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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远程控制的农业植保喷药装置

(57)摘要

一种可远程控制的农业植保喷药装置，包括

太阳能板、高清摄像头、支撑杆、上喷头、下喷头、

固定脚、喷头阀门、调节杆以及旋转电机，太阳能

板设置在支撑杆的顶部，高清摄像头设置在太阳

能板的下方，高清摄像头下方设置导管旋转环，

导管旋转环外侧通过上喷头导管与上喷头连接，

上喷头中间部位通过螺栓与调节杆连接，调节杆

与调节电机连接，调节电机设置在上喷头支座的

顶端，调节电机下侧设置旋转电机，上喷头支座

与旋转座连接，上喷头支座下方设置下喷头支

座，下喷头支座底部设置有四个下喷头，导管旋

转环内部连接导管。上喷头与下喷头内部设置阀

门，下喷头两两相互垂直。通过控制中心对农田

进行远程监测以及对作物不同位置进行喷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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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远程控制的农业植保喷药装置，其特征是，包括太阳能板、高清摄像头、支撑

杆、上喷头、下喷头、固定脚、上喷头阀门、下喷头阀门、调节杆以及旋转电机，所述太阳能板

设置在支撑杆的顶部，所述高清摄像头设置在太阳能板的下方，所述高清摄像头下方设置

导管旋转环，所述导管旋转环内部连接导管，所述导管旋转环外侧通过上喷头导管与上喷

头连接，所述上喷头内部设置上喷头阀门，所述上喷头底端通过螺栓固定在旋转座上，所述

上喷头中间部位通过螺栓与调节杆连接，所述调节杆与调节电机连接，所述调节电机设置

在上喷头支座的顶端，所述调节电机下侧设置旋转电机，所述旋转电机上设置旋转外齿轮，

并与旋转支撑座上的旋转内齿轮啮合，所述上喷头支座与旋转座连接，旋转座能围绕支撑

杆旋转，所述上喷头支座下方设置下喷头支座，所述下喷头支座底部设置有四个下喷头；所

述支撑杆底部设置连接底座，所述连接底座侧面设置药液连接口和数据导线连接口，所述

药液连接口与支撑杆内部的导管相通；

可远程控制的农业植保喷药装置的操作过程为：

将喷药装置通过固定脚定间距放置在农田中，并对不同的装置进行编号，将药液导管

以及数据导线连接到连接底座上的药液连接口以及数据导线连接口，太阳能板收集太阳能

给装置供电，通过高清摄像头观察农田中病虫害情况；当发生病虫害时，在中央控制中心可

远程控制相应编号的喷药装置，调节上喷头的角度以及上喷头阀门的开启大小，可实现对

植物上部进行喷洒农药，开启下喷头阀门，可实现对植物根部进行喷洒农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远程控制的农业植保喷药装置，其特征是，所述下喷头

支座内部设置下喷头阀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远程控制的农业植保喷药装置，其特征是，所述下喷头

两两相互垂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远程控制的农业植保喷药装置，其特征是，所述连接底

座下方设置固定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远程控制的农业植保喷药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太阳能

板、高清摄像头、下喷头阀门、上喷头阀门、调节电机以及旋转电机通过导线与中央监控中

心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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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远程控制的农业植保喷药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植保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可远程控制的农业植保喷药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耕地面积的逐渐增大，农民对大型农用机械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农作物种

植后需要对其进行施肥、喷药，用以消灭虫害。但是由于耕地面积相当庞大，仅仅通过人工

对农作物进行喷药、施肥往往是费时费力的，并且工作量较大时，将会直接导致工作效率以

及效果大打折扣。在人工进行喷药时，药物同样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久而久之会产生

