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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LY/T 1669-2006《风送高射程喷雾机》，与LY/T 1669-2006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

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将文件名称修改为“林业机械 车载式风送高射程喷雾机”，对应修改了英文名称； 

b) 修改了文件的范围 (见第 1 章，2006年版的第 1章)； 

c)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 2章，2006 年版的第 2章）； 

d) 增加了“喷雾机”、“风筒”、“喷头环”的定义(见 3.1、3.3、3.4)； 

e) 增加了喷雾机的喷雾射程表示方法（见图 1）； 

f) 修改了射程的定义（见 3.2，2006年版的 3.1）； 

g) 修改了型号编制规则（见第 4章，2006年版的第 4章）； 

h) 增加了主要技术参数（见第 5章）； 

i) 修改了一般要求（见 6.1，2006年版的 5.1）； 

j) 增加了风机启动时间的要求和检验方法（见 6.2.1）； 

k) 修改了整机密封性的要求和检验方法（见 6.2.2，2006年版的 5.2.1）； 

l) 增加了水平射程的要求，并修改了其检验方法（见 6.2.3，2006年版的 6.3.2） 

m) 修改了垂直射程的要求和检验方法（见 6.2.4，2006年版的 5.2.5、6.3.2）； 

n) 增加了雾滴粒径的要求和检验方法（见 6.2.5）； 

o) 增加了发电机组的要求和检验方法（见 6.3.1）； 

p) 增加了风筒的要求和检验方法（见 6.3.5）； 

q) 增加了喷头环的要求和检验方法（见 6.3.6）； 

r) 增加了喷头的要求和检验方法（见 6.3.7）； 

s) 修改了药液管路零部件的要求和检验方法（见 6.3.8，2006年版的 5.4.4、6.3.5）； 

t) 删除了药箱密封要求（2006年版的 5.4.3.4）； 

u) 增加了遥控器的要求和检验方法（见 6.3.9）； 

v) 增加了发电机组绝缘性的要求和检验方法（见 6.4.1）； 

w) 增加了电机绝缘性的要求和检验方法（见 6.4.2）； 

x) 修改了操作者耳旁噪声的要求和检验方法（见 6.4.3，2006年版的 5.2.3、6.3.3）； 

y) 删除了喷雾量试验、药液箱容量测定和药液箱密封试验（2006年版的 6.3.1、6.3.4.1、6.3.4.3）； 

z) 增加了可靠性的要求和检验方法（见 6.5）； 

aa) 修改了外观质量的要求和检验方法（见 6.6，2006年版的 5.3.1、5.3.2、5.3.3、5.3.4）； 

bb) 修改了装配质量的要求和检验方法（见 6.7，2006年版的 5.2.6）； 

cc) 修改了标志（见 7.1，2006年版的 9.1）； 

dd) 删除了“喷雾量记录表”、“水平射程记录表”、“垂直射程记录表”、“耳旁噪声记录表”、

“药液箱容量、残留量、密封性记录表”（2006年版的附录 A～附录 E）。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林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61）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京林业大学、南通市广益机电有限责任公司、南通博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泰

州市玉林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中交一公局土木工程建筑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许林云、陈青、姜洪喆、周宏平、崔业民、崔华、周颢、盛平、孟令辰、刘玉

佳。 

本文件于2006年8月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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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机械  车载式风送高射程喷雾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车载式风送高射程喷雾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编制规则、主要技术参数、技术要求及

试验方法、标志、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车辆为移动载体、以发电机组为动力、以轴流风机形成的轴向风力输送药液雾滴进

行林业病虫害防治作业的喷雾机（以下简称“喷雾机”）。以离心风机作为风送雾滴的车载式高射程喷

雾机也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755  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 

GB/T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9480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使用说明书编写规则 

GB 10395.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  安全技术要求  第6部分：植物保护机械 

GB/T 13306  标牌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5548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三相同步发动机  通用技术条件 

HG/T 3043  农业喷雾用橡胶软管 

JB/T 5673  农林拖拉机及机具涂漆  通用技术条件 

JB/T 9802  喷雾机、清洗机用三缸柱、活塞泵 

JB/T 9806  喷雾机用隔膜泵 

JB/T 10562  一般用途轴流通风机技术条件 

LY/T 1045  营林机械  产品型号编制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喷雾机  sprayer 

