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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就地浸矿装置，包括浸矿

机体以及铰接连接设置在所述浸矿机体右端的

钻矿机构，所述浸矿机体右端端面上固设有用以

与所述第一支撑臂另一端铰接连接的第一脚座，

所述第一脚座顶部设有第二脚座，所述浸矿机体

内设有第一导滑槽，所述第一导滑槽内滑动配合

连接有第一导滑块，所述第一导滑槽左端内壁内

嵌设有第一电动机，所述第一导滑块内螺纹配合

连接有左右延伸的调节螺纹杆，所述调节螺纹杆

左端延伸末端与所述第一电动机右端末端动力

连接，所述第一导滑块内过渡配合连接向下延伸

的有多节伸缩管；本发明结构简单，操作方便，便

于收纳，方便移动和搬运，同时，提高了浸矿效率

以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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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就地浸矿装置，包括浸矿机体以及铰接连接设置在所述浸矿机体右端的钻矿机

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钻矿机构上设有第一支撑臂、第二支撑臂以及电锤头部机体，所述第

一支撑臂一端与所述第二支撑臂一端铰接连接，所述第二支撑臂另一端与所述电锤头部机

体左端端面固定连接，所述浸矿机体右端端面上固设有用以与所述第一支撑臂另一端铰接

连接的第一脚座，所述第一脚座顶部设有第二脚座，所述浸矿机体内设有第一导滑槽，所述

第一导滑槽内滑动配合连接有第一导滑块，所述第一导滑槽左端内壁内嵌设有第一电动

机，所述第一导滑块内螺纹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的调节螺纹杆，所述调节螺纹杆左端延伸

末端与所述第一电动机右端末端动力连接，所述第一导滑块内过渡配合连接向下延伸的有

多节伸缩管，所述多节伸缩管贯穿所述第一导滑块底部端面，所述多节伸缩管顶部的所述

第一导滑块内嵌设有用以与所述多节伸缩管连通且向上延伸的第一水管，所述第一导滑块

内还嵌设有用以与所述第一水管连通且向左延伸的第二水管，所述第二水管左端延伸末端

贯穿所述第一导滑块左端端面，所述第一导滑槽内位于所述第一电动机顶部的左端内壁内

相通设有向左延伸的第三水管，所述第一导滑槽位于所述第一导滑块左端内设有用于连通

所述第二水管和第三水管的金属软管，所述第三水管左端延伸末端相通设有向上延伸的第

四水管，所述第四水管中部相通设有向右延伸的第五水管，所述第五水管右端延伸末端相

通设有出水泵，所述第五水管中部设有关闸，所述出水泵顶部设有抽水泵，所述抽水泵左端

末端相通设有与所述第四水管顶部延伸末端相通连接的第七水管，所述抽水泵右端末端相

通设有向右延伸的第八水管，所述第一导滑槽顶部设有第一空腔，所述第一空腔顶部内壁

与所述第八水管相连通，所述第一空腔中部设有矩形过滤框架，所述矩形过滤框架外面与

所述第一空腔竖直内壁固定连接，所述矩形过滤框架内部固设有过滤网，所述第一空腔左

右端相通设有对称的储渣腔，所述第一空腔后端内壁内连通设有第二导滑槽，所述第二导

滑槽内设有驱动刮料机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就地浸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支撑臂顶部端面固

设有第三脚座，所述第三脚座与所述第二脚座之间铰接连接有第一液压伸缩柱，所述第一

支撑臂底部端面上固设有第四脚座，所述第二支撑臂底部端面上固设有第五脚座，所述第

四脚座与所述第五脚座之间铰接连接有第二液压柱。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就地浸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软管在第一导滑槽

内有足够的余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就地浸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锤头部机体内设有开

口向下的第二空腔，所述第二空腔底部自上而下依次相通设有向下延伸的第三导滑槽、开

口向下的第三空腔，所述第三空腔左端顶部内壁相通设有第四空腔，所述第二空腔左端设

有上下延伸的第五空腔，所述第二空腔与所述第五空腔之间的内壁体内转动配合连接有左

右延伸的第一转动轴，所述第一转动轴右端延伸末端伸进所述第二空腔内且固设有第一凸

轮，所述第一凸轮长段右端端面铰接连接有向下延伸的连接杆，所述连接杆底部末端伸进

所述第三导滑槽内，所述第三导滑槽内滑动配合连接有顶部端面与所述连接杆铰接连接的

第二导滑块，所述第三导滑槽内位于所述第二导滑块底部滑动配合连接有活塞，所述第三

空腔内转动配合连接有外锥齿型套筒，所述外锥齿型套筒内设有第六空腔，所述第六空腔

内滑动配合连接有第三导滑块，所述第三导滑块顶部设有向上延伸的第一推杆，所述第一

推杆伸进所述第三导滑槽内，所述第六空腔底部内壁体内滑动配合连接有上下延伸的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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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所述钻轴顶部延伸末端伸进所述第六空腔内并与所述第三导滑块底部端面固定连接，

