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105025.6

(22)申请日 2018.02.0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39334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8.14

(73)专利权人 北京埃克兰德生态环保技术有限

公司

地址 101200 北京市平谷区镇罗营镇镇罗

营东街5号A区-7

(72)发明人 赵和平　张连军　

(74)专利代理机构 合肥市科融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普通合伙) 34126

代理人 陈思聪

(51)Int.Cl.

B09C 1/00(2006.01)

B09C 1/0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7186886 A,2017.09.22,

CN 107321777 A,2017.11.07,

CN 106440715 A,2017.02.22,

CN 205700929 U,2016.11.23,

JP 2006263556 A,2006.10.05,

CN 107457265 A,2017.12.12,

CN 107244792 A,2017.10.13,

CN 107398471 A,2017.11.28,

CN 206613551 U,2017.11.07,

CN 107469404 A,2017.12.15,

US 4738206 A,1988.04.19,

CN 107321223 A,2017.11.07,

CN 206330379 U,2017.07.14,

CN 107096487 A,2017.08.29,

CN 102921713 A,2013.02.13,

审查员 徐龙龙

 

(54)发明名称

一种泥化式土壤修复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泥化式土壤修复装置，包

括加工箱，所述加工箱下方设有底座，底座左右

两侧设有方便装置搬运的滚轮，所述加工箱下端

两侧对称设有支腿，支腿下端滑动套设有支撑

套，支撑套内部设有缓冲弹簧，缓冲弹簧将支撑

套和支腿连接固定，支撑套下端与底座连接固

定，这种缓冲机构的设置有效的提高了装置的抗

震性能，所述加工箱上端中间位置贯穿有提升

筒，本发明结构简单、合理，便于搬运，抗震性能

好，通过先将土壤泥化，进而去除不可溶的杂质，

然后在通过细化烘干，从而保证土壤的细化程

度，再进行最后的消毒修复，这种修复方式解决

了现有装置粉碎不好的弊端，极大的提高对土壤

的修复效果，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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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泥化式土壤修复装置，包括加工箱（1），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工箱（1）下方设有底