放置在运载车辆上移动工作，由液泵对药液施加压力通过风筒出口处的喷头环对药液进行一次雾

化形成雾滴群、以轴流风机产生的轴向风力对药液雾滴进行二次雾化并将雾滴输送至林木树冠上的工

作装置。 

 

射程  range 

喷雾机借助风机产生的风力将药液雾滴输送到最高或最远的有效距离。 
注1：单位为米。 

注2：有效距离是指达到有关标准规定指标、视为具有防治效果的距离。 

3.2.1  

垂直射程  vertical range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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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筒调至最大仰角时雾滴所能达到的最高点距喷雾机支承底面的垂直距离。 
注： 单位为米，如图1 a）所示。 

3.2.2  

水平射程  horizontal range 

L 
风筒中心轴线处于水平位置且垂直于行走方向，从风筒支承旋转中心线至雾滴所能达到最远点的

水平距离。 
注1：雾滴所能达到的最远点通常为风送系统风速衰减至2 m/s的位置处。 

注2：单位为米，如图1 b）所示。 

                              
a）垂直射程 b）水平射程 

标引序号说明： 

   H——垂直射程； 

L——水平射程。 

图1 喷雾机的喷雾射程表示方法 

 

风筒  unit of airduct by an axial fan 

主要由风机和收缩筒组成的可产生有效风力对从喷头环喷出的雾滴进行二次风力雾化和输送的装

置。 

 

喷头环  nozzle component with ring style 

安装于风筒出风口处，由多个喷头排布组成一个环状结构，所有喷头内的药液均与环形管道内药液

相通，形成一次液力雾化雾滴的装置。 

 

药箱残留药液量  volume of residual in the tank 

喷雾机正常工作状态下，药液无法再输出时，药箱内残留下来的药液量。 

4 型号编制规则 

喷雾机型号编制按 LY/T 1045 的规定执行。 

喷雾机以垂直射程（单位为米）作为性能主参数，以柴油发电机组功率（单位为千瓦）作为动力

主参数，具体型号编制方法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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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 C

变型代号：A、B、C…（可省略）

机型特征代号：车载转场式

动力主参数：功率，kW

动力类别代号：柴油发电机组

主参数：垂直射程，m

产品名称代号

ZC

 

图2 喷雾机型号编制方法 

示例：PW30C10ZC-A 表示垂直射程为 30 m、发电机组功率为 10 kW、经一次变型的车载式风送高射程喷雾机。 

5 主要技术参数 

喷雾机的主要技术参数为： 
a) 风机直径，mm； 

b) 风筒出口直径，mm； 
c) 垂直射程，m； 
d) 水平射程，m； 

e) 风筒垂直转角范围，°； 

f) 风筒水平转角范围，°； 

g) 喷药量，L/h； 

h) 药液压力，MPa； 

i) 遥控距离，m； 

j) 药箱容积，L； 

k) 整机净质量，kg； 

l) 外形尺寸（长×宽×高），mm。 

6 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一般要求 

6.1.1 喷雾机应能在环境温度为 0 ℃～45 ℃ 、风速不超过 2 m/s的环境条件下正常工作。 

6.1.2 与药液接触的零部件，应采用耐农药腐蚀的材料制造。 

6.1.3 试验环境温度为 10 ℃～30 ℃，风速不大于 0.5 m/s。试验期间喷雾机应按使用说明书进行保

养，并作详细记录。试验用仪器最低精度应满足下列要求： 

a) 量筒，精度为±1 mL； 

b) 激光粒度分析仪，精度为±3%； 
c) 秒表，精度为±0.1 s； 

d) 温度计，精度为±0.1 ℃； 

e) 风速仪，精度为±5%； 

f) 声级计，精度为Ⅰ级； 

g) 兆欧表，精度为±5%； 

h) 压力表，精度为±5%； 

i) 皮卷尺，精度为±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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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直尺，精度为±1 mm。 

整机性能 

6.2.1 风机启动时间 

6.2.1.1 要求 

风机启动时间应满足表1的要求。 

表1 喷雾机主要性能参数 

风机直径 D  
mm 

水平射程 L 
m 

垂直射程 H 
m 

启动时间 
s 

D ≤500 ≥30 ≥20 ≤15 

500＜D≤600 ≥39 ≥26 
≤30 

600＜D≤800 ≥45 ≥30 

800＜D≤1 000 ≥60 ≥40 
≤45 

D >1 000 ≥81 ≥54 

 

