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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农业种植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

水肥智慧施灌系统包括种植行、水循环装置、水

肥施灌装置、控制器及管理模块，所述水循环装

置用于土壤所排出的水进行重新利用；所述水肥

施灌装置包括储料箱、搅拌桨、排料管及施肥管，

所述储料箱通过循环管与所述储水箱导通连接，

所述排料管通过排浆泵与所述储料箱导通连接，

所述施肥管分别位于每一所述种植行上并与所

述排料管导通连接，所述施肥管包括管体及螺旋

推料杆；所述控制器能够根据管理模块对所述水

循环装置及所述水肥施灌装置进行控制。本发明

一种水肥智慧施灌系统，能够将种植划分为多段

并对每段种植行实现独立管理，实现减少沃柑之

间生长差异性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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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肥智慧施灌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种植行(1)、水循环装置、水肥施灌装置及

控制器(6)，

所述水循环装置包括挡土渗水架(2)、排水道(21)及储水箱(22)，所述挡土渗水架(2)

位于所述种植行(1)的底部，所述挡土渗水架(2)的横截面为梯形结构并靠近所述种植行

(1)的一边为窄边，所述挡土渗水架(2)为双层结构并包括挡土网架(201)及土工布(202)，

所述挡土网架(201)位于靠近土壤的一面；所述排水道(21)位于所述挡土渗水架(2)内并通

过管道(221)与所述储水箱(22)导通连接；所述储水箱(22)内设有过滤层(221)；

所述水肥施灌装置包括储料箱(3)、搅拌桨(31)、排料管(32)及施肥管(33)，所述储料

箱(3)通过循环管(301)与所述储水箱(22)导通连接，所述循环管(301)设有循环水流量阀

(41)及循环水泵(42)，所述储料箱(3)设有进水管(302)及若干进料管(303)；所述搅拌桨

(31)位于所述储料箱(3)的底部并通过第一电机(311)驱动；所述排料管(32)通过排浆泵

(43)与所述储料箱(3)导通连接，所述施肥管(33)分别位于每一所述种植行(1)上并与所述

排料管(32)导通连接，所述施肥管(33)包括管体(331)及螺旋推料杆(332)，所述螺旋推料

杆(332)位于所述管体(331)内并通过第二电机(34)驱动，所述管体(331)设有若干施肥口

(333)，所述施肥口(333)均装设有第一流量阀(44)、第一开关阀(45)及水肥喷头(334)；

所述控制器(6)分别与所述第一电机(311)、所述第二电机(34)、所述循环水流量阀

(41)、所述循环水泵(42)、所述排浆泵(43)、所述第一流量阀(44)及所述第一开关阀(45)控

制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肥智慧施灌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管理模块，所述

管理模块包括数据采集子模块(51)、农业信息获取子模块(52)、生长情况录入子模块(53)、

数据分析和处理子模块(54)及数据服务器子模块(55)，

所述数据采集子模块(51)用于通过传感器采集种植土壤的数据；

所述农业信息获取子模块(52)用于与农业信息网站数据连接，并通过关键字的方法提

取与所种植项目相关的信息；

所述生长情况录入子模块(53)用于对种植项目生长各阶段的信息录入，并能够提供记

用于记录沃柑的各生长周期时间、各生成周期的形态特征的表格；

所述数据分析和处理子模块(54)用于所述数据采集子模块(51)、所述农业信息获取子

模块(52)及生长情况录入子模块(53)的数据分析处理，并且能够生成所述控制器(6)能够

识别的施肥方案；

所述数据服务器子模块(55)用于储存所述数据采集子模块(51)、所述农业信息获取子

模块(52)及生长情况录入子模块(53)的数据，并将数据发送到所述数据分析和处理子模块

(54)。

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一种水肥智慧施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采集子模块

(51)包括埋设在土壤中的土壤水分传感器(511)、土壤氮磷钾检测传感器(512)、土壤温度

传感器(513)、土壤盐分传感器(514)及土壤CO2传感器(515)；每一传感器所埋设的位置及

数量均与所述水肥喷头(324)相对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肥智慧施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层(221)包括

石英砂层(222)及活性炭层(22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肥智慧施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水箱(22)设有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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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23)，所述盖体(23)与所述储水箱(22)铰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肥智慧施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道(21)的底部

设有一坡面(211)，所述坡面(211)的低端设有排水口(212)，所述排水口(212)与所述管道

(221)导通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肥智慧施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管(302)及所

述进料管(303)上均设有第二流量阀(46)及第二开关阀(47)，所述第二流量阀(46)及所述

第二开关阀(47)分别与所述控制器(6)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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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肥智慧施灌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种植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水肥智慧施灌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沃柑是中国柑桔研究所重庆柑桔圃于2004年从韩国济州柑桔场引进,该品种来源

