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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肥药混合滴灌一体化增压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肥药混合滴灌一体化增

压装置，该装置包括水肥混合桶、水药混合桶和

增压水泵，通过管道将水肥混合桶、水药混合桶

和增压水泵按照指定结构连通起来，通过在管道

上安装电磁阀进行控制各管路的开起和关闭，通

过增压水泵向水肥混合桶或水药混合桶内注水，

同时通过增压水泵将混合好的水肥混合液或者

水药混合液增压注入到滴灌带内进行滴灌施肥

或施药，通过本实用新型即可实现水肥药混合滴

灌一体化增压控制，结构紧凑易控制，省去常规

水肥药混合滴灌管路的繁琐，减少管道的使用量

降低制造成本，便于实施和推广。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3页

CN 210726004 U

2020.06.12

CN
 2
10
72
60
04
 U



1.水肥药混合滴灌一体化增压装置，该装置包括水肥混合桶、水药混合桶和增压水泵，

其特征是：

所述的水肥混合桶与第一水肥管接通，在第一水肥管上串联安装有电磁阀A，第一水肥

管通过第一三通管接头与第一混合管接通，在第一混合管上串联安装有电磁阀B，第一混合

管通过第二三通管接头与第一水管接通，在第一水管上串联安装有电磁阀C，且第一水管的

自由端连接有双通管接头；

所述的水药混合桶与第一水药管接通，在第一水药管上串联安装有电磁阀D，第一水药

管通过第三三通管接头与第三水管接通，在第三水管上串联安装有电磁阀E，第三水管通过

第四三通管接头与第三混合管接通，在第三混合管上串联安装有电磁阀F，第三混合管通过

第五三通管接头与第四混合管接通，第四混合管的自由端通过第六三通管接头分别与总进

水管和总出水管接通；

所述的第一三通管接头与第三三通管接头之间通过第二水药管接通，第二三通管接头

和第四三通管接头之间通过第二混合管接通，在第二混合管上串联安装有增压水泵，双通

管接头与第五三通管接头之间通过第二水管接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肥药混合滴灌一体化增压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第三混合

管上还串联安装有过滤器，过滤器和电磁阀F自第四三通管接头所在端起依次串联在第三

混合管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肥药混合滴灌一体化增压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第三混合

管上还串联安装有流量计，该流量节位于过滤器和电磁阀F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肥药混合滴灌一体化增压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水肥混合

桶上安装有搅拌电机甲，搅拌电机甲的输出轴同轴固定有伸入水肥混合桶内的搅拌棒甲。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肥药混合滴灌一体化增压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水药混合

桶上安装有搅拌电机乙，搅拌电机乙的输出轴同轴固定有伸入水药混合桶内的搅拌棒乙。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肥药混合滴灌一体化增压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总出水管

上串联安装有电磁阀G。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肥药混合滴灌一体化增压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总进水管

上串联安装有电磁阀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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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肥药混合滴灌一体化增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灌溉设备的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水肥药混合滴灌一体化增压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滴灌是利用管道将水通过直径较小的毛管上的孔口或滴头送到作物根部进行局

部灌溉，它是目前干旱缺水地区最有效的一种节水灌溉方式，水的利用率可达95%，滴灌相

对于喷灌具有更好的节水增产效果，可适用于果树、蔬菜、经济作物以及温室大棚灌溉，滴

灌不破坏土壤结构，土壤内部水、肥、气、热经常保持适宜于作物生长的良好状况，蒸发损失

小，不产生地面径流，几乎没有深层渗漏，是一种非常节水的灌水方式，滴灌的主要特点是

灌水量小，灌水器每小时流量为2-12升，因此，一次灌水延续时间较长，灌水的周期短，可以

做到小水勤灌，需要的工作压力低，能够较准确地控制灌水量，可减少无效的棵间蒸发，不

会造成水的浪费，同时滴灌可以结合施肥或者施药，可提高肥效或者药效一倍以上，但是，

现有技术中通过滴灌进行施肥或者施药的过程较为复杂，尤其是水、肥混合并滴灌或者是

水、药混合并滴灌，均需要至少两套输送增压设备进行注水增压和滴灌增压，管路布置十分

复杂，成本高且难以系统化控制，因此，亟需一种水肥药混合滴灌一体化增压设备。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水肥药混合滴灌一体化增压装置。

