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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污染土壤修复机及污染土

壤修复方法。一种污染土壤修复机，包括：下端设

有出料管的机体，设于机体上端的连接块和若干

个沿连接块圆周分布的进料斗,上端与连接块枢

接的中转轴，设于中转轴外的若干个主粉碎刀、

个数与主粉碎刀个数相同且一一对应位于主粉

碎刀下侧的上搅拌杆组，若干个位于出料管中且

与中转轴连接的下搅拌杆组，若干个两端与机体

的上端和下端一一对应枢接的侧转轴，侧转轴设

有的个数与主粉碎刀个数相同且一一对应位于

主粉碎刀上方的侧粉碎刀，转轴驱动装置，修复

剂加料装置，设于出料管下侧的振动筛料装置。

所述的污染土壤修复机污染土壤修复效果较好、

修复效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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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污染土壤修复机，包括：下端设有出料管的机体，设于机体上端的连接块和若干

个沿连接块圆周分布的进料斗,其特征是：所述的污染土壤修复机还包括：上端与连接块枢

接的中转轴，设于中转轴外的若干个主粉碎刀、个数与主粉碎刀个数相同且一一对应位于

主粉碎刀下侧的上搅拌杆组，若干个位于出料管中且与中转轴连接的下搅拌杆组，若干个

沿中转轴圆周分布且两端与机体的上端和下端一一对应枢接的侧转轴，侧转轴设有的个数

与主粉碎刀个数相同且一一对应位于主粉碎刀上方的侧粉碎刀，转轴驱动装置，修复剂加

料装置，设于出料管下侧的振动筛料装置；污染土壤修复机工作时，主粉碎刀与侧粉碎刀的

转动方向相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染土壤修复机，其特征是：所述的修复剂加料装置包括：设

于机体下端且设有供料泵的两个修复剂供料箱，套在中转轴外且下端设有与中转轴连接的

挡板的套管，设于套管上端与连接块下端之间的密封圈，上修复剂通道和下修复剂通道；上

修复剂通道包括：套管内孔与转轴之间构成的上通道，设于连接块中且与上通道上端连通

的环形上腔，设于连接块上端且与环形上腔连通的上接头，设于上搅拌杆组的上搅拌杆中

的上连接孔和与上连接孔连通的上喷嘴孔组；上搅拌杆的内端与套管侧围连接且上连接孔

与上通道连通；下修复剂通道包括：设于出料管中的环形下腔，设于出料管内侧围且与环形

下腔连通的下喷嘴孔组，设于出料管外侧围且与环形下腔连通的下接头；一个修复剂供料

箱的供料泵的出口与上接头连通；另一个修复剂供料箱的供料泵的出口与下接头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污染土壤修复机，其特征是：所述的转轴驱动装置包括：与

连接块上端连接且输出轴与中转轴上端连接的转轴驱动电机，设于出料管上侧且与中转轴

连接的主动齿轮，若干个与侧转轴一一对应连接且与主动齿轮啮合的从动齿轮，主动齿轮

设有的且沿中转轴圆周分布的若干个通料孔。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污染土壤修复机，其特征是：所述的振动筛料装置包括：上

端敞口且与出料管下端相对的出料箱体，两个设于出料箱体下侧且相对侧端各设有一个纵

向凹槽的底轨，一一对应位于纵向凹槽中且连接架上端与出料箱体下端连接的两个滚轮

组，设于底轨后端的出料箱体推拉电机，与出料箱体推拉电机的输出轴连接的转轮，与出料

箱体后端连接的连接耳，两端与连接耳和转轮一一对应铰接的连杆，设于出料箱体中的筛

网和位于筛网下侧的斜板，设于出料箱体前端且位于筛网下侧的出料口，斜板的低端位于

出料口下侧。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污染土壤修复机，其特征是：还包括：设于侧转轴内侧且上

