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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污染土壤粉碎修复添加肥

料装置，包括修复箱、土壤导入绞碎装置、均布装

置、加肥混合排料装置、第一传送装置、第二传送

装置和下料箱；所述修复箱焊接在两个支撑架上

端；所述第二传送装置固定设置在修复箱中；所

述第一传送装置固定设置在修复箱中，且设置在

第一传送装置上端；所述下料箱上端焊接在修复

箱下端壁，下端焊接在加肥混合箱上端壁；所述

加肥混合排料装置固定设置在固定支撑板上端，

且与下料箱连通；本发明实现土壤粉碎细化，添

加修复液修复，加入肥料混合搅拌增加土壤营

养，改善了园林种植土壤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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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污染土壤粉碎修复添加肥料装置，包括修复箱(1)、第一喷淋箱(2)、左盖板(3)、第一

螺栓(4)、第一螺母(5)、土壤导入绞碎装置(6)、均布装置(7)、第二喷淋箱(8)、加肥混合排

料装置(9)、喷头(10)、第一传送装置(11)、第一刮板(12)、第二螺栓(13)、第二螺母(14)、第

一上液管(15)、右盖板(16)、第二传送装置(17)、第一抽液泵(18)、第一抽液管(19)、第一修

复液箱(20)、固定支撑板(21)、支撑架(22)、车轮(23)、第二刮板(24)、下料箱(25)、车轮支

架(26)、第二修复液箱(27)、第二抽液管(28)、第二抽液泵(29)和第二上液管(30)；其特征

在于：所述车轮支架(26)设置有四个，采用螺钉固定设置在固定支撑板(21)下端面；所述车

轮(23)固定设置在车轮支架(26)上；所述固定支撑板(21)固定设置在四个车轮支架(26)上

端；所述支撑架(22)设置有两个，焊接在固定支撑板(21)上端；所述修复箱(1)焊接在两个

支撑架(22)上端；所述左盖板(3)采用第一螺栓(4)和第一螺母(5)配合固定设置在修复箱

(1)左端；所述第一喷淋箱(2)固定设置在左盖板(3)上，且设置在修复箱(1)中，喷淋箱(2)

设置为空心方形箱体；所述第二修复液箱(27)固定设置在固定支撑板(21)上端面左侧；所

述第二抽液泵(29)固定设置在第二修复液箱(27)上端面；所述第二抽液管(28)上端固定设

置在第二抽液泵(29)上，下端设置在第二修复液箱(27)下端；所述第二上液管(30)下端固

定设置在第二抽液泵(29)上，上端固定设置在第二修复液箱(27)左侧壁中；所述第二传送

装置(17)固定设置在修复箱(1)中；所述第二刮板(24)固定设置在修复箱(1)内侧壁，且第

二刮板(24)设置在第二传送装置(17)下端；所述第一传送装置(11)固定设置在修复箱(1)

