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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适用于园艺除虫领域，提供了一种园

艺除虫剂喷洒装置，包括：控制箱，所述控制箱侧

部安装有握把，所述控制箱顶部安装有背带，所

述控制箱内部安装有水箱，所述水箱顶部安装有

进料口，所述水箱内部设有除虫剂，所述控制箱

内位于水箱侧部安装有添料装置，所述水箱内安

装有水泵，所述水泵上连接有水管，所述水管另

一端安装有喷头，所述水管上安装有往复装置，

所述往复装置与控制箱之间安装有伸缩装置，该

装置通过附加伸缩装置，使喷洒装置的长度可以

随意调节，以此来扩大喷洒范围，同时附加往复

装置，使喷头可以进行往复式运动，使喷洒的效

果更好，兼顾性更强，且在水箱旁附加添料装置，

通过气压的方式自动补料，增加除虫剂的浓度，

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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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园艺除虫剂喷洒装置，包括：控制箱（1），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箱（1）侧部安装

有握把（2），所述控制箱（1）顶部安装有背带（3），所述控制箱（1）内部安装有水箱（4），所述

水箱（4）顶部安装有进料口（5），所述水箱（4）内部设有除虫剂，所述控制箱（1）内位于水箱

（4）侧部安装有添料装置（6），所述水箱（4）内安装有水泵（7），所述水泵（7）上连接有水管

（10），所述水管（10）另一端安装有喷头（11），所述水管（10）上安装有往复装置（8），所述往

复装置（8）与控制箱（1）之间安装有伸缩装置（9）；

所述添料装置（6）包括添料箱（61），所述添料箱（61）内安装有抽水管（62），所述抽水管

（62）外部套设有套筒（63），所述套筒（63）底部与添料箱（61）之间设有第二弹簧（615），所述

套筒（63）顶部安装有下压块（64），所述套筒（63）内部设有第一套槽（65）和第二套槽（66），

所述第一套槽（65）和第二套槽（66）之间设有连通槽（67），所述第一套槽（65）和第二套槽

（66）内部设有第一挡球（68）和第二挡球（69），所述抽水管（62）位于第二套槽（66）内部，所

述第一套槽（65）上方连接有出料管（610），所述出料管（610）位于进料口（5）正上方；所述控

制箱（1）上安装有第一电机（611），所述第一电机（611）上安装有旋转杆（612），所述旋转杆

（612）另一端安装有第一转盘（613），所述第一转盘（613）另一面安装有导向台（614），所述

导向台（614）与下压块（64）相配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园艺除虫剂喷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挡球（68）的外径

大于连通槽（67）的内径，所述第二挡球（69）的外径大于抽水管（62）的内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园艺除虫剂喷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套槽（66）与抽水

管（62）之间为密封式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园艺除虫剂喷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伸缩装置（9）包括控

制块（91），所述控制块（91）与控制箱（1）侧壁固定连接，所述控制块（91）上安装有第一挡柱

（92），所述控制块（91）上安装有第二电机（93），所述第二电机（93）上安装有第二转盘（94），

所述控制块（91）顶部两侧安装有第三转盘（95），所述控制块（91）两侧开有第一滑槽（96），

所述第一滑槽（96）内部设有第一滑块（97），所述第一滑块（97）上安装有第一滑板（98），所

述第一滑板（98）之间安装有第一连接板（99），所述第一滑板（98）上轴承连接有第四转盘

（910）和第五转盘（911），所述第一滑板（98）上安装有第一限位杆（912）和第二挡柱（913），

所述第一滑板（98）侧部开有第二滑槽（914），所述第二滑槽（914）内部设有第二滑块（915），

所述第二滑块（915）上安装有第二滑板（916），所述第二滑板（916）之间安装有第二连接板

（917），所述第二滑板（916）上轴承连接有第六转盘（918）和第七转盘（919），所述第二滑板

（916）上安装有第二限位杆（920）和第三挡柱（921），所述第二滑板（916）侧部开有第三滑槽

（922），所述第三滑槽（922）内部设有第三滑块（923），所述第三滑块（923）上安装有第三滑

板（924），所述第三滑板（924）之间安装有第三连接板（925），所述第三滑板（924）上安装有

第三限位杆（926）；所述第二转盘（94）上固定安装有连动绳（927），所述连动绳（927）与第三

转盘（95）、第四转盘（910）、第五转盘（911）、第六转盘（918）和第七转盘（919）相互配合，所

述连动绳（927）另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三滑板（924）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园艺除虫剂喷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滑块（97）、第二