端与机体连接的内筒，设于内筒侧围且与侧粉碎刀一一对应的若干个侧孔；侧粉碎刀的内

侧穿过侧孔伸入内筒内。

6.一种污染土壤修复机的污染土壤修复方法，所述的污染土壤修复机具有权利要求1

至权利要求5任一所述的污染土壤修复机的限定结构，其特征是：（1）转轴驱动装置驱动中

转轴和侧转轴转动，转动方向相反的主粉碎刀和侧粉碎刀配合对从进料斗落下的土壤进行

切割粉碎；（2）上搅拌杆组对落下的粉碎土壤进行搅拌，同时，在修复剂加料装置的一个修

复剂供料箱的供料泵作用下，修复剂经上喷嘴孔组喷撒出对土壤进行修复；（3）下搅拌杆组

对落下的土壤进行搅拌防止土壤堵塞出料管，同时，在修复剂加料装置的另一个修复剂供

料箱的供料泵作用下，修复剂经下喷嘴孔组喷撒出对土壤进行修复；（4）根据土壤修复需

要，两个修复剂供料箱中的修复剂为相同的修复剂或不相同的修复剂；（5）振动筛料装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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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滚轮组一一对应位于纵向凹槽中，出料箱体推拉电机驱动转轮转动，经连杆带动出料

箱体作前后往复运动，经筛网筛除杂物的修复土壤经斜板出料口出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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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土壤修复机及污染土壤修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土壤治理领域，尤其是一种污染土壤修复机及污染土壤修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自然资源之一，也是人类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环境中无机污染物和有机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土壤污染的形势也越来越严峻；土壤

污染不但影响农产品产量与质量，而且涉及大气和水环境质量，可通过食物链危害动物和

人类的生命和健康；土壤污染后需要进行修复，土壤修复是指利用物理、化学和生物的方法

转移、吸收、降解和转化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浓度降低到可接受水平，或将有毒有害的污

染物转化为无害的物质；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土壤修复材料被研制出来；通过人工喷撒修

复剂、种菌溶液等对污染土壤进行修复，存在修复效果较差、修复效率较低的不足；因此，设

计一种污染土壤修复效果较好、修复效率较高的污染土壤修复机及污染土壤修复方法，成

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目前通过人工喷撒修复剂、种菌溶液等对污染土壤进行

修复，存在修复效果较差、修复效率较低的不足；因此，提供一种污染土壤效果较好、修复效

率较高的污染土壤修复机及污染土壤修复方法。

[0004] 本发明的具体技术方案是：

一种污染土壤修复机，包括：下端设有出料管的机体，设于机体上端的连接块和若干个

沿连接块圆周分布的进料斗,上端与连接块枢接的中转轴，设于中转轴外的若干个主粉碎

刀、个数与主粉碎刀个数相同且一一对应位于主粉碎刀下侧的上搅拌杆组，若干个位于出

料管中且与中转轴连接的下搅拌杆组，若干个两端与机体的上端和下端一一对应枢接的侧

转轴，侧转轴设有的个数与主粉碎刀个数相同且一一对应位于主粉碎刀上方的侧粉碎刀，

转轴驱动装置，修复剂加料装置，设于出料管下侧的振动筛料装置；污染土壤修复机工作

时，主粉碎刀与侧粉碎刀的转动方向相反。所述的污染土壤修复机使用时：转轴驱动装置驱

动中转轴和侧转轴转动，转动方向相反的主粉碎刀和侧粉碎刀配合对从进料斗落下的土壤

进行切割粉碎；上搅拌杆组和下搅拌杆组对落下的粉碎土壤进行搅拌，同时，修复剂加料装

置喷撒出的修复剂对土壤进行修复；振动筛料装置筛除土壤中杂物完成污染土壤修复；所

述的污染土壤修复机污染土壤修复效果较好、修复效率较高。

[0005] 作为优选，所述的修复剂加料装置包括：设于机体下端且设有供料泵的两个修复

剂供料箱，套在中转轴外且下端设有与中转轴连接的挡板的套管，设于套管上端与连接块

下端之间的密封圈，上修复剂通道和下修复剂通道；上修复剂通道包括：套管内孔与转轴之

间构成的上通道，设于连接块中且与上通道上端连通的环形上腔，设于连接块上端且与环

形上腔连通的上接头，设于上搅拌杆组的上搅拌杆中的上连接孔和与上连接孔连通的上喷

嘴孔组；上搅拌杆的内端与套管侧围连接且上连接孔与上通道连通；下修复剂通道包括：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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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出料管中的环形下腔，设于出料管内侧围且与环形下腔连通的下喷嘴孔组，设于出料管