6.2.1.2 检验 

发电机组供电正常后，启动风机同时秒表开始计时，直至风机开始正常稳定工作所需的时长。试验

重复3次，计算平均值。 

6.2.2 整机密封性 

6.2.2.1 要求 

喷雾机正常作业时，整机密封性应符合GB 10395.6的规定。 

6.2.2.2 检验 

整机密封性检验按GB 10395.6的规定进行。 

6.2.3 水平射程 

6.2.3.1 要求 

喷雾机的水平射程应符合表1的规定。 

6.2.3.2 检验 

将风筒中心轴线置于水平位置且垂直于行走方向，风送系统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但不喷雾，从风筒出

口开始沿风力输送路线测量风力中心的风速，一直测到风速降至2 m/s处，测量该点至车辆中心的水平

距离。 

6.2.4 垂直射程 

6.2.4.1 要求 

喷雾机的垂直射程应符合表1的规定。 

6.2.4.2 检验 

垂直射程按式（1）进行计算： 

 𝐻 = 2𝐿/3 ············································································ (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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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垂直射程，单位为米（m）； 

L——水平射程，单位为米（m）。 

6.2.5 雾滴粒径 

6.2.5.1 要求 

喷雾机喷出的雾滴粒径Dv0.9（Dv0.9表示小于此粒径的雾滴体积累积值占全部雾滴体积的90%）应不

大于150 μm。 

6.2.5.2 检验 

喷雾机置于地面上，风筒中心轴线处于水平位置，激光粒度仪的激光光束与风机轴线位于同一水平

面内且垂直于风筒中心轴线，如图3所示，激光光束距风筒出口距离Y按表2规定的测点位置放置激光粒

度仪，测试喷雾机的雾滴粒径，记录Dv0.9值。试验重复3次，取其平均值。 

 
标引序号说明： 

1——风筒出口； 

2——风筒中心轴线； 

3——激光光束； 

4——激光粒度仪； 

L——水平射程； 

Y——激光粒度仪距风筒出口距离。 

图3 雾滴粒径测试位置 

表2 喷雾机雾滴粒径测点位置规定 

风机直径 D 
mm 

测点位置 Y 
m 

D≤600 10 

600＜D≤1 000 20 

D ＞1 000 30 

主要零部件性能 

6.3.1 发电机组 

6.3.1.1 要求 

发电机组正常工作时，电压和频率的波动率应符合GB/T 755的规定。 

6.3.1.2 检验 

电压和频率波动率的检验按GB/T 755的规定进行。 

6.3.2 液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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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1 要求 