滑块（915）、第三滑块（923）、第一滑槽（96）、第二滑槽（914）和第三滑槽（922）的形状为梯

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园艺除虫剂喷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往复装置（8）包括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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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箱（81），所述往复箱（81）内壁安装有第一固定杆（82）和第二固定杆（83），所述第一固定

杆（82）和第二固定杆（83）上套接有往复块（84），所述往复块（84）内部安装有导杆（85），所

述导杆（85）上轴承连接有第一转动轮（86），所述往复块（84）中部开有通槽（87），所述通槽

（87）内壁两侧安装有弹簧（88），所述弹簧（88）另一端安装有连接板（89），所述连接板（89）

中部轴承连接有第二转动轮（810）；所述往复箱（81）底部安装有第一支撑柱（811）和第二支

撑柱（812），所述第一支撑柱（811）上安装有第三电机（813），所述第三电机（813）和第二支

撑柱（812）上分别安装有第八转盘（814）和第九转盘（815），所述第八转盘（814）和第九转盘

（815）之间设有连动带（816），所述连动带（816）穿过往复块（84）内部，所述第八转盘（814）

和第九转盘（815）之间偏心安装有推动杆（817），所述推动杆（817）穿过通槽（87）内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园艺除虫剂喷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推动杆（817）的长度

与第八转盘（814）圆心处和第九转盘（815）圆心处之间的距离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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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园艺除虫剂喷洒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园艺除虫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园艺除虫剂喷洒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园艺，又称园地栽培，是指果树、蔬菜和观赏植物的栽培、繁育技术和生产经营方

法。园艺简单地说是指关于花卉、蔬菜、果树之类作物的栽培方法。确切来说是指有关蔬菜、

果树、花卉、食用菌、观赏树木等的栽培和繁育的技术，一般比较精细。相应地分为果树园

艺、蔬菜园艺和观赏园艺。从字面上来看，园艺一词是“园”加“艺”的集合，“园”字在这里的

意思是指种植蔬菜、花木的地方，“艺”字则是指技能、技术。“艺”字作为动词时，本义是“种

植”的意思。园艺一词，原指在围篱保护的园囿内进行的植物栽培。现代园艺虽早已打破了

这种局限，但仍是比其他作物种植更为集约的栽培经营方式园艺业是农业中种植业的组成

部分，园艺生产对于丰富人类营养和美化、改造人类生存环境有重要意义。

[0003] 在园地栽培的过程中，会有大量的害虫来侵蚀蔬果，所以需要定期对蔬果喷洒除

虫剂，现有的除虫剂喷洒装置的工作范围有限，不利于大范围的喷洒除虫剂，且在不能往复

式的移动喷头，无法兼顾到果园的每一个位置，导致除虫剂的喷洒效果变差，且在喷洒的过

程中，面对不同的蔬果需要调节除虫剂的浓度，现有的装置无法自动调节，只能重新进行配

方。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以自动调节，功能更加完善的园艺除虫剂喷

洒装置，旨在解决现有的除虫剂喷洒装置的工作范围有限，不利于大范围的喷洒除虫剂，且

在不能往复式的移动喷头，无法兼顾到果园的每一个位置，导致除虫剂的喷洒效果变差，且

在喷洒的过程中，面对不同的蔬果需要调节除虫剂的浓度，现有的装置无法自动调节，只能

重新进行配方的问题。

[0005] 本发明实施例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园艺除虫剂喷洒装置，包括：控制箱，所述控制

