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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无人机喷洒设备，包括无

人机、控液装置和加液装置，所述无人机下端面

固设有环形阵列设置的竖直杆，相邻的所述竖直

杆之间固设有水平杆，所述水平杆下方设置有顶

块，所述顶块上端面固设有环形阵列设置的顶转

块，所述顶转块内转动的设置有挂载块，所述挂

载块与所述水平杆装卡配合连接，所述顶块下端

面固设有若干支撑杆，所述支撑杆下端面固设有

下箱，本发明结构简单，操作方便，通过采用挂在

于无人机的方式，利用地面行走设备作为支撑，

采用了管道延伸式的工作方式，利用地面设备作

为能量及喷洒液供给原点而进行多方位多角度

的喷洒工作，并且利用到了多组转动的喷洒结

构，使喷洒角度更为广阔，从而增强了喷洒效果

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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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人机喷洒设备，包括无人机(100)、控液装置和加液装置，所述无人机(100)下

端面固设有环形阵列设置的竖直杆(102)，相邻的所述竖直杆(102)之间固设有水平杆

(103)，所述水平杆(103)下方设置有顶块(106)，所述顶块(106)上端面固设有环形阵列设

置的顶转块(145)，所述顶转块(145)内转动的设置有挂载块(101)，所述挂载块(101)与所

述水平杆(103)装卡配合连接，所述顶块(106)下端面固设有若干支撑杆(140)，所述支撑杆

(140)下端面固设有下箱(150)，所述顶块(106)下端面内固设有驱动电机(144)，所述驱动

电机(144)与所述下箱(150)转动配合连接，所述驱动电机(144)的输出轴外表面固设有转

动块(147)，靠近所述转动块(147)的所述顶块(106)和下箱(150)端面固设有上下对称的顶

转块(105)，所述顶转块(105)内固设有上下贯穿的空腔(104)，所述驱动电机(144)的输出

轴穿过所述空腔(104)，所述顶转块(105)外表面转动的设置有旋动块(141)，所述旋动块

(141)外表面固设有左右对称的转柄(108)，靠近所述转动块(147)的所述顶块(106)和下箱

(150)端面固设有环轨(112)，所述环轨(112)内固设有上下贯穿的穿透腔(114)，所述穿透

腔(114)外侧设置有位于所述环轨(112)内且环形设置且开口的环形开口槽(111)，远离所

述转动块(147)的所述转柄(108)端面固设有转柱(152)，所述转柱(152)外表面转动的设置

有与所述环形开口槽(111)相抵的滚轮(113)，远离所述穿透腔(114)的所述顶块(106)和下

箱(150)端面内固设有动力电机(143)，所述动力电机(143)的输出轴外表面固设有主动齿

轮(142)，所述主动齿轮(142)与所述旋动块(141)啮合，所述转动块(147)和转柄(108)端面

固设有接液器(138)，所述接液器(138)内连通设置有向下延伸的液体管(133)，所述下箱

(150)内固设有环形设置的的内弹腔(136)，所述内弹腔(136)之间设置有位于所述下箱

(150)内且环形设置的弹簧腔(116)，所述弹簧腔(116)内滑动的设置有伸入杆(115)，所述

伸入杆(115)滑动的贯穿所述弹簧腔(116)并伸入所述内弹腔(136)内，所述伸入杆(115)内

转动的设置有转动轮(137)，所述内弹腔(136)上下端壁固设有上下对称的对称滚轮(135)，

所述下箱(150)下端面固设有左右对称的下滚轮(134)，所述液体管(133)滑动的贯穿所述

内弹腔(136)并绕过所述转动轮(137)和对称滚轮(135)的外表面，所述液体管(133)滑动的

贯穿所述内弹腔(136)并向下延伸绕过所述下滚轮(134)外表面，所述下箱(150)下端面内

固设有开口朝下的内螺纹腔(132)，所述内螺纹腔(132)内螺纹配合连接设置有外转块

(130)，所述外转块(130)内转动的设置有线路管(151)，所述液体管(133)滑动的伸入所述

内螺纹腔(132)内并延伸进所述线路管(151)内，所述线路管(151)内设置有线路管(131)，

所述线路管(131)与设备内部的供电线路连通，所述线路管(151)下方设置有底箱(12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人机喷洒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底箱(120)设置于地