外侧围且与环形下腔连通的下接头；一个修复剂供料箱的供料泵的出口与上接头连通；另

一个修复剂供料箱的供料泵的出口与下接头连通；主粉碎刀与套管外侧围连接。修复剂加

料装置的上修复剂通道设有上接头，下修复剂通道设有下接头，两个修复剂供料箱的供料

泵的出口与上接头和下接头一一对应连通，两个修复剂供料箱中的修复剂为相同的修复剂

或不相同的修复剂，利于根据土壤修复需要选择修复剂，利于土壤修复。

[0006] 作为优选，所述的转轴驱动装置包括：与连接块上端连接且输出轴与中转轴上端

连接的转轴驱动电机，设于出料管上侧且与中转轴连接的主动齿轮，若干个与侧转轴一一

对应连接且与主动齿轮啮合的从动齿轮，主动齿轮设有的且沿中转轴圆周分布的若干个通

料孔。转轴驱动装置结构简单实用。

[0007] 作为优选，所述的振动筛料装置包括：上端敞口且与出料管下端相对的出料箱体，

两个设于出料箱体下侧且相对侧端各设有一个纵向凹槽的底轨，一一对应位于纵向凹槽中

且连接架上端与出料箱体下端连接的两个滚轮组，设于底轨后端的出料箱体推拉电机，与

出料箱体推拉电机的输出轴连接的转轮，与出料箱体后端连接的连接耳，两端与连接耳和

转轮一一对应铰接的连杆，设于出料箱体中的筛网和位于筛网下侧的斜板，设于出料箱体

前端且位于筛网下侧的出料口，斜板的低端位于出料口下侧。振动筛料装置的两个滚轮组

一一对应位于纵向凹槽中，出料箱体推拉电机驱动转轮转动，经连杆带动出料箱体作前后

往复运动，经筛网筛除杂物的修复土壤经斜板出料口出料，提高土壤修复的效率和质量。

[0008] 作为优选，所述的污染土壤修复机还包括：设于侧转轴内侧且上端与机体连接的

内筒，设于内筒侧围且与侧粉碎刀一一对应的若干个侧孔；侧粉碎刀的内侧穿过侧孔伸入

内筒内。侧粉碎刀的内侧穿过侧孔伸入内筒内与主粉碎刀配合，减少死角，提高土壤切割粉

碎效果。

[0009] 一种污染土壤修复机的污染土壤修复方法，所述的污染土壤修复机具有上述的污

染土壤修复机的限定结构，（1）转轴驱动装置驱动中转轴和侧转轴转动，转动方向相反的主

粉碎刀和侧粉碎刀配合对从进料斗落下的土壤进行切割粉碎；（2）上搅拌杆组对落下的粉

碎土壤进行搅拌，同时，在修复剂加料装置的一个修复剂供料箱的供料泵作用下，修复剂经

上喷嘴孔组喷撒出对土壤进行修复；（3）下搅拌杆组对落下的土壤进行搅拌防止土壤堵塞

出料管，同时，在修复剂加料装置的另一个修复剂供料箱的供料泵作用下，修复剂经下喷嘴

孔组喷撒出对土壤进行修复；（4）根据土壤修复需要，两个修复剂供料箱中的修复剂为相同

的修复剂或不相同的修复剂；（5）振动筛料装置的两个滚轮组一一对应位于纵向凹槽中，出

料箱体推拉电机驱动转轮转动，经连杆带动出料箱体作前后往复运动，经筛网筛除杂物的

修复土壤经斜板出料口出料。所述的污染土壤修复机的污染土壤修复方法能满足污染土壤

修复机污染土壤修复效果较好、修复效率较高的需要。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所述的污染土壤修复机污染土壤修复效

