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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风送授粉机研制与试验
丁素明 1，薛新宇 1※，蔡

晨 1，秦维彩 1，方金豹 2，孙 竹 1

（1. 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南京 210014；2.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郑州 450009）
摘 要：针对中国果树授粉大多采用人工点授、蜜蜂授粉等作业方式，迫切需要机械授粉机具的现状，研制了手
持式风送授粉机。该机采用可变速的直流电机驱动离心风机，依照流体力学射流原理，计算授粉出口风速并设计了离
心风机，叶片型式采用径向直板叶片，叶轮型式为平前盘，叶轮直径 38 mm，叶片数为 6，叶片宽度为 18 mm。通过
室内试验和样机田间试验分别测试了风机性能特性和气流速度对花粉分布的影响及猕猴桃柱头处的花粉覆盖率，试验
结果表明：风机转速在 8 000 r/min 时风量为 3.0×10-3 m3/s，满足风送授粉作业要求，风机转速 9 000 r/min 时全压效率较
高，达到 43%；花粉分布受风速影响较大，花粉竖直分布量以及喷粉量与出口风速成正比，且水平分布、竖直分布峰
值随着风速的增加而后移，竖直分布峰值在距出口一定距离内保持稳定，显示花粉在一定速度的定向气流中能保持较
好的直线传播；随着出口风速的增加，柱头处花粉覆盖率提高，当出口风速达到 19.5 m/s 时，花朵柱头平均有 57.66%
的花粉覆盖率。研究结果可为进一步研究风送授粉机的结构设计和作业参数优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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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果树是一种世界性经济作物，授粉作业是果树
生产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保证果品品质与产量的
关键因素[1-3]。自然授粉由于受到时间、空间等外界
条件的限制，不能充分满足果树生产需求，因而必
须进行辅助授粉[4-6]。目前，中国多数地区授粉作业
大多采用人工点授、蜜蜂授粉等方式[7-9]，具有劳动
强度高、效率低、耗时费工、季节性强、作业环境
要求高等特点，严重阻碍果树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机械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在果树辅助授粉技术
领域已取得了较好的发展[10-12]，其机械化授粉多为
液力喷雾技术、风送喷粉技术等，尤以风送喷粉技
术应用最为广泛。
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果园机械化
作业处于高速发展期，水果主产区对果园授粉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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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日渐迫切，然而中国在这方面研究较少，授
粉机具缺乏，部分果园将手动喷雾器及机动弥雾机
改装成授粉机[13-14]，这些机具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了果农的劳动强度、提高了作业效率，但由于
作业对象不同，总体来说存在花粉使用量大、浪费
严重等现象。本文在计算流体力学射流理论分析的
基础上，通过对出口气流速度影响花粉扩散和分布
情况的研究，设计了风送授粉机并进行室内试验和
样机田间试验，研究结果旨在为完善风送授粉机的
结构设计和参数优化提供参考。

1
1.1

结构设计与工作原理

结构及主要技术参数
风送授粉机主要由粉箱、喷管、外壳、离心风
机、电机、控制开关等部分组成，如图 1 所示。机
具主要技术参数如表 1 所示。
1.2 工作原理
手持式风送授粉机是利用风机产生定向可调
的气流将花粉吹散到雌蕊柱头上，完成受精结实。
工作时由直流电机带动离心风机旋转产生高速气
流，高速气流通过出风管充灌粉箱，将粉箱内的花
粉搅拌吹动至悬浮状态，同时悬浮的花粉在辅助气
流的胁迫下流向输粉管路并经喷管均匀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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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 2 ⋅ arctan(3.4a)

（3）

式中：V0 为喷管出口风速，m/s；Vm 为花粉悬浮速
度，m/s；S0 段为射流初始段，m；S 为授粉距离，
m；θ 为射流扩张角，（°）；a 为紊流系数；d0 为
喷管出口直径，m。

1.喷管 2.控制开关 3.管路 4.离心风机 5.电机
8.粉箱
1.Jet tube 2.Switch 3.Pipe 4.Centrifugal fan
7.Air duct 8.Dust hopper

