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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节水型园林育苗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节水型园林育苗装置，

包括育苗蓄水箱，集水斗，支撑腿，移动脚轮，抽

水泵，金属软管，连接管头，喷水排，活动螺栓，支

撑架，喷水嘴，育苗喷药勾兑箱结构和可拆卸式

防管路堵塞处理芯结构，所述的育苗蓄水箱的上

端进口处螺纹连接有集水斗；所述的育苗蓄水箱

的底部四角部位均通过支撑腿安装有移动脚轮；

所述的育苗蓄水箱的右下侧出口处螺栓连接有

抽水泵。本实用新型勾兑电机，兑药盖，药物勾兑

箱，带阀门导管，搅拌轴和混合杆的设置，有利于

增加药物勾兑功能，增加喷药功能，可保证育苗

幼苗成活率，避免害虫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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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节水型园林育苗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节水型园林育苗装置包括育苗蓄水箱

(1)，集水斗(2)，支撑腿(3)，移动脚轮(4)，抽水泵(5)，金属软管(6)，连接管头(7)，喷水排

(8)，活动螺栓(9)，支撑架(10)，喷水嘴(11)，育苗喷药勾兑箱结构(12)和可拆卸式防管路

堵塞处理芯结构(13)，所述的育苗蓄水箱(1)的上端进口处螺纹连接有集水斗(2)；所述的

育苗蓄水箱(1)的底部四角部位均通过支撑腿(3)安装有移动脚轮(4)；所述的育苗蓄水箱

(1)的右下侧出口处螺栓连接有抽水泵(5)；所述的金属软管(6)一端螺纹连接抽水泵(5)的

上部出口处，另一端螺纹连接连接管头(7)的上端进口处；所述的连接管头(7)纵向下端螺

纹连接在喷水排(8)的左上侧进口处；所述的喷水排(8)横向左端通过活动螺栓(9)安装在

支撑架(10)的内部右端；所述的喷水排(8)的下表面从左到右依次螺纹连接有喷水嘴(11)；

所述的育苗喷药勾兑箱结构(12)和可拆卸式防管路堵塞处理芯结构(13)均与育苗蓄水箱

(1)相连接；所述的育苗喷药勾兑箱结构(12)包括勾兑电机(121)，兑药盖(122)，药物勾兑

箱(123)，带阀门导管(124)，搅拌轴(125)和混合杆(126)，所述的勾兑电机(121)纵向下端

螺钉连接在兑药盖(122)的上部中间部位；所述的兑药盖(122)螺纹连接在药物勾兑箱

(123)的上端进口处；所述的药物勾兑箱(123)的底部左侧出口处螺纹连接带阀门导管

(124)的左上端；所述的搅拌轴(125)的下部外壁横向螺纹连接有混合杆(126)。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水型园林育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可拆卸式防管路堵塞

处理芯结构(13)包括镂空处理筒(131)，网板(132)，防堵过滤芯(133)，密封圈(134)，拆卸

清理盖(135)和快拆螺栓(136)，所述的镂空处理筒(131)纵向螺钉连接在网板(132)之间的

内侧中间部位；所述的防堵过滤芯(133)纵向从左到右依次设置在镂空处理筒(131)的内

部；所述的密封圈(134)胶接在拆卸清理盖(135)的上表面四周；所述的拆卸清理盖(135)的

内部四角部位均螺纹连接有快拆螺栓(136)。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水型园林育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抽水泵(5)和育苗蓄

水箱(1)之间管路连接设置。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水型园林育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支撑架(10)横向左端

螺栓连接在育苗蓄水箱(1)的右上侧中间部位。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水型园林育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勾兑电机(121)的输

出轴贯穿兑药盖(122)的内部中间部位。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水型园林育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搅拌轴(125)的上端

通过联轴器连接勾兑电机(121)的输出轴下端。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水型园林育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带阀门导管(124)的

右端出口处螺纹连接育苗蓄水箱(1)的左侧中下部进口处。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水型园林育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药物勾兑箱(123)纵

