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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强度喷滴灌装置，包括

蓄水槽，所述蓄水槽一侧焊接连接有支撑柱，且

支撑柱顶端焊接连接有第一承载板，所述第一承

载板顶端固定连接有第三轴承，且第三轴承顶端

转动连接有连接管，并且连接管底端等距安装有

喷淋头，所述第一承载板底端嵌合连接有伺服电

机。本发明中，通过转动手拧螺栓可以便于放料

筒的安装与拆卸，便于对其内部添加营养液、除

虫剂等添加剂，通过放料筒表面嵌合连接的标

尺，可以对流入蓄水槽内的添加剂配比进行观

察，使其液体的配比量便于控制，改变以往需要

熟练工靠经验配比的情况，通过伺服电机能够带

动着连接管与喷淋头呈一定弧度的反复转动，使

其喷淋头能够对更大面积的位置进行滴灌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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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强度喷滴灌装置，包括蓄水槽（1），其特征在于，所述蓄水槽（1）一侧焊接连接

有支撑柱（2），且支撑柱（2）顶端焊接连接有第一承载板（11），所述第一承载板（11）顶端固

定连接有第三轴承（12），且第三轴承（12）顶端转动连接有连接管（3），并且连接管（3）底端

等距安装有喷淋头（4），所述第一承载板（11）底端嵌合连接有伺服电机（13），且伺服电机

（13）穿过第一承载板（11）与第一承载板（11）固定连接，所述蓄水槽（1）内壁一侧固定连接

有潜水泵（5），且潜水泵（5）与连接管（3）之间固定连接有软管（6），所述蓄水槽（1）顶端安装

有配料机构（7），且配料机构（7）内部包括有与蓄水槽（1）顶端两侧焊接连接的托板（701），

所述托板（701）顶端焊接连接有支撑杆（702），且支撑杆（702）顶端固定连接有安装板

（703），所述安装板（703）前端面固定连接有多个支撑板（704），且支撑板（704）一侧固定连

接有第一复位弹簧（705），并且第一复位弹簧（705）另一侧固定连接有夹板（706），所述支撑

板（704）内部螺纹连接有手拧螺栓（707），且手拧螺栓（707）与夹板（706）活动连接，所述夹

板（706）一侧活动连接有放料筒（708），且放料筒（708）表面嵌合连接有标尺（709），并且放

料筒（708）底端卡合连接有胶塞（7010），所述蓄水槽（1）一侧安装有收集机构（8），所述支撑

柱（2）顶端一侧安装有蓄电机构（9），所述蓄水槽（1）内部安装有混料机构（10），所述蓄水槽

（1）内部安装有过滤机构（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度喷滴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夹板（706）通过第

一复位弹簧（705）、手拧螺栓（707）与支撑板（704）构成弹性伸缩结构，所述放料筒（708）通

过夹板（706）与支撑板（704）构成固定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度喷滴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机构（8）内部

包括有与储水罐（801），且储水罐（801）底端焊接连接有支撑架（802），所述储水罐（801）一

侧嵌合连接有排水管（803），且排水管（803）内部安装有控制阀（804），所述储水罐（801）顶

端固定连接有第一过滤网（805），且储水罐（801）内壁一侧焊接连接有套筒（806），所述套筒

（806）内部活动套接有标杆（807），且标杆（807）底端熔融连接有浮动球（808），所述标杆

（807）与第一过滤网（805）活动套接，所述排水管（803）输出端与蓄水槽（1）相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度喷滴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蓄电机构（9）内部

包括有与支撑柱（2）一侧焊接连接的第二承载板（901），且第二承载板（901）顶端一侧固定

连接有第一轴承（902），所述第一轴承（902）顶端转动连接有连接杆（903），并且连接杆

（903）顶端固定连接有太阳能板（904），所述第二承载板（901）底端嵌合连接有第一电机

（905），且第一电机（905）穿过第二承载板（901）与第一轴承（902）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承载

板（901）顶端一侧固定连接有蓄电池（906），且第二承载板（901）顶端另一侧固定连接有逆

变器（907）。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高强度喷滴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逆变器（907）与蓄

电池（906）相对连接，且蓄电池（906）与太阳能板（904）相对连接，所述太阳能板（904）通过

连接杆（903）、第一轴承（902）与第一电机（905）构成传动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度喷滴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混料机构（10）内部