箱侧部安装有握把，所述控制箱顶部安装有背带，所述控制箱内部安装有水箱，所述水箱顶

部安装有进料口，所述水箱内部设有除虫剂，所述控制箱内位于水箱侧部安装有添料装置，

所述水箱内安装有水泵，所述水泵上连接有水管，所述水管另一端安装有喷头，所述水管上

安装有往复装置，所述往复装置与控制箱之间安装有伸缩装置。

[0006] 优选地，所述添料装置包括添料箱，所述添料箱内安装有抽水管，所述抽水管外部

套设有套筒，所述套筒底部与添料箱之间设有第二弹簧，所述套筒顶部安装有下压块，所述

套筒内部设有第一套槽和第二套槽，所述第一套槽和第二套槽之间设有连通槽，所述第一

套槽和第二套槽内部设有第一挡球和第二挡球，所述抽水管位于第二套槽内部，所述第一

套槽上方连接有出料管，所述出料管位于进料口正上方；所述控制箱上安装有第一电机，所

述第一电机上安装有旋转杆，所述旋转杆另一端安装有第一转盘，所述第一转盘另一面安

装有导向台，所述导向台与下压块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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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优选地，所述第一挡球的外径大于连通槽的内径，所述第二挡球的外径大于抽水

管的内径。

[0008] 优选地，所述第二套槽与抽水管之间为密封式连接。

[0009] 优选地，所述伸缩装置包括控制块，所述控制块与控制箱侧壁固定连接，所述控制

块上安装有第一挡柱，所述控制块上安装有第二电机，所述第二电机上安装有第二转盘，所

述控制块顶部两侧安装有第三转盘，所述控制块两侧开有第一滑槽，所述第一滑槽内部设

有第一滑块，所述第一滑块上安装有第一滑板，所述第一滑板之间安装有第一连接板，所述

第一滑板上轴承连接有第四转盘和第五转盘，所述第一滑板上安装有第一限位杆和第二挡

柱，所述第一滑板侧部开有第二滑槽，所述第二滑槽内部设有第二滑块，所述第二滑块上安

装有第二滑板，所述第二滑板之间安装有第二连接板，所述第二滑板上轴承连接有第六转

盘和第七转盘，所述第二滑板上安装有第二限位杆和第三挡柱，所述第二滑板侧部开有第

三滑槽，所述第三滑槽内部设有第三滑块，所述第三滑块上安装有第三滑板，所述第三滑板

之间安装有第三连接板，所述第三滑板上安装有第三限位杆；所述第二转盘上固定安装有

连动绳，所述连动绳与第三转盘、第四转盘、第五转盘、第六转盘和第七转盘相互配合，所述

连动绳另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三滑板上。

[0010] 优选地，所述第一滑块、第二滑块、第三滑块、第一滑槽、第二滑槽和第三滑槽的形

状为梯形。

[0011] 优选地，所述往复装置包括往复箱，所述往复箱内壁安装有第一固定杆和第二固

定杆，所述第一固定杆和第二固定杆上套接有往复块，所述往复块内部安装有导杆，所述导

杆上轴承连接有第一转动轮，所述往复块中部开有通槽，所述通槽内壁两侧安装有弹簧，所

述弹簧另一端安装有连接板，所述连接板中部轴承连接有第二转动轮；所述往复箱底部安

装有第一支撑柱和第二支撑柱，所述第一支撑柱上安装有第三电机，所述第三电机和第二

支撑柱上分别安装有第八转盘和第九转盘，所述第八转盘和第九转盘之间设有连动带，所

述连动带穿过往复块内部，所述第八转盘和第九转盘之间偏心安装有推动杆，所述推动杆

穿过通槽内部。

[0012] 优选地，所述推动杆的长度与第八转盘圆心处和第九转盘圆心处之间的距离相

等。

[0013]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可以自动调节，功能更加完善的园艺除虫剂喷洒装置，

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4] 该装置通过附加伸缩装置，使喷洒装置的长度可以随意调节，以此来扩大喷洒范

围，同时附加往复装置，使喷头可以进行往复式运动，使喷洒的效果更好，兼顾性更强，且在

水箱旁附加添料装置，通过气压的方式来自动补料，增加除虫剂的浓度，方便快捷，适用性

广。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园艺除虫剂喷洒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园艺除虫剂喷洒装置添料装置的正视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园艺除虫剂喷洒装置添料装置导向台的立体结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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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园艺除虫剂喷洒装置伸缩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园艺除虫剂喷洒装置伸缩装置的工作状态图。