向螺栓连接在育苗蓄水箱(1)的左上侧。

9.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节水型园林育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堵过滤芯(133)纵

向从左到右依次螺钉连接在网板(132)之间的内侧。

10.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节水型园林育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镂空处理筒(131)纵

向通过网板(132)安装在育苗蓄水箱(1)的内部中间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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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节水型园林育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园林农具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节水型园林育苗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园林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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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以绿色为基调，点缀着植物的花叶枝果，斑斓色彩，巧妙地结合自然景观，湖光山

色，起伏地形，历史古迹，寺堂庙宇，再建造亭台楼阁水榭桥路等建筑物，集大自然与人文景

观于一体，供人们休闲，旅游，娱乐，运动等，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绿色是生命之色。

[0003] 目前植物生命需要水来维系，园林灌溉既要满足植物需水的要求，又需为园林增

添水景景观。

[0004] 但是现有的育苗装置还存在着浇灌管路容易堵塞，资源浪费严重和不具备喷药功

能的问题。

[0005] 因此，发明一种节水型园林育苗装置显得非常必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节水型园林育苗装置，以解决现有

的育苗装置存在着浇灌管路容易堵塞，资源浪费严重和不具备喷药功能的问题。一种节水

型园林育苗装置，包括育苗蓄水箱，集水斗，支撑腿，移动脚轮，抽水泵，金属软管，连接管

头，喷水排，活动螺栓，支撑架，喷水嘴，育苗喷药勾兑箱结构和可拆卸式防管路堵塞处理芯

结构，所述的育苗蓄水箱的上端进口处螺纹连接有集水斗；所述的育苗蓄水箱的底部四角

部位均通过支撑腿安装有移动脚轮；所述的育苗蓄水箱的右下侧出口处螺栓连接有抽水

泵；所述的金属软管一端螺纹连接抽水泵的上部出口处，另一端螺纹连接连接管头的上端

进口处；所述的连接管头纵向下端螺纹连接在喷水排的左上侧进口处；所述的喷水排横向

左端通过活动螺栓安装在支撑架的内部右端；所述的喷水排的下表面从左到右依次螺纹连

接有喷水嘴；所述的育苗喷药勾兑箱结构和可拆卸式防管路堵塞处理芯结构均与育苗蓄水

箱相连接；所述的育苗喷药勾兑箱结构包括勾兑电机，兑药盖，药物勾兑箱，带阀门导管，搅

拌轴和混合杆，所述的勾兑电机纵向下端螺钉连接在兑药盖的上部中间部位；所述的兑药

盖螺纹连接在药物勾兑箱的上端进口处；所述的药物勾兑箱的底部左侧出口处螺纹连接带

阀门导管的左上端；所述的搅拌轴的下部外壁横向螺纹连接有混合杆。

[0007] 优选的，所述的可拆卸式防管路堵塞处理芯结构包括镂空处理筒，网板，防堵过滤

芯，密封圈，拆卸清理盖和快拆螺栓，所述的镂空处理筒纵向螺钉连接在网板之间的内侧中

间部位；所述的防堵过滤芯纵向从左到右依次设置在镂空处理筒的内部；所述的密封圈胶

接在拆卸清理盖的上表面四周；所述的拆卸清理盖的内部四角部位均螺纹连接有快拆螺

栓。

[0008] 优选的，所述的抽水泵和育苗蓄水箱之间管路连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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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的，所述的支撑架横向左端螺栓连接在育苗蓄水箱的右上侧中间部位。

[0010] 优选的，所述的勾兑电机的输出轴贯穿兑药盖的内部中间部位。

[0011] 优选的，所述的搅拌轴的上端通过联轴器连接勾兑电机的输出轴下端。

[0012] 优选的，所述的带阀门导管的右端出口处螺纹连接育苗蓄水箱的左侧中下部进口

处。

[0013] 优选的，所述的药物勾兑箱纵向螺栓连接在育苗蓄水箱的左上侧。

[0014] 优选的，所述的防堵过滤芯纵向从左到右依次螺钉连接在网板之间的内侧。

[0015] 优选的，所述的镂空处理筒纵向通过网板安装在育苗蓄水箱的内部中间部位。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7] 1.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勾兑电机，兑药盖，药物勾兑箱，带阀门导管，搅拌轴和混

