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2133857.7

(22)申请日 2019.10.09

(73)专利权人 福建省地质工程勘察院

地址 350000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杨桥西

路145号地矿大厦7楼

(72)发明人 陈志超　柳侃　叶龙珍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北辰联和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32350

代理人 王真

(51)Int.Cl.

A01C 7/08(2006.01)

B01F 15/04(2006.01)

B01F 7/04(2006.01)

B01F 3/1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客土喷播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客土喷播装置，包括

混合机构和机座，所述混合机构位于机座的左

端，所述混合机构的左侧设置有喷播机构，所述

混合机构顶部的中端设置有液体进料机构，所述

混合机构顶部的右端设置有固体进料机构。本实

用新型通过设置混合机构，可以提高混合搅拌的

效果，设置喷播机构，将混合搅拌好的物料喷出，

设置液体进料机构，方便人们观察放入液体的

量，设置固体进料机构，方便人们观察放入固体

的量，可以同时观察混入固定和液体的量，方便

人们调配出合适的比例，减小混合比例的误差，

解决了现在的客土喷播装置在混合的时候都是

人工混合，导致混合比例误差较大，影响使用效

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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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客土喷播装置，包括混合机构（1）和机座（4），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合机构（1）位

于机座（4）的左端，所述混合机构（1）的左侧设置有喷播机构（5），所述混合机构（1）顶部的

中端设置有液体进料机构（6），所述混合机构（1）顶部的右端设置有固体进料机构（7），所述

机座（4）的右侧从上到下依次固定安装有显示器（2）和控制器（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客土喷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合机构（1）包括搅拌

箱（11）和电机（18），所述电机（18）固定安装于机座（4）的顶部，所述搅拌箱（11）内腔左侧的

四周均通过轴承转动连接有第一搅拌轴（13），所述第一搅拌轴（13）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第

一搅拌叶（12），所述第一搅拌轴（13）的另一端贯穿搅拌箱（11）内腔的右侧并延伸至搅拌箱

（11）右侧的外部，所述第一搅拌轴（13）的外表面且位于搅拌箱（11）右侧的外部套设有第一

齿轮（16），所述搅拌箱（11）左侧的中心通过轴承转动连接有第二搅拌轴（14），所述第二搅

拌轴（14）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二搅拌叶（15），所述第二搅拌轴（14）的另一端贯穿搅拌箱

（11）内腔的右侧并延伸至搅拌箱（11）右侧的外部，所述第二搅拌轴（14）的外表面且位于搅

拌箱（11）右侧的外部套设有第二齿轮（17），所述第二齿轮（17）与第一齿轮（16）啮合连接，

所述第二搅拌轴（14）的另一端与电机（18）的输出轴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客土喷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播机构（5）包括泵

机（52）和喷头（54），所述喷头（54）固定安装于搅拌箱（11）顶部的左端，所述泵机（52）固定

安装于搅拌箱（11）左侧的下部，所述泵机（52）的吸料口固定连接有吸料管（51），所述吸料

管（51）的另一端与搅拌箱（11）左侧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泵机（52）的出料口固定连接有出

料管（53），所述出料管（53）的另一端与喷头（54）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客土喷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液体进料机构（6）包

括管道（61），所述管道（61）固定连接于搅拌箱（11）顶部的中端，所述管道（61）的内腔固定

安装有第一电磁阀（62），所述管道（61）的内腔且位于第一电磁阀（62）的下部固定安装有流

量传感器（63）。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客土喷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体进料机构（7）包

括进料槽（71），所述进料槽（71）内腔的底部嵌设有重量感应器（72），所述进料槽（71）底部

的左端通过合页活动连接有支撑腿（74），所述支撑腿（74）与搅拌箱（11）的顶部固定连接，

所述进料槽（71）底部的右端通过合页活动连接有电动伸缩杆（73），所述电动伸缩杆（73）的

底部与搅拌箱（11）的顶部通过合页活动连接，所述进料槽（71）左侧的底部固定连接有软管

（75），所述软管（75）的内腔固定安装有第二电磁阀（76），所述第二电磁阀（76）的另一端与

搅拌箱（11）的顶部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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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客土喷播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客土喷播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客土喷播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客土喷播是以团粒剂使客土形成团粒化结构，加筋纤维在其中起到类似植物根茎

的网络加筋作用，从而造就有一定厚度的具有耐雨水、风侵蚀，牢固透气，与自然表土相类

似或更优的多孔稳定土壤结构，客土喷播机是从国外引进的一种植被绿化设备，现已成为

高速公（铁）路边坡绿化、矿山复绿、荒漠治理、河堤防护、大规模绿地重建等绿化工程中一

种行之有效的植被建植方法客土喷播机逐步取代了干喷机和混凝土输送泵在施工中的地

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干喷机效率低、施工成本高、人工多和湿喷机成本高，危险性高，不