Fig.1

6.外壳

7.出风管

5.Motor

6.Shell

图 1 手持式风送授粉机
Handheld air-assisted pollination device

表 1 风送授粉机主要参数
Table 1 Parameters of pollination device
参数 Parameter
整机尺寸（长×宽×高）
Size (Length×width×height)/(mm×mm×mm)
整机满载质量 Laden Weight/g
额定功率 Rated power/W

2

数值 Value
170×50×165
330

注：AA′为喷管出口截面；AO′A′为射流核心区；AB 与 A′B′为射流边界层；
BB′为射流初始段与射流基本段的转折面；d0 为喷管出口直径，m；V0
为喷管出口风速，m/s；Vm 为花粉悬浮速度，m/s；S0 段为射流初始段，
m；S 为授粉距离，m；S1 段为射流基本段，m；θ 为射流扩张角，(°)。
Note: AA′ is nozzle outlet section; AO′A′ is jet core area; AB and A′B′ are jet
boundary layer; BB′ is turning plane of jet initial section and basic section;
d0 is diameter of jet tube，m; V0 is nozzle outlet velocity, m/s; Vm is pollen
suspension velocity, m/s; S0 is the initial jet segment, m; S is Pollination
distance, m; S1 is jet basic segment, m; θ is jet expansion angle, (°).

图 2 喷口速度模型
Fig.2 Model of Jet velocity

3.1

额定电压 Rated voltage/V

9

风机叶轮直径 Diameter of impeller/mm

38

风机转速 Fan speed/(r·min-1)

8000

粉箱容量 Tank capacity/g

30

喷管出口直径 diameter of jet tube/mm

5

喷粉量 Flow rate of nozzle /(g·min-1)

2.28

关键部件设计

风送授粉机的设计首先要确定各工作参数，合
理的设计参数是工作性能的重要保证。风送授粉机
的主要设计参数为：授粉射程、喷管出口风速，以
及为满足上述参数设计的离心风机等。
2.1 风送授粉原理
授粉机出口流出的高速气流至自由空间的过
程，射流流体与周围空气无热量交换（即温度相
同），同时射流流体离开出口后无任何边界限制，
满足自由等温射流的基本条件，从而可定义授粉机
喷口气流在大气中的流动模型为自由沉没射流[15]。
根据流体力学射流理论，花粉随着气流沿喷管向前
运 动 ， 当 风 速 降 低 到 与 花 粉 悬 浮 速 度 Vm
（Vm=3.5 m/s）[16]相等时，气流的能量不足以推动花
粉前进，花粉开始降落，附着母本植株上。授粉机
喷口射流速度分布如图 2 所示。喷管出口参数计算
如式（1）～式（3）所示[15]。
0.29 + 2aS / d0
V0 =
⋅ Vm
（1）
0.97
S0 = 0.34d 0 / a
（2）

由式（1）～式（3）可知，当 d0 与 Vm 一定时，
S 与 V0 成正比关系，即随着喷管出口风速的增大其
水平射程也增大。通过分析果园授粉方式调查结果
和风送授粉机作业经验参数，各参数的取值为：
Vm=3.5 m/s，S=0.12～0.15 m，查风机选型设计实用
手册[17]确定紊流系数 a=0.076，并定义喷管出口直
径 d0=5×10-3m ， 从 而 确 定 V0=14.2 ～ 17.5 m/s ，
S0=0.022m，θ=28°。本文选定 V0=17.5 m/s。
2.2 输送管道压力确定
风送授粉管道压力损失主要包括沿程压力损
失、提升压力损失及局部压力损失等，这些压力损
失总和即为输送系统总压降。系统总压降计算如式
（4）～式（7）所示[17]：
ΔP = ΔPm + ΔPt + ΔPj
（4）