[0020]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园艺除虫剂喷洒装置伸缩装置的侧视图。

[0021]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园艺除虫剂喷洒装置往复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中：1、控制箱；2、握把；3、背带；4、水箱；5、进料口；6、添料装置；61、添料箱；

62、抽水管；63、套筒；64、下压块；65、第一套槽；66、第二套槽；67、连通槽；68、第一挡球；69、

第二挡球；610、出料管；611、第一电机；612、旋转杆；613、第一转盘；614、导向台；615、第二

弹簧；7、水泵；8、往复装置；81、往复箱；82、第一固定杆；83、第二固定杆；84、往复块；85、导

杆；86、第一转动轮；87、通槽；88、弹簧；89、连接板；810、第二转动轮；811、第一支撑柱；812、

第二支撑柱；813、第三电机；814、第八转盘；815、第九转盘；816、连动带；817、推动杆；9、伸

缩装置；91、控制块；92、第一挡柱；93、第二电机；94、第二转盘；95、第三转盘；96、第一滑槽；

97、第一滑块；98、第一滑板；99、第一连接板；910、第四转盘；911、第五转盘；912、第一限位

杆；913、第二挡柱；914、第二滑槽；915、第二滑块；916、第二滑板；917、第二连接板；918、第

六转盘；919、第七转盘；920、第二限位杆；921、第三挡柱；922、第三滑槽；923、第三滑块；

924、第三滑板；925、第三连接板；926、第三限位杆；927、连动绳；10、水管；11、喷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4]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现进行详细描述。

[0025] 如图1所示，在本发明实施例中，包括：控制箱1，所述控制箱1侧部安装有握把2，所

述控制箱1顶部安装有背带3，所述控制箱1内部安装有水箱4，所述水箱4顶部安装有进料口

5，所述水箱4内部设有除虫剂，所述控制箱1内位于水箱4侧部安装有添料装置6，所述水箱4

内安装有水泵7，所述水泵7上连接有水管10，所述水管10另一端安装有喷头11，所述水管10

上安装有往复装置8，所述往复装置8与控制箱1之间安装有伸缩装置9。

[0026] 使用时，将背带3跨在肩膀上，握住握把2，通过水泵7抽取水箱4内部的除虫剂，通

过喷头11喷洒出来，完成除虫剂的喷洒工作。

[0027] 实施例1：

[0028] 如图2和图3所示，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添料装置6包括添料箱61，所述添料箱

61内安装有抽水管62，所述抽水管62外部套设有套筒63，所述套筒63底部与添料箱61之间

设有第二弹簧615，所述套筒63顶部安装有下压块64，所述套筒63内部设有第一套槽65和第

二套槽66，所述第一套槽65和第二套槽66之间设有连通槽67，所述第一套槽65和第二套槽

66内部设有第一挡球68和第二挡球69，所述抽水管62位于第二套槽66内部，所述第一套槽

65上方连接有出料管610，所述出料管610位于进料口5正上方；所述控制箱1上安装有第一

电机611，所述第一电机611上安装有旋转杆612，所述旋转杆612另一端安装有第一转盘

613，所述第一转盘613另一面安装有导向台614，所述导向台614与下压块64相配合。

[0029] 使用时，启动第一电机611，第一电机611会通过第一转盘613带动导向台614旋转，

当导向台614与下压块64相接触时，会带动下整个套筒63下移，此时在气压的作用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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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球68会被第二套槽66内部的液体推起，随着套筒63的下压，液体会通过第一套槽65和出

料管610，进入水箱4中，当导向台614与下压块64相脱离后，在第二弹簧615的作用下，套筒

63会向上抬起，此时第一挡球68会复位，挡柱连通槽67，第二挡球69会抬起，通过抽水管62

将添料箱61内的液体抽取到第二套槽66内，等待下次运转，以此来完成逐步添料的工作，来

调节除虫剂的浓度。

[0030]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第一挡球68的外径大于连通槽67的内径，所述第二挡球

69的外径大于抽水管62的内径，确保第一挡球68可以挡柱连通槽67，第二挡球69可以挡柱

抽水管62，使内部的气压稳定。

[0031]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第二套槽66与抽水管62之间为密封式连接，确保内部的

气压可以稳定，不会出现漏气的状态。

[0032] 实施例2：

[0033] 如图4至图6所示，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伸缩装置9包括控制块91，所述控制块