包括有与蓄水槽（1）内壁底端固定连接的第二轴承（1001），且第二轴承（1001）顶端转动连

接有转杆（1002），并且转杆（1002）表面连接有搅拌桨（1003），所述蓄水槽（1）底端嵌合连接

有第二电机（1004），且第二电机（1004）穿过蓄水槽（1）与第二轴承（1001）固定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高强度喷滴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桨（1003）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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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1002）固定连接，且转杆（1002）通过第二轴承（1001）与第二电机（1004）构成传动结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度喷滴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机构（14）内部

包括有与蓄水槽（1）顶端一侧焊接连接的挡板（1401），且挡板（1401）底端固定连接有第二

过滤网（1402），所述挡板（1401）与软管（6）表面活动套接，且挡板（1401）顶端焊接连接有L

型板（1403），所述L型板（1403）底端固定连接有电动伸缩杆（1404），且电动伸缩杆（1404）底

端固定连接有连接块（1405），所述连接块（1405）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二复位弹簧（1406），且

第二复位弹簧（1406）另一侧固定连接有清洁刷（1407）。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高强度喷滴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洁刷（1407）与第

二过滤网（1402）表面活动连接，且清洁刷（1407）通过第二复位弹簧（1406）与连接块（1405）

构成弹性伸缩结构，并且连接块（1405）通过电动伸缩杆（1404）与L型板（1403）构成升降结

构。

10.一种高强度喷滴灌装置的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制造方法如下：

步骤一：通过储水罐（801）用来收集雨水或存储灌溉水，通过转动控制阀（804）打开排

水管（803），储水罐（801）内的水流入蓄水槽（1）内；

步骤二：通过拔出放料筒（708）底端的胶塞（7010），放料筒（708）内的营养液与杀虫剂

流入储水罐（801）内；

步骤三：通过第二电机（1004）带动着搅拌桨（1003）转动，搅拌桨（1003）将其储水罐

（801）内的添加剂与水混合；

步骤三：通过潜水泵（5）将储水罐（801）内液体通过软管（6）泵入连接管（3）；

步骤四：通过连接管（3）底端的喷淋头（4）进行喷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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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强度喷滴灌装置及其制造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滴灌装置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高强度喷滴灌装置及其制造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滴灌设备是滴水灌溉技术中所用的灌溉工具的组合总称滴灌设备，滴灌设备主要

应用于宽行、高经济价值的作物如果树、棉花、土豆、等的灌溉上，林业种树及及园林乔、灌

木、花卉等植物的灌溉上，可节水、节工、节肥、高产、优质。

[0003] 现有的高强度喷滴灌装置，在其使用的过程中，在其使用的过程中，不具备对添加

剂进行配比的功能，需要通过熟练工靠经验配比，且装置不具备收集雨水再用的功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的高强度喷滴灌装置，在其使用的过程中，不具备

对添加剂进行配比的功能，需要通过熟练工靠经验配比，且装置不具备收集雨水再用的功

能的缺点，而提出的一种高强度喷滴灌装置及其制造工艺。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高强度喷滴灌装置，包括蓄水槽，所述蓄水槽一侧焊接连接有支撑柱，且支撑柱顶

端焊接连接有第一承载板，所述第一承载板顶端固定连接有第三轴承，且第三轴承顶端转

动连接有连接管，并且连接管底端等距安装有喷淋头，所述第一承载板底端嵌合连接有伺

服电机，且伺服电机穿过第一承载板与第一承载板固定连接，所述蓄水槽内壁一侧固定连

接有潜水泵，且潜水泵与连接管之间固定连接有软管，所述蓄水槽顶端安装有配料机构，且

配料机构内部包括有与蓄水槽顶端两侧焊接连接的托板，所述托板顶端焊接连接有支撑

杆，且支撑杆顶端固定连接有安装板，所述安装板前端面固定连接有多个支撑板，且支撑板

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一复位弹簧，并且第一复位弹簧另一侧固定连接有夹板，所述支撑板内

部螺纹连接有手拧螺栓，且手拧螺栓与夹板活动连接，所述夹板一侧活动连接有放料筒，且

放料筒表面嵌合连接有标尺，并且放料筒底端卡合连接有胶塞，所述蓄水槽一侧安装有收

集机构，所述支撑柱顶端一侧安装有蓄电机构，所述蓄水槽内部安装有混料机构，所述蓄水

槽内部安装有过滤机构。

[0006]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描述：

所述夹板通过第一复位弹簧、手拧螺栓与支撑板构成弹性伸缩结构，所述放料筒通过

夹板与支撑板构成固定结构。

[0007]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描述：

所述收集机构内部包括有与储水罐，且储水罐底端焊接连接有支撑架，所述储水罐一

侧嵌合连接有排水管，且排水管内部安装有控制阀，所述储水罐顶端固定连接有第一过滤

网，且储水罐内壁一侧焊接连接有套筒，所述套筒内部活动套接有标杆，且标杆底端熔融连

接有浮动球，所述标杆与第一过滤网活动套接，所述排水管输出端与蓄水槽相连接。

[0008]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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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蓄电机构内部包括有与支撑柱一侧焊接连接的第二承载板，且第二承载板顶端一