面移动设备上，所述底箱(120)内固设有混合腔(119)，所述混合腔(119)右侧设置有位于所

述底箱(120)内的内容腔(125)，所述底箱(120)右端面固设有空气压缩机(127)和发电机

(126)，所述线路管(151)下端面设置有左右对称的排出管(124)，所述排出管(124)与所述

液体管(133)连通，所述排出管(124)伸入所述内容腔(125)内，所述空气压缩机(127)上端

面连通设置有空管(129)，所述空管(129)伸入所述内容腔(125)内与所述内容腔(125)连

通，所述空管(129)内连通设置有空气阀(128)，所述内容腔(125)左端壁内链条设置有导管

(123)，所述导管(123)左端壁内连通设置有液体泵(122)，所述液体泵(122)左端壁内连通

设置有侧阀(121)，所述侧阀(121)与所述混合腔(119)连通，所述混合腔(119)上端壁内连

通设置有进液管(118)，所述进液管(118)上端面连通设置有开关阀(117)，所述开关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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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与外部管道连通，所述转柄(108)内和所述转动块(147)内设置有控液装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人机喷洒设备，其特征在于：控液装置包括喷出腔

(109)，所述喷出腔(109)后侧设置有位于所述转动块(147)和转柄(108)内的内传动腔

(201)，所述内传动腔(201)前端壁内固设有内置电机(200)，所述内置电机(200)的输出轴

前端面固设有主啮齿轮(202)，所述主啮齿轮(202)下方啮合设置有下啮齿轮(203)，所述下

啮齿轮(203)内固设有转动柱(204)，所述转动柱(204)转动的贯穿所述内传动腔(201)并伸

入所述喷出腔(109)内，所述转动柱(204)前端面固设有限液块(110)，所述限液块(110)与

所述喷出腔(109)相抵，所述喷出腔(109)与所述接液器(138)连通，远离所述驱动电机

(144)的所述转柄(108)和转动块(147)端面固设有喷雾喷头(139)，所述喷雾喷头(139)与

所述喷出腔(109)连通，所述底箱(120)上端面设置有加液装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人机喷洒设备，其特征在于：加液装置包括顶管(306)，

所述顶管(306)固设于所述底箱(120)上端面内，所述顶管(306)内固设有上下贯穿的连接

腔(300)，所述连接腔(300)与所述混合腔(119)连通，所述连接腔(300)上端壁内连通设置

有开口腔(301)，所述开口腔(301)端壁固设有环形设置的内环块(304)和环形垫块(305)，

所述内环块(304)和环形垫块(305)之间装卡设置有旋动块(302)，所述旋动块(302)内固设

有前后贯穿的把手腔(303)，所述旋动块(302)采用软性橡胶材料制作。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人机喷洒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包覆管(151)内设置

有液体管(133)和线路管(131)，所述包覆管(151)将所述液体管(133)和线路管(131)包裹

捆住，所述液体管(133)不会因为弯折而过多改变管道的横截面积，所述弹簧腔(116)内设

置有与所述伸入杆(115)端面相抵的弹簧。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人机喷洒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竖直杆（102）呈环形

阵列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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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人机喷洒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无人机设备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无人机喷洒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无人机在应用到农牧业时往往进行喷洒作业，比如：农药喷洒和水液喷洒等等，现

有的喷洒设备具有喷洒效率低，且不能有较长续航能力进行全方位角度的喷洒，在这方面

降低了工作效率。为此，人们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提出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

[0003] 例如 ，中 国 专 利文 献 一 种无 人 机 用农药喷 洒 设 备 公 开 了 [申 请 号 ：

201910680363.7]，包括安装座、水储存排出装置、农药摆放喷出装置、搅拌装置喷出装置、

动力装置、传动装置，通过水储存排出装置将水按照无人机飞行的速度向搅拌装置喷出装

置内送水，农药摆放喷出装置按照无人机飞行的速度向搅拌装置喷出装置内送农药，搅拌

装置喷出装置将搅拌好的农药喷出，动力装置根据飞行速度提供动力等功能，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搅拌装置喷出装置安装固定在安装座上，农药摆放喷出装置安装固定在搅拌装置喷

出装置上，水储存排出装置安装固定在搅拌装置喷出装置上，动力装置安装固定在安装座

上，传动装置安装固定在安装座上。

[0004] 上述发明尚未实现利用无人机对树木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喷洒，降低了工作效