果较好、修复效率较高。修复剂加料装置的上修复剂通道设有上接头，下修复剂通道设有下

接头，两个修复剂供料箱的供料泵的出口与上接头和下接头一一对应连通，两个修复剂供

料箱中的修复剂为相同的修复剂或不相同的修复剂，利于根据土壤修复需要选择修复剂，

利于土壤修复。转轴驱动装置结构简单实用。振动筛料装置的两个滚轮组一一对应位于纵

向凹槽中，出料箱体推拉电机驱动转轮转动，经连杆带动出料箱体作前后往复运动，经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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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除杂物的修复土壤经斜板出料口出料，提高土壤修复的效率和质量。侧粉碎刀的内侧穿

过侧孔伸入内筒内与主粉碎刀配合，减少死角，提高土壤切割粉碎效果。所述的污染土壤修

复机的污染土壤修复方法能满足污染土壤修复机污染土壤修复效果较好、修复效率较高的

需要。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图2是主粉碎刀、侧粉碎刀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中：出料管1、机体2、连接块3、进料斗4、中转轴5、主粉碎刀6、上搅拌杆组7、下搅

拌杆组8、侧转轴9、侧粉碎刀10、供料泵11、修复剂供料箱12、挡板13、套管14、密封圈15、上

通道16、环形上腔17、上接头18、上连接孔19、上喷嘴孔组20、环形下腔21、下喷嘴孔组22、下

接头23、转轴驱动电机24、主动齿轮25、从动齿轮26、通料孔27、出料箱体28、纵向凹槽29、底

轨30、滚轮组31、出料箱体推拉电机32、转轮33、连接耳34、连杆35、筛网36、斜板37、出料口

38、内筒39、侧孔40。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附图所示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描述。

[0014] 如附图1、附图2所示：一种污染土壤修复机，包括：下端设有出料管1的机体2，设于

机体2上端的连接块3和四个沿连接块3圆周均布的进料斗4,上端与连接块3通过轴承枢接

的中转轴5，设于中转轴5外的两个主粉碎刀6、个数与主粉碎刀6个数相同且一一对应位于

主粉碎刀6下侧的上搅拌杆组7，三个位于出料管1中且与中转轴5螺接的下搅拌杆组8，六个

两端与机体2的上端和下端一一对应通过轴承枢接的侧转轴9，侧转轴9设有的个数与主粉

碎刀6个数相同且一一对应位于主粉碎刀6上方的侧粉碎刀10，转轴驱动装置，修复剂加料

装置，设于出料管1下侧的振动筛料装置；污染土壤修复机工作时，主粉碎刀6与侧粉碎刀10

的转动方向相反。六个侧转轴9沿中转轴5圆周均布。

[0015] 所述的修复剂加料装置包括：设于机体2下端且设有供料泵11的两个修复剂供料

箱12，套在中转轴5外且下端设有与中转轴5焊接的挡板13的套管14，设于套管14上端与连

接块3下端之间的密封圈15，上修复剂通道和下修复剂通道；上修复剂通道包括：套管14内

孔与转轴之间构成的上通道16，设于连接块3中且与上通道16上端连通的环形上腔17，设于

连接块3上端且与环形上腔17连通的上接头18，设于上搅拌杆组7的上搅拌杆中的上连接孔

19和与上连接孔19连通的上喷嘴孔组20；上搅拌杆的内端与套管14侧围焊接且上连接孔19

与上通道16连通；下修复剂通道包括：设于出料管1中的环形下腔21，设于出料管1内侧围且

与环形下腔21连通的下喷嘴孔组22，设于出料管1外侧围且与环形下腔21连通的下接头23；

一个修复剂供料箱12的供料泵11的出口与上接头18通过连接管（附图中未画出）连通；另一

个修复剂供料箱12的供料泵11的出口与下接头23通过连接管连通；主粉碎刀6与套管14外

侧围螺接。

[0016] 所述的转轴驱动装置包括：与连接块3上端螺接且输出轴与中转轴5上端键连接的

转轴驱动电机24，设于出料管1上侧且与中转轴5键连接的主动齿轮25，六个与侧转轴9一一

对应键连接且与主动齿轮25啮合的从动齿轮26，主动齿轮25设有的且沿中转轴5圆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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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六个通料孔27。

