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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农田的智能灌溉系

统，属于农用设备技术领域，灌溉系统包括抽水

泵及输水管道，还包括密闭壳体、以及设置在密

闭壳体内的排污电机，排污电机的输出轴上固定

有抽水管，抽水管的进口端延伸到密闭壳体外部

且水平设置，抽水管的进口端设置有第一过滤

网，抽水管的出口端和抽水泵的进口端都与密闭

壳体内部连通，灌溉系统还包括控制器、电机驱

动模块、以及设置在输水管道进口端的流量计，

抽水泵的受控端与控制器的输出端连接，流量

计、控制器、电机驱动模块和排污电机依次连接

形成为抽水管的排污系统。利用排污电机将抽水

管上粘附的杂质甩掉，自动排污，省时省力，可以

提高灌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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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农田的智能灌溉系统，包括抽水泵(1)及与其出口端连接的输水管道，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灌溉系统还包括设置在河流中的密闭壳体(3)、以及设置在密闭壳体(3)内

的排污电机(2)，排污电机(2)的输出轴上固定有抽水管(4)，抽水管(4)的进口端延伸到密

闭壳体(3)外部且水平设置，抽水管(4)的进口端设置有第一过滤网(5)，抽水管(4)的出口

端和抽水泵(1)的进口端都与密闭壳体(3)内部连通，灌溉系统还包括控制器、电机驱动模

块、以及设置在输水管道进口端的流量计(6)，抽水泵(1)的受控端与控制器的输出端连接，

流量计(6)、控制器、电机驱动模块和排污电机(2)依次连接形成为抽水管(4)的排污系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农田的智能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排污电机

(2)的输出轴上端为空心结构，抽水管(4)包括十字形的上管体(4-1)及竖直设置的下管体

(4-2)，下管体(4-2)套装在排污电机(2)的输出轴内且下管体(4-2)的出口端延伸到排污电

机(2)的输出轴外部，上管体(4-1)位于密闭壳体(3)上方，上管体(4-1)外围固定有与其形

状相匹配的十字形的防护壳(4-3)，上管体(4-1)的中心处与下管体(4-2)连通，上管体(4-

1)的每个端口都设置有第一过滤网(5)。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农田的智能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抽水管

(4)还包括连接套管(4-4)，第一过滤网(5)固定在连接套管(4-4)的一端，连接套管(4-4)的

另一端与防护壳(4-3)螺纹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农田的智能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输水管道

包括第一主管道(7)、第二主管道(8)、以及至少两个在第一主管道(7)与第二主管道(8)之

间并联设置的分支管道(9)，流量计(6)位于与抽水泵(1)连接的第一主管道(7)上，每个分

支管道(9)上都设置有第一阀门(10)、第二阀门(11)以及可拆卸式连接在第一阀门(10)与

第二阀门(11)之间的过滤装置(12)。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农田的智能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过滤装置

(12)包括与第一阀门(10)连接的第一定位管(12-1)、与第二阀门(11)连接的第二定位管

(12-2)、以及设置在第一定位管(12-1)与第二定位管(12-2)之间的至少两个中间定位管

(12-3)，中间定位管(12-3)与第一定位管(12-1)之间、相邻的中间定位管(12-3)之间、中间

定位管(12-3)与第二定位管(12-2)之间都嵌装有第二过滤网(12-4)且所有第二过滤网

(12-4)的孔径由靠近第一阀门(10)的一端向另一端依次减小，中间定位管(12-3)与第一定

位管(12-1)之间、相邻的中间定位管(12-3)之间、中间定位管(12-3)与第二定位管(12-2)

之间都是可拆卸式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用于农田的智能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定位

管(12-1)、第二定位管(12-2)和中间定位管(12-3)都是软管，第一定位管(12-1)与第一阀

门(10)之间、第二定位管(12-2)与第二阀门(11)之间、中间定位管(12-3)与第一定位管

(12-1)之间、相邻的中间定位管(12-3)之间、中间定位管(12-3)与第二定位管(12-2)之间

都是螺纹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农田的智能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灌溉系统

还包括串联在第二主管道(8)上的净化箱(13)，净化箱(13)内安装有活性炭过滤网(15)和

紫外线灯(16)，净化箱(13)的进口和紫外线灯(16)都位于活性炭过滤网(15)上方，净化箱

(13)的出口位于活性炭过滤网(15)下方。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农田的智能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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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5)是向外侧凸起的圆弧形结构。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农田的智能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密闭壳体