率。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无人机喷洒设备，具有利用无人机对树木进行持续且

全方位多角度喷洒的优点。

[0006]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无人机喷洒设备，包括无人机、控液装置和加液装置，所述无人

机下端面固设有环形阵列设置的竖直杆，相邻的所述竖直杆之间固设有水平杆，所述水平

杆下方设置有顶块，所述顶块上端面固设有环形阵列设置的顶转块，所述顶转块内转动的

设置有挂载块，所述挂载块与所述水平杆装卡配合连接，所述顶块下端面固设有若干支撑

杆，所述支撑杆下端面固设有下箱，所述顶块下端面内固设有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与所

述下箱转动配合连接，所述驱动电机的输出轴外表面固设有转动块，靠近所述转动块的所

述顶块和下箱端面固设有上下对称的顶转块，所述顶转块内固设有上下贯穿的空腔，所述

驱动电机的输出轴穿过所述空腔，所述顶转块外表面转动的设置有旋动块，所述旋动块外

表面固设有左右对称的转柄，靠近所述转动块的所述顶块和下箱端面固设有环轨，所述环

轨内固设有上下贯穿的穿透腔，所述穿透腔外侧设置有位于所述环轨内且环形设置且开口

的环形开口槽，远离所述转动块的所述转柄端面固设有转柱，所述转柱外表面转动的设置

有与所述环形开口槽相抵的滚轮，远离所述穿透腔的所述顶块和下箱端面内固设有动力电

机，所述动力电机的输出轴外表面固设有主动齿轮，所述主动齿轮与所述旋动块啮合，所述

转动块和转柄端面固设有接液器，所述接液器内连通设置有向下延伸的液体管，所述下箱

内固设有环形设置的的内弹腔，所述内弹腔之间设置有位于所述下箱内且环形设置的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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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所述弹簧腔内滑动的设置有伸入杆，所述伸入杆滑动的贯穿所述弹簧腔并伸入所述内

弹腔内，所述伸入杆内转动的设置有转动轮，所述内弹腔上下端壁固设有上下对称的对称

滚轮，所述下箱下端面固设有左右对称的下滚轮，所述液体管滑动的贯穿所述内弹腔并绕

过所述转动轮和对称滚轮的外表面，所述液体管滑动的贯穿所述内弹腔并向下延伸绕过所

述下滚轮外表面，所述下箱下端面内固设有开口朝下的内螺纹腔，所述内螺纹腔内螺纹配

合连接设置有外转块，所述外转块内转动的设置有线路管，所述液体管滑动的伸入所述内

螺纹腔内并延伸进所述线路管内，所述线路管内设置有线路管，所述线路管与设备内部的

供电线路连通，所述线路管下方设置有底箱，从而利用所述驱动电机和动力电机带动所述

转动块和主动齿轮转动，使所述主动齿轮带动所述旋动块转动，使所述转柄和转动块根据

不同的位置要求转动到指定角度，提高了设备的喷洒精确度，所述伸入杆和弹簧腔滑动配

合连接，使所述液体管在进行伸缩过程中具有缓冲作用是所述液体管自由移动，从而提高

了设备内部结构的缓冲能力使所述转柄和转动块转动平稳。

[0007]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底箱设置于地面移动设备上，所述底箱内固设有混合腔，

所述混合腔右侧设置有位于所述底箱内的内容腔，所述底箱右端面固设有空气压缩机和发

电机，所述线路管下端面设置有左右对称的排出管，所述排出管与所述液体管连通，所述排

出管伸入所述内容腔内，所述空气压缩机上端面连通设置有空管，所述空管伸入所述内容

腔内与所述内容腔连通，所述空管内连通设置有空气阀，所述内容腔左端壁内链条设置有

导管，所述导管左端壁内连通设置有液体泵，所述液体泵左端壁内连通设置有侧阀，所述侧

阀与所述混合腔连通，所述混合腔上端壁内连通设置有进液管，所述进液管上端面连通设

置有开关阀，所述开关阀与外部管道连通，所述转柄内和所述转动块内设置有控液装置，从

而使所述发电机对设备进行供电，利用所述空气压缩机推动所述内容腔的内液体进入所述

排出管并喷出，实现了混合液体的喷洒，提高了设备的可持续工作性能。

[0008]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控液装置包括喷出腔，所述喷出腔后侧设置有位于所述转动