液泵的容积效率和总效率应符合JB/T 9802和JB/T 9806的规定。 

6.3.2.2 检验 

液泵的容积效率和总效率的检验按JB/T 9802和JB/T 9806的规定进行。 

6.3.3 风机 

6.3.3.1 要求 

风机的效率应符合 JB/T 10562的规定。 

6.3.3.2 检验 

风机效率的检验按 JB/T 10562的规定进行。 

6.3.4 药箱 

6.3.4.1 药箱残留药液量 

6.3.4.1.1 要求 

药箱残留药液量应不超过药箱容积的1%。 

6.3.4.1.2 检验 

药箱内注入1/10药箱容积的清水，喷雾机正常喷雾直至无法喷出水雾时停机，用量筒从药箱排液口

处收集药箱内残留药液并读取体积量。试验重复3次，取其平均值。 

6.3.4.2 滤网 

6.3.4.2.1 要求 

药箱进液口和出液口均应设有滤网，滤网网孔基本尺寸应不大于0.20 mm（80目），滤网不应有缺损。  

6.3.4.2.2 检验 

目视检查药箱进液口和出液口是否设有滤网，滤网是否存在缺损现象，并用直尺在进液口滤网和出

液口滤网上分别测量划出2 cm×2 cm的面积，计数网孔数量，并转换为每平方英寸的网孔数量，即为目

数。也可用直尺分别在两种滤网上量出5 cm的直线长度，计数网孔数量，并折算为单个网孔的基本尺寸。 

6.3.5 风筒 

6.3.5.1 要求 

风机内应安装有整流锥体，收缩筒内应安装有整流片。 

6.3.5.2 检验 

目视检查风筒内是否有整流锥体及整流片。 

6.3.6 喷头环 

6.3.6.1 要求 

喷头环上所有喷头所喷射的雾滴群应全部融入到风送气流中，在喷头环组件附近，不应出现肉眼可

见的明显的雾滴溅射脱离气流体或滴落至地面上的现象。 

6.3.6.2 检验 

喷雾机正常工作、行驶车辆不移动情况下，目视检查喷头环组件四周是否存在明显的雾滴溅射脱离

气流体或滴落至地面上出现湿地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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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 喷头 

6.3.7.1 要求 

喷雾机应采用具有防滴漏的喷头。 

6.3.7.2 检验 

打开药开关正常喷雾1 min后，关闭药开关5 s，检查喷头是否存在滴漏现象。 

6.3.8 药液管路零部件 

6.3.8.1 要求 

输送药液的液路系统中的所有承压零部件、管路和接头，不应有渗漏现象。液路中的胶管应符合

HG/T 3043的规定。 

6.3.8.2 检验 

将液路系统中的承压零部件、管路和接头连接到加压试验机上，试验压力为工作压力的2倍，保持

压力1 min，检查所有承压零部件、管路和接头，是否出现渗漏现象。检查药液管路中的胶管是否符合

HG/T 3043 的规定。 

6.3.9 遥控器 

6.3.9.1 遥控距离 

6.3.9.1.1 要求 

遥控器遥控距离与标定遥控距离相对误差应小于10%。 

6.3.9.1.2 检验 

发电机组启动后，以遥控器标定的遥控距离，对喷雾机进行各项任务操控，检查操控反应情况。若

反应迟钝或操作失灵，缩短10%遥控距离再进行操控，检查操控反应情况。 

6.3.9.2 遥控干扰 

6.3.9.2.1 要求 

两台喷雾机同时在同一遥控区域内，由各自遥控器遥控操作时，对应喷雾机不应出现误动作现象。 

6.3.9.2.2 检验 

准备好两台喷雾机，并排放置在一起，相邻两台喷雾机间隔不超过5 m，启动各喷雾机的发电机组，

用对应某一喷雾机的遥控器对该喷雾机进行遥控操作各项任务，检查是否只有该喷雾机响应各项指令，

另一喷雾机是否存在同步响应或非指令的其它动作响应。分别检查各自遥控器与对应喷雾机的指令响

应及对另一喷雾机的干扰响应。 

安全 

6.4.1 发电机组绝缘性 

6.4.1.1 要求     

发电机组绝缘性应符合GB/T 15548的规定。 

6.4.1.2 检验 

发电机组绝缘性的检验按GB/T 15548的规定进行。 

6.4.2 电机绝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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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1 要求 

喷雾机上配备的所有电机绝缘性应符合 GB/T 5226.1 的规定。 

6.4.2.2 检验 

所有电机绝缘性的检验按 GB/T 5226.1的规定进行。 

6.4.3 操作者耳旁噪声 

6.4.3.1 要求 

操作者耳旁噪声（A计权）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3 操作者耳旁噪声 

风机直径 D 
mm 

位于机身旁的操作者耳旁噪声 

（A 计权）限值 

dB 

位于驾驶室内的操作者耳旁噪声 

（A计权）限值 

dB 

D≤500 90 70 

500＜D≤800 94 75 

800＜D≤1 000 96 78 

D>1 000 100 80 

 

6.4.3.2 检验 

6.4.3.2.1 测定时的声学环境 

室外空旷场地上，至少在半径10 m范围内不应有任何障碍物，在半径为20 m范围内不应有声反射

面。声级计传声器位置处的本底噪声（A计权）应比喷雾机噪声值低10 dB及以上。 

6.4.3.2.2 噪声测定 

将喷雾机置于运载车辆上，喷雾机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但运载车辆不动，操作者位于喷雾机机身旁正