(3)底部固定有用来插入到泥土内的支架(14)。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农田的智能灌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灌溉系

统还包括声光报警器，声光报警器的受控端与控制器的输出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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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农田的智能灌溉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用设备技术领域，涉及到一种灌溉系统，特别是一种用于农田的智

能灌溉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为了节约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很多地区利用河水来灌溉，大多数是用抽水泵

直接从河道抽水，然后漫灌到田地里，由于河水里杂质较多，所以抽水泵的进口很容易被堵

塞，这就需要将抽水泵关闭，人工将抽水泵的进口清理干净后再继续抽水，费时费力，而且

影响灌溉效率。

[0003] 另外，众所周知漫灌是最浪费水资源的灌溉方式，好多河水并不能得到有效的利

用，如果利用喷灌或滴灌等浇灌方式，则会因为河水不干净导致管路和喷嘴生垢而被堵塞，

导致喷灌和滴管的灌溉效率较低，维护成本较高，推广使用受到限制。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设计了一种用于农田的智能灌溉系统，利用排

污电机将抽水管进口端的第一过滤网上粘附的杂质甩掉，自动排污，省时省力，可以提高灌

溉效率。

[0005] 本发明所采取的具体技术方案是：一种用于农田的智能灌溉系统，包括抽水泵及

与其出口端连接的输水管道，关键在于：所述的灌溉系统还包括设置在河流中的密闭壳体、

以及设置在密闭壳体内的排污电机，排污电机的输出轴上固定有抽水管，抽水管的进口端

延伸到密闭壳体外部且水平设置，抽水管的进口端设置有第一过滤网，抽水管的出口端和

抽水泵的进口端都与密闭壳体内部连通，灌溉系统还包括控制器、电机驱动模块、以及设置

在输水管道进口端的流量计，抽水泵的受控端与控制器的输出端连接，流量计、控制器、电

机驱动模块和排污电机依次连接形成为抽水管的排污系统。

[0006] 所述的排污电机的输出轴上端为空心结构，抽水管包括十字形的上管体及竖直设

置的下管体，下管体套装在排污电机的输出轴内且下管体的下端弯折延伸到排污电机的输

出轴外部形成为抽水管的出口端，上管体位于密闭壳体上方，上管体外围固定有与其形状

相匹配的十字形的防护壳，上管体的中心处与下管体连通，上管体的每个端口都设置有第

一过滤网。

[0007] 所述的抽水管还包括连接套管，第一过滤网固定在连接套管的一端，连接套管的

另一端与防护壳螺纹连接。

[0008] 所述的输水管道包括第一主管道、第二主管道、以及至少两个在第一主管道与第

二主管道之间并联设置的分支管道，流量计位于与抽水泵连接的第一主管道上，每个分支

管道上都设置有第一阀门、第二阀门以及可拆卸式连接在第一阀门与第二阀门之间的过滤

装置。

[0009] 所述的过滤装置包括与第一阀门连接的第一定位管、与第二阀门连接的第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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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以及设置在第一定位管与第二定位管之间的至少两个中间定位管，中间定位管与第一