中，且设置在第二传送装置(17)上端，包括主动辊(111)、传动带(112)和从动辊(113)；所述

主动辊(111)通过滚动轴承与修复箱(1)侧壁连接；所述从动辊(113)通过滚动轴承与修复

箱(1)侧壁连接，且设置在主动辊(111)右侧；所述第一刮板(12)焊接在与修复箱(1)侧壁，

且第一刮板(12)设置在从动辊(113)下端；所述第二喷淋箱(8)固定设置在修复箱(1)内部

上端壁，且设置在第一传送装置(11)上端；所述喷头(10)设置右若干，固定设置在第二喷淋

箱(8)和第一喷淋箱(2)下端壁，喷头(10)采用高压雾化喷头；所述右盖板(16)采用第二螺

栓(13)和第二螺母(14)固定设置在修复箱(1)右侧；所述第一修复液箱(20)固定设置在固

定支撑板(21)上端右侧；所述第一抽液泵(18)固定设置在第一修复液箱(20)上端面；所述

第一抽液管(19)一端固定设置在第一修复液箱(20)中，另一端与第一抽液泵(18)固定连

接；所述第一上液管(15)一端固定设置在第二喷淋箱(8)中，另一端与第一抽液泵(18)固定

连接；所述下料箱(25)上端焊接在修复箱(1)下端壁，下端焊接在加肥混合箱(91)上端壁；

所述加肥混合排料装置(9)固定设置在固定支撑板(21)上端，且与下料箱(25)连通，包括加

肥混合箱(91)、倾斜搅拌杆(92)、直搅拌叶片(93)、导料罩(94)、导料孔(95)、第二轴承

(96)、第二电机(97)、肥料导筒(98)、储料斗(99)、螺杆(910)、第三轴承(911)、第三电机

(912)、抽板(913)、排料箱(914)和混合搅拌轴(915)；所述加肥混合箱(91)固定设置在固定

支撑板(21)上端，且与下料箱(25)连通，加肥混合箱(91)下端面设置为倾斜形；所述第二轴

承(96)固定设置在加肥混合箱(91)上端壁中央位置；所述第二电机(97)固定设置在加肥混

合箱(91)上端壁中央位置，且设置在第二轴承(96)上端；；所述导料罩(94)焊接在加肥混合

箱(91)内壁；所述混合搅拌轴(915)上端通过第二轴承(96)与第二电机(97)固定连接，下端

设置在加肥混合箱(91)中；所述倾斜搅拌杆(92)焊接在混合搅拌轴(915)下端；所述直搅拌

叶片(93)设置有若干，焊接在混合搅拌轴(915)下端壁；所述排料箱(914)焊接在加肥混合

箱(91)右侧壁，且与加肥混合箱(91)连通；所述抽板(913)设置在排料箱(914)中；所述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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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筒(98)固定设置在加肥混合箱(91)右侧壁上端，且与加肥混合箱(91)连通；所述第三轴

承(911)固定设置在肥料导筒(98)右端壁；所述第三电机(912)固定设置在肥料导筒(98)右

端壁；所述螺杆(910)一端固定设置在第三电机(912)上，另一端设置在肥料导筒(98)中；所

述储料斗(99)焊接在肥料导筒(98)上端壁。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染土壤粉碎修复添加肥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从动辊

(113)与主动辊(111)通过传动带(112)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染土壤粉碎修复添加肥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均布装置

(7)固定设置在修复箱(1)上端壁，且设置在第一传送装置(11)左侧上端，包括均布电机

(71)、第一轴承(72)、均布转轴(73)和均布板(74)；所述第一轴承(72)固定设置在修复箱

(1)上端壁；所述均布电机(71)固定设置在修复箱(1)上端壁，且设置在第一轴承(72)上端；

所述均布转轴(73)上端通过第一轴承(72)固定设置在均布电机(71)下端，下端设置在修复

箱(1)中；所述均布板(74)设置有四块，等角度焊接在均布转轴(73)下端，且设置在传动带

(112)上端。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染土壤粉碎修复添加肥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土壤导入绞

碎装置(6)固定设置在在修复箱(1)上端，包括进料管(61)、粉碎电机(62)、固定杆(63)、送

料筒(64)、螺旋绞龙(65)和连通管(66)；所述固定杆(63)焊接在修复箱(1)上端面；所述送

料筒(64)焊接在固定杆(63)上端；所述连通管(66)上端焊接在送料筒(64)左侧下端，下端

焊接在修复箱(1)上端壁；所述粉碎电机(62)固定设置在送料筒(64)右侧壁；所述螺旋绞龙

(65)一端与粉碎电机(62)固定连接，另一端设置在送料筒(64)中；所述进料管(61)焊接在

送料筒(64)上端右侧，且与送料筒(64)连通。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染土壤粉碎修复添加肥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料罩(94)

设置为漏斗型，中央位置设置有导料孔(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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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土壤粉碎修复添加肥料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污染土壤处理装置，尤其是一种污染土壤粉碎修复添加肥  料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园林植物直接生长在城市土壤上，土壤是植物营养物质最主要的供  应地。

实施土壤修复工程刻不容缓；且园林种植用的土壤时间长了容易结块，  这样就降低了根的

透气性，如同把根密闭起来了一样，需要将结块的土壤进行  粉碎，这样就使土壤颗粒之间

的空隙加大，空气就容易进去，增加了根细胞的  呼吸；呼吸作用加强了，可以加强蒸腾作

用，促进了根毛与土壤中的矿质元素 的交换，这样也就能促进根对矿质元素的吸收，同时

将土壤颗粒和肥料进行混 合，为植物提供更充分的营养。

发明内容

[0003] 鉴于上述状况，有必要提供一种可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土地污染越来越严重，  土壤