常工作位置或位于喷雾机运载车辆驾驶室内操作者位置并关上驾驶室内所有车窗，声级计传声器置于

操作者头部中心平面外侧（250±20）mm至两耳中心连线相交点处，测量操作者耳旁噪声，每种工作位

置重复测量四次，取其平均值。 

可靠性 

6.5.1 要求 

喷雾机处于工作状态下，首次故障前平均工作时间应不少于100 h。 

6.5.2 检验 

试验样机至少2台。喷雾机以生产试验的形式进行，试验允许间断进行，累计工作时间。在试验过

程中允许按使用说明书对喷雾机进行保养，测定每台喷雾机发生首次故障（轻度故障除外）前的工作时

间，每箱药液的施放时间应为连续工作时间，首次故障前平均工作时间按式（2）计算。 

 
'

1

1
( ')

n

i

i

T t n n t
n =

 
= + − 

 
  ................................. (2)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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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首次故障前平均工作时间，单位为小时（h）； 

n  —— 试验样机数； 

n—— 试验时发生故障的样机数（轻度故障不计）（当n =0时，按n =1计）； 

it —— 第i台试验样机首次故障时间，单位为小时（h）； 

t  —— 试验截止时间，单位为小时（h）。 
注： 轻度故障是指轻度影响产品功能，维修费用低廉，且在日常保养中能用随机工具排除的故障。 

外观质量 

6.6.1 要求 

6.6.1.1 焊接件不应有烧穿、裂纹、漏焊、虚焊等缺陷，焊缝应均匀、无焊渣。 

6.6.1.2 冲压件应完整，应无裂纹和非设计需要的尖锐凸起等缺陷。 

6.6.1.3 表面涂敷层应均匀、附着牢固，不应有明显的流痕、堆积、起层等缺陷。 

6.6.1.4 喷雾机外观油漆件应符合 JB/T 5673的规定。 

6.6.2 检验 

喷雾机外观油漆件试验方法按JB/T 5673的规定进行。其他外观质量检查以目视、手感的方法进行。 

装配质量 

6.7.1 要求 

整机装配后，运动件应运动灵活，不应有干涉、卡滞、阻塞等异常现象。 

6.7.2 检验 

整机装配后，操作各项功能，观察各运动件有无干涉、卡滞、阻塞等异常现象。 

7 标志、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志 

7.1.1 要求 

产品应有铭牌。铭牌的内容应清晰可见，并牢固地固定在机具的明显位置上，其质量应符合GB/T 

13306的规定，其内容应至少包括： 

a) 制造厂名； 
b) 型号和名称； 

c) 商标； 
d) 风筒直径，mm； 

e) 风筒出口直径，mm； 
f) 发电机组功率，kW； 
g) 水平射程，m； 

h) 垂直射程，m； 
i) 遥控距离，m； 

j) 喷药量，L/h； 
k) 药箱容积，L； 

l) 油箱容积，L； 
m) 整机净质量，kg； 

n) 生产日期； 
o) 产品编号。 

7.1.2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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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T 13306的规定检查标志的性能，其他要求目视检查。 

使用说明书 

7.2.1 要求 

随喷雾机提供的使用说明书应给出操作、维护保养和安全注意事项，并应符合GB/T 9480的规定。

使用说明书中应提供第5章规定的主要技术参数。 

7.2.2 检验 

目视检查。 

包装 

7.3.1 要求 

7.3.1.1 包装应牢固、可靠、防雨、防潮。 

7.3.1.2 产品包装及包装箱应符合 GB/T 13384的规定。 

7.3.1.3 包装贮运标志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 

7.3.1.4 喷雾机包装前应将内外表面清理干净，药箱内应用清水清洗干净。 

7.3.1.5 包装箱上应标明如下内容： 

a) 产品型号、名称、注册商标； 

b) 厂名、厂址； 

c) 产品执行标准； 

d) 总质量； 

e) 外形尺寸； 

f) 出厂年月。 

7.3.1.6 出厂随机零部件、配件、备件及附件、工具和技术文件应齐全。随机文件应至少包括： 

a) 装箱单； 

b) 产品合格证； 

c) 产品使用说明书。 

7.3.2 检验 

目视检查。 

运输和贮存 

7.4.1 喷雾机应贮存在干燥、通风、无酸碱等腐蚀物质的室内。 

7.4.2 运输时，应放尽燃油箱内的燃油和药箱里的药液。 

7.4.3 装卸和运输喷雾机时，不应翻滚、倒置、侧置，不应受剧烈的冲击和碰撞，不应和潮湿物品或

化学物品一同装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