定位管之间、相邻的中间定位管之间、中间定位管与第二定位管之间都嵌装有第二过滤网

且所有第二过滤网的孔径由靠近第一阀门的一端向另一端依次减小，中间定位管与第一定

位管之间、相邻的中间定位管之间、中间定位管与第二定位管之间都是可拆卸式连接。

[0010] 所述的第一定位管、第二定位管和中间定位管都是软管，第一定位管与第一阀门

之间、第二定位管与第二阀门之间、中间定位管与第一定位管之间、相邻的中间定位管之

间、中间定位管与第二定位管之间都是螺纹连接。

[0011] 所述的灌溉系统还包括串联在第二主管道上的净化箱，净化箱内安装有活性炭过

滤网和紫外线灯，净化箱的进口和紫外线灯都位于活性炭过滤网上方，净化箱的出口位于

活性炭过滤网下方。

[0012] 所述的第一过滤网是向外侧凸起的圆弧形结构。

[0013] 所述的密闭壳体底部固定有用来插入到泥土内的支架。

[0014] 所述的灌溉系统还包括声光报警器，声光报警器的受控端与控制器的输出端连

接。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在抽水泵的作用下，河流中的河水经过第一过滤网后进入

到抽水管内，然后进入到密闭壳体内，然后经过抽水泵进入到输水管道内用来灌溉。流量计

可以实时监测输水管道内河水的流量，并将检测到的数据发送给控制器，当流量低于设定

的最小值时，说明，抽水管进口端的第一过滤网上粘附有杂质，此时，控制器发出信号使抽

水泵停止工作，同时发出信号给电机驱动模块，电机驱动模块使排污电机启动，排污电机的

输出轴带动抽水管旋转，将粘附在第一过滤网上的杂质甩掉，当流量恢复到设定的最大值

时，排污电机关闭，抽水管停止转动，抽水泵重新开始工作。如此循环即可，可以自动将抽水

管上的杂质甩掉，省时省力，可以提高灌溉效率。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图1中抽水管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图2中抽水管的俯视图。

[0019] 图4为图1中过滤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中，1代表抽水泵，2代表排污电机，3代表密闭壳体，4代表抽水管，4-1代表上

管体，4-2代表下管体，4-3代表防护壳，4-4代表连接套管，5代表第一过滤网，6代表流量计，

7代表第一主管道，8代表第二主管道，9代表分支管道，10代表第一阀门，11代表第二阀门，

12代表过滤装置，12-1代表第一定位管，12-2代表第二定位管，12-3代表中间定位管，12-4

代表第二过滤网，13代表净化箱，14代表支架，15代表活性炭过滤网，16代表紫外线灯。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详细说明：

[0022] 具体实施例，如图1、图2、图3和图4所示，一种用于农田的智能灌溉系统，包括抽水

泵1及与其出口端连接的输水管道，所述的灌溉系统还包括设置在河流中的密闭壳体3、以

及设置在密闭壳体3内的排污电机2，排污电机2的输出轴上固定有抽水管4，抽水管4的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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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延伸到密闭壳体3外部且水平设置，抽水管4的进口端设置有第一过滤网5，第一过滤网5

是向外侧凸起的圆弧形结构，可以增大第一过滤网5的过滤面积，提高过滤效率。抽水管4的

出口端和抽水泵1的进口端都与密闭壳体3内部连通，灌溉系统还包括控制器、电机驱动模

块、以及设置在输水管道进口端的流量计6，控制器为PLC可编程控制器，抽水泵1的受控端

与控制器的输出端连接，流量计6、控制器、电机驱动模块和排污电机2依次连接形成为抽水

管4的排污系统。

[0023] 作为对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灌溉系统还包括声光报警器，声光报警器的受控端

与控制器的输出端连接。如果排污电机2的单次工作时间超过设定时间后，流量计6检测到

的数据仍然没有超过设定的最小值，则声光报警器会发出报警信号，提醒操作人员系统出

现故障，需要停机由人力检查，更加安全可靠。

[0024] 作为对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排污电机2的输出轴上端为空心结构，抽水管4包括

十字形的上管体4-1及竖直设置的下管体4-2，下管体4-2套装在排污电机2的输出轴内且下

管体4-2的出口端延伸到排污电机2的输出轴外部，上管体4-1位于密闭壳体3上方，上管体

4-1外围固定有与其形状相匹配的十字形的防护壳4-3，上管体4-1的中心处与下管体4-2连

通，上管体4-1的每个端口都设置有第一过滤网5。上管体4-1的四个端口同时过滤进水，可

以提高过滤效率，更好地满足灌溉需求。防护壳4-3可以起到保护上管体4-1的作用，防止上

管体4-1在旋转过程中弯曲变形。

[0025] 抽水管4还包括连接套管4-4，第一过滤网5固定在连接套管4-4的一端，连接套管

4-4的另一端与防护壳4-3螺纹连接，连接牢固可靠，拆装方便快捷，省时省力。

[0026] 作为对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输水管道包括第一主管道7、第二主管道8、以及至少