V 2ρ
V 2ρ
ΔPm = λ （
⋅ 0 l1 + 0 l2）
2d 0
8d 0

（5）

V0
V0 − Vm

（6）

ΔPt = ρ gh ⋅

V0 2 ρ
（7）
2
式中：ΔP 为系统总压降，Pa；ΔPm 为沿程压力损失，
Pa；ΔPt 为提升压力损失，Pa；ΔPj 为局部压力损失，
Pa；λ 为摩擦阻力系数；ρ 为空气密度，kg/m3；l1
为喷管长度，m；l2 为输粉管长度，m；g 为重力加
速度，m/s2；h 为花粉提升高度，m；ξ 为弯管局部
ΔPj = 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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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力系数；根据风送授粉机的设计要求及查风机选
型设计实用手册，从而确定各参数取值[17]：λ=0.13，
ρ=1.2 kg/m3，l1=0.03 m，l2=0.085 m，g=9.8 m/s2，
h=0.04 m，ξ=0.22。经计算 ΔPm=245 Pa，ΔPt=0.6 Pa，
ΔPj=40.4 Pa，ΔP =286 Pa。从而根据系统总压降并
考虑一定裕量，确定全压（理论计算值）PtFc=300 Pa。
2.3 风机参数确定
风机是风送式授粉机的主要工作部件，其设计
参数对授粉机性能有重大影响，而离心风机具有噪
音低、效率高、适应范围广等优点[17-19]，故该授粉
机选用离心风机。综合考虑风机风量与消耗功率匹
配等因素，设定风机转速 nc=8 500 r/min，风机全压
（理论计算值）PtFc=300 Pa，同时针对授粉作业对离
心风机要求[17]，风机叶片型式采用径向直板叶片，
即叶片出口角 β2A=90°，电机与风机连接为直连方
式，风机计算如式（8）～式（15）[17]：

u2 =
D2 =
qv =

2 PtFc

60u2
πnc

（9）

(0.25πD2 2 ) ⋅ u2

ϕ

ns = 5.54nc

Psh =

（8）

ρψ t

qv
4

PtFc 3

qv PtFc
1000ηinηme

（10）
（11）
（12）

d = 0.2 ⋅ D2

（13）

D0 = (0.3~0.6) D2

（14）

b1 =

D0

4ξ1 μ1

根据风机叶片数目 Z 与工作方式的关系，初步
确定 Z=5～10，通过式（16）计算叶片数目[17]：
D + D0
（16）
Z = (0.8~1.2) ⋅ π ⋅ 2
D2 − D0
计算得到 Z=5.8～8.7，由于风机叶片数目的增
加，将导致叶轮通道摩擦损失加大，能耗增加。本
文选定 Z=6。

3

风机性能试验

风机性能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授粉机的作业效
果，2013 年 10 月在农业部农业机械重点开放实验
室进行风机性能试验。风机叶片型式采用径向直板
叶片，风机主要结构参数为：叶轮外径 D2=38 mm，
轮毂直径 d=8 mm，风机叶片数目 Z=6，叶轮入口
直径 D0=15 mm，叶片进、出口宽度 b1=b2=18 mm。
3.1 试验仪器
QJ3005S 直流稳压电源（额定输入交流电压
220 V，额定输出直流电压 0～30 V，额定输出直流
电流 0～5 A，精度±0.01，深圳市朗普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24-6111 型热线式风速风压仪（风速测试
范围 0.10～50.0 m/s，风压测试范围±5.00 kPa，日
本加野有限公司）、DS-540SH 微型直流电机（功率
10.5 W，电压 12.0 V，转速 11 000 r/min，深圳市东
顺电机有限公司）、DT2239B 闪频测速仪（转速测
试范围 60～19 999 r/min，精度±0.05，深圳市欣宝
瑞仪器有限公司）
3.2 试验方案
依照 GB/T 1236《工业通风机―用标准化风道
进行性能试验》及 ISO3966-2008《封闭管道中流体
流量的测量》，如图 3 所示。

（15）

式中：u2 为叶轮圆周速度，m/s；ψt 为全压系数；
D2 为叶轮外径，m；nc 为风机转速，r/min；qv 为风
机流量，m3/s；φ 为流量系数；ns 为比转速；Psh 为
轴功率，kW；ηin 为全压内效率；ηme 为机械效率；
d 为叶轮轮毂直径，m；D0 为叶轮入口直径，m；μ1
为入口前气流充满系数；b1 为叶片进口宽度，m；ξ1
为叶片入口气流损失系数。查风机选型设计实用手
册确定各参数取值[17]：ψt=1.7，ρ=1.2 kg/m3，φ=0.13，
ηin=0.72，ηme=1，ξ1=0.15～0.25，μ1=0.8～0.87。计
算得 u2=17.2 m/s，D2=0.038 m，qv=2.63×10-3 m3/s，
ns=38.7 ， Psh=1.68×10-3 kW ， d=7.6×10-3 m ，
D0=11.4×10-3 ～ 22.8×10-3 m ， b1=17.0×10-3 ～ 31.0×
10-3 m。本文选定 D0=15 mm，d=8 mm，b1=18 mm。
由 于 叶 轮 采用 平 前 盘 型式 ， 从 而 叶片 出 口 宽 度
b2=b1=18 mm。

