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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慧农业温室大棚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智慧农业温室大棚，

涉及智慧农业技术领域，包括竖直杆，所述竖直

杆的顶部拆卸式连接有弧形龙骨，所述竖直杆的

背面拆卸式连接有侧撑杆，所述弧形龙骨的底部

设置有自动浇水机构，所述竖直杆的底部设置有

稳定安装机构。本实用新型通过空气湿度传感器

的设计，可对竖直杆所形成的内腔中的空气湿度

进行监测，空气湿度低至一定的数值后，自动控

制电磁阀和外接的泵机运行，通过通水管向喷洒

盘的内腔中输送浇灌水，随之通过雾化喷头一和

雾化喷头二喷出来对植被进行自动浇水的处理，

避免手动浇水不便于工人日常养护的问题，通过

折管和旋转接头的配合设计，通过出水时的推动

力带动喷洒盘进行旋转，提升本装置浇水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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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慧农业温室大棚，包括竖直杆(1)，其特征在于：所述竖直杆(1)的顶部拆卸式

连接有弧形龙骨(2)，所述竖直杆(1)的背面拆卸式连接有侧撑杆(3)，所述弧形龙骨(2)的

底部设置有自动浇水机构(4)，所述竖直杆(1)的底部设置有稳定安装机构(5)；

所述自动浇水机构(4)包括安装架(41)，所述安装架(41)拆卸式连接在弧形龙骨(2)的

底部，所述安装架(41)的内壁上固定安装有通水管(42)，所述通水管(42)的外壁上固定安

装有空气湿度传感器(43)；

所述稳定安装机构(5)包括拆卸底座(51)，所述拆卸底座(51)拆卸式连接在竖直杆(1)

的底部，所述拆卸底座(51)的内壁上固定安装有固定块(52)，所述固定块(52)的背面转动

连接有转动块(53)，所述转动块(53)的背面固定安装有插杆(5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慧农业温室大棚，其特征在于：所述通水管(42)的顶部

螺纹连接有水管，所述水管的中部固定连接有电磁阀，所述水管远离通水管(42)的一端与

外接水泵的输出管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智慧农业温室大棚，其特征在于：所述通水管(42)的中部

拆卸式连接有过滤筒(44)，所述通水管(42)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旋转接头(45)，所述旋转接

头(45)的底部转动连接有喷洒盘(46)。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智慧农业温室大棚，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筒(44)的内腔

活动安装有过滤网罩(441)，所述过滤筒(44)的侧面固定安装有侧插铜管(442)，所述侧插

铜管(442)的内腔固定安装有电热棒(443)。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智慧农业温室大棚，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洒盘(46)的外壁

上固定连接有折管(461)，所述折管(461)远离喷洒盘(46)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雾化喷头一

(462)，所述喷洒盘(46)的底部固定连接有雾化喷头二(46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慧农业温室大棚，其特征在于：所述插杆(54)的内腔固

定安装有中位杆(541)，所述中位杆(541)的两侧均活动连接有推拉杆(542)，所述推拉杆

(542)的外壁上固定安装有阻力翅(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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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慧农业温室大棚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温室大棚，涉及智慧农业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智慧农业

温室大棚。

背景技术

[0002] 温室大棚又称暖房，能透光、保温，用来栽培植物的设施，在不适宜植物生长的季

节，能提供温室生育期和增加产量，多用于低温季节喜温蔬菜、花卉、林木等植物栽培或育

苗等，温室的种类多，依不同的屋架材料、采光材料、外形及加温条件等又可分为很多种类。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以下问题：

[0003] 1、常见的温室大棚不具备自动浇水的功能，在对植被浇水时还需工人手动操作装

置来进行浇水，不便于工人的日常养护，有待改进；

[0004] 2、常见的温室大棚固定的效果较差，若安装在土质松软的地面上或遇到强风，大

棚极易出现倒塌的情况，安全性较差。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智慧农业温室大棚，其中一种目的是为了具备自动浇水的功