块和转柄内的内传动腔，所述内传动腔前端壁内固设有内置电机，所述内置电机的输出轴

前端面固设有主啮齿轮，所述主啮齿轮下方啮合设置有下啮齿轮，所述下啮齿轮内固设有

转动柱，所述转动柱转动的贯穿所述内传动腔并伸入所述喷出腔内，所述转动柱前端面固

设有限液块，所述限液块与所述喷出腔相抵，所述喷出腔与所述接液器连通，远离所述驱动

电机的所述转柄和转动块端面固设有喷雾喷头，所述喷雾喷头与所述喷出腔连通，所述底

箱上端面设置有加液装置，从而利用了所述内置电机且所述主啮齿轮和下啮齿轮啮合，使

所述限液块在转动后与所述喷出腔重叠的横截面发生变化，提高了设备的控液效果。

[0009]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加液装置包括顶管，所述顶管固设于所述底箱上端面内，所述

顶管内固设有上下贯穿的连接腔，所述连接腔与所述混合腔连通，所述连接腔上端壁内连

通设置有开口腔，所述开口腔端壁固设有环形设置的内环块和环形垫块，所述内环块和环

形垫块之间装卡设置有旋动块，所述旋动块内固设有前后贯穿的把手腔，所述旋动块采用

软性橡胶材料制作，从而利用所述旋动块与所述内环块的旋转装卡，来实现了一种开关的

功能，提高了设备的密闭性。

[0010]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包覆管内设置有液体管和线路管，所述包覆管将所述液

体管和线路管包裹捆住，所述液体管不会因为弯折而过多改变管道的横截面积，所述弹簧

腔内设置有与所述伸入杆端面相抵的弹簧，从而使管道在移动后依然可以顺利工作，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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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设备的适应性及实用性。

[0011]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竖直杆呈环形阵列式设置，从而利用所述竖直杆之间的

所述水平杆将所述挂载块悬挂设置，提高设备的结构稳定性。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结构简单，操作方便，通过采用挂在于无人机的方

式，利用地面行走设备作为支撑，采用了管道延伸式的工作方式，利用地面设备作为能量及

喷洒液供给原点而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喷洒工作，并且利用到了多组转动的喷洒结构，使

喷洒角度更为广阔，从而增强了喷洒效果提高工作效率。

[0013] 具体表现为，利用地面的设备向无人机内部的相关结构提供喷洒溶液，并且实现

了在无人机中利用、开关阀、混合腔内充满了纯净水液，和混合腔内倒入喷洒药液，和开口

腔内倒入喷洒药液，使喷洒药液由开口腔和连接腔进入到混合腔内，进一步将纯净水液跟

喷洒药液进行充分的混合的方式实现了快速的农药溶液配比制作，并且利用此时喷雾喷头

将混合形成喷雾状喷出，在此过程中还实现了喷雾的距离及压力的调节，利用内置电机、主

啮齿轮、下啮齿轮、转动柱等结构，实现了限液块、喷出腔之间的缝隙进行变化，从而使混合

液在经过喷出腔后喷出的距离跟压力发生了变化，在混合液喷洒过程中，需要制定不同位

置的喷雾喷头运动到不同方位进行喷洒，上述优点极大的提高了设备的可靠性及实用性。

[0014]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无人机喷洒设备内部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中图1中旋动块的A-A方向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中图1中顶块的B-B方向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中图1中限液块的C-C方向示意图；

图5是本发明中图1中底箱的D方向放大示意图；

图中，无人机100、挂载块101、竖直杆102、水平杆103、空腔104、顶转块105、顶块106、转

柄108、喷出腔109、限液块110、环形开口槽111、环轨112、滚轮113、穿透腔114、伸入杆115、

弹簧腔116、开关阀117、进液管118、混合腔119、底箱120、侧阀121、液体泵122、导管123、排

出管124、内容腔125、发电机126、空气压缩机127、空气阀128、空管129、外转块130、线路管

131、内螺纹腔132、液体管133、下滚轮134、对称滚轮135、内弹腔136、转动轮137、接液器

138、喷雾喷头139、支撑杆140、旋动块141、主动齿轮142、动力电机143、驱动电机144、顶转

块145、转动块147、下箱150、线路管151、转柱152、内置电机200、内传动腔201、主啮齿轮

202、下啮齿轮203、转动柱204、连接腔300、开口腔301、旋动块302、把手腔303、内环块304、

环形垫块305、顶管306。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图1-5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17] 参照图1-5，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一种无人机喷洒设备，包括无人机100、控液装

