转轴，所述第一转轴上固定有等大小均匀分布的搅拌棍，两个所述第一

转轴上的搅拌棍等间隔相互穿插设置。

[0007] 优选地，所述加压装置包括第一活塞，所述第一活塞连接有活动杆，位于所述活动

杆中段固定有第二活塞，位于所述活动杆上端连接有齿条，所述齿条横向啮合有平齿轮，所

述平齿轮左端固定有固定杆，所述固定杆上固定有一对挡圈，位于两个所述挡圈之间的固

定杆贯穿支撑座，所述固定杆左端固定有第一锥齿轮，所述第一锥齿轮啮合有第二锥齿轮，

所述第二锥齿轮连接第一电机。

[0008] 优选地，所述摆动喷药装置包括V型支架，所述V型支架一端固定于混药箱外壁，所

述V型支架另一端竖直固定于载板1上，所述V型支架折角处铰接第一支架，所述第一支架铰

接第二支架，所述第二支架连接T型支架的右端，所述T型支架左端铰接V型支架，所述T型支

架下端连接第二转轴，所述第二转轴左端连接有第二电机，所述第二转轴右端连接有喷头，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12660910 U

3



位于所述第二转轴表面设有第二螺纹段，所述第二螺纹段啮合有齿轮，所述齿轮固定于第

二支架，位于所述齿轮与第二支架之间铰接T型支架。

[0009] 优选地，所述第二转轴右端口开有深槽，位于所述深槽的左端设有旋转接头，所述

深槽底端开有连接口，所述深槽上端内嵌喷头的旋合口，位于所述深槽上端与旋合口接触

的地方设有一对第一螺纹段，所述旋合口连接有扇形喷嘴，所述扇形喷嘴内开有均匀分布

的喷药通道。

[0010] 优选地，所述引流口内置有固定板，所述固定板固定于载板上，所述固定板连接有

弹簧，所述弹簧连接有挡板。

[0011]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用于农业领域的自动打药机，该装置运用多种机械

机构，实现打药完全自动化，大大减少了打药人员的劳动量，整体提高了打药效率，打药效

果显著提升，能适应多种工作环境。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用于农业领域的自动打药机的结构图；

[0013] 图2为图1在位置A处的放大图；

[0014] 图3为图1在位置B处的放大图。

[0015] 附图中：1、载板；2、行走轮；3、混药箱；301、搅拌室；30101、隔板；30102、加药口；

302、加压室；30201、引流口；30202、出水口；30203、固定板；30204、弹簧；30205、挡板；4、搅

拌装置；401、主动齿轮；402、被动齿轮；403、第一转轴；404、搅拌棍；5、加压装置；501、第一

活塞；502、活动杆；503、第二活塞；504、齿条；505、平齿轮；506、固定杆；507、挡圈；508、支撑

座；509、第一锥齿轮；510、第二锥齿轮；6、软管；7、摆动喷药装置；701、V型支架；702、第一支

架；703、第二支架；704、T型支架；705、第二转轴；7051、深槽；7052、连接口；7053、旋转接头；

706、第二电机；707、喷头；7071、旋合口；7072、扇形喷嘴；7073、喷药通道；7074、第一螺纹

段；708、第二螺纹段；709、齿轮；8、第一电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

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17]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现进行详细描述。

[0018] 实施例1：

[0019] 如图1所示，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用于农业领域的自动打药机

的结构图，包括载板1，所述载板1下端四角安装有行走轮2，所述载板1上端固定有混药箱3，

所述混药箱3上端固定有第一电机8，所述混药箱3内部划分为搅拌室301和加压室302，所述

搅拌室301用隔板30101间隔成上下两段，所述搅拌室301开有加药口30102，所述搅拌室301

内设有搅拌装置4，所述加压室302内部空间为桶状，所述加压室302内设有加压装置5，所述

加压室302底端开有引流口30201和出水口30202，所述出水口30202连接有软管6，所述软管

6连接有摆动喷药装置7。

[0020]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中，药液等添加剂从混药箱3的加药口30102上倒入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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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室301内，经过搅拌装置4搅拌均匀，随着加压室302里的加压装置5加压使得混合药液从