所述钻轴底部延伸末端伸出所述电锤头部机体底部端面外，所述第一转动轴左端延伸末端

伸进所述第五空腔内且在末端动力连接有第二电动机，所述第二电动机外表面嵌设于所述

第五空腔左端内壁内且与之固定连接，所述第一转动轴位于所述第五空腔内的部分设有第

一链轮，所述第一链轮上链接有向下延伸链条，所述第四空腔与所述第五空腔之间转动配

合连接有左右延伸第二转动轴，所述第二转动轴左端延伸末端伸进所述第五空腔内且固设

有用以与所述链条连接的第二链轮，所述第二转动轴右端延伸末端伸进所述第四空腔内且

固设有用以与所述外锥齿型套筒齿合的第一锥齿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就地浸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刮料机构包括与所

述矩形过滤框架顶部端面滑动配合连接有的刮板以及所述第二导滑槽内滑动配合连接有

的导滑板，所述导滑板前端端面与所述刮板后端末端固定连接，所述导滑板内设有上下延

伸的第四导滑槽，所述第二导滑槽后端内壁内嵌设有第三电动机，所述第三电动机前端末

端动力连接有第二凸轮，所述第二凸轮前端端面设有用以与所述第四导滑槽滑动配合连接

的支撑杆。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就地浸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多节伸缩管各节之间滑

动配合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就地浸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浸矿机体底部设置有四

个车轮，便于移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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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就地浸矿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浸矿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就地浸矿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全球都在寻求新种物质，不断的从矿石种提取各种新的元素，然后进行实验，

但是目前的就地采矿技术存在瓶颈，由于所需矿石都是位于偏远的山区，搬运一般的大型

浸矿设备费时费力，而且一般的浸矿设备都是几种设备组合工作，所需操作人员数量多，操

作复杂，浸矿后提取的所需液含渣数量多，难以进行提取，给浸矿整体工作带来一大困扰，

因此，目前急需一种就地浸矿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就地浸矿装置，其能够解决上述现在技术

中的问题。

[0004]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本发明的一种就地浸矿装置，包括浸矿机

体以及铰接连接设置在所述浸矿机体右端的钻矿机构，所述钻矿机构上设有第一支撑臂、

第二支撑臂以及电锤头部机体，所述第一支撑臂一端与所述第二支撑臂一端铰接连接，所

述第二支撑臂另一端与所述电锤头部机体左端端面固定连接，所述浸矿机体右端端面上固

设有用以与所述第一支撑臂另一端铰接连接的第一脚座，所述第一脚座顶部设有第二脚

座，所述浸矿机体内设有第一导滑槽，所述第一导滑槽内滑动配合连接有第一导滑块，所述

第一导滑槽左端内壁内嵌设有第一电动机，所述第一导滑块内螺纹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的

调节螺纹杆，所述调节螺纹杆左端延伸末端与所述第一电动机右端末端动力连接，所述第

一导滑块内过渡配合连接向下延伸的有多节伸缩管，所述多节伸缩管贯穿所述第一导滑块

底部端面，所述多节伸缩管顶部的所述第一导滑块内嵌设有用以与所述多节伸缩管连通且

向上延伸的第一水管，所述第一导滑块内还嵌设有用以与所述第一水管连通且向左延伸的

第二水管，所述第二水管左端延伸末端贯穿所述第一导滑块左端端面，所述第一导滑槽内

位于所述第一电动机顶部的左端内壁内相通设有向左延伸的第三水管，所述第一导滑槽位

于所述第一导滑块左端内设有用于连通所述第二水管和第三水管的金属软管，所述第三水

管左端延伸末端相通设有向上延伸的第四水管，所述第四水管中部相通设有向右延伸的第

五水管，所述第五水管右端延伸末端相通设有出水泵，所述第五水管中部设有关闸，所述出

水泵顶部设有抽水泵，所述抽水泵左端末端相通设有与所述第四水管顶部延伸末端相通连

接的第七水管，所述抽水泵右端末端相通设有向右延伸的第八水管，所述第一导滑槽顶部

设有第一空腔，所述第一空腔顶部内壁与所述第八水管相连通，所述第一空腔中部设有矩

形过滤框架，所述矩形过滤框架外面与所述第一空腔竖直内壁固定连接，所述矩形过滤框

架内部固设有过滤网，所述第一空腔左右端相通设有对称的储渣腔，所述第一空腔后端内

壁内连通设有第二导滑槽，所述第二导滑槽内设有驱动刮料机构。

[0005] 作为优选地技术方案，所述第一支撑臂顶部端面固设有第三脚座，所述第三脚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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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述第二脚座之间铰接连接有第一液压伸缩柱，所述第一支撑臂底部端面上固设有第四