方便的缺点，经反复研究改进，不断对比完善，现可用于岩土、砂粒等无土表面或有机质土

壤表面的喷播，客土喷播机是新型绿化方法，将绿化用草籽与保水剂、粘合剂、及肥料等，在

搅拌容器中与水混合成胶状的混合浆液，用压力泵将其喷播于待播土地上，由于混合浆液

中含有保水材料和各种养分，保证了植物生长所需的水和其它营养物质来源，故而植物能

够健康、迅速地成长，适合于大面积的绿化作业，既能用于土地贫瘠的斜地山坡又能用于干

旱缺少浇灌设施的地区，但现在的客土喷播装置在混合的时候都是人工混合，导致混合比

例误差较大，影响使用效果，为此，我们提出一种客土喷播装置。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客土喷播装置，具备混合比例误差小的优点，解

决了现在的客土喷播装置在混合的时候都是人工混合，导致混合比例误差较大，影响使用

效果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客土喷播装置，包括混合机

构和机座，所述混合机构位于机座的左端，所述混合机构的左侧设置有喷播机构，所述混合

机构顶部的中端设置有液体进料机构，所述混合机构顶部的右端设置有固体进料机构，所

述机座的右侧从上到下依次固定安装有显示器和控制器。

[0005] 优选的，所述混合机构包括搅拌箱和电机，所述电机固定安装于机座的顶部，所述

搅拌箱内腔左侧的四周均通过轴承转动连接有第一搅拌轴，所述第一搅拌轴的外表面固定

连接有第一搅拌叶，所述第一搅拌轴的另一端贯穿搅拌箱内腔的右侧并延伸至搅拌箱右侧

的外部，所述第一搅拌轴的外表面且位于搅拌箱右侧的外部套设有第一齿轮，所述搅拌箱

左侧的中心通过轴承转动连接有第二搅拌轴，所述第二搅拌轴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二搅

拌叶，所述第二搅拌轴的另一端贯穿搅拌箱内腔的右侧并延伸至搅拌箱右侧的外部，所述

第二搅拌轴的外表面且位于搅拌箱右侧的外部套设有第二齿轮，所述第二齿轮与第一齿轮

啮合连接，所述第二搅拌轴的另一端与电机的输出轴固定连接。

[0006] 优选的，所述喷播机构包括泵机和喷头，所述喷头固定安装于搅拌箱顶部的左端，

所述泵机固定安装于搅拌箱左侧的下部，所述泵机的吸料口固定连接有吸料管，所述吸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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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另一端与搅拌箱左侧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泵机的出料口固定连接有出料管，所述出

料管的另一端与喷头固定连接。

[0007] 优选的，所述液体进料机构包括管道，所述管道固定连接于搅拌箱顶部的中端，所

述管道的内腔固定安装有第一电磁阀，所述管道的内腔且位于第一电磁阀的下部固定安装

有流量传感器。

[0008] 优选的，所述固体进料机构包括进料槽，所述进料槽内腔的底部嵌设有重量感应

器，所述进料槽底部的左端通过合页活动连接有支撑腿，所述支撑腿与搅拌箱的顶部固定

连接，所述进料槽底部的右端通过合页活动连接有电动伸缩杆，所述电动伸缩杆的底部与

搅拌箱的顶部通过合页活动连接，所述进料槽左侧的底部固定连接有软管，所述软管的内

腔固定安装有第二电磁阀，所述第二电磁阀的另一端与搅拌箱的顶部固定连接。

[000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0] 本实用新型设置混合机构，可以提高混合搅拌的效果，设置喷播机构，将混合搅拌

好的物料喷出，设置液体进料机构，方便人们观察放入液体的量，设置固体进料机构，方便

人们观察放入固体的量，可以同时观察混入固定和液体的量，方便人们调配出合适的比例，

减小混合比例的误差，解决了现在的客土喷播装置在混合的时候都是人工混合，导致混合

比例误差较大，影响使用效果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为本实用新型混合机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3] 图3为本实用新型喷播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4为本实用新型液体进料机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5] 图5为本实用新型固体进料机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1混合机构、11搅拌箱、12第一搅拌叶、13第一搅拌轴、14第二搅拌轴、15第二

搅拌叶、16第一齿轮、17第二齿轮、18电机、2显示器、3控制器、4机座、5喷播机构、51吸料管、

52泵机、53出料管、54喷头、6液体进料机构、61管道、62第一电磁阀、63流量传感器、7固体进

料机构、71进料槽、72重量感应器、73电动伸缩杆、74支撑腿、75软管、76第二电磁阀。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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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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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18] 请参阅图1-5，一种客土喷播装置，包括混合机构1和机座4，混合机构1位于机座4

的左端，通过电机18带动第二搅拌轴14转动，可以让第二搅拌轴14上的第二齿轮17带动第

一齿轮16转动，从而带动第一搅拌轴13转动，让第一搅拌叶12和第二搅拌叶15在箱体内搅

拌，可以提高混合搅拌的效果，让物料混合更加均匀，混合机构1包括搅拌箱11和电机18，电

机18固定安装于机座4的顶部，搅拌箱11内腔左侧的四周均通过轴承转动连接有第一搅拌

轴13，第一搅拌轴13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一搅拌叶12，第一搅拌轴13的另一端贯穿搅拌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09693417 U