1.直流稳压电源 2.风送装置 3.风道 4.风速风压仪
1. DC source 2. Air-assisted system 3.Wind tunnel 4.Anemomaster

图 3 风机性能试验台
Fig.3 Fan performance test rig

在风机进风口连接有直径为 41 mm 的风筒，在
距离风机进风口 0.5 m 处的风筒上设置测试圆环，
在测试环内同一截面上取 5 个不同直径的同心圆，
各同心圆的直径分别为 14、24、30、36、38 mm，
每个同心圆取 3 点（即每 120°布置 1 个测点），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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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15 个测点。利用直流稳压电源及热线式风速风
压仪分别测得不同转速下的风机功率及各个同心圆
环各点的风速与静压，重复 3 次，取各同心圆环上
所有测量点均值作为风筒内部的均匀风速与静压。
3.3 试验测定结果
利用测得不同转速下的风机功率及风筒内风
速与静压，通过式（17）～式（21）[17]计算出风机
的轴功率、风量、动压、全压有效功率及全压效率。
Pw = E ⋅ I
（17）

Q =V ×S a
Pd = 0.5 ρV

（18）
2

PetF = QPtF

ηtF =

PetF
Pw

（19）
（20）
（21）

式中：Pw 为电机功率，W；E 为电机电压，V；I
为电机电流，A；Q 为风机风量，m3/s； V 为同心
圆环平均风速，m/s；Sa 为风道截面积，m2；Pd 为
风机动压，Pa；PtF 为风机全压（试验测定值），Pa；
PetF 为全压有效功率，W；ηtF 为风机全压效率，%。
根据测试数据及计算结果绘制风机性能曲线，
如图 4 所示。从图 4 中可以看出风机在 8 000 r/min
时风量为 3.0×10-3 m3/s，大于计算得到的设定风量
2.63×10-3m3/s ， 满 足 风 送 作 业 要 求 ； 风 机 转 速
9 000 r/min 时全压效率最高，达到 43%，而随着转
速的增加，全压效率明显下降，功率急剧上升，而
风量及风压变化不大。

4

风送授粉性能试验

2013 年 10 月在农业部农业机械重点开放实验
室进行风送授粉机在不同风速下喷粉量试验、风速
衰减规律试验及花粉分布试验，所选花粉为猕猴桃
“中华”雄花粉，试验在封闭的实验室内进行，以
消除自然风力的影响，室内平均温度 15℃，室内干
燥，定期除尘。
4.1 试验设备与仪器
风送授粉机、24-6111 型热线式风速风压仪（风
速 测 试 范 围 0.10 ～ 50.0 m/s ， 风 压 测 试 范 围
±5.00 kPa，日本加野有限公司）、QJ3005S 直流稳
压电源（额定输入交流电压 220V，额定输出直流
电压 0～30 V，额定输出直流电流 0～5 A，精度
±0.01，深圳市朗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WT5002N
电子天平（测试范围 0～500 g，精度±0.01，常州万
泰天平仪器有限公司）、IPM Scope 显微成像系统
（放大倍数 40～140 倍，Spectrum Technologies，
Inc）、自制采样板（如图 5 所示）、载玻片（尺寸
76.2 mm×25.4 mm）、卷尺等。

Fig.5

注：PetF 为全压有效功率，W；Q 为风机风量，10-3 m3/s；PtF 为风机全
压（试验测定值），Pa；Pw 为电机功率，W； V 为同心圆环平均风速，
m/s；ηtF 为风机全压效率，%。
Note: PetF is effective power, W; Q is blowing rate, 10-3 m3/s; PtF is totle
pressure(experiment values), Pa; Pw is motor power，W； V is average air
velocity of concentric annulus, m/s; ηtF is total pressure efficiency, %.