脚座，所述第二支撑臂底部端面上固设有第五脚座，所述第四脚座与所述第五脚座之间铰

接连接有第二液压柱。

[0006] 作为优选地技术方案，所述金属软管在第一导滑槽内有足够的余量。

[0007] 作为优选地技术方案，所述电锤头部机体内设有开口向下的第二空腔，所述第二

空腔底部自上而下依次相通设有向下延伸的第三导滑槽、开口向下的第三空腔，所述第三

空腔左端顶部内壁相通设有第四空腔，所述第二空腔左端设有上下延伸的第五空腔，所述

第二空腔与所述第五空腔之间的内壁体内转动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的第一转动轴，所述第

一转动轴右端延伸末端伸进所述第二空腔内且固设有第一凸轮，所述第一凸轮长段右端端

面铰接连接有向下延伸的连接杆，所述连接杆底部末端伸进所述第三导滑槽内，所述第三

导滑槽内滑动配合连接有顶部端面与所述连接杆铰接连接的第二导滑块，所述第三导滑槽

内位于所述第二导滑块底部滑动配合连接有活塞，所述第三空腔内转动配合连接有外锥齿

型套筒，所述外锥齿型套筒内设有第六空腔，所述第六空腔内滑动配合连接有第三导滑块，

所述第三导滑块顶部设有向上延伸的第一推杆，所述第一推杆伸进所述第三导滑槽内，所

述第六空腔底部内壁体内滑动配合连接有上下延伸的钻轴，所述钻轴顶部延伸末端伸进所

述第六空腔内并与所述第三导滑块底部端面固定连接，所述钻轴底部延伸末端伸出所述电

锤头部机体底部端面外，所述第一转动轴左端延伸末端伸进所述第五空腔内且在末端动力

连接有第二电动机，所述第二电动机外表面嵌设于所述第五空腔左端内壁内且与之固定连

接，所述第一转动轴位于所述第五空腔内的部分设有第一链轮，所述第一链轮上链接有向

下延伸链条，所述第四空腔与所述第五空腔之间转动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第二转动轴，所

述第二转动轴左端延伸末端伸进所述第五空腔内且固设有用以与所述链条连接的第二链

轮，所述第二转动轴右端延伸末端伸进所述第四空腔内且固设有用以与所述外锥齿型套筒

齿合的第一锥齿轮。

[0008] 作为优选地技术方案，所述驱动刮料机构包括与所述矩形过滤框架顶部端面滑动

配合连接有的刮板以及所述第二导滑槽内滑动配合连接有的导滑板，所述导滑板前端端面

与所述刮板后端末端固定连接，所述导滑板内设有上下延伸的第四导滑槽，所述第二导滑

槽后端内壁内嵌设有第三电动机，所述第三电动机前端末端动力连接有第二凸轮，所述第

二凸轮前端端面设有用以与所述第四导滑槽滑动配合连接的支撑杆。

[0009] 作为优选地技术方案，所述多节伸缩管各节之间滑动配合连接。

[0010] 作为优选地技术方案，所述浸矿机体底部设置有四个车轮。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结构简单，操作方便，通过浸矿机体左端铰接连接有

钻矿机构，可以实现有效就地钻矿打孔，便于后续浸矿工作的进行，解决了就地浸矿的最大

难题，又通过浸矿机体内设置有开口向右的第一导滑槽，第一导滑槽内滑动配合连接有第

一导滑块，第一导滑块内螺纹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的调节螺纹杆，调节螺纹杆左端延伸末

端动力连接有第一电动机，第一电动机外表面嵌设于第一导滑槽左端内壁内，且与之固定

连接，第一导滑块内设有开口向下的多节伸缩管，多节伸缩管顶部相通设有左端末端贯穿

第一导滑块左端端面的第二水管，第一导滑槽左端内壁内贯通嵌设有左右延伸的第三水

管，第一导滑槽内设有位于第一导滑块左端的与所述第二水管和第三水管相通连接的金属

软管，第三水管左端末端相通连接上下延伸的第四水管，第四水管中部右端设有出水泵，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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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与第四水管之间相通设有第五水管，第五水管上设有关闸，第四水管顶部末端右端设

有抽水泵，抽水泵左端末端与第四水管末端相通连接，抽水泵右端相通设有第七水管，第一

导滑槽顶部设有第一空腔，第一空腔顶部内壁与第七水管右端末端相通连接，第一空腔内

设有矩形筛网框架，矩形筛网框架内设有过滤网，第一空腔后端内壁内相通设有第二导滑

槽，第二导滑槽内设有驱动刮板装置，第一空腔两端内壁内相通设有相对称的储渣腔，从而

实现自动注浸矿液和吸收浸矿后的溶液，所需溶液经过过滤，得到比较纯净的提取液，可以

最大范围内进行浸矿工作，省时省力，价格便宜，便于移动，自动化程度高，同时，提高了就

地浸矿的效率和效果。

附图说明

[0012] 为了易于说明，本发明由下述的具体实施例及附图作以详细描述。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就地浸矿装置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图1中A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图2中B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的电锤头部机体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如图1-图4所示，本发明的一种就地浸矿装置，包括浸矿机体2以及铰接连接设置

在所述浸矿机体2右端的钻矿机构，所述钻矿机构上设有第一支撑臂4、