置和加液装置，无人机100下端面固设有环形阵列设置的竖直杆102，竖直杆102的直径为

3cm，相邻的竖直杆102之间固设有水平杆103，水平杆103的直径为3.5cm，水平杆103下方设

置有顶块106，顶块106上端面固设有环形阵列设置的顶转块145，顶转块145内转动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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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挂载块101，挂载块101与水平杆103装卡配合连接，顶块106下端面固设有若干支撑杆

140，支撑杆140下端面固设有下箱150，顶块106下端面内固设有驱动电机144，驱动电机144

与下箱150转动配合连接，驱动电机144的输出轴外表面固设有转动块147，转动块147的直

径为90cm，靠近转动块147的顶块106和下箱150端面固设有上下对称的顶转块105，顶转块

105内固设有上下贯穿的空腔104，驱动电机144的输出轴穿过空腔104，顶转块105外表面转

动的设置有旋动块141，旋动块141外表面固设有左右对称的转柄108，靠近转动块147的顶

块106和下箱150端面固设有环轨112，环轨112的直径为70cm，环轨112内固设有上下贯穿的

穿透腔114，穿透腔114外侧设置有位于环轨112内且环形设置且开口的环形开口槽111，远

离转动块147的转柄108端面固设有转柱152，转柱152外表面转动的设置有与环形开口槽

111相抵的滚轮113，滚轮113的直径为19cm，远离穿透腔114的顶块106和下箱150端面内固

设有动力电机143，动力电机143的输出轴外表面固设有主动齿轮142，主动齿轮142与旋动

块141啮合，转动块147和转柄108端面固设有接液器138，接液器138内连通设置有向下延伸

的液体管133，下箱150内固设有环形设置的的内弹腔136，内弹腔136之间设置有位于下箱

150内且环形设置的弹簧腔116，弹簧腔116内滑动的设置有伸入杆115，伸入杆115的直径为

2cm，伸入杆115滑动的贯穿弹簧腔116并伸入内弹腔136内，伸入杆115内转动的设置有转动

轮137，内弹腔136上下端壁固设有上下对称的对称滚轮135，下箱150下端面固设有左右对

称的下滚轮134，下滚轮134的直径为3cm，液体管133滑动的贯穿内弹腔136并绕过转动轮

137和对称滚轮135的外表面，液体管133滑动的贯穿内弹腔136并向下延伸绕过下滚轮134

外表面，下箱150下端面内固设有开口朝下的内螺纹腔132，内螺纹腔132内螺纹配合连接设

置有外转块130，外转块130内转动的设置有线路管151，液体管133滑动的伸入内螺纹腔132

内并延伸进线路管151内，线路管151内设置有线路管131，线路管131与设备内部的供电线

路连通，线路管151下方设置有底箱120，从而利用驱动电机144和动力电机143带动转动块

147和主动齿轮142转动，使主动齿轮142带动旋动块141转动，使转柄108和转动块147根据

不同的位置要求转动到指定角度，提高了设备的喷洒精确度，伸入杆115和弹簧腔116滑动

配合连接，使液体管133在进行伸缩过程中具有缓冲作用是液体管133自由移动，从而提高

了设备内部结构的缓冲能力使转柄108和转动块147转动平稳。

[0018] 有益地或示例性地，底箱120设置于地面移动设备上，底箱120内固设有混合腔

119，混合腔119右侧设置有位于底箱120内的内容腔125，底箱120右端面固设有空气压缩机

127和发电机126，线路管151下端面设置有左右对称的排出管124，排出管124的直径为8cm，

排出管124与液体管133连通，排出管124伸入内容腔125内，空气压缩机127上端面连通设置

有空管129，空管129伸入内容腔125内与内容腔125连通，空管129内连通设置有空气阀128，

内容腔125左端壁内链条设置有导管123，导管123的直径为9cm，导管123左端壁内连通设置

有液体泵122，液体泵122左端壁内连通设置有侧阀121，侧阀121与混合腔119连通，混合腔

119上端壁内连通设置有进液管118，进液管118上端面连通设置有开关阀117，开关阀117与

外部管道连通，转柄108内和转动块147内设置有控液装置，从而使发电机126对设备进行供

电，利用空气压缩机127推动内容腔125的内液体进入排出管124并喷出，实现了混合液体的

喷洒，提高了设备的可持续工作性能。

[0019] 有益地或示例性地，控液装置包括喷出腔109，喷出腔109后侧设置有位于转动块

147和转柄108内的内传动腔201，内传动腔201前端壁内固设有内置电机200，内置电机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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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输出轴前端面固设有主啮齿轮202，主啮齿轮202下方啮合设置有下啮齿轮203，主啮齿轮