两个在第一主管道7与第二主管道8之间并联设置的分支管道9，流量计6位于与抽水泵1连

接的第一主管道7上，每个分支管道9上都设置有第一阀门10、第二阀门11以及可拆卸式连

接在第一阀门10与第二阀门11之间的过滤装置12。多个分支管道9同时过滤，在确保过滤效

果的前提下，可以满足对灌溉效率的需求。过滤装置12与第一阀门10之间、过滤装置12与第

二阀门11之间都是可拆卸式连接，可以定期将过滤装置12拆卸下来进行清理维护，以获得

所需的过滤效果。

[0027] 过滤装置12包括与第一阀门10连接的第一定位管12-1、与第二阀门11连接的第二

定位管12-2、以及设置在第一定位管12-1与第二定位管12-2之间的至少两个中间定位管

12-3，中间定位管12-3与第一定位管12-1之间、相邻的中间定位管12-3之间、中间定位管

12-3与第二定位管12-2之间都嵌装有第二过滤网12-4且所有第二过滤网12-4的孔径由靠

近第一阀门10的一端向另一端依次减小，中间定位管12-3与第一定位管12-1之间、相邻的

中间定位管12-3之间、中间定位管12-3与第二定位管12-2之间都是可拆卸式连接。经过多

级过滤，过滤效果更好。可拆卸式连接，使得第二过滤网12-4可以定期拆卸下来更换成新

的，以避免长时间不换而影响过滤效果。如图4所示，第一定位管12-1和中间定位管12-3的

右端端面上都设置有凹槽，第二过滤网12-4嵌装在凹槽内，位于第二过滤网12-4右侧的凹

槽侧壁上设置有内螺纹，中间定位管12-3和第二定位管12-2的左端都设置有带外螺纹的凸

环，凸环将第二过滤网12-4夹紧固定在凹槽内。

[0028] 第一定位管12-1、第二定位管12-2和中间定位管12-3都是软管，第一定位管12-1

与第一阀门10之间、第二定位管12-2与第二阀门11之间、中间定位管12-3与第一定位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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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之间、相邻的中间定位管12-3之间、中间定位管12-3与第二定位管12-2之间都是螺纹连

接，连接牢固可靠，拆装方便快捷，省时省力。

[0029] 作为对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灌溉系统还包括串联在第二主管道8上的净

化箱13，净化箱13内安装有活性炭过滤网15和紫外线灯16，净化箱13的进口和紫外线灯16

都位于活性炭过滤网15上方，净化箱13的出口位于活性炭过滤网15下方。利用紫外线灯16

杀除河水中的细菌和病毒，利用活性炭过滤网15过滤掉河水中的细微颗粒和臭味，可以很

好地起到净化河水的作用。为了避免净化箱13内有河水残留，将净化箱13底板的上端面设

置为斜面，净化箱13的出口位于斜面的最低处。

[0030] 作为对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密闭壳体3底部固定有用来插入到泥土内的支架14。

将密闭壳体3与支架14的上端固定在一起，将支架14的下端插入到泥土内，可以防止密闭壳

体3晃动，稳定性更好。

[0031] 本发明在具体使用时，如图1所示，左侧的河水被向右输送用来灌溉，如图4所示，

每个分支管道9上设置有三个第二过滤网12-4，由左向右分别是一级过滤网、二级过滤网、

三级过滤网。如图1所示，抽水泵1也固定在密闭壳体3内，在抽水泵1的作用下，河流中的河

水经过第一过滤网5后进入到抽水管4内，然后进入到密闭壳体3内，然后经过抽水泵1进入

到第一主管道7内，然后分流到各个分支管道9内，然后依次经过第一阀门10、过滤装置12的

一级过滤网、过滤装置12的二级过滤网、过滤装置12的三级过滤网、第二阀门11后在第二主

管道8内汇合，然后经过净化箱13后排出到农田里用来灌溉。流量计6可以实时监测第一主

管道7内河水的流量，并将检测到的数据发送给控制器，当流量低于设定的最小值时，说明

抽水管4进口端的第一过滤网5上粘附有杂质，此时，控制器发出信号使抽水泵1停止工作，

同时发出信号给电机驱动模块，电机驱动模块使排污电机2启动，排污电机2的输出轴带动

抽水管4旋转，将粘附在第一过滤网5上的杂质甩掉，当流量恢复到设定的最大值时，排污电

机2关闭，抽水管4停止转动，抽水泵1重新开始工作。如此循环即可，自动排污，省时省力，可

以提高灌溉效率。如果排污电机2的单次工作时间超过设定时间后，流量计6检测到的数据

仍然没有超过设定的最小值，则声光报警器会发出报警信号，提醒操作人员系统出现故障，

需要停机由人力检查，更加安全可靠。经过本发明的灌溉系统处理后的河水，因为经过了层

层过滤，所以不易导致管路和喷嘴生垢而被堵塞，可以用于喷灌和滴灌，达到节约用水的目

的，而且经过活性炭过滤网15和紫外线灯16处理后，水质得到了净化，对于农作物生长的影

响较小，可以降低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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