时间长了容易结块，这样就降低了根的透气性，不利于植物吸收矿质元素 等问题。

[0004] 一种污染土壤粉碎修复添加肥料装置，包括修复箱、第一喷淋箱、左盖板、  第一螺

栓、第一螺母、土壤导入绞碎装置、均布装置、第二喷淋箱、加肥混合  排料装置、喷头、第一

传送装置、第一刮板、第二螺栓、第二螺母、第一上液  管、右盖板、第一传送装置、第一抽液

泵、第一抽液管、第一修复液箱、固定  支撑板、支撑架、车轮、第二刮板、下料箱、车轮支架、

第二修复液箱、第二  抽液管、第二抽液泵和第二上液管；所述车轮支架设置有四个，采用螺

钉固定  设置在固定支撑板下端面；所述车轮固定设置在车轮支架上；所述固定支撑板  固

定设置在四个车轮支架上端；所述支撑架设置有两个，焊接在固定支撑板上  端；所述修复

箱焊接在两个支撑架上端；所述左盖板采用第一螺栓和第一螺母  配合固定设置在修复箱

左端；所述第一喷淋箱固定设置在左盖板上，且设置在  修复箱中，喷淋箱设置为空心方形

箱体；所述第二修复液箱固定设置在固定支  撑板上端面左侧；所述第二抽液泵固定设置在

第二修复液箱上端面；所述第二  抽液管上端固定设置在第二抽液泵上，下端设置在第二修

复液箱下端；所述第  二上液管下端固定设置在第二抽液泵上，上端固定设置在第二修复液

箱左侧壁  中；所述第二传送装置固定设置在修复箱中；所述第二刮板固定设置在修复箱 

内侧壁，且第二刮板设置在第二传送装置下端；所述第一传送装置固定设置在  修复箱中，

且设置在第二传送装置上端，包括主动辊、传动带和从动辊；所述  主动辊通过滚动轴承与

修复箱侧壁连接；所述从动辊通过滚动轴承与修复箱侧  壁连接，且设置在主动辊右侧；所

述第一刮板焊接在与修复箱侧壁，且第一刮  板设置在从动辊下端；所述第二喷淋箱固定设

置在修复箱内部上端壁，且设置  在第一传送装置上端；所述喷头设置右若干，固定设置在

第二喷淋箱和第一喷  淋箱下端壁，喷头采用高压雾化喷头；所述右盖板采用第二螺栓和第

二螺母固  定设置在修复箱右侧；所述第一修复液箱固定设置在固定支撑板上端右侧；所 

述第一抽液泵固定设置在第一修复液箱上端面；所述第一抽液管一端固定设置  在第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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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液箱中，另一端与第一抽液泵固定连接；所述第一上液管一端固定  设置在第二喷淋箱

中，另一端与第一抽液泵固定连接；所述下料箱上端焊接在  修复箱下端壁，下端焊接在加

肥混合箱上端壁；所述加肥混合排料装置固定设  置在固定支撑板上端，且与下料箱连通，

包括加肥混合箱、倾斜搅拌杆、直搅  拌叶片、导料罩、导料孔、第二轴承、第二电机、肥料导

筒、储料斗、螺杆、  第三轴承、第三电机、抽板、排料箱和混合搅拌轴；所述加肥混合箱固定

设置  在固定支撑板上端，且与下料箱连通，加肥混合箱下端面设置为倾斜形；所述  第二轴

承固定设置在加肥混合箱上端壁中央位置；所述第二电机固定设置在加  肥混合箱上端壁

中央位置，且设置在第二轴承上端；；所述导料罩焊接在加肥混  合箱内壁；所述混合搅拌轴

上端通过第二轴承与第二电机固定连接，下端设置  在加肥混合箱中；所述倾斜搅拌杆焊接

在混合搅拌轴下端；所述直搅拌叶片设  置有若干，焊接在混合搅拌轴下端壁；所述排料箱

焊接在加肥混合箱右侧壁，  且与加肥混合箱连通；所述抽板设置在排料箱中；所述肥料导

筒固定设置在加  肥混合箱右侧壁上端，且与加肥混合箱连通；所述第三轴承固定设置在肥

料导  筒右端壁；所述第三电机固定设置在肥料导筒右端壁；所述螺杆一端固定设置  在第

三电机上，另一端设置在肥料导筒中；所述储料斗焊接在肥料导筒上端壁。

[0005]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从动辊与主动辊通过传动带连接。

[0006]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均布装置固定设置在修复箱上端壁，且设  置在第