座（2），底座（2）左右两侧设有方便装置搬运的滚轮（3），所述加工箱（1）下端两侧对称设有

支腿（6），支腿（6）下端滑动套设有支撑套（4），支撑套（4）内部设有缓冲弹簧（5），缓冲弹簧

（5）将支撑套（4）和支腿（6）连接固定，支撑套（4）下端与底座（2）连接固定，这种缓冲机构的

设置有效的提高了装置的抗震性能，所述加工箱（1）上端中间位置贯穿有提升筒（18），提升

筒（18）与加工箱（1）之间为一体成型设置，所述提升筒（18）上端中间位置设有驱动电机

（17），驱动电机（17）的输出端设有提升轴，提升轴外侧设有螺旋叶片，靠近驱动电机（17）的

提升筒（18）内部设有锥形通道（16），所述提升筒（18）外侧的加工箱（1）顶部固定有搅拌电

机（8），搅拌电机（8）的输出端设有搅拌机构，搅拌机构包括搅拌轴和搅拌杆，所述提升筒

（18）下端外侧与加工箱（1）内壁之间设有过滤网盘（7），过滤网盘（7）上均匀分布有过滤孔，

过滤网盘（7）外端与加工箱（1）内壁连接固定，过滤网盘（7）内壁与提升筒（18）连接固定，所

述提升筒（18）上端两侧对称设有回料口（13），回料口（13）上方的加工箱（1）顶部设有伸缩

液压缸（15），伸缩液压缸（15）的输出端设有与回料口（13）相配合的活动封板（14），在装置

工作时，通过加料斗（12）向加工箱（1）内部加入土壤和水，然后通过搅拌电机（8）对土壤进

行搅拌处理，驱动电机（17）带动提升轴和螺旋叶片转动，进而使得土壤沿着提升筒上升，然

后再  沿着回料口（13）回到加工箱（1）内部，从而实现对物料的循环搅拌处理，这里的过滤

网盘（7）会对土壤进行过滤将土壤中的不溶杂质过滤，所述提升筒（18）右上端设有排料口，

排料口处设有挤压管（19），挤压管（19）右端伸入位于加工箱（1）右侧的烘干箱（22），挤压管

（19）右端口处设有挤压出料孔，挤压管（19）上设有切割电机（20），切割电机（20）的输出端

设有切割刀（21），切割刀（21）的作用是将挤压出来的条状土壤进行切割细化处理，所述挤

压管（19）下方的烘干箱（22）中设有干燥通道（28），干燥通道（28）内部设有缓冲腔，干燥通

道（28）内壁上设有若干个吹气管（39），吹气管（39）与干燥通道（28）的切线呈六十度的夹

角，这种吹气方式会形成旋涡气流，从而有助于将土壤打散，从而提高烘干效果，所述干燥

通道（28）的缓冲腔通过供气管（27）连接散热箱（24），散热箱（24）内部设有臭氧发生装置

（25），散热箱（24）上端的进气端连接气泵（23），臭氧发生装置（25）的出气端通过臭氧管

（26）与供气管（27）连接，这样吹气中就会有臭氧，进而对土壤进行初步的氧化，这里还利用

臭氧发生装置工作时会产生大量热量的优点来为吹气进行加热，从而实现热量的合理利

用，所述挤压管（19）下方的烘干箱（22）中还设有喷淋机构（31），喷淋机构（31）包括缓存箱

（36），缓存箱（36）两侧通过定位管（35）与烘干箱（22）内壁连接固定，缓存箱（36）上端两端

面贯穿有转动管（33），转动管（33）上端设有叶片（34），转动管（33）下端设有喷淋管（38），喷

淋管（38）外侧设有喷淋孔，转动管（33）与喷淋管（38）相互连通，缓存箱（36）所在的转动管

（33）表面设有进液口（37），所述缓存箱（36）上下两端设有与转动管（33）相配合的转动轴承

和密封圈，所述定位管（35）为空心结构，且与缓存箱（36）相连通，所述定位管（35）通过导管

连接修复液箱（29），修复液箱（29）内部设有水泵（30），在搅拌充分后，通过伸缩液压缸（15）

带动活动封板（14）将回料口（13）封住，这样土壤就会沿着提升筒（18）向上运动，然后从挤

压管（19）中排出，切割刀（21）会将挤压出来的条状土壤进行切割细化处理，然后气泵会将

臭氧从吹气管（39）中吹出，进而对细化土壤进行消毒杀菌处理，在气流的带动下，叶片（34）

带动转动管（33）转动，进而带动喷淋管（38）转动，此时水泵（30）向喷淋管（38）中提供液体，

这样就实现了旋转喷淋，从而完成对土壤的修复，所述加工箱（1）左侧设有维护箱门（9），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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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方便后期对加工箱（1）内部进行维护；所述水泵（30）、臭氧发生装置（25）、气泵（23）、切割

电机（20）、驱动电机（17）、搅拌电机（8）和伸缩液压缸（15）电性连接控制面板（1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泥化式土壤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提升筒（18）表面设有

耐磨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泥化式土壤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工箱（1）左上侧设

有加料管和位于加料管上端的加料斗（1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泥化式土壤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提升轴上端的螺旋叶

片与锥形通道（16）相配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泥化式土壤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臭氧发生装置（25）外

侧设有散热翅片。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泥化式土壤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滚轮（3）为自锁式滚

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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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泥化式土壤修复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土壤修复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泥化式土壤修复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土壤污染已对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农产品生态安全构成威胁。全国受有机 

污染物污染的农田已达3600万公顷，污染物类型包括石油类、多环芳烃、农药、有机氯等；因 

油田开采造成的严重石油污染土地面积达1万公顷，石油炼化业也使大面积土地受到污染； 

在沈抚石油污水灌区，表层和底层土壤多环芳烃含量均超过600mg/kg，造成农作物和地下 

水的严重污染。全国受重金属污染土地达2000万公顷，其中严重污染土地超过70万公顷，其 

中13万公顷土地因镉含量超标而被迫弃耕。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污染土壤修复研究，正经历 

着由实验室研究向实用阶段的过渡，即将进入一个快速、全面的治理时期。

[0003] 现有的土壤修复装置大多都是通过粉碎，然后再进行喷淋修复液进行治理的，但 

是这种治理方式基于将土壤碎化处理，而现有的装置很难将土壤完全碎化处理，这样就会 

导致这种修复方式修复效果不好。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现在提供一种泥化式土壤修复装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泥化式土壤修复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 

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泥化式土壤修复装置，包括加工箱，所述加工箱下方设有底座，底座左右两侧

