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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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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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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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述卡块(3010)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储水腔(3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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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片(306)与储水腔

(309)之间连通有导管(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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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农药箱(201)的侧壁固定安装有观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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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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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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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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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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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与水腔连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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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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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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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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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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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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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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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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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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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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9430214 B

6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7

CN 109430214 B

7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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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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