于以色列的orah,是坦普尔脐橙与丹西红桔的杂交种,属于宽皮柑桔类型,是一个晚熟高糖

品种。

[0003] 传统柑橘的成熟期为每年12月份左右,而将传统柑橘进行品种改良和技术配套

后，果实成熟期延迟到次年2月后的柑橘就属于晚熟柑橘。这种沃柑和普通晚熟柑橘比起

来，挂树期更是可以延长到次年6月左右，是典型的柑橘中的“晚熟大王”。不仅如此，这种柑

橘的含糖量也远远高于普通柑橘，具有成熟期晚、采摘期长、口感鲜美爽口、容易剥皮等诸

多优点。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水果的口感和健康度的追求也逐渐增强，在这些方面的优

点使得沃柑的市场需求日益倍增，因此沃柑产业在国内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

[0004] 现在一般采用传统的方法种植沃柑，但是传统的农作物生产过程全程需要种植人

员看护，根据农作物不同的生长状况及时采取措施，同时根据生长环境的变化不定时的为

农作物浇水施肥，在同一块土壤中会存在差异性，而且沃柑也存在差异性，这样采用传统的

种植方法不能保证的到每棵沃柑树都得到合适的营养物质，从而导致了某些沃柑生长缓

慢、果实小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水肥智慧施灌系统，能够将种植划分为多段

并对每段种植行实现独立管理，实现减少沃柑之间生长差异性的出现。

[0006] 能够有效地对沃柑进行正确的施肥，而且能够实现自动施灌，减少劳动力。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8] 一种水肥智慧施灌系统，包括种植行、水循环装置、水肥施灌装置及控制器，

[0009] 所述水循环装置包括挡土渗水架、排水道及储水箱，所述挡土渗水架位于所述种

植行的底部，所述挡土渗水架的横截面为梯形结构并靠近所述种植行的一边为窄边，所述

挡土渗水架为双层结构并包括挡土网架及土工布，所述挡土网架位于靠近土壤的一面；所

述排水道位于所述挡土渗水架内并通过管道与所述储水箱导通连接；所述储水箱内设有过

滤层；

[0010] 所述水肥施灌装置包括储料箱、搅拌桨、排料管及施肥管，所述储料箱通过循环管

与所述储水箱导通连接，所述循环管设有循环水流量阀及循环水泵，所述储料箱设有进水

管及若干进料管；所述搅拌桨位于所述储料箱的底部并通过第一电机驱动；所述排料管通

过排浆泵与所述储料箱导通连接，所述施肥管分别位于每一所述种植行上并与所述排料管

导通连接，所述施肥管包括管体及螺旋推料杆，所述螺旋推料杆位于所述管体内并通过第

二电机驱动，所述管体设有若干施肥口，所述施肥口均装设有第一流量阀、第一开关阀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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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喷头；

[0011] 所述控制器分别与所述第一电机、所述第二电机、所述循环水流量阀、所述循环水

泵、所述排浆泵、所述第一流量阀及所述第一开关阀控制连接。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数据采集子模块包括埋设在土壤中的土壤水分传感器、土壤氮磷

钾检测传感器、土壤温度传感器、土壤盐分传感器及土壤CO2传感器；每一传感器所埋设的

位置及数量均与所述水肥喷头相对应。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数据采集子模块包括埋设在土壤中的土壤水分传感器、土壤氮磷

钾检测传感器、土壤温度传感器、土壤盐分传感器及土壤CO2传感器。每一传感器所埋设的

位置及数量均与所述水肥喷头相对应。

[0014] 进一步地，还包括管理模块，所述管理模块包括数据采集子模块、农业信息获取子

模块、生长情况录入子模块、数据分析和处理子模块、数据服务器子模块及控制器，

[0015] 所述数据采集子模块用于通过传感器采集种植土壤的数据；

[0016] 所述农业信息获取子模块用于与农业信息网站数据连接，并通过关键字的方法提

取与所种植项目相关的信息；

[0017] 所述生长情况录入子模块用于对种植项目生长各阶段的信息录入，并能够提供记

用于记录沃柑的各生长周期时间、各生成周期的形态特征的表格；

[0018] 所述数据分析和处理子模块用于所述数据采集子模块、所述农业信息获取子模块

及生长情况录入子模块的数据分析处理，并且能够生成所述控制器能够识别的施肥方案；

[0019] 所述数据服务器子模块用于储存所述数据采集子模块、所述农业信息获取子模块

及生长情况录入子模块的数据，并将数据发送到所述数据分析和处理子模块。

[0020] 进一步地，所述过滤层包括石英砂层及活性炭层。

[0021] 进一步地，所述储水箱设有盖体，所述盖体与所述储水箱铰接。

[0022] 进一步地，所述排水道的底部设有一坡面，所述坡面的低端设有排水口，所述排水

口与所述管道导通连接。

[0023] 进一步地，所述进水管及所述进料管上均设有第二流量阀及第二开关阀，所述第

二流量阀及所述第二开关阀分别与所述控制器电连接。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5] 1.水循环装置通过挡土渗水架将土壤中多余的水分排出到排水渠，避免沃柑树的