202和下啮齿轮203之间的传动比为0.6，下啮齿轮203内固设有转动柱204，转动柱204的直

径为2.5cm，转动柱204转动的贯穿内传动腔201并伸入喷出腔109内，转动柱204前端面固设

有限液块110，限液块110的直径为5cm，限液块110与喷出腔109相抵，喷出腔109与接液器

138连通，远离驱动电机144的转柄108和转动块147端面固设有喷雾喷头139，喷雾喷头139

与喷出腔109连通，底箱120上端面设置有加液装置，从而利用了内置电机200且主啮齿轮

202和下啮齿轮203啮合，使限液块110在转动后与喷出腔109重叠的横截面发生变化，提高

了设备的控液效果。

[0020] 有益地或示例性地，加液装置包括顶管306，顶管306固设于底箱120上端面内，顶

管306内固设有上下贯穿的连接腔300，连接腔300的直径为8cm，连接腔300与混合腔119连

通，连接腔300上端壁内连通设置有开口腔301，开口腔301端壁固设有环形设置的内环块

304和环形垫块305，内环块304的直径为15cm，内环块304和环形垫块305之间装卡设置有旋

动块302，旋动块302内固设有前后贯穿的把手腔303，旋动块302采用软性橡胶材料制作，从

而利用旋动块302与内环块304的旋转装卡，来实现了一种开关的功能，提高了设备的密闭

性。

[0021] 有益地或示例性地，包覆管151内设置有液体管133和线路管131，线路管131的直

径为5cm，包覆管151将液体管133和线路管131包裹捆住，液体管133不会因为弯折而过多改

变管道的横截面积，弹簧腔116内设置有与伸入杆115端面相抵的弹簧，从而使管道在移动

后依然可以顺利工作，提高了设备的适应性及实用性。

[0022] 有益地或示例性地，竖直杆102呈环形阵列式设置，从而利用竖直杆102之间的水

平杆103将挂载块101悬挂设置，提高设备的结构稳定性。

[0023] 初始状态时，内弹腔136和接液器138的个数相同，弹簧腔116和内弹腔136环形设

置于下箱150内，发电机126供给设备及无人机所需的电能，线路管151下侧的所有结构设备

固设于地面的移动设备，比如：智能移动小车等，挂载块101挂载于水平杆103的外表面并与

水平杆103固定，内置电机200、驱动电机144、动力电机143、液体泵122、空气压缩机127和发

电机126处于停止工作状态，开关阀117、侧阀121和空气阀128处于关闭状态，转动轮137位

于两侧极限位置，喷雾喷头139位于同一直线上，从而使设备处于初始状态，在后续的工作

中可以更快进行调整。

[0024] 当设备工作时，无人机作为现有技术，无人机系统主要包括飞机机体、飞控系统、

数据链系统、发射回收系统、电源系统等。飞控系统又称为飞行管理与控制系统，相当于无

人机系统的“心脏”部分，对无人机的稳定性、数据传输的可靠性、精确度、实时性等都有重

要影响，对其飞行性能起决定性的作用；数据链系统可以保证对遥控指令的准确传输，以及

无人机接收、发送信息的实时性和可靠性，以保证信息反馈的及时有效性和顺利、准确的完

成任务。发射回收系统保证无人机顺利升空以达到安全的高度和速度飞行，并在执行完任

务后从天空安全回落到地面。

[0025] 无人机是一种自带动力的、无线电遥控或自主飞行的、能执行多种任务并能多次

使用的无人驾驶飞行器。要实现无人机的自主飞行、顺利完成指定任务，其飞行控制、导航

与制导是最关键的技术。

[0026] 无人机自动飞行控制系统的基本任务是当无人机在空中受到干扰时保持飞机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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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与航迹的稳定，以及按地面无线传输指令的要求，改变飞机姿态与航迹，并完成导航计