能，解决手动操作装置来进行浇水，不便于工人日常养护的问题；其中另一种目的是为了解

决若安装在土质松软的地面上或遇到强风，大棚极易出现倒塌情况的问题，以达到提升温

室大棚固定效果的效果。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智慧农业温室大棚，包括竖直杆，所述竖直杆的顶部拆卸式连接有弧形龙骨，

所述竖直杆的背面拆卸式连接有侧撑杆，所述弧形龙骨的底部设置有自动浇水机构，所述

竖直杆的底部设置有稳定安装机构。

[0008] 所述自动浇水机构包括安装架，所述安装架拆卸式连接在弧形龙骨的底部，所述

安装架的内壁上固定安装有通水管，所述通水管的外壁上固定安装有空气湿度传感器。

[0009] 所述稳定安装机构包括拆卸底座，所述拆卸底座拆卸式连接在竖直杆的底部，所

述拆卸底座的内壁上固定安装有固定块，所述固定块的背面转动连接有转动块，所述转动

块的背面固定安装有插杆。

[0010]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通水管的顶部螺纹连接有水管，所

述水管的中部固定连接有电磁阀，所述水管远离通水管的一端与外接水泵的输出管固定连

接。

[0011]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通水管的中部拆卸式连接有过滤

筒，所述通水管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旋转接头，所述旋转接头的底部转动连接有喷洒盘。

[0012]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过滤筒的内腔活动安装有过滤筒，

所述过滤筒的侧面固定安装有侧插铜管，所述侧插铜管的内腔固定安装有电热棒。

[0013]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喷洒盘的外壁上固定连接有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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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折管远离喷洒盘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雾化喷头一，所述喷洒盘的底部固定连接有雾化喷

头二。

[0014]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插杆的内腔固定安装有中位杆，所

述中位杆的两侧均活动连接有推拉杆，所述推拉杆的外壁上固定安装有阻力翅。

[0015]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相对现有技术来说，取得的技术进步是：

[0016] 1、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智慧农业温室大棚，采用空气湿度传感器、电磁阀、喷洒

盘、折管、雾化喷头一和雾化喷头二的结合，通过空气湿度传感器的设计，可对竖直杆所形

成的内腔中的空气湿度进行监测，空气湿度低至一定的数值后，自动控制电磁阀和外接的

泵机运行，通过通水管向喷洒盘的内腔中输送浇灌水，随之通过雾化喷头一和雾化喷头二

喷出来对植被进行自动浇水的处理，避免手动浇水不便于工人日常养护的问题，通过折管

和旋转接头的配合设计，通过出水时的推动力带动喷洒盘进行旋转，提升本装置浇水的效

果。

[0017] 2、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智慧农业温室大棚，采用拆卸底座、固定块、转动块和插杆

的结合，将拆卸底座的底部拆卸掉，通过固定块和转动块的设计，将插杆旋转至竖直方向，

然后将推拉杆向插杆的外壁方向推动，使得阻力翅从插杆的内腔中伸展出，然后将稳定安

装机构整体埋藏在地面之内，即可提升本装置的固定效果，避免安装在土质松软的地面上

或遇到强风会导致大棚极易出现倒塌情况的问题，增加大棚的稳定性，提升本装置的安全

性。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自动浇水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过滤筒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喷洒盘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拆卸底座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插杆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1、竖直杆；2、弧形龙骨；3、侧撑杆；

[0025] 4、自动浇水机构；41、安装架；42、通水管；43、空气湿度传感器；44、过滤筒；441、过

滤网罩；442、侧插铜管；443、电热棒；45、旋转接头；46、喷洒盘；461、折管；462、雾化喷头一；

463、雾化喷头二；

[0026] 5、稳定安装机构；51、拆卸底座；52、固定块；53、转动块；54、插杆；541、中位杆；

542、推拉杆；543、阻力翅。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8] 实施例1

[0029] 如图1‑6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智慧农业温室大棚，包括竖直杆1，竖直杆1