图 4 风机特性曲线图
Fig.4 Fan performance test r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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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采样板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samples board

4.2 试验设计
4.2.1 风速衰减规律试验
进行风速规律试验时，采用热线式风速风压仪
测定不同输入电压与出口风速之间关系，同时测定
不同距离下射流轴线实际风速，并利用公式（1）
计算不同距离下射流轴线理论风速并与实测值进
行比较，进行相关性分析，各试验重复 3 次取均值
作为试验数据。
4.2.2 不同风速下喷粉量及固相质量浓度试验
将授粉机装满花粉并在天平上测定其质量，记
录数据，并在一定的出口风速下进行喷粉作业，作
业时间约为 1 min，喷粉完成后再次在天平上测定
其质量，记录数据，各试验重复 3 次取均值作为试
验数据。利用式（22）～式（23）计算其在此风速
下的喷粉量与固相质量浓度。
q f = (m f − mb ) / t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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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m f − mb )
60Q ⋅ t

（23）

式中：qf 为喷粉量，g/min；mf 为喷粉前总质量，g；
mb 为喷粉后总质量，g；t 为喷粉时间，min；N 为
固相质量浓度，g/m3。
4.2.3 不同风速下花粉覆盖率分布试验
喷粉试验装置如图 6 所示，为消除水平采样、
竖直采样之间的影响，分别对水平采样、竖直采样
单独试验，并设定授粉机出口不同风速、不同采样
距离。授粉机工作时为点喷作业，作业时间较短，
同时授粉机停止工作时粉箱内部流场变化较大，仍
有少量花粉从喷口喷出，其变化时间在一个点喷作
业中占有一定比例，针对这一现象，本文所选直流
电机响应时间约为 20 ms，由于电机响应时间较短，
当授粉机停止工作时喷口面对靶标，花粉在残留风
场的作用下仍作用在靶标上。竖直试验时，为获得
不同喷粉距离下花粉分布，首先将竖直采样架置于
授粉机出口前 0.05 m 处，每次试验时在原有基础增
加距离，增加量为 0.05 m 直至 0.8 m 处，同时授粉
机出口垂直正对竖直采样架上载玻片，并且出口轴
线与载玻片中线对齐，花粉在风机吹出气流的作用
下向前运动吸附到竖直采样板载玻片上；水平试验
时，授粉机出口与水平采样架上载玻片平行，且水
平采样架置于授粉机出口 0.05 m 处，出口轴线与载
玻片中线对齐，花粉在风机吹出气流的作用下向前
运动后由于重力作用以抛物线形式下降，沉降到水
平采样板载玻片上，由于本文中授粉机喷管射流扩
张角 θ=28°，为避免水平载玻片处于扩张角边界内，
影响试验结果，需设定授粉机喷管出口轴线到水平
载玻片距离。各试验单次喷粉作业时间约为 3s，重
复 3 次。喷粉完成后，收集采样板上载玻片，将其
置于显微镜下观察载玻片轴线上花粉分布，测定各
载玻片上花粉覆盖率，即单位面积上花粉覆盖比
例。显微镜放大倍数为 140 倍，全视野观察、拍照

2014 年

范围为 1.2 mm×2.0 mm（长×高），并将照片用图
像软件系统进行测定统计载玻片上花粉覆盖率[20]，
分析花粉分布规律。为便于统计及数据分析，设定
计算机图像处理范围为 1.0 mm×1.0 mm（长×高），
如无说明，试验过程中记录的花粉覆盖率均为此面
积上所观测的。
4.3 试验结果
4.3.1 风速衰减规律试验结果
风送授粉机在不同电压下出口风速及风机转
速如图 7 所示。从图 7 中可以看出，随着风机电压
的增加，出口风速及风机转速显著加大，并且风速
与转速基本为线性正比关系，符合风机性能特性。
当输入电压在 8～9 V 之间时，出口风速为 16.5～
19.5 m/s，满足授粉作业要求。

图 7 不同电压下风速及转速
Fig.7 Fan air velocity and speed with different voltage

风送授粉机在出口风速 10.5 m/s （输入电压
6 V）、19.5 m/s（输入电压 9 V）下射流轴线理论
风速与试验风速衰减规律相关性分析如图 8 所示。
从图 8 中可以看出试验实测值和自由沉没射流理论
计算值变化趋势是一致的，可以得出理论值与试验
值具有比较好的相关性，相关曲线为 y=0.9898x−
0.2399，其决定系数 R2=0.9991，充分说明授粉机实
际射流轴线风速衰减情况符合自由沉没射流理论。

1.授粉机 2.竖直采样板 3.水平采样板
1. Air-assisted pollination device 2. Vertical samples board 3.Horizontal
samples board
注：H 为授粉机喷管中心轴线与水平采样板的距离，H=0.3 m。
Note: H is the distance between jet tube center axis of pollination device and
horizontal samples board, H=0.3 m.