[0004] 具体内容如下：水肥药混合滴灌一体化增压装置，该装置包括水肥混合桶、水药混

合桶和增压水泵，其特征是：

[0005] 所述的水肥混合桶与第一水肥管接通，在第一水肥管上串联安装有电磁阀A，第一

水肥管通过第一三通管接头与第一混合管接通，在第一混合管上串联安装有电磁阀B，第一

混合管通过第二三通管接头与第一水管接通，在第一水管上串联安装有电磁阀C，且第一水

管的自由端连接有双通管接头；

[0006] 所述的水药混合桶与第一水药管接通，在第一水药管上串联安装有电磁阀D，第一

水药管通过第三三通管接头与第三水管接通，在第三水管上串联安装有电磁阀E，第三水管

通过第四三通管接头与第三混合管接通，在第三混合管上串联安装有电磁阀F，第三混合管

通过第五三通管接头与第四混合管接通，第四混合管的自由端通过第六三通管接头分别与

总进水管和总出水管接通；

[0007] 所述的第一三通管接头与第三三通管接头之间通过第二水药管接通，第二三通管

接头和第四三通管接头之间通过第二混合管接通，在第二混合管上串联安装有增压水泵，

双通管接头与第五三通管接头之间通过第二水管接通。

[0008] 优选的，所述的第三混合管上还串联安装有过滤器，过滤器和电磁阀F自第四三通

管接头所在端起依次串联在第三混合管上。

[0009] 优选的，所述的第三混合管上还串联安装有流量计，该流量节位于过滤器和电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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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F之间。

[0010] 优选的，所述的水肥混合桶上安装有搅拌电机甲，搅拌电机甲的输出轴同轴固定

有伸入水肥混合桶内的搅拌棒甲。

[0011] 优选的，所述的水药混合桶上安装有搅拌电机乙，搅拌电机乙的输出轴同轴固定

有伸入水药混合桶内的搅拌棒乙。

[0012] 优选的，所述的总出水管上串联安装有电磁阀G。

[0013] 优选的，所述的总进水管上串联安装有电磁阀H。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

[0015] 本实用新型是水肥药混合滴灌一体化增压装置，该装置包括水肥混合桶、水药混

合桶和增压水泵，通过管道将水肥混合桶、水药混合桶和增压水泵按照指定结构连通起来，

通过在管道上安装电磁阀进行控制各管路的开起和关闭，通过一个增压水泵向水肥混合桶

或水药混合桶内注水，同时通过增压水泵将混合好的水肥混合液或者水药混合液增压注入

到滴灌带内进行滴灌施肥或施药，通过本实用新型的即可实现水肥药混合滴灌一体化增压

控制，结构紧凑易控制，省去常规水肥药混合滴灌管路的繁琐，减少管道的使用量降低制造

成本，便于实施和推广。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水肥药混合滴灌一体化增压装置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水肥混合滴灌（水药混合滴灌与此相同）的流程图；

[0018] 图3为实施例中的控制系统图；

[0019] 图中：11.水肥混合桶、12.搅拌电机甲、13.搅拌棒甲、14.第一水肥管、141.电磁阀

A、15.第一三通管接头、16.第一混合管、161.电磁阀B、17.第二三通管接头、18.第一水管、

181.电磁阀C、19.双通管接头、21.第二水药管、22.增压水泵、23.第二混合管、24.第二水

管、31.水药混合桶、32.搅拌电机乙、33.搅拌棒乙、34.第一水药管、341.电磁阀D、35.第三

三通管接头、36.第三水管、361.电磁阀E、37.第四三通管接头、38.第三混合管、381.过滤

器、382.流量计、383.电磁阀F、39.第五三通管接头、41.第四混合管、42.第六三通管接头、

43.总出水管、431.电磁阀G、44.总进水管、441.电磁阀H。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实施例一，参见图1-3，水肥药混合滴灌一体化增压装置，该装置包括水肥混合桶、