一传送装置左侧上端，包括均布电机、第一轴承、均布转轴和均布板；  所述第一轴承固定设

置在修复箱上端壁；所述均布电机固定设置在修复箱上端  壁，且设置在第一轴承上端；所

述均布转轴上端通过第一轴承固定设置在均布 电机下端，下端设置在修复箱中；所述均布

板设置有四块，等角度焊接在均布 转轴下端，且设置在传动带上端。

[0007]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土壤导入绞碎装置固定设置在在修复箱上  端，包

括进料管、粉碎电机、固定杆、送料筒、螺旋绞龙和连通管；所述固定  杆焊接在修复箱上端

面；所述送料筒焊接在固定杆上端；所述连通管上端焊接  在送料筒左侧下端，下端焊接在

修复箱上端壁；所述粉碎电机固定设置在送料  筒右侧壁；所述螺旋绞龙一端与粉碎电机固

定连接，另一端设置在送料筒中； 所述进料管焊接在送料筒上端右侧，且与送料筒连通。

[0008]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导料罩设置为漏斗型，中央位置设置有导 料孔。

[000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0] 本发明通过进料管向送料筒中加入土壤，启动粉碎电机带动螺旋绞龙旋转，  通过

螺旋绞龙旋转对土壤进行绞碎实现细化，细化后的土壤通过连通管排出；  土壤落在传动带

上，启动均布电机带动均布转轴下端的均布板旋转，通过均布  板的旋转实现对下落到传动

带左端的土壤进行均匀分布，方便进行喷淋修复液，  主动辊和从动辊配合带动传动带旋

转，通过传动带输送土壤，启动第一抽液泵  通过第一上液管和第一抽液管抽取第一修复液

箱中的修复液进入第二喷淋箱中  通过喷头喷淋出对土壤进行第一级修复，第一刮板能够

清理传动带上残留的土  壤；第一级修复后的土壤落在第二传送装置中的传送带上，下落与

第二传送装  置中的传送带形成撞击能够实现土壤的翻滚，启动第二抽液泵通过第二抽液

管  和第二上液管抽取第二修复液箱中的修复液进入第一喷淋箱中喷淋出对土壤进  行二

级修复；下料箱将修复后的土壤导入加肥混合箱中，启动第三电机、带动  螺杆旋转，将储料

斗中储存的肥料导入加肥混合箱中，与粉碎混合，启动第二 电机带动混合搅拌轴上的倾斜

搅拌杆和直搅拌叶片旋转对混合肥料的土壤进行  搅拌，使其混合充分，混合后抽出抽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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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排料箱排出土壤；该发明实现土壤  粉碎细化，添加修复液修复，加入肥料混合搅拌增加

土壤营养，改善了园林种 植土壤使用效果。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中土壤导入绞碎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中均布装置的俯视图；

[0014]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一传送装置或第二传送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中加肥混合排料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1-修复箱，2-第一喷淋箱，3-左盖板，4-第一螺栓，5-第一螺母，  6-土壤导入

绞碎装置，61-进料管，62-粉碎电机，63-固定杆，64-送料筒，  65-螺旋绞龙，66-连通管，7-

均布装置，71-均布电机，72-第一轴承，73-  均布转轴，74-均布板，8-第二喷淋箱，9-加肥混

合排料装置，91-加肥混合  箱，92-倾斜搅拌杆，93-直搅拌叶片，94-导料罩，95-导料孔，96-

第二轴  承，97-第二电机，98-肥料导筒，99-储料斗，910-螺杆，911-第三轴承，  912-第三电

机，913-抽板，914-排料箱，915-混合搅拌轴，10-喷头，11-第  一传送装置，111-主动辊，

112-传动带，113-从动辊，12-第一刮板，13-第  二螺栓，14-第二螺母，15-第一上液管，16-

右盖板，17-第二传送装置，18-  第一抽液泵，19-第一抽液管，20-第一修复液箱，21-固定支

撑板，22-支撑  架，23-车轮，24-第二刮板，25-下料箱，26-车轮支架，27-第二修复液箱， 

28-第二抽液管，29-第二抽液泵，30-第二上液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  施例，

对本发明污染土壤粉碎修复添加肥料装置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  解，此处所描述的

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18] 请参见图1-5，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污染土壤粉碎修复添加肥料装置，包  括修复