算、遥测数据传送、任务控制与管理等。无人机导航系统的基本任务是控制无人机按照预定

的任务航路飞行。实现导航的基本条件是必须能够确定无人机飞行的实时位置和速度等相

关参数信息。制导系统的基本任务是确定无人机与目标的相对位置，操纵无人机飞行，在一

定的准确度下，引导无人机沿预定的轨迹飞向目标。对于无人机来说，在自动飞行控制系统

的基础上，导航、制导和飞控系统之间是相互联系的。

[0027] 设备工作时，无人机100工作后飞上天空指定位置，此时线路管151的长度满足无

人机100飞的高度，使无人机100在作业范围内自由移动，此时需要进行喷洒作业，首先开关

阀117打开，使混合腔119内充满了纯净水液，此时需要往混合腔119内倒入喷洒药液，则此

时拧动旋动块302并将旋动块302拔出，往开口腔301内倒入喷洒药液，此时喷洒药液由开口

腔301和连接腔300进入到混合腔119内，使纯净水液跟喷洒药液进行充分的混合，此时侧阀

121打开且液体泵122开始工作，将混合腔119内的混合液由液体泵122泵入到内容腔125内，

此时空气压缩机127和发电机126开始工作，发电机126对所有用电设备进行供电，空气压缩

机127工作后压缩空气，使压缩空气由空管129进入到内容腔125内，此时需要进行喷洒时，

空管129内的压缩空气将内容腔125内的混合液由排出管124压出，混合液经过液体管133后

进入到接液器138内，此时混合液由接液器138进入到喷出腔109内，此时喷雾喷头139将混

合形成喷雾状喷出，在此过程中需要调节喷雾的距离及压力，则内置电机200开始工作后驱

动主啮齿轮202转动，与主啮齿轮202啮合的下啮齿轮203转动后带动转动柱204转动，与转

动柱204固定的限液块110转动后使限液块110和喷出腔109之间的缝隙进行变化，从而使混

合液在经过喷出腔109后喷出的距离跟压力发生了变化，在混合液喷洒过程中，需要制定不

同位置的喷雾喷头139运动到不同方位进行喷洒，则在设备内部控制程序的作用下，驱动电

机144和动力电机143开始工作，驱动电机144工作后驱动转动块147转动，则带动中间的喷

雾喷头139喷洒到指定位置，动力电机143工作后带动主动齿轮142转动，与主动齿轮142啮

合的顶转块105转动后带动转柄108运动到指定位置，此时滚轮113在环形开口槽111内滚

动，使设备工作更稳定，由于转动块147和旋动块141转动后，使液体管133进行拉伸，此时由

于转动轮137和伸入杆115的作用，使伸入杆115在弹簧腔116内左右移动，弹簧腔116内的弹

簧起着一个回弹的作用，使转动块147和旋动块141在转动到不同位置时液体管133依然可

以正常工作且回到内弹腔136的初始位置，从而提高了设备的多角度喷洒能力及功能结构

多样性。

[002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结构简单，操作方便，通过采用挂在于无人机的方

式，利用地面行走设备作为支撑，采用了管道延伸式的工作方式，利用地面设备作为能量及

喷洒液供给原点而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喷洒工作，并且利用到了多组转动的喷洒结构，使

喷洒角度更为广阔，从而增强了喷洒效果提高工作效率。

[0029] 具体表现为，利用地面的设备向无人机内部的相关结构提供喷洒溶液，并且实现

了在无人机中利用、开关阀117、混合腔119内充满了纯净水液，和混合腔119内倒入喷洒药

液，和开口腔301内倒入喷洒药液，使喷洒药液由开口腔301和连接腔300进入到混合腔119

内，进一步将纯净水液跟喷洒药液进行充分的混合的方式实现了快速的农药溶液配比制

作，并且利用此时喷雾喷头139将混合形成喷雾状喷出，在此过程中还实现了喷雾的距离及

压力的调节，利用内置电机200、主啮齿轮202、下啮齿轮203、转动柱204等结构，实现了限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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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110、喷出腔109之间的缝隙进行变化，从而使混合液在经过喷出腔109后喷出的距离跟压

力发生了变化，在混合液喷洒过程中，需要制定不同位置的喷雾喷头139运动到不同方位进

行喷洒，上述优点极大的提高了设备的可靠性及实用性。

[0030]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明确，在不脱离本发明的总体精神以及构思的情形下，可

以做出对于以上实施例的各种变型。其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本发明的保护方案

以本发明所附的权利要求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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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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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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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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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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