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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山东永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茂植保机械有限公司、中国农业大学、

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 

考虑到本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权，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权的鉴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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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负式静电喷雾喷粉机 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背负式静电喷雾喷粉机的技术要求，术语和定义，产品型号，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配用汽油机驱动的离心式风机，采用气力输液、

输粉原理的背负式静电喷雾喷粉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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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0.1 电工术语  基本术语 

GB 2900.33 电工术语 电力电子技术 

GB/T 9239.1 机械振动恒态（刚性）转子平衡品质要求：规范与平衡允许的检验 

GB/T 15463 静电安全术语 

GB 18136 交流高压静电防护服装及试验方法 

GB/T 20084  植物保护机械 词汇 

JB/T 5135.1 通用小型汽油机第 1部分： 技术条件 

JB/T 5673  农林拖拉机及机具涂漆 通用技术条件 

JB/T 7723-2014 背负式喷雾喷粉机  

3 术语和定义 

GB/T 20084 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背负式静电喷雾喷粉机（以下简称背负机）  

通过高压静电发生装置产生的静电，使喷出的雾滴或粉粒带上大量的电荷的背负式喷雾喷粉机。 

4 产品型号 

产品型号的编制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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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    F    -    □    J 

                               静电 

 

                               排量(单位为毫升)x10 

 

                               喷粉 

 

                               喷雾 

 

                               植保机械 

示例：排量为 60mL 的背负式静电喷雾喷粉机，表示为： 3WF-600J。 

5 技术要求 

5.1 基本要求 

背负机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并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产品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5.2 整机性能要求 

5.2.1 背负机配用的汽油机应符合 JB/T 5135.1 的规定。 

5.2.2 背负机主机净重（不带喷洒装置）、喷洒射程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5.2.3 背负机装配后，应按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操作方法进行常温起动试验。手拉自回绳起动方式按时

间计算，起动时间不超过 30s。 

5.2.4 背负机静电主要参数应符合表 2规定。 

表1  

汽油机 

标定功率 

kW 

背 负 机 

净 重 

kg 

喷雾 喷粉 

水平射程 

m 

水平喷雾量 

kg/min 

喷粉幅宽 

m 

水平喷粉量

kg/min 

≤0.8 ≤9.5 ≥6.0 ≥1.2 ≥15.0 ≥1.5 

＞0.8~1.5 ≤11.5 ≥9.0 ≥1.5 ≥25.0 ≥2.0 

＞1.5~2.3 ≤12.5 ≥12.0 ≥1.8 ≥30.0 ≥2.5 

＞2.3 ≤13.5 ≥15.0 ≥2.0 ≥35.0 ≥3.5 

注：汽油机标定功率指 12h 功率。 

注： 

表2  

静电电压 静电电流 工作原理图 

900-1000 伏 80-100 毫安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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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5.2.5 背负机的喷量必须可以调节。药液开关或粉门调节装置在最大开度时，背负机的水平喷量应符

合表 1的规定。 

5.2.6 背负机喷雾时雾滴平均数值直径小于等于 100um。 

5.2.7 背负机在喷雾时同时检测，如图二所示的靶标（圆形）。背面带静电雾滴含量与不带静电的雾

滴含量应符合表 3的规定。 

 

图2  

表3  

雾滴、粉覆密度  粒/cm
2
 

背面 

不带静电     〉20 

带静电       〉100 

5.2.8 背负机的喷量应均匀一致。喷雾时，雾流应均匀连续，水平喷雾量变异系数不得大于 6%；喷 粉

过程中，不允许出现架空、堵塞或团状出粉等现象。喷洒终了后，药箱内的残留药量不得超过 0.1kg。 

5.2.9 发动机处于怠速运转状态，粉门、风门全闭时，喷口漏粉量不得超过 40g/min。 

5.3 安全与卫生要求 

5.3.1 背负机各密封部位应密封可靠，使用安全，不得出现漏药液，漏粉和漏油现象。 

5.3.2 背负机背垫及背带上应装备有能充分吸收振动的软垫。背垫上测点处振动加速度的平均值应不 

大于 15m/s2。 

5.3.3 背负机的耳旁噪声应符合表 4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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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耳旁噪声 

dB

（A

） 

标定转速 r/min 

≤5500 ＞5500~7000 ＞7000 

 

标

定

功

率 
 

k

W 

≤1.5 ≤97 ≤

98 

≤99 

＞1.5~2.3 ≤99 ≤100 ≤101 

＞2.3 ≤101 ≤102 ≤103 

5.4 可靠性要求 

5.4.1 背负机在喷雾状态下进行 8h 连续运转试验，不得出现故障。 

5.4.2 背负机的首次故障前平均工作时间（MTTFF）应不少于 50h。 

5.4.3 背负机进行型式试验时，应按 JB/T 7723-2014规定的方法进行 200h 耐久性考核。 

5.5 主要零部件技术要求 

5.5.1 风机工况轴功率应不大于发动机标定功率的 95%。 

5.5.2 完整风机全压效率应符合表 5的要求。 

表5  

 