箱1、第一喷淋箱2、左盖板3、第一螺栓4、第一螺母5、土壤导  入绞碎装置6、均布装置7、第二

喷淋箱8、加肥混合排料装置9、喷头10、  第一传送装置11、第一刮板12、第二螺栓13、第二螺

母14、第一上液管  15、右盖板16、第二传送装置17、第一抽液泵18、第一抽液管19、第一  修

复液箱20、固定支撑板21、支撑架22、车轮23、第二刮板24、下料箱  25、车轮支架26、第二修

复液箱27、第二抽液管28、第二抽液泵29和第  二上液管30；所述车轮支架26设置有四个，采

用螺钉固定设置在固定支  撑板21下端面；所述车轮23固定设置在车轮支架26上，通过车轮

23实  现整个装置的移动；所述固定支撑板21固定设置在四个车轮支架26上端；  所述支撑

架22设置有两个，焊接在固定支撑板21上端，通过两个支撑架  22支撑起修复箱1；所述修复

箱1焊接在两个支撑架22上端；所述左盖板  3采用第一螺栓4和第一螺母5配合固定设置在

修复箱1左端，采用第一  螺栓4和第一螺母5固定左盖板3便于拆卸与安装；所述第一喷淋箱

2固  定设置在左盖板3上，且设置在修复箱1中，喷淋箱2设置为空心方形箱  体；所述第二修

复液箱27固定设置在固定支撑板21上端面左侧，第二修 复液箱27存储右修复液；所述第二

抽液泵29固定设置在第二修复液箱27  上端面；所述第二抽液管28上端固定设置在第二抽

液泵29上，下端设置  在第二修复液箱27下端；所述第二上液管30下端固定设置在第二抽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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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29上，上端固定设置在第二修复液箱27左侧壁中；所述第二传送装置17 固定设置在修复