软管6进入摆动喷药装置7，混合药液随着摆动喷药装置7的摆动向外侧喷洒出去。

[0021] 实施例2：

[0022] 如图1所示，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用于农业领域的自动打药机

的结构图，所述搅拌装置4包括主动齿轮401，所述主动齿轮401啮合有两个被动齿轮402，所

述被动齿轮402连接有第一转轴403，所述第一转轴403上固定有等大小均匀分布的搅拌棍

404，两个所述第一转轴403上的搅拌棍404等间隔相互穿插设置。

[0023]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中，第一电机8带动主动齿轮401，主动齿轮401带动被

动齿轮402，被动齿轮402带动第一转轴403，第一转轴403带动搅拌棍404进行搅拌。第一转

轴403上的搅拌棍404等间隔相互穿插设置，使得搅拌效果更好。

[0024] 实施例3：

[0025] 如图1所示，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用于农业领域的自动打药机

的结构图，所述加压装置5包括第一活塞501，所述第一活塞501连接有活动杆502，位于所述

活动杆502中段固定有第二活塞503，位于所述活动杆502上端连接有齿条504，所述齿条504

横向啮合有平齿轮505，所述平齿轮505左端固定有固定杆506，所述固定杆506上固定有一

对挡圈507，位于两个所述挡圈507之间的固定杆506贯穿支撑座508，所述固定杆506左端固

定有第一锥齿轮509，所述第一锥齿轮509啮合有第二锥齿轮510，所述第二锥齿轮510连接

第一电机8。

[0026]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中，第一电机8带动第二锥齿轮510，第二锥齿轮510带

动第一锥齿轮509，第一锥齿轮509连同固定杆506转动的同时带动平齿轮505，平齿轮505啮

合的齿条504随之转动，齿条504连同活动杆502转动的同时第一活塞501和第二活塞503一

起上下抽动；第一活塞501主要为了将混药箱3内的混合药液从引流口30201抽取，然后进行

加压使得混合药液由于压强作用下从出水口30202进入软管6内；第二活塞503起到稳定活

动杆502的作用，使之在上下运动的同时不会左右摆动。

[0027] 实施例4：

[0028] 如图1所示，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用于农业领域的自动打药机

的结构图，所述摆动喷药装置7包括V型支架701，所述V型支架701一端固定于混药箱3外壁，

所述V型支架701另一端竖直固定于载板1上，所述V型支架701折角处铰接第一支架702，所

述第一支架702铰接第二支架703，所述第二支架703连接T型支架704的右端，所述T型支架

704左端铰接V型支架701，所述T型支架704下端连接第二转轴705，所述第二转轴705左端连

接有第二电机706，所述第二转轴705右端连接有喷头707，位于所述第二转轴705表面设有

第二螺纹段708，所述第二螺纹段708啮合有齿轮709，所述齿轮709固定于第二支架703，位

于所述齿轮709与第二支架703之间铰接T型支架704。

[0029]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中，第二电机706带动第二转轴705转动，第二转轴705

上的第二螺纹段708啮合的齿轮709跟着转动，齿轮709固定的第二支架703随之转动，第二

支架703铰接的第一支架702左右摆动。

[0030] 实施例5：

[0031] 如图1和图3所示，所述第二转轴705右端口开有深槽7051，位于所述深槽7051的左

端设有旋转接头7053，所述深槽7051底端开有连接口7052，所述深槽7051上端内嵌喷头707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12660910 U

5



的旋合口7071，位于所述深槽7051上端与旋合口7071接触的地方设有一对第一螺纹段

7074，所述旋合口7071连接有扇形喷嘴7072，所述扇形喷嘴7072内开有均匀分布的喷药通

道7073。

[0032]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中，第二转轴705转动与旋转接头7053连接的另一侧

轴不动，第一螺纹段7074在深槽7051上端与旋合口7071处起到旋紧密封的作用，同时使得

扇形喷嘴7072变成可更换维修件。

[0033] 实施例6：

[0034] 如图1和图2所示，所述引流口30201内置有固定板30203，所述固定板30203固定于

载板1上，所述固定板30203连接有弹簧30204，所述弹簧30204连接有挡板30205。

[0035]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中，第一活塞501向上运动抽取混合药液，混合药液从

搅拌室301内挤压挡板30205向外，弹簧30204拉伸；第一活塞501向下运动加压从加压室302

内的混合药液，弹簧30204回复原位，挡板30205挡住引流口30202，混合药液从软管6出去。

[0036] 本实用新型上述实施例中提供了一种用于农业领域的自动打药机，该装置运用多

种机械机构，实现打药完全自动化，大大减少了打药人员的劳动量，整体提高了打药效率，

打药效果显著提升，能适应多种工作环境。

[0037]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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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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