Fig.6

图 6 授粉机试验装置示意图
General arrangement diagram of test device of
pollination device

Fig.8

图 8 速度理论值与试验值相关性分析
Comparison analysis on theory and experiment vel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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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不同风速下喷粉量及固相质量浓度试验结果
风送授粉机在不同风速下喷粉量及固相质量
浓度试验结果如图 9 所示。从图 9 中可以看出，随
着出口风速的增加，喷粉量持续增加，固相质量浓
度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下降。当出口风速在 22～
25 m/s 时风机效率较高，喷粉量及固相质量浓度急
剧上升，此后由于风机效率下降以及喷口大小的限
制，喷粉量变化趋向平稳，而固相质量浓度下降。

Fig.9

4.3.4 不同风速影响花粉垂直分布试验结果
花粉在不同风速风力作用下垂直分布情况如
图 11 所示。从图 11 中可以看出，花粉垂直分布量
与出口风速成正比，且当花粉覆盖率（大约为 90%）
保持在一稳定状态时，传播距离与风速成正比，表
明花粉在风力作用下沿直线传播；随着喷粉距离的
增加，由于射流边界层风速衰减速度高于射流轴心
速度，大部分花粉呈抛物线降落，导致花粉覆盖率
下降。

Fig.11

图 9 不同风速下喷粉量及固相质量浓度关系
Dusting rate and solid mass concentration at different
wind velocities

4.3.3 不同风速下花粉水平分布试验结果
花粉在不同风速风力作用下水平分布情况如
图 10 所示。从图 10 中可以看出，在距喷管 0.05～
0.4 m 位置时，风速与花粉覆盖率成反比关系，在
距喷管 0.4～1.0 m 位置时，风速与花粉覆盖率成正
比关系；当出口风速增加时，花粉峰值后移，主要
是由于气流将花粉吹出，花粉在风力作用下沿风向
直线传播，随着距离的增大，风速逐渐衰减，当风
速衰减到一定程度后花粉开始呈抛物线降落，散布
在采样板上。

Fig.10

图 10 不同风速下花粉水平分布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for pollens at different wind
velo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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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1

图 11 不同风速下花粉竖直分布
Vertical distribution for pollens at different wind
velocities

风送授粉田间试验

试验地点
2014 年 04 月在江苏省常熟市进行田间试验，
试验时田间温度为 19℃、风速为 1.9 m/s、相对湿
度为 56%。试验花粉为猕猴桃“中华”雄花粉，试
验品种为“红阳”猕猴桃，种植方式为棚架式，行株
距：2 m×3 m，树高 1.8m。
5.2 试验方法
选定 3 棵树，每棵树上随机选定 10 朵雌花，
并对选定的雌花进行编号设计。试验时设定授粉机
喷孔出口风速分别为 10.5、13.5、16.5、19.5、21.6、
24.9、27.8 m/s，授粉机喷口对准雌花且喷口距离柱
头约 15～20 cm，每朵花喷粉时间为 3 s 左右。授粉
完成后，将雌花摘下，并置于显微镜下观察柱头上
花粉并拍照，显微镜放大倍数为 140 倍，并将照片用
图像软件系统进行测定统计柱头上花粉覆盖率[20]。重
复 3 次，处理每朵花各柱头上的均值作为花粉覆盖率。
5.3 试验结果
手持式风送授粉机在不同出口风速下花粉覆
盖率试验结果如图 12 所示。
从试验数据统计分析得出，随着出口风速的增
加，柱头处花粉覆盖率显著提高，当出口风速达到
19.5 m/s 时，柱头处平均有 57.66%的花粉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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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粉效果良好。田间实际生产中，由于外界条件及
作业对象的不同，当出口风速在 10.5～27.8 m/s、
授粉距离为 15～20 cm 时，花粉覆盖率较室内的花
粉竖直分布试验有所降低，但不同风速下花粉覆盖
率变化趋势与室内试验一致。