完整风机全压效率 
风 机 型 

式 全闭式风机 半开式风机 

    叶片型式 

前向弯曲叶片 ≥60% ≥42% 

径向叶

片 

≥65% ≥42% 

后向弯曲叶片 ≥70% ≥42% 

5.5.3 风机螺壳内外表面应平整光滑，不允许有瘪坑、裂纹等缺陷。风机进风口应安装滤网。 

5.5.4 风机叶轮应逐个进行静平衡检查，其不平衡量应不大于叶轮许用不平衡量。叶轮许用不平衡量

的确定根据 GB  9239 的规定，叶轮的平衡品质等级为 G6.3 级，按下式计算其许用不平衡量： 

n

m

n

m
U per

60161300003.6






 

式中： 

Uper—许用不平衡量，单位 g·mm； 

n—汽油机标定转速，单位为 r/min； 

m—叶轮质量，单位为 kg。 

5.5.5 叶轮配重应整齐、牢固、可靠，配重或去重后不允许有毛刺，用金属棒轻敲轮缘不允许有沙哑

声。 

5.5.6 叶轮应按 JB/T  7723-2014 进行超转速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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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 背负机药箱容积不得小于 10L。药箱总成应按 JB/T  7723-2014 逐个进行气密性检查。 

5.6 其他技术要求 

5.6.1 主要零件所用材料应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其他标准的有关规定，并具有原始标记和质量 

证明书。改用其他材料时，应履行材料代用手续。 

5.6.2 背负机加药口应有滤网，滤网孔眼不得大于 30 目/英寸。 

5.6.3 喷管组件长度不小于 1m。 

5.6.4 未注公差的机械加工零件应按 GB/T  1804 中规定的 e 级制造。 

5.6.5 冲压件应平整，不允许有裂纹、毛刺，未注公差按 GB/T  1804 中规定的 e 级。 

5.6.6 铸件不得有冷隔、抽坑、缩孔、疏松变形等缺陷。 

5.6.7 铆接件应密合，不得有拨动、铆秃、铆钉头不得出现裂纹、伤痕、位置偏移等缺陷。 

5.6.8 焊接件应焊缝平整，不得有烧穿、裂痕、漏焊等缺陷。 

5.6.9 镀铬、镀锌件镀层应均匀，色泽鲜明，附着牢固，表面平整。 

5.6.10 塑料件应平整光滑，不得有裂痕和明显的缩孔等缺陷。 

5.6.11 喷漆质量应符合 JB/T 5673 的规定。 

5.6.12 零部件（包括外购件、协作件）须经检查合格后，方可进行装配。 

5.6.13 整机装配后，用手转动运动件应灵活，不得有摩擦、卡滞等异常现象；操纵机构应灵活可靠， 

油门操纵手柄在最高位置时能达到标定转速，在最低位置时能熄火停机。油门操纵手柄在最低位置时 

作怠速运转的发动机，应另有停机按钮。 

5.6.14 背负机外观应光洁平整，不得有锈蚀、锈痕、油漆剥落、油污、碰伤等缺陷。 

6 试验方法 

背负机的试验方法按T/CAMA-XXXX.2的规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背负机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型式检验和质量一致性检验。 

7.2 出厂检验 

背负机应按下列项目逐台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的项目必须全部合格后方可发给合格证，准予出

厂。 

a) 起动性能检查； 

b) 背负机整机密封性试验； 

c) 背负机正常运转转速及油门位置检查； 

d) 装配与外观质量检查。 

7.3 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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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背负机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产品的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d) 产品生产正常，上次型式检验已满三年；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型式检验应包括技术要求的全部内容。型式检验的数量应不少于 2 台。 

7.4 质量一致性检验 

背负机制造厂的质量检验部门应定期或逐批进行质量一致性检验，以确保生产过程总产品质量的

持续稳定，质量一致性检验的数量为2台。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8.1.1 每台背负机应在明显位置设有永久性的产品标志。 

8.1.2 产品标志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型号、名称； 

b) 产品注册商标； 

c) 标定转速、标定功率； 

d) 制造厂名称； 

e) 出厂日期和出厂编号。 

8.2 包装 

8.2.1 背负机包装应牢固可靠，便于运输，并有防潮、防压措施。 

8.2.2 包装箱外面应标明以下内容： 

a) 产品型号、名称； 

b) 产品注册商标； 

c) 数量； 

d) 包装箱体积：长×宽×高，mm； 

e) 制造厂名称； 

f) 出厂日期； 

g) 整机净质量； 

h) “不得倒置”、“小心轻放”、“向上”、“防潮”、“防压”等标志。 

8.2.3 背负机出厂时，包装箱内应备有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装箱清单及备件（易损件）、附件及 

随机工具。 

8.3 运输 

产品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不得碰撞、受潮、受压。 

8.4 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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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贮存在干燥通风的仓库内，不得露天堆放，避免与酸、碱、农药、化学药品等有腐蚀性的物

质混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