侧固定连接有第一轴承，所述第一轴承顶端转动连接有连接杆，并且连接杆顶端固定连接

有太阳能板，所述第二承载板底端嵌合连接有第一电机，且第一电机穿过第二承载板与第

一轴承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承载板顶端一侧固定连接有蓄电池，且第二承载板顶端另一侧

固定连接有逆变器。

[0009]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描述：

所述逆变器与蓄电池相对连接，且蓄电池与太阳能板相对连接，所述太阳能板通过连

接杆、第一轴承与第一电机构成传动结构。

[0010]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描述：

所述混料机构内部包括有与蓄水槽内壁底端固定连接的第二轴承，且第二轴承顶端转

动连接有转杆，并且转杆表面连接有搅拌桨，所述蓄水槽底端嵌合连接有第二电机，且第二

电机穿过蓄水槽与第二轴承固定连接。

[0011]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描述：

所述搅拌桨与转杆固定连接，且转杆通过第二轴承与第二电机构成传动结构。

[0012]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描述：

所述过滤机构内部包括有与蓄水槽顶端一侧焊接连接的挡板，且挡板底端固定连接有

第二过滤网，所述挡板与软管表面活动套接，且挡板顶端焊接连接有L型板，所述L型板底端

固定连接有电动伸缩杆，且电动伸缩杆底端固定连接有连接块，所述连接块一侧固定连接

有第二复位弹簧，且第二复位弹簧另一侧固定连接有清洁刷。

[0013]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描述：

所述清洁刷与第二过滤网表面活动连接，且清洁刷通过第二复位弹簧与连接块构成弹

性伸缩结构，并且连接块通过电动伸缩杆与L型板构成升降结构。

[0014]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描述：

一种高强度喷滴灌装置的制造工艺，所述制造方法如下：

步骤一：通过储水罐用来收集雨水或存储灌溉水，通过转动控制阀打开排水管，储水罐

内的水流入蓄水槽内；

步骤二：通过拔出放料筒底端的胶塞，放料筒内的营养液与杀虫剂流入储水罐内；

步骤三：通过第二电机带动着搅拌桨转动，搅拌桨将其储水罐内的添加剂与水混合；

步骤三：通过潜水泵将储水罐内液体通过软管泵入连接管；

步骤四：通过连接管底端的喷淋头进行喷淋作业。

[0015] 综上所述，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本发明中，利用伺服电机和第三轴承可以带动连接管进行一定角度的循环转动，既

可以增大该装置的喷滴灌范围，又能够改变是否对同一位置进行持续性滴灌，可以通过植

物的特性来设置是否需要持续性滴灌，避免出现水过多的现象，体现该装置的灵活性。

[0016] 2、本发明中，通过转动手拧螺栓可以便于放料筒的安装与拆卸，便于对其内部添

加营养液、除虫剂等添加剂，通过放料筒表面嵌合连接的标尺，可以对流入蓄水槽内的添加

剂配比进行观察，使其液体的配比量便于控制，改变以往需要熟练工靠经验配比的情况，通

过伺服电机能够带动着连接管与喷淋头呈一定弧度的反复转动，使其喷淋头能够对更大面

积的位置进行滴灌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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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2、本发明中，通过储水罐可以收集雨水，对其雨水回收利用，节约用水成本，通过

储水罐顶端的第一过滤网可以防止树叶杂质进入储水罐内，储水罐内的浮动球，通过浮力

可以带动着标杆升降移动，观察标杆上预设的刻度线，得到储水罐内的水位高度，便于工作

人员后期添加灌溉用水。

[0018] 3、本发明中，通过挡板，可以与第二过滤网，能够将潜水泵罩住，防止树叶残渣通

过蓄水槽进入潜水泵内，造成滴灌装置的堵塞，且通过电动伸缩杆，可以带动着清洁刷在第

二过滤网的表面来回刮蹭，对其进行清洁，防止第二过滤网堵塞，造成滴灌水无法进入潜水

泵，无需人工清洁，保障装置的滴灌水能够长期正常喷洒。

[0019] 4、本发明中，通过第二电机可以带动着搅拌桨转动，使其对蓄水槽内的喷淋水与

添加剂快速混合，保障药剂的使用效果。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整体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中配料机构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中配料机构部分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中收集机构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中蓄电机构的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中过滤机构的示意图；