4



箱11内腔的右侧并延伸至搅拌箱11右侧的外部，第一搅拌轴13的外表面且位于搅拌箱11右

侧的外部套设有第一齿轮16，搅拌箱11左侧的中心通过轴承转动连接有第二搅拌轴14，第

二搅拌轴14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二搅拌叶15，第二搅拌轴14的另一端贯穿搅拌箱11内腔

的右侧并延伸至搅拌箱11右侧的外部，第二搅拌轴14的外表面且位于搅拌箱11右侧的外部

套设有第二齿轮17，第二齿轮17与第一齿轮16啮合连接，第二搅拌轴14的另一端与电机18

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混合机构1的左侧设置有喷播机构5，通过泵机52产生吸力，利用吸料管

51将搅拌箱11内搅拌好的物料吸出，并利用出料管53将物料送入喷头54内，由喷头54将物

料喷播出去，喷播机构5包括泵机52和喷头54，喷头54固定安装于搅拌箱11顶部的左端，泵

机52固定安装于搅拌箱11左侧的下部，泵机52的吸料口固定连接有吸料管51，吸料管51的

另一端与搅拌箱11左侧的底部固定连接，泵机52的出料口固定连接有出料管53，出料管53

的另一端与喷头54固定连接，混合机构1顶部的中端设置有液体进料机构6，通过管道61可

以注入各种液体物料，利用流量传感器63感应每种液体物料的注入量，流量传感器63的输

出端与显示器2的输入端电性连接，利用显示器2将流量传感器63的数值显示出来，方便人

们观察放入液体的量，液体进料机构6包括管道61，管道61固定连接于搅拌箱11顶部的中

端，管道61的内腔固定安装有第一电磁阀62，管道61的内腔且位于第一电磁阀62的下部固

定安装有流量传感器63，混合机构1顶部的右端设置有固体进料机构7，通过进料槽71内嵌

设有重量感应器72，当固体物料进入进料槽71内的时候利用重量感应器72检测固体物料的

重量，重量感应器72的输出端与显示器2的输入端电性连接，利用显示器2显示每种固体物

料的重量，方便人们观察放入固体的量，利用液体进料机构6和固体进料机构7，可以同时观

察混入固定和液体的量，方便人们调配出合适的比例，减小混合比例的误差，利用电动伸缩

杆73在物料重量正好的时候升起，在合页的作用下让物料从软管75流入搅拌箱11内，固体

进料机构7包括进料槽71，进料槽71内腔的底部嵌设有重量感应器72，进料槽71底部的左端

通过合页活动连接有支撑腿74，支撑腿74与搅拌箱11的顶部固定连接，进料槽71底部的右

端通过合页活动连接有电动伸缩杆73，电动伸缩杆73的底部与搅拌箱11的顶部通过合页活

动连接，进料槽71左侧的底部固定连接有软管75，软管75的内腔固定安装有第二电磁阀76，

第二电磁阀76的另一端与搅拌箱11的顶部固定连接，机座4的右侧从上到下依次固定安装

有显示器2和控制器3。

[0019] 使用时，通过管道61可以注入各种液体物料，利用流量传感器63感应每种液体物

料的注入量，流量传感器63的输出端与显示器2的输入端电性连接，利用显示器2将流量传

感器63的数值显示出来，方便人们观察放入液体的量，通过进料槽71内嵌设有重量感应器

72，当固体物料进入进料槽71内的时候利用重量感应器72检测固体物料的重量，重量感应

器72的输出端与显示器2的输入端电性连接，利用显示器2显示每种固体物料的重量，方便

人们观察放入固体的量，利用液体进料机构6和固体进料机构7，可以同时观察混入固定和

液体的量，方便人们调配出合适的比例，减小混合比例的误差，利用电动伸缩杆73在物料重

量正好的时候升起，在合页的作用下让物料从软管75流入搅拌箱11内，通过电机18带动第

二搅拌轴14转动，可以让第二搅拌轴14上的第二齿轮17带动第一齿轮16转动，从而带动第

一搅拌轴13转动，让第一搅拌叶12和第二搅拌叶15在箱体内搅拌，可以提高混合搅拌的效

果，让物料混合更加均匀，通过泵机52产生吸力，利用吸料管51将搅拌箱11内搅拌好的物料

吸出，并利用出料管53将物料送入喷头54内，由喷头54将物料喷播出去。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09693417 U

5



[0020] 综上所述：该客土喷播装置，通过设置混合机构1，可以提高混合搅拌的效果，设置

喷播机构5，将混合搅拌好的物料喷出，设置液体进料机构6，方便人们观察放入液体的量，

设置固体进料机构7，方便人们观察放入固体的量，可以同时观察混入固定和液体的量，方

便人们调配出合适的比例，减小混合比例的误差，解决了现在的客土喷播装置在混合的时

候都是人工混合，导致混合比例误差较大，影响使用效果的问题。

[0021]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

改、替换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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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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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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