设有  方便装置搬运的滚轮，所述加工箱下端两侧对称设有支腿，支腿下端滑动套设有支撑

套，支  撑套内部设有缓冲弹簧，缓冲弹簧将支撑套和支腿连接固定，支撑套下端与底座连

接固定，  这种缓冲机构的设置有效的提高了装置的抗震性能，所述加工箱上端中间位置贯

穿有提升  筒，提升筒与加工箱之间为一体成型设置，所述提升筒上端中间位置设有驱动电

机，驱动电  机的输出端设有提升轴，提升轴外侧设有螺旋叶片，靠近驱动电机的提升筒内

部设有锥形  通道，所述提升筒外侧的加工箱顶部固定有搅拌电机，搅拌电机的输出端设有

搅拌机构，搅  拌机构包括搅拌轴和搅拌杆，所述提升筒下端外侧与加工箱内壁之间设有过

滤网盘，过滤  网盘上均匀分布有过滤孔，过滤网盘外端与加工箱内壁连接固定，过滤网盘

内壁与提升筒  连接固定，所述提升筒上端两侧对称设有回料口，回料口上方的加工箱顶部

设有伸缩液压  缸，伸缩液压缸的输出端设有与回料口相配合的活动封板，在装置工作时，

通过加料斗向加工箱内部加入土壤和水，然后通过搅拌电机对土壤进行搅拌处理，驱动电

机带动提升轴和  螺旋叶片转动，进而使得土壤沿着提升筒上升，然后在沿着回料口回到加

工箱内部，从而实  现对物料的循环搅拌处理，这里的过滤网盘会对土壤进行过滤将土壤中

的不溶杂质过滤，  所述提升筒右上端设有排料口，排料口处设有挤压管，挤压管右端伸入

位于加工箱右侧的  烘干箱，挤压管右端口处设有挤压出料孔，挤压管上设有切割电机，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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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电机的输出端设有  切割刀，切割刀的作用是将挤压出来的条状土壤进行切割细化处理，

所述挤压管下方的烘  干箱中设有干燥通道，干燥通道内部设有缓冲腔，干燥通道内壁上设

有若干个吹气管，吹气  管与干燥通道的切线呈六十度的夹角，这种吹气方式会形成旋涡气

流，从而有助于将土壤  打散，从而提高烘干效果，所述干燥通道的缓冲腔通过供气管连接

散热箱，散热箱内部设有  臭氧发生装置，散热箱上端的进气端连接气泵，臭氧发生装置的

出气端通过臭氧管与供气  管连接，这样吹气中就会有臭氧，进而对土壤进行初步的氧化，

这里还利用臭氧发生装置工  作时会产生大量热量的优点来为吹气进行加热，从而实现热

量的合理利用，所述挤压管下方的烘干箱中还设有喷淋机构，喷淋机构包括缓存箱，缓存箱

两侧通过定位管与烘干箱内  壁连接固定，缓存箱上端两端面贯穿有转动管，转动管上端设

有叶片，转动管下端设有喷淋  管，喷淋管外侧设有喷淋孔，转动管与喷淋管相互连通，缓存

箱所在的转动管表面设有进液 口，所述缓存箱上下两端设有与转动管相配合的转动轴承

和密封圈，所述定位管为空心结  构，且与缓存箱相连通，所述定位管通过导管连接修复液

箱，修复液箱内部设有水泵，在搅  拌充分后，通过伸缩液压缸带动活动封板将回料口封住，

这样土壤就会沿着提升筒向上运  动，然后从挤压管中排出，切割刀会将挤压出来的条状土

壤进行切割细化处理，然后气泵会  臭氧从吹气管中吹出，进而对细化土壤进行消毒杀菌处

理，在气流的带动下，叶片带动转动管转动，进而带动喷淋管转动，此时水泵向喷淋管中提

供液体，这样就实现了旋转喷淋，从而完成对土壤的修复，所述加工箱左侧设有维护箱门，

进而方便后期对加工箱内部进 行维护。

[0008]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提升筒表面设有耐磨层。

[0009]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加工箱左上侧设有加料管和位于加料管上端的加 

料斗。

[0010]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提升轴上端的螺旋叶片与锥形通道相配合。

[0011]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臭氧发生装置外侧设有散热翅片。

[0012]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滚轮为自锁式滚轮。

[0013]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水泵、臭氧发生装置、气泵、切割电机、驱动电机、 

搅拌电机和液压伸缩缸电性连接控制面板。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结构简单、合理，便于搬运，抗震性 

能好，通过先将土壤泥化，进而去除不可溶的杂质，然后在通过细化烘干，从而保证土壤的 

细化程度，再进行最后的消毒修复，这种修复方式解决了现有装置粉碎不好的弊端，极大的 

提高对土壤的修复效果，实用性强。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中喷淋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中干燥通道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其中：加工箱1、底座2、滚轮3、支撑套4、缓冲弹簧5、支腿6、过滤网盘7、搅拌电机8、

维  护箱门9、搅拌机构10、控制面板11、加料斗12、回料口13、活动封板14、伸缩液压缸15、锥

形  通道16、驱动电机17、提升筒18、挤压管19、切割电机20、切割刀21、烘干箱22、气泵23、散

热  箱24、臭氧发生装置25、臭氧管26、供气管27、干燥通道28、修复液箱29、水泵30、喷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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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31、耐磨层32、转动管33、叶片34、定位管35、缓存箱36、进液口37、喷淋管38、吹气管39。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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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0] 请参阅图1～3，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泥化式土壤修复装置，包括加工箱1，所述加 