合杆的设置，有利于增加药物勾兑功能，增加喷药功能，可保证育苗幼苗成活率，避免害虫

侵袭。

[0018] 2.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镂空处理筒，网板，防堵过滤芯，密封圈，拆卸清理盖和快

拆螺栓的设置，有利于对收集的雨水或者自来水进行滤杂，避免管路堵塞，保证浇灌效果。

[0019] 3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密封圈，拆卸清理盖和快拆螺栓的设置，有利于拆卸清

理，便于维护。

[0020] 4.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育苗蓄水箱，集水斗，支撑腿和移动脚轮的设置，有利于

移动收集雨水，起到节能作用，避免资源浪费。

[0021] 5.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抽水泵，金属软管，连接管头，喷水排，活动螺栓，支撑架

和喷水嘴的设置，有利于集浇灌与喷药一体化，保证育苗成活效率。

[0022] 6.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密封圈的设置，有利于提高密封效果。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育苗喷药勾兑箱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可拆卸式防管路堵塞处理芯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中：

[0027] 1、育苗蓄水箱；2、集水斗；3、支撑腿；4、移动脚轮；5、抽水泵；6、金属软管；7、连接

管头；8、喷水排；9、活动螺栓；10、支撑架；11、喷水嘴；12、育苗喷药勾兑箱结构；121、勾兑电

机；122、兑药盖；123、药物勾兑箱；124、带阀门导管；125、搅拌轴；126、混合杆；13、可拆卸式

防管路堵塞处理芯结构；131、镂空处理筒；132、网板；133、防堵过滤芯；134、密封圈；135、拆

卸清理盖；136、快拆螺栓。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具体描述，如附图1和附图2所示，一种节水型园

林育苗装置，包括育苗蓄水箱1，集水斗2，支撑腿3，移动脚轮4，抽水泵5，金属软管6，连接管

头7，喷水排8，活动螺栓9，支撑架10，喷水嘴11，育苗喷药勾兑箱结构12和可拆卸式防管路

堵塞处理芯结构13，所述的育苗蓄水箱1的上端进口处螺纹连接有集水斗2；所述的育苗蓄

水箱1的底部四角部位均通过支撑腿3安装有移动脚轮4；所述的育苗蓄水箱1的右下侧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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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螺栓连接有抽水泵5；所述的金属软管6一端螺纹连接抽水泵5的上部出口处，另一端螺纹