水药混合桶和增压水泵；

[0021] 所述的水肥混合桶与第一水肥管接通，在第一水肥管上串联安装有电磁阀A，第一

水肥管通过第一三通管接头与第一混合管接通，在第一混合管上串联安装有电磁阀B，第一

混合管通过第二三通管接头与第一水管接通，在第一水管上串联安装有电磁阀C，且第一水

管的自由端连接有双通管接头；

[0022] 所述的水药混合桶与第一水药管接通，在第一水药管上串联安装有电磁阀D，第一

水药管通过第三三通管接头与第三水管接通，在第三水管上串联安装有电磁阀E，第三水管

通过第四三通管接头与第三混合管接通，在第三混合管上串联安装有电磁阀F，第三混合管

通过第五三通管接头与第四混合管接通，第四混合管的自由端通过第六三通管接头分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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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进水管和总出水管接通，总进水管与水源接通，用于供水，总出水管与滴灌带接通，通过

滴灌带将进行施肥或者施药。

[0023] 所述的第一三通管接头与第三三通管接头之间通过第二水药管接通，第二三通管

接头和第四三通管接头之间通过第二混合管接通，在第二混合管上串联安装有增压水泵，

双通管接头与第五三通管接头之间通过第二水管接通。

[0024] 所述的第三混合管上还串联安装有过滤器，过滤器和电磁阀F自第四三通管接头

所在端起依次串联在第三混合管上，通过过滤器过滤掉水肥混合液或者水药混合液中的杂

质，防止杂质进入滴灌带堵塞滴灌孔，影响施肥或者施药的全面性。

[0025] 所述的第三混合管上还串联安装有流量计，该流量节位于过滤器和电磁阀F之间，

流量计用于统计施肥或者施药的总量，便于药量计算和控制。

[0026] 所述的水肥混合桶上安装有搅拌电机甲，搅拌电机甲的输出轴同轴固定有伸入水

肥混合桶内的搅拌棒甲，用于水肥混合过程的搅拌。

[0027] 所述的水药混合桶上安装有搅拌电机乙，搅拌电机乙的输出轴同轴固定有伸入水

药混合桶内的搅拌棒乙，用于水药混合过程的搅拌。

[0028] 所述的总出水管上串联安装有电磁阀G，所述的总进水管上串联安装有电磁阀H。

[0029] 实用新型的水肥药混合滴灌一体化增压装置，能够采用基于单片机设计的控制器

进行系统控制，电磁阀均采用场效应管驱动，水肥混合桶和水药混合桶的水位控制可通过

水位开关信号（水位传感器）、流量数据经光耦给单片机，控制器设计有继电器，控制交流接

触器，用于增压水泵的控制，还可通过设置网络接口使用户通过网络模块对本实用新型进

行远程控制。

[0030] 本实用新型的使用过程：

[0031] 水肥混合：往水肥混合桶内加肥并注水，由增压水泵提供动力增压注水，电磁阀H、

电磁阀C、电磁阀E、电磁阀A均开启，其余电磁阀均关闭，水经过总进水管进入依次经过第四

混合管→第二水管→第一水管→第二混合管（增压水泵）→第三水管→第二水药管→第一

水肥管→水肥混合桶；

[0032] 水药混合：往水药混合桶内加药并注水，由增压水泵提供动力增压注水，电磁阀H、

电磁阀C、电磁阀E、电磁阀D均开启，其余电磁阀均关闭，水经过总进水管进入依次经过第四

混合管→第二水管→第一水管→第二混合管（增压水泵）→第三水管→第一水药管→水药

混合桶；

[0033] 水肥滴灌：将水肥混合桶内的水肥混合液加注到滴灌带内进行施肥，由增压水泵

提供动力增压施肥，电磁阀A、电磁阀B、电磁阀F、电磁阀G、过滤器和流量计均开启，其余电

磁阀均关闭，水肥混合液经过第一水肥管排出依次经过第一混合管→第二混合管（增压水

泵）→第三混合管→第四混合管→总出水管→滴灌带；

[0034] 水药滴灌：将水药混合桶内的水药混合液加注到滴灌带内进行施药，由增压水泵

提供动力增压施药，电磁阀D、电磁阀B、电磁阀F、电磁阀G、过滤器和流量计均开启，其余电

磁阀均关闭，水药混合液经过第一水药管排出依次经过第二水药管→第一混合管→第二混

合管（增压水泵）→第三混合管→第四混合管→总出水管→滴灌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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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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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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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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