91与控制箱1侧壁固定连接，所述控制块91上安装有第一挡柱92，所述控制块91上安装有第

二电机93，所述第二电机93上安装有第二转盘94，所述控制块91顶部两侧安装有第三转盘

95，所述控制块91两侧开有第一滑槽96，所述第一滑槽96内部设有第一滑块97，所述第一滑

块97上安装有第一滑板98，所述第一滑板98之间安装有第一连接板99，所述第一滑板98上

轴承连接有第四转盘910和第五转盘911，所述第一滑板98上安装有第一限位杆912和第二

挡柱913，所述第一滑板98侧部开有第二滑槽914，所述第二滑槽914内部设有第二滑块915，

所述第二滑块915上安装有第二滑板916，所述第二滑板916之间安装有第二连接板917，所

述第二滑板916上轴承连接有第六转盘918和第七转盘919，所述第二滑板916上安装有第二

限位杆920和第三挡柱921，所述第二滑板916侧部开有第三滑槽922，所述第三滑槽922内部

设有第三滑块923，所述第三滑块923上安装有第三滑板924，所述第三滑板924之间安装有

第三连接板925，所述第三滑板924上安装有第三限位杆926；所述第二转盘94上固定安装有

连动绳927，所述连动绳927与第三转盘95、第四转盘910、第五转盘911、第六转盘918和第七

转盘919相互配合，所述连动绳927另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三滑板924上。

[0034] 使用时，启动第二电机93，第二电机93会带动第二转盘94旋转，将连动绳927缠绕

在第二转盘94上，受到连动绳927拉力，第三转盘95、第四转盘910、第五转盘911、第六转盘

918和第七转盘919会开始旋转，同时连动绳927会将第三滑板924，第二滑板916和第一滑板

98拉起，使之逐步运动，并通过第一限位杆912和第一挡柱92、第二限位杆920和第二挡柱

913、第三限位杆926和第三挡柱921来限制位移的极限距离，即由图4所示状态运转至图5所

示状态，晚上长度的调节工作。

[0035]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第一滑块97、第二滑块915、第三滑块923、第一滑槽96、第

二滑槽914和第三滑槽922的形状为梯形，梯形可以防止第一滑块97、第二滑块915、第三滑

块923从第一滑槽96、第二滑槽914和第三滑槽922脱离。

[0036] 实施例3：

[0037] 如图1和图7所示，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往复装置8包括往复箱81，所述往复箱

81内壁安装有第一固定杆82和第二固定杆83，所述第一固定杆82和第二固定杆83上套接有

往复块84，所述往复块84内部安装有导杆85，所述导杆85上轴承连接有第一转动轮86，所述

往复块84中部开有通槽87，所述通槽87内壁两侧安装有弹簧88，所述弹簧88另一端安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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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板89，所述连接板89中部轴承连接有第二转动轮810；所述往复箱81底部安装有第一支

撑柱811和第二支撑柱812，所述第一支撑柱811上安装有第三电机813，所述第三电机813和

第二支撑柱812上分别安装有第八转盘814和第九转盘815，所述第八转盘814和第九转盘

815之间设有连动带816，所述连动带816穿过往复块84内部，所述第八转盘814和第九转盘

815之间偏心安装有推动杆817，所述推动杆817穿过通槽87内部。

[0038] 使用时，启动第三电机813，第三电机813会带动第八转盘814、第九转盘815和连动

带816运动，同时会带动推动杆817运动，由于推动杆817属于偏心安装，则当推动杆817运动

至左端时，会通过通槽87和第二转动轮810推动往复块84向左侧偏移，此时左侧的第一转动

轮86会与左侧的连动带816相接触，并在摩擦力的作用下带动往复块84运动，当推动杆817

运动至右端时，会通过通槽87和第二转动轮810推动往复块84向右侧偏移，此时左侧的第一

转动轮86会与右侧的连动带816相接触，并在摩擦力的作用下带动往复块84反向运动，如此

往复，完成往复运动。

[0039]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推动杆817的长度与第八转盘814圆心处和第九转盘815

圆心处之间的距离相等，确保推动杆817可以正常旋转。

[004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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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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