连接连接管头7的上端进口处；所述的连接管头7纵向下端螺纹连接在喷水排8的左上侧进

口处；所述的喷水排8横向左端通过活动螺栓9安装在支撑架10的内部右端；所述的喷水排8

的下表面从左到右依次螺纹连接有喷水嘴11；所述的育苗喷药勾兑箱结构12和可拆卸式防

管路堵塞处理芯结构13均与育苗蓄水箱1相连接；所述的育苗喷药勾兑箱结构12包括勾兑

电机121，兑药盖122，药物勾兑箱123，带阀门导管124，搅拌轴125和混合杆126，所述的勾兑

电机121纵向下端螺钉连接在兑药盖122的上部中间部位；所述的兑药盖122螺纹连接在药

物勾兑箱123的上端进口处；所述的药物勾兑箱123的底部左侧出口处螺纹连接带阀门导管

124的左上端；所述的搅拌轴125的下部外壁横向螺纹连接有混合杆126，勾兑药物时，将兑

药盖122从药物勾兑箱123上端取下，将固体以及液体药物倒入药物勾兑箱123内部，再将兑

药盖122和药物勾兑箱123进行连接，通过外部电源驱动勾兑电机121带动搅拌轴125和混合

杆126进行旋转搅拌，可对药物进行混合，开启带阀门导管124的阀门，使得药物进入育苗蓄

水箱1内部，可与水混合，再通过抽水泵5经由金属软管6吸出，再通过连接管头7和喷水排8

经由喷水嘴11喷出，可对幼苗进行喷药，保证幼苗成活率，通过放松活动螺栓9，可进行调节

支撑架10的位置，保证喷药便捷性。

[0029] 本实施方案中，结合附图3所示，所述的可拆卸式防管路堵塞处理芯结构13包括镂

空处理筒131，网板132，防堵过滤芯133，密封圈134，拆卸清理盖135和快拆螺栓136，所述的

镂空处理筒131纵向螺钉连接在网板132之间的内侧中间部位；所述的防堵过滤芯133纵向

从左到右依次设置在镂空处理筒131的内部；所述的密封圈134胶接在拆卸清理盖135的上

表面四周；所述的拆卸清理盖135的内部四角部位均螺纹连接有快拆螺栓136，通过集水斗2

收集的雨水或者自来水可通过育苗蓄水箱1内部的镂空处理筒131，网板132和防堵过滤芯

133进行过滤，收集杂质，避免管路堵塞，经过取下密封圈134，拆卸清理盖135和快拆螺栓

136，可对镂空处理筒131，网板132和防堵过滤芯133进行清理，便于进行操作，保证管路排

水畅通性。

[0030]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抽水泵5和育苗蓄水箱1之间管路连接设置。

[0031]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支撑架10横向左端螺栓连接在育苗蓄水箱1的右上

侧中间部位。

[0032]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勾兑电机121的输出轴贯穿兑药盖122的内部中间

部位。

[0033]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搅拌轴125的上端通过联轴器连接勾兑电机121的

输出轴下端。

[0034]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带阀门导管124的右端出口处螺纹连接育苗蓄水箱

1的左侧中下部进口处。

[0035]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药物勾兑箱123纵向螺栓连接在育苗蓄水箱1的左

上侧。

[0036]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防堵过滤芯133纵向从左到右依次螺钉连接在网板

132之间的内侧。

[0037]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镂空处理筒131纵向通过网板132安装在育苗蓄水

箱1的内部中间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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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拆卸清理盖135通过密封圈134设置在育苗蓄水箱1

的底部出口处，并通过快拆螺栓136紧固连接设置。

[0039]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密封圈134采用橡胶圈，所述的防堵过滤芯133采用

多个圆柱形不锈钢网芯。

[0040]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上部设置的网板132接触在集水斗2的下端。

[0041]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混合杆126采用多个不锈钢杆。

[0042]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喷水嘴11采用多个雾状铝合金喷嘴。

[0043]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勾兑电机121采用775型电动机。

[0044]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抽水泵5采用24V小型吸泵。

[0045] 工作原理

[0046] 本实用新型中，勾兑药物时，将兑药盖122从药物勾兑箱123上端取下，将固体以及

液体药物倒入药物勾兑箱123内部，再将兑药盖122和药物勾兑箱123进行连接，通过外部电

源驱动勾兑电机121带动搅拌轴125和混合杆126进行旋转搅拌，可对药物进行混合，开启带

阀门导管124的阀门，使得药物进入育苗蓄水箱1内部，可与水混合，再通过抽水泵5经由金

属软管6吸出，再通过连接管头7和喷水排8经由喷水嘴11喷出，可对幼苗进行喷药，保证幼

苗成活率，通过放松活动螺栓9，可进行调节支撑架10的位置，保证喷药便捷性，通过集水斗

2收集的雨水或者自来水可通过育苗蓄水箱1内部的镂空处理筒131，网板132和防堵过滤芯

133进行过滤，收集杂质，避免管路堵塞，经过取下密封圈134，拆卸清理盖135和快拆螺栓

136，可对镂空处理筒131，网板132和防堵过滤芯133进行清理，便于进行操作，保证管路排

水畅通性。

[0047] 利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

启发下，设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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