图7为图6中A处放大的示意图。

[0021] 图例说明：

1、蓄水槽；2、支撑柱；3、连接管；4、喷淋头；5、潜水泵；6、软管；7、配料机构；701、托板；

702、支撑杆；703、安装板；704、支撑板；705、第一复位弹簧；706、夹板；707、手拧螺栓；708、

放料筒；709、标尺；7010、胶塞；8、收集机构；801、储水罐；802、支撑架；803、排水管；804、控

制阀；805、第一过滤网；806、套筒；807、标杆；808、浮动球；9、蓄电机构；901、第二承载板；

902、第一轴承；903、连接杆；904、太阳能板；905、第一电机；906、蓄电池；907、逆变器；10、混

料机构；1001、第二轴承；1002、转杆；1003、搅拌桨；1004、第二电机；11、第一承载板；12、第

三轴承；13、伺服电机；14、过滤机构；1401、挡板；1402、第二过滤网；1403、L型板；1404、电动

伸缩杆；1405、连接块；1406、第二复位弹簧；1407、清洁刷。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3] 参照图1-7，一种高强度喷滴灌装置，包括蓄水槽1，蓄水槽1一侧焊接连接有支撑

柱2，且支撑柱2顶端焊接连接有第一承载板11，第一承载板11顶端固定连接有第三轴承12，

且第三轴承12顶端转动连接有连接管3，并且连接管3底端等距安装有喷淋头4，第一承载板

11底端嵌合连接有伺服电机13，且伺服电机13穿过第一承载板11与第一承载板11固定连

接，蓄水槽1内壁一侧固定连接有潜水泵5，且潜水泵5与连接管3之间固定连接有软管6，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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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槽1顶端安装有配料机构7，且配料机构7内部包括有与蓄水槽1顶端两侧焊接连接的托板

701，托板701顶端焊接连接有支撑杆702，且支撑杆702顶端固定连接有安装板703，安装板

703前端面固定连接有多个支撑板704，且支撑板704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一复位弹簧705，并

且第一复位弹簧705另一侧固定连接有夹板706，支撑板704内部螺纹连接有手拧螺栓707，

且手拧螺栓707与夹板706活动连接，夹板706一侧活动连接有放料筒708，且放料筒708表面

嵌合连接有标尺709，并且放料筒708底端卡合连接有胶塞7010，蓄水槽1一侧安装有收集机

构8，支撑柱2顶端一侧安装有蓄电机构9，蓄水槽1内部安装有混料机构10，蓄水槽1内部安

装有过滤机构14，通过放料筒708可以储存放置添加剂，如营养剂、除虫剂等，通过拔出胶塞

7010，可以使其内部的添加剂流入蓄水槽1内，观察标尺709，便于控制添加剂的配量。

[0024] 进一步的，夹板706通过第一复位弹簧705、手拧螺栓707与支撑板704构成弹性伸

缩结构，放料筒708通过夹板706与支撑板704构成固定结构，手动转动手拧螺栓707，手拧螺

栓707可以在支撑板704内旋转移动，带动着夹板706伸缩移动，便于放料筒708的拆卸和安

装。

[0025] 进一步的，收集机构8内部包括有与储水罐801，且储水罐801底端焊接连接有支撑

架802，储水罐801一侧嵌合连接有排水管803，且排水管803内部安装有控制阀804，储水罐

801顶端固定连接有第一过滤网805，且储水罐801内壁一侧焊接连接有套筒806，套筒806内

部活动套接有标杆807，且标杆807底端熔融连接有浮动球808，标杆807与第一过滤网805活

动套接，排水管803输出端与蓄水槽1相连接，通过储水罐801可以收集存储雨水，第一过滤

网805可以将其雨水中的树叶残渣过滤，观察标杆807，可以看出储水罐801内水位。

[0026] 进一步的，蓄电机构9内部包括有与支撑柱2一侧焊接连接的第二承载板901，且第

二承载板901顶端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一轴承902，第一轴承902顶端转动连接有连接杆903，