不可治愈的影响。

[0003] 专利号为201820118313.0的实用新型专利提供了一种农业植保无人机，包括充气

底座，充气底座左侧顶部安装有充气嘴，充气底座顶端中部左右两侧均垂直安装有支撑杆，

两组支撑杆的顶部分别垂直安装于药箱底部左右两侧，药箱的左右两侧顶部安装有多组机

翼，药箱顶端左侧开设有农药添加口，药箱的顶端右侧安装有中央处理器，中央处理器顶部

安装有无线数据接收器。本实用新型通过在支撑杆底部安装充气底座，通过充气嘴对充气

底座充气，使充气底座膨胀，不仅可以达到使无人机漂浮在水面上抽水的目的，还可以在无

人机降落时起到很好的减震作用，保护无人机的结构不会在降落时因撞击而损坏，较为实

用，适合广泛推广与使用。该专利提供的农业植保无人机在技术上可以解决喷洒药物时对

人体的伤害，但是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无人机每次携带的药量是一定的，对整片农田

进行喷药需要进行多次来回的飞行，能量消耗比较大，没有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其次，无

人机喷洒药物仅仅对农作物的上层叶片上的病虫害起到作用，但对于地面上的病虫害的消

灭效果不佳，不能达到很好地除虫效果。专利号为201711119694.0的发明专利提供了一种

林业除草剂喷洒装置，包括车架、支架板、药剂箱和控制主机，药剂箱内部安装有水泵和水

压传感器，车架的一端通过销轴连接有活动管，活动管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总管，支架板上固

定连接药剂箱，药剂箱一侧通过输水管连接总管，总管与设置在支架板的第二凹槽通过滑

轮滑动连接，总管的一侧均匀设置有若干个支管，若干个支管的一端均设置有喷雾头；通过

设置蜂鸣警报装置，配合水压传感器的使用，当药剂箱内药剂不足时，可通过蜂鸣警报装置

作出提示，避免水泵烧毁，通过设置喷雾头，且使其开口朝下，避免在喷洒除草剂时同时喷

洒到树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通过设置销轴和滑轮，可增大喷洒面积。该专利在设计上同

样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不能解决人工问题，喷药过程消耗过多的人力，其次，该装置只能

解决地面上的除虫，不能去除上部的虫害，不能达到很好的除虫效果。

[0004] 归结起来，目前的装置在人工、喷药位置的设计上仅仅是能够解决其中的一个方

面，并且不能够实现远程监控，以及远程控制喷药位置，从而进一步减少在喷药过程中所需

要的人力，保护农民的人身安全，实现对农田中作物的根部以及叶片进行喷药，达到彻底除

虫的目的。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109644973 B

3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远程控制的农业植保喷药装置，实现对农作物进行

远程监控，远程控制喷药以及实现对不同位置进行喷药，减少人力，保护农民的人身安全。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可远程控制的农业植保喷药装置，包括太阳能板、高清摄像头、支撑杆、上喷

头、下喷头、固定脚、上喷头阀门、下喷头阀门、调节杆以及旋转电机。太阳能板设置在支撑

杆的顶部，高清摄像头设置在太阳能板的下方，高清摄像头下方设置导管旋转环，导管旋转

环内部连接导管，导管旋转环内部与支撑杆内部的导管相通，导管旋转环外侧通过上喷头

导管与上喷头连接，上喷头内部设置上喷头阀门，上喷头低端通过螺栓固定在旋转座上，上

喷头中间部位通过螺栓与调节杆连接，调节杆与调节电机连接，调节电机设置在上喷头支

座的上端，调节电机下端设置旋转电机，旋转电机上设置旋转外齿轮，并与旋转支撑座上的

旋转内齿轮啮合。上喷头支座与旋转座连接，旋转座可围绕支撑杆旋转。

[0008] 上喷头支座下方设置下喷头支座，下喷头支座内部设置下喷头阀门，下喷头支座

外侧底部设置有四个下喷头，且两两下喷头相互垂直。支撑杆底部设置连接底座，连接底座

侧面设置药液连接口和数据导线连接口，药液连接口与支撑杆内部的导管相通。连接底座

下方设置固定脚，用于固定整个装置。太阳能板、高清摄像头、下喷头阀门、上喷头阀门、调

节电机以及旋转电机通过导线与中央监控中心连接。

[0009]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0] 1 .支撑杆顶部设置太阳能板可对太阳能进行收集，并转化为电能，降低能源的消