[0017] 所述的振动筛料装置包括：上端敞口且与出料管1下端相对的出料箱体28，两个设

于出料箱体28下侧且相对侧端各设有一个纵向凹槽29的底轨30，一一对应位于纵向凹槽29

中且连接架上端与出料箱体28下端螺接的两个滚轮组31，设于底轨30后端的出料箱体推拉

电机32，与出料箱体推拉电机32的输出轴键连接的转轮33，与出料箱体28后端螺接的连接

耳34，两端与连接耳34和转轮33一一对应通过铰接轴铰接的连杆35，设于出料箱体28中的

筛网36和位于筛网36下侧的斜板37，设于出料箱体28前端且位于筛网36下侧的出料口38，

斜板37的低端位于出料口38下侧。

[0018] 所述的污染土壤修复机还包括：设于侧转轴9内侧且上端与机体2螺接的内筒39，

设于内筒39侧围且与侧粉碎刀10一一对应的十二个侧孔40；侧粉碎刀10的内侧穿过侧孔40

伸入内筒39内。

[0019] 一种污染土壤修复机的污染土壤修复方法，所述的污染土壤修复机具有上述的污

染土壤修复机的限定结构，（1）转轴驱动装置驱动中转轴5和侧转轴9转动，转动方向相反的

主粉碎刀6和侧粉碎刀10配合对从进料斗4落下的土壤进行切割粉碎；（2）上搅拌杆组7对落

下的粉碎土壤进行搅拌，同时，在修复剂加料装置的一个修复剂供料箱12的供料泵11作用

下，修复剂经上喷嘴孔组20喷撒出对土壤进行修复；（3）下搅拌杆组8对落下的土壤进行搅

拌防止土壤堵塞出料管1，同时，在修复剂加料装置的另一个修复剂供料箱12的供料泵11作

用下，修复剂经下喷嘴孔组22喷撒出对土壤进行修复；（4）根据土壤修复需要，两个修复剂

供料箱12中的修复剂为相同的修复剂或不相同的修复剂；（5）振动筛料装置的两个滚轮组

31一一对应位于纵向凹槽29中，出料箱体推拉电机32驱动转轮33转动，经连杆35带动出料

箱体28作前后往复运动，经筛网36筛除杂物的修复土壤经斜板37出料口38出料。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所述的污染土壤修复机污染土壤修复效果较好、修复效率

较高。修复剂加料装置的上修复剂通道设有上接头，下修复剂通道设有下接头，两个修复剂

供料箱的供料泵的出口与上接头和下接头一一对应连通，两个修复剂供料箱中的修复剂为

相同的修复剂或不相同的修复剂，利于根据土壤修复需要选择修复剂，利于土壤修复。转轴

驱动装置结构简单实用。振动筛料装置的两个滚轮组一一对应位于纵向凹槽中，出料箱体

推拉电机驱动转轮转动，经连杆带动出料箱体作前后往复运动，经筛网筛除杂物的修复土

壤经斜板出料口出料，提高土壤修复的效率和质量。侧粉碎刀的内侧穿过侧孔伸入内筒内

与主粉碎刀配合，减少死角，提高土壤切割粉碎效果。所述的污染土壤修复机的污染土壤修

复方法能满足污染土壤修复机污染土壤修复效果较好、修复效率较高的需要。

[0021] 除上述实施例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书及说明书所公开的范围内，本发明的技

术特征或技术数据可以进行重新选择及组合，从而构成新的实施例，这些都是本领域技术

人员无需进行创造性劳动即可实现的，因此这些本发明没有详细描述的实施例也应视为本

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而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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