[2]

[3]
[4]

[5]

Fig.12

6

结

图 12 不同风速下花粉覆盖率
Pollen coverage at different wind velocity

论

1）依照气力喷粉原理，通过理论计算分析，
设计了风送授粉机及授粉专用离心风机，叶片型式
采用径向直板叶片，叶轮型式为平前盘，叶轮直径
38 mm，叶片数为 6，叶片宽度为 18 mm；
2）风机性能特性室内试验表明：风机的风速、
风量与设计目标值一致，风机转速在 8 000 r/min 时
风量为 3.0×10-3 m3/s，满足风送授粉作业要求，风
机转速 9 000 r/min 时全压效率最高，达到 43%。
3）花粉分布室内性能试验表明：手持式风送
授粉机外部风场理论值与试验值具有比较好的相
关性，其决定系数 R2=0.9991；随着出口风速的增
加，喷粉量持续增加，固相质量浓度增加到一定程
度后开始下降；花粉覆盖率分布受风速影响较大，
花粉竖直分布量以及喷粉量与出口风速成正比，且
水平分布、竖直分布峰值随着风速的增加而后移，
竖直分布峰值在距出口一定距离内保持稳定，显示
花粉在一定速度的定向气流中能保持较好的直线
传播。
4）手持式风送授粉机田间试验表明：随着出
口风速的增加，柱头处花粉覆盖率提高；当出口风
速达到 19.5 m/s 时，柱头处平均有 57.66%的花粉覆
盖率，其数值较室内试验有所降低；不同风速下花
粉覆盖率变化趋势与室内试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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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experiment on handheld air-assisted pollination device
Ding Suming1, Xue Xinyu1 , Cai Chen1, Qin Weicai1, Fang Jinbao2, Sun Zhu1
※

(1. Nan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Nanjing 210014, China;
2. Zhengzhou Fruit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Zhengzhou 450009, China)

Abstract: Pollin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process for high yield and quality of fruits production. The artificial and
bee pollinations are wildly used in fruits production, but they are unadaptable to large scale production. So a kind
of handheld air-assisted pollination device was developed. Through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the air supply device
was determined to adopt 6 impellers, the impeller diameter is 38 mm and the guide blades width is 18 mm. The
motor is driven by DC power. A wind velocity indicator was used and the test ring was put at 500 mm ahead of
the air inlet which is connected with a set of rams to fan pipes. The ram’s diameter is 38 mm, same as the impeller.
The results of fan performance test showed that the air volume was 3.0×10-3 m3/s at 8 000 r/min of fan speed,
which can meet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The highest total pressure efficiency is 43% at 9 000 r/min of fan speed.
With the speed increase, the total pressure efficiency dropped rapidly but the power increased and the variation
trends of the air volume and air pressure are not significant. The fan property was tested and the performance
curve graphic was drawn. The air velocity field at different rotational speeds of the handheld air-assisted
pollination device were studied and validated by the experiment dat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velocity of
central plane diffused at a fixed angle and decayed along the centre line, and the theoratical value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xperiment data.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 of airflow speed on pollination, the basic principle of
pneumatic pollination was analyzed. Tests were conducted to validate the effect of airflow speed on pollens
distribution based on pollens density,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and vertical distribution in the lab.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low rate of nozzle is affected by wind velocity significantly. When the winds velocity reaches 25 m/s, the
variation trends of the flow rate of nozzle are not significant with the speed increase. And the pollens distribution
is affected by wind velocity significantly, and the dusting rate on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stribution increase with
the wind velocity increase. A peak in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stribution is far away from the pollen source with
the wind velocity increased. And the peak in vertical distribution keeps stable within a certain distance,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pollens can be spread in straight line with a certain speed and directional airflow. The field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in a kiwi grove which was grown with “Hongyang” kiwi trees. The row space is 3 m×2
m, the height of the tree is 1.8 m. Three tree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sample trees, 10 flowers were selected in
each tree, and the distance of pollination is 15-20 cm. The pollen coverage ratio of stigma in each flower was
measured by micro camera and droplets image processing syst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llen coverage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fan speed. When the nozzle outlet velocity is 19.5 m/s, the pollen
coverage is 57.66%. The research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tructural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working
parameters in same type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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