箱1中，通过第二传送装置17上的传动带能够实现土壤的  输送；所述第二刮板24固定设置

在修复箱1内侧壁，且第二刮板24设置  在第二传送装置17下端，通过第二刮板24能够刮出

残留在第二传送装置  17中传送带上的土壤；所述第一传送装置11固定设置在修复箱1中，

且  设置在第二传送装置17上端，包括主动辊111、传动带112和从动辊113；  所述主动辊111

通过滚动轴承与修复箱1侧壁连接；所述从动辊113通过  滚动轴承与修复箱1侧壁连接，且

设置在主动辊111右侧，从动辊113与  主动辊111通过传动带112连接；主动辊111和从动辊

113配合带动传动  带112旋转，通过传动带112输送土壤；所述第一刮板12焊接在与修复箱 

1侧壁，且第一刮板12设置在从动辊113下端；所述第二喷淋箱8固定设  置在修复箱1内部上

端壁，且设置在第一传送装置11上端；所述喷头10  设置右若干，固定设置在第二喷淋箱8和

第一喷淋箱2下端壁，喷头10采  用高压雾化喷头；所述右盖板16采用第二螺栓13和第二螺

母14固定设置  在修复箱1右侧，采用第二螺栓13和第二螺母14固定设置便于拆卸与安  装；

所述均布装置7固定设置在修复箱1上端壁，且设置在第一传送装置  11左侧上端，包括均布

电机71、第一轴承72、均布转轴73和均布板74；  所述第一轴承72固定设置在修复箱1上端

壁；所述均布电机71固定设置  在修复箱1上端壁，且设置在第一轴承72上端；所述均布转轴

73上端通  过第一轴承72固定设置在均布电机71下端，下端设置在修复箱1中；所  述均布板

74设置有四块，等角度焊接在均布转轴73下端，且设置在传动  带112上端；启动均布电机71

带动均布转轴73下端的均布板74旋转，通  过均布板74的旋转实现对下落到传动带112左端

的土壤进行均匀分布，方  便进行喷淋修复液；所述土壤导入绞碎装置6固定设置在在修复

箱1上端，  包括进料管61、粉碎电机62、固定杆63、送料筒64、螺旋绞龙65和连通  管66；所述

固定杆63焊接在修复箱1上端面；所述送料筒64焊接在固定  杆63上端；所述连通管66上端

焊接在送料筒64左侧下端，下端焊接在修  复箱1上端壁；所述粉碎电机62固定设置在送料

筒64右侧壁；所述螺旋  绞龙65一端与粉碎电机62固定连接，另一端设置在送料筒64中；所

述进  料管61焊接在送料筒64上端右侧，且与送料筒64连通；通过进料管61 向送料筒64中

加入土壤，启动粉碎电机62带动螺旋绞龙65旋转，通过螺  旋绞龙65旋转对土壤进行绞碎实

现细化，细化后的土壤通过连通管66排  出；所述第一修复液箱20固定设置在固定支撑板21

上端右侧；所述第一  抽液泵18固定设置在第一修复液箱20上端面；所述第一抽液管19一端

固  定设置在第一修复液箱20中，另一端与第一抽液泵18固定连接；所述第  一上液管15一

端固定设置在第二喷淋箱8中，另一端与第一抽液泵18固  定连接；所述下料箱25上端焊接

在修复箱1下端壁，下端焊接在加肥混合  箱91上端壁；所述加肥混合排料装置9固定设置在

固定支撑板21上端，  且与下料箱25连通，包括加肥混合箱91、倾斜搅拌杆92、直搅拌叶片

93、  导料罩94、导料孔95、第二轴承96、第二电机97、肥料导筒98、储料斗  99、螺杆910、第三

轴承911、第三电机912、抽板913、排料箱914和混  合搅拌轴915；所述加肥混合箱91固定设

置在固定支撑板21上端，且与  下料箱25连通，加肥混合箱91下端面设置为倾斜形，便于排

出土壤；所  述第二轴承96固定设置在加肥混合箱91上端壁中央位置；所述第二电机97固定

设置在加肥混合箱91上端壁中央位置，且设置在第二轴承96上端；；  所述导料罩94焊接在

加肥混合箱91内壁，导料罩94设置为漏斗型，中央  位置设置有导料孔95；所述混合搅拌轴

915上端通过第二轴承96与第二 电机97固定连接，下端设置在加肥混合箱91中；所述倾斜

搅拌杆92焊接  在混合搅拌轴915下端；所述直搅拌叶片93设置有若干，焊接在混合搅拌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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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下端壁；所述排料箱914焊接在加肥混合箱91右侧壁，且与加肥混  合箱91连通；所述抽

板913设置在排料箱914中；所述肥料导筒98固定  设置在加肥混合箱91右侧壁上端，且与加

肥混合箱91连通；所述第三轴  承911固定设置在肥料导筒98右端壁；所述第三电机912固定

设置在肥料  导筒98右端壁；所述螺杆910一端固定设置在第三电机912上，另一端设  置在

肥料导筒98中；所述储料斗99焊接在肥料导筒98上端壁；下料箱  25将修复后的土壤导入加

肥混合箱91中，启动第三电机912、带动螺杆  910旋转，将储料斗99中储存的肥料导入加肥

混合箱91中，与粉碎混合，  启动第二电机97带动混合搅拌轴915上的倾斜搅拌杆92和直搅

拌叶片93  旋转对混合肥料的土壤进行搅拌，使其混合充分，混合后抽出抽板913通  过排料

箱914排出土壤。

[0019] 工作原理：通过进料管61向送料筒64中加入土壤，启动粉碎电机62  带动螺旋绞龙

65旋转，通过螺旋绞龙65旋转对土壤进行绞碎实现细化，  细化后的土壤通过连通管66排

出；土壤落在传动带112上，启动均布电机  71带动均布转轴73下端的均布板74旋转，通过均

布板74的旋转实现对  下落到传动带112左端的土壤进行均匀分布，方便进行喷淋修复液，

主动  辊111和从动辊113配合带动传动带112旋转，通过传动带112输送土壤，  启动第一抽

液泵18通过第一上液管15和第一抽液管19抽取第一修复液箱  20中的修复液进入第二喷淋

箱8中通过喷头10喷淋出对土壤进行第一级  修复，第一刮板12能够清理传动带112上残留

的土壤；第一级修复后的土  壤落在第二传送装置17中的传送带上，下落与第二传送装置17

中的传送  带形成撞击能够实现土壤的翻滚，启动第二抽液泵29通过第二抽液管28  和第二

上液管30抽取第二修复液箱27中的修复液进入第一喷淋箱2中喷  淋出对土壤进行二级修

复；下料箱25将修复后的土壤导入加肥混合箱91 中，启动第三电机912、带动螺杆910旋转，

将储料斗99中储存的肥料导  入加肥混合箱91中，与粉碎混合，启动第二电机97带动混合搅

拌轴915  上的倾斜搅拌杆92和直搅拌叶片93旋转对混合肥料的土壤进行搅拌，使  其混合

充分，混合后抽出抽板913通过排料箱914排出土壤。

[0020]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 限制，

虽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  熟悉本专业的技术

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内，当可利用上述揭示 的技术内容做出些许更动或修

饰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凡是未脱离本发 明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

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  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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