并且连接杆903顶端固定连接有太阳能板904，第二承载板901底端嵌合连接有第一电机

905，且第一电机905穿过第二承载板901与第一轴承902固定连接，第二承载板901顶端一侧

固定连接有蓄电池906，且第二承载板901顶端另一侧固定连接有逆变器907，第一电机905

通过连接线与逆变器907相连接，能够带动着太阳能板904横向转动。

[0027] 进一步的，逆变器907与蓄电池906相对连接，且蓄电池906与太阳能板904相对连

接，太阳能板904通过连接杆903、第一轴承902与第一电机905构成传动结构，太阳能板904，

将其光能转换成电能，存储到蓄电池906内。

[0028] 进一步的，混料机构10内部包括有与蓄水槽1内壁底端固定连接的第二轴承1001，

且第二轴承1001顶端转动连接有转杆1002，并且转杆1002表面连接有搅拌桨1003，蓄水槽1

底端嵌合连接有第二电机1004，且第二电机1004穿过蓄水槽1与第二轴承1001固定连接，第

二电机1004通过连接线与逆变器907相连接，可以带动着搅拌桨1003转动。

[0029] 进一步的，搅拌桨1003与转杆1002固定连接，且转杆1002通过第二轴承1001与第

二电机1004构成传动结构，通过搅拌桨1003可以将其蓄水槽1内原料混合搅拌。

[0030] 进一步的，过滤机构14内部包括有与蓄水槽1顶端一侧焊接连接的挡板1401，且挡

板1401底端固定连接有第二过滤网1402，挡板1401与软管6表面活动套接，且挡板1401顶端

焊接连接有L型板1403，L型板1403底端固定连接有电动伸缩杆1404，且电动伸缩杆1404底

端固定连接有连接块1405，连接块1405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二复位弹簧1406，且第二复位弹

簧1406另一侧固定连接有清洁刷1407，通过第二过滤网1402可以过滤蓄水槽1内的树叶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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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防止堵塞潜水泵5或者滴灌喷头。

[0031] 进一步的，清洁刷1407与第二过滤网1402表面活动连接，且清洁刷1407通过第二

复位弹簧1406与连接块1405构成弹性伸缩结构，并且连接块1405通过电动伸缩杆1404与L

型板1403构成升降结构，通过电动伸缩杆1404，可以带动着清洁刷1407在第二过滤网1402

表面来回刮蹭，防止第二过滤网1402堵塞。

实施例

[0032] 一种高强度喷滴灌装置及其制造工艺，制造方法如下：

步骤一：通过储水罐801用来收集雨水或存储灌溉水，通过转动控制阀804打开排水管

803，储水罐801内的水流入蓄水槽1内；

步骤二：通过拔出放料筒708底端的胶塞7010，放料筒708内的营养液与杀虫剂流入储

水罐801内；

步骤三：通过第二电机1004带动着搅拌桨1003转动，搅拌桨1003将其储水罐801内的添

加剂与水混合；

步骤三：通过潜水泵5将储水罐801内液体通过软管6泵入连接管3；

步骤四：通过连接管3底端的喷淋头4进行喷淋作业。

[0033] 工作原理：使用时，首先通过通过储水罐801，用来收集雨水或存储灌溉水，雨水通

过储水罐801顶端的第一过滤网805进入储水罐801内，将其雨水中的树叶残渣过滤，当储水

罐801内水位上升时，托动着浮动球808向上移动，浮动球808带动着标杆807向上移动，工作

人员通过观察标杆807表面预设的刻度线，查看储水罐801内的水位高度，工作人员转动控

制阀804，打开排水管803，储水罐801内的水通过排水管803流入蓄水槽1内，通过手动转动

手拧螺栓707，手拧螺栓707在支撑板704内旋转移动，带动着夹板706移动，手动将其放料筒

708拆卸，依次对其放料筒708内添营养剂、除虫剂或其他添加剂，再将放料筒708放置支撑

板704一侧，反向转动手拧螺栓707，手拧螺栓707带动夹板706挤压放料筒708，将其固定住，

手动拔出放料筒708底端的胶塞7010，放料筒708内的添加剂流入蓄水槽1内，工作人员观察

标尺709，控制添加剂的配量，通过第二电机1004带动着转杆1002与搅拌桨1003转动，搅拌

桨1003对其蓄水槽1内灌溉水与添加剂搅拌混合，通过第二过滤网1402将过滤蓄水槽1内的

树叶杂质，再通过潜水泵5将混合后灌溉水泵到软管6内，再送到连接管3内，通过连接管3底

端的喷淋头4进行灌溉，通过太阳能板904，将其光能转换成电能，存储到蓄电池906内，蓄电

池906通过逆变器907对装置内的电器提供作业用电，并通过第一电机905，带动着太阳能板

904转动，使其太阳能板904始终面朝阳光的照射，就这样完成了本发明的工作原理。

[003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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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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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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