耗，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0011] 2.装置上的上喷头可实现旋转以及上下调节，可以达到对不同部位进行喷药，实

现对植物上部除虫无死角的目的。

[0012] 3.支撑杆底端设置固定脚，可实现将支撑杆牢牢固定在泥土中，确保整个装置一

直处于稳定的状态。

[0013] 4.装置上设有下喷头，可对植物的根部以及颈部进行除虫，消除病虫害对植物根

部的伤害。

[0014] 5.高清摄像头对农田的状况进行观察，一旦发现有病虫害时可远程控制喷头阀门

的开启，实现远程对农田进行检测与除虫。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一种可远程控制的农业植保喷药装置的立体图；

[0016] 图2为一种可远程控制的农业植保喷药装置的仰视图；

[0017] 图3为一种可远程控制的农业植保喷药装置的A‑A剖视图；

[0018] 图4为一种可远程控制的农业植保喷药装置的B处放大图。

[0019] 附图中，1.太阳能板，2.高清摄像头，3.支撑杆，4.导管旋转环，5.旋转座，6.旋转

内齿轮，7.旋转支撑座，8.下喷头支座，9.下喷头，10.连接底座，11.固定脚，12.药液连接

口，13.数据导线连接口，14.旋转外齿轮，15.上喷头支座，16.调节杆，17.上喷头，18.上喷

头导管，19.导线，20.导管，21.下喷头阀门，22.上喷头阀门，23.调节电机，24.旋转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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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0] 现在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1] 如图1‑4所示，一种可远程控制的农业植保喷药装置，包括太阳能板1、高清摄像头

2、支撑杆3、上喷头17、下喷头9、固定脚11、上喷头阀门22、下喷头阀门21、调节杆16以及旋

转电机24。太阳能板1设置在支撑杆3的顶部，高清摄像头2设置在太阳能板1的下方，高清摄

像头2下方设置导管旋转环4，导管旋转环4内部与支撑杆3内部的导管20相通，导管旋转环4

外侧通过上喷头导管18与上喷头17连接，上喷头17内部设置上喷头阀门22，上喷头17底端

通过螺栓固定在旋转座5上，上喷头17中间部位通过螺栓与调节杆16连接，调节杆16与调节

电机23连接，调节电机23设置在上喷头支座15的上端，调节电机23下端设置旋转电机24，旋

转电机24上设置旋转外齿轮14，并与旋转支撑座7上的旋转内齿轮6啮合。上喷头支座15与

旋转座5连接，旋转座5可围绕支撑杆3旋转。

[0022] 上喷头支座15下方设置下喷头支座8，下喷头支座8内部与支撑杆3内部的导管20

连接，下喷头支座8内部设置下喷头阀门21，下喷头支座8外侧底部设置有四个下喷头9，且

两两下喷头9相互垂直。支撑杆3底部设置连接底座10，连接底座10侧面设置药液连接口12

和数据导线连接口13，药液连接口12与支撑杆3内部的导管20相通。连接底座10下方设置固

定脚11，用于固定整个装置。太阳能板1、高清摄像头2、下喷头阀门21、上喷头阀门22、调节

电机23以及旋转电机24通过导线19与中央监控中心连接。

[0023] 一种可远程控制的农业植保喷药装置的工作过程为：

[0024] 将喷药装置通过固定脚11定间距放置在农田中，并对不同的装置进行编号，将药

液导管以及数据导线连接到连接底座10上的药液连接口12以及数据导线连接口13，太阳能

板1收集太阳能给装置供电，通过高清摄像头观察农田中病虫害情况。当发生病虫害时，在

中央控制中心可远程控制相应编号的喷药装置，调节上喷头17的角度以及上喷头阀门22的

开启大小，可实现对植物上部进行喷洒农药，开启下喷头阀门21，可实现对植物根部进行喷

洒农药。

[0025]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实施方式，任何人应得知在本发明的启示下作出的结构变

化，凡是与本发明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技术方案，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26] 本发明未详细描述的技术、形状、构造部分均为公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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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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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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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8

CN 109644973 B

8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9

CN 109644973 B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