的顶部拆卸式连接有弧形龙骨2，竖直杆1的背面拆卸式连接有侧撑杆3，弧形龙骨2的底部

设置有自动浇水机构4，竖直杆1的底部设置有稳定安装机构5，自动浇水机构4包括安装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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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安装架41拆卸式连接在弧形龙骨2的底部，安装架41的内壁上固定安装有通水管42，通

水管42的外壁上固定安装有空气湿度传感器43，稳定安装机构5包括拆卸底座51，拆卸底座

51拆卸式连接在竖直杆1的底部，拆卸底座51的内壁上固定安装有固定块52，固定块52的背

面转动连接有转动块53，转动块53的背面固定安装有插杆54，通过空气湿度传感器43的设

计，可对竖直杆1所形成的内腔中的空气湿度进行监测，空气湿度低至一定的数值后，自动

控制电磁阀和外接的泵机运行，通过通水管42向喷洒盘46的内腔中输送浇灌水，随之通过

雾化喷头一462和雾化喷头二463喷出来对植被进行自动浇水的处理。

[0030] 实施例2

[0031] 如图1‑6所示，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优选的，通水

管42的顶部螺纹连接有水管，水管的中部固定连接有电磁阀，水管远离通水管42的一端与

外接水泵的输出管固定连接，通水管42的中部拆卸式连接有过滤筒44，通水管42的底部固

定连接有旋转接头45，旋转接头45的底部转动连接有喷洒盘46，过滤筒44的内腔活动安装

有过滤网罩441，过滤筒44的侧面固定安装有侧插铜管442，侧插铜管442的内腔固定安装有

电热棒443，通过过滤网罩441的设计，可对浇灌水进行过滤处理，避免浇灌水内部的杂质造

成雾化喷头一462或雾化喷头二463的内部出现堵塞的问题，在需要对浇灌水进行加热时，

控制电热棒443工作，即可对浇灌水进行加热，便于日常养护的使用。

[0032] 实施例3

[0033] 如图1‑6所示，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优选的，喷洒

盘46的外壁上固定连接有折管461，折管461远离喷洒盘46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雾化喷头一

462，喷洒盘46的底部固定连接有雾化喷头二463，插杆54的内腔固定安装有中位杆541，中

位杆541的两侧均活动连接有推拉杆542，推拉杆542的外壁上固定安装有阻力翅543，移动

推拉杆542，即可带动阻力翅543从插杆54的侧面移动出，提升插杆54和泥土的接触面积，增

大阻力，提升本装置安装的稳定性，通过折管461和旋转接头45的配合设计，通过出水时的

推动力带动喷洒盘46进行旋转，提升本装置浇水的效果。

[0034] 下面具体说一下该智慧农业温室大棚的工作原理。

[0035] 如图1‑6所示，在使用前，首先将拆卸底座51的底部拆卸掉，然后将插杆54旋转至

竖直方向，再将阻力翅543从插杆54的内腔中推送出，最终将稳定安装机构5整体埋藏在地

面之内，随之对竖直杆1、弧形龙骨2和侧撑杆3进行拼接安装，把薄膜覆盖在竖直杆1的外壁

上即完成对本装置的稳固安装，在使用时，通过空气湿度传感器43的设计，可对竖直杆1所

形成的内腔中的空气湿度进行监测，空气湿度低至一定的数值后，自动控制电磁阀和外接

的泵机运行，通过通水管42向喷洒盘46的内腔中输送浇灌水，随之通过雾化喷头一462和雾

化喷头二463喷出来对植被进行自动浇水的处理。

[0036] 上文一般性的对本实用新型做了详尽的描述，但在本实用新型基础上，可以对之

做一些修改或改进，这对于技术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不脱离本实用

新型思想精神的修改或改进，均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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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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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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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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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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