根部被积水浸泡，造成烂根；由于沃柑的种植环境一般位于温暖的南方，而南方的降雨往往

较丰富，挡土渗水架横截面为梯形结构能够增大土壤的渗水面积，能够有效避免由于降雨

量较大而导致积水浸泡根部。

[0026] 2.挡土网架能对土工布进行保护，避免土工布被土壤中的坚硬物划破，土工布能

够避免土壤中的营养物质随着水的渗出而流失；储水箱内设有的过滤层，通过石英砂层及

活性炭层依次对土壤渗出的水进行过滤，能够有效土壤中渗出的水进行过滤，避免有害物

质对土壤的二次污染。

[0027] 3.水肥施灌装置通过进水管及进料管上的第二流量阀及第二开关阀，根据数据分

析和处理子模块的信息和控制器的作用下，实现水肥的自动配比及添加，减少人工施肥的

误差性。

[0028] 4.由于每一棵沃柑树及每一处土地均可能存在差异性，管体设有若干施肥口，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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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感器所埋设的位置及数量均与所述水肥喷头相对应，能够将种植行分为若干段进行管

理，针对每一沃柑树的营养需求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施肥量。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本发明一较佳实施方式的水肥智慧施灌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是本发明一较佳实施方式的水肥智慧施灌系统的排料管结构示意图。

[0031] 图3是本发明一较佳实施方式的水肥智慧施灌系统的排水道结构示意图。

[0032] 图4是是本发明一较佳实施方式的水肥智慧施灌系统的控制框图。

[0033] 图中，1-种植行，2-挡土渗水架，201-挡土网架，202-土工布，21-排水道，22-储水

箱，221-过滤层，222-石英砂层，223-活性炭层，23-盖体，3-储料箱，301-循环管，302-进水

管，303-进料管，31-搅拌机，311-第一电机，32-排料管，33-施肥管，331-管体，332-螺旋推

料杆，333-施肥口，334-施肥喷头，34-第二电机，41-循环水流量阀，42-循环水泵，43-排浆

泵，44-第一流量阀，45-第一开关阀，46-第二流量阀，47-第二开关阀，51-数据采集子模块，

511-土壤水分传感器，512-土壤氮磷钾检测传感器，513-土壤温度传感器，514-土壤盐分传

感器，515-土壤CO2传感器,52-农业信息获取子模块，53-生长情况录入子模块，54-数据分

析和处理子模块，55-数据服务器子模块，6-控制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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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5] 需要说明的是，当组件被称为“固定于”另一个组件，它可以直接在另一个组件上

或者也可以存在居中的组件。当一个组件被认为是“连接”另一个组件，它可以是直接连接

到另一个组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组件。当一个组件被认为是“设置于”另一个组件，它

可以是直接设置在另一个组件上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组件。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垂直

的”、“水平的”、“左”、“右”以及类似的表述只是为了说明的目的。

[0036]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

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发明。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及/或”包括一个或多个相

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0037] 一种水肥智慧施灌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种植行1、水循环装置、水肥施灌装置、

管理模块及控制器6。

[0038] 水循环装置包括挡土渗水架2、排水道21及储水箱22。挡土渗水架2位于种植行1的

底部，挡土渗水架2的横截面为梯形结构并靠近种植行1的一边为窄边，挡土渗水架2为双层

结构并包括挡土网架201及土工布202，挡土网架201位于靠近土壤的一面。在本实施例中，

挡土网架201能对土工布202进行保护，避免土工布202被土壤中的坚硬物划破，土工布202

能够避免土壤中的营养物质随着水的渗出而流失。

[0039] 排水道21位于挡土渗水架2内并通过管道221与储水箱22导通连接。在本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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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述排水道21的底部设有一坡面211，所述坡面211的低端设有排水口212，所述排水口