工箱1下方设有底座2，底座2左右两侧设有方便装置搬运的滚轮3，滚轮3为自锁式滚轮，所 

述加工箱1下端两侧对称设有支腿6，支腿6下端滑动套设有支撑套4，支撑套4内部设有缓冲 

弹簧5，缓冲弹簧5将支撑套4和支腿6连接固定，支撑套4下端与底座2连接固定，这种缓冲机 

构的设置有效的提高了装置的抗震性能，所述加工箱1上端中间位置贯穿有提升筒18，提升

筒18与加工箱1之间为一体成型设置，所述提升筒18表面设有耐磨层，所述提升筒18上端中

间位置设有驱动电机17，驱动电机17的输出端设有提升轴，提升轴外侧设有螺旋叶片，靠近

驱动电机17的提升筒18内部设有锥形通道16，所述提升轴上端的螺旋叶片与锥形通道16相

配  合，所述提升筒18外侧的加工箱1顶部固定有搅拌电机8，搅拌电机8的输出端设有搅拌

机  构，搅拌机构包括搅拌轴和搅拌杆，所述提升筒18下端外侧与加工箱1内壁之间设有过

滤网盘7，过滤网盘7上均匀分布有过滤孔，过滤网盘7外端与加工箱1内壁连接固定，过滤网

盘7  内壁与提升筒18连接固定，所述提升筒18上端两侧对称设有回料口13，回料口13上方

的加  工箱1顶部设有伸缩液压缸15，伸缩液压缸15的输出端设有与回料口13相配合的活动

封板  14，所述加工箱1左上侧设有加料管和位于加料管上端的加料斗12，在装置工作时，通

过加  料斗12向加工箱1内部加入土壤和水，然后通过搅拌电机8对土壤进行搅拌处理，驱动

电机  17带动提升轴和螺旋叶片转动，进而使得土壤沿着提升筒上升，然后在沿着回料口13

回到  加工箱1内部，从而实现对物料的循环搅拌处理，这里的过滤网盘7会对土壤进行过滤

将土  壤中的不溶杂质过滤，所述提升筒18右上端设有排料口，排料口处设有挤压管19，挤

压管19  右端伸入位于加工箱1右侧的烘干箱22，挤压管19右端口处设有挤压出料孔，挤压

管19上设  有切割电机20，切割电机20的输出端设有切割刀21，切割刀21的作用是将挤压出

来的条状  土壤进行切割细化处理，所述挤压管19下方的烘干箱22中设有干燥通道28，干燥

通道28内  部设有缓冲腔，干燥通道28内壁上设有若干个吹气管39，吹气管39与干燥通道28

的切线呈  六十度的夹角，这种吹气方式会形成旋涡气流，从而有助于将土壤打散，从而提

高烘干效  果，所述干燥通道28的缓冲腔通过供气管27连接散热箱24，散热箱24内部设有臭

氧发生装  置25，臭氧发生装置25外侧设有散热翅片，散热箱24上端的进气端连接气泵23，

臭氧发生装  置25的出气端通过臭氧管26与供气管27连接，这样吹气中就会有臭氧，进而对

土壤进行初  步的氧化，这里还利用臭氧发生装置工作时会产生大量热量的优点来为吹气

进行加热，从  而实现热量的合理利用，所述挤压管19下方的烘干箱22中还设有喷淋机构

31，喷淋机构31  包括缓存箱36，缓存箱36两侧通过定位管35与烘干箱22内壁连接固定，缓

存箱36上端两端  面贯穿有转动管33，转动管33上端设有叶片34，转动管33下端设有喷淋管

38，喷淋管38外侧  设有喷淋孔，转动管33与喷淋管38相互连通，缓存箱36所在的转动管33

表面设有进液口37，  所述缓存箱36上下两端设有与转动管33相配合的转动轴承和密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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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定位管35为空心  结构，且与缓存箱36相连通，所述定位管35通过导管连接修复液箱

29，修复液箱29内部设有  水泵30，在搅拌充分后，通过伸缩液压缸15带动活动封板14将回

料口13封住，这样土壤就会  沿着提升筒18向上运动，然后从挤压管19中排出，切割刀21会

将挤压出来的条状土壤进行  切割细化处理，然后气泵会将臭氧从吹气管39中吹出，进而对

细化土壤进行消毒杀菌处理，  在气流的带动下，叶片34带动转动管33转动，进而带动喷淋

管38转动，此时水泵30向喷淋管  38中提供液体，这样就实现了旋转喷淋，从而完成对土壤

的修复，所述加工箱1左侧设有 维护箱门9，进而方便后期对加工箱1内部进行维护，所述水

泵30、臭氧发生装置25、气泵23、  切割电机20、驱动电机17、搅拌电机8和伸缩液压缸15电性

连接控制面板11。

[0021]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22]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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