212与所述管道221导通连接。这样的结构便于水的排放。

[0040] 储水箱22内设有过滤层221，过滤层221包括石英砂层222及活性炭层223，在本实

施例中，通过石英砂层222及活性炭层223依次对土壤渗出的水进行过滤，能够有效土壤中

渗出的水进行过滤，避免有害物质对土壤的二次污染。

[0041] 储水箱22设有盖体23，盖体23与所述储水箱22铰接，盖体23便于对过滤层221内的

石英砂层222及活性炭层223进行更换。

[0042] 水肥施灌装置包括储料箱3、搅拌桨31、排料管32及施肥管33。储料箱3通过循环管

301与储水箱22导通连接，循环管301设有循环水流量阀41及循环水泵42，储料箱3设有进水

管302及若干进料管303。在本实施例中，进水管302及进料管303上均设有第二流量阀46及

第二开关阀47。若干进料管303能够实现多种肥料送进储料箱3。

[0043] 搅拌桨31位于储料箱3的底部并通过第一电机311驱动。排料管32通过排浆泵43与

储料箱3导通连接，施肥管33分别位于每一种植行1上并与排料管32导通连接。

[0044] 施肥管33包括管体331及螺旋推料杆332，螺旋推料杆332位于管体331内并通过第

二电机34驱动，管体331设有若干施肥口333，施肥口333均装设有第一流量阀44、第一开关

阀45及水肥喷头334。在排浆泵43及螺旋推料杆332的作用下，储料箱3内的水肥能够排向每

一管体331内，管体331内设有的若干施肥口333，在第一流量阀44和第一开关阀45的作用

下，实现对每一种植行1进行分段施灌。

[0045] 控制器6分别与第一电机311、第二电机34、循环水流量阀41、循环水泵42、排浆泵

43、第一流量阀44、第一开关阀45、第二流量阀46及第二开关阀47控制连接。

[0046] 管理模块包括数据采集子模块51、农业信息获取子模块52、生长情况录入子模块

53、数据分析和处理子模块54及数据服务器子模块55，

[0047] 数据采集子模块51用于通过传感器采集种植土壤的数据。在本实施例中，数据采

集子模块51包括埋设在土壤中的土壤水分传感器511、土壤氮磷钾检测传感器512、土壤温

度传感器513、土壤盐分传感器514及土壤CO2传感器515。每一传感器所埋设的位置及数量

均与水肥喷头324相对应。

[0048] 由于每一棵沃柑树及每一处土地均可能存在差异性，管体331设有若干施肥口

333，每一传感器所埋设的位置及数量均与水肥喷头334相对应，能够将种植行1分为若干段

进行管理，针对每一沃柑树的营养需求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施肥量。

[0049] 农业信息获取子模块52用于与农业信息网站数据连接，并通过关键字的方法提取

与所种植项目相关的信息。

[0050] 生长情况录入子模块53用于对种植项目生长各阶段的信息录入，并能够提供记用

于记录沃柑的各生长周期时间、各生成周期的形态特征的表格。

[0051] 数据分析和处理子模块54用于数据采集子模块51、农业信息获取子模块52及生长

情况录入子模块53的数据分析处理，并且能够生成控制器6能够识别的施肥方案。

[0052] 数据服务器子模块55用于储存数据采集子模块51、农业信息获取子模块52及生长

情况录入子模块53的数据，并将数据发送到数据分析和处理子模块54。

[0053] 本发明中的控制过程为：

[0054] 数据采集子模块51通过传感器用于通过传感器采集种植土壤的数据。农业信息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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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模块52通过多个农业网站获取沃柑的种植技术信息及生长规律信息。种植者通过在生长

情况录入模块53记录沃柑的各生长周期时间、各生成周期的形态特征。数据分析和处理模

块55能够根据数据采集子模块51、农业信息获取模块52及生长情况录入模块53的信息进行

比较分析，并生成控制器6能够识别的施肥方案。

[0055] 控制器6根据数据分析和处理模块55提供的方案对沃柑进行管理：

[0056] 1.水肥配比管理：控制器6根据数据分析和处理模块55的信息，分别控制各第二开

关阀47的开启，使得多种肥料及水进入储料箱3；当第二流量阀46分别感应到各肥料及水根

据设定比例进入储料箱3后，控制器6控制第二开关阀47关闭，同时控制第一电机331启动对

水肥进行混合搅拌，完成了水肥的配比。储水箱22内的水能够通过循环水泵42排入储料箱，

并且优先级大于进水管302中的第二开关阀47。

[0057] 2.施灌控制，控制器6根据数据分析和处理模块55的信息，控制排浆泵43、第二电

机34及管体331上所有的第一开关阀45打开，储料箱3内的水肥在排浆泵43及第而电机34的

作用下由施肥口333排到土壤中。当某段土壤所对应的第一流量阀44到达设定值时，控制器

6控制该段土壤所对应的第一开关阀45关闭，实现沃柑树的分段施灌管理。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09168528 A

8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9

CN 109168528 A

9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10

CN 109168528 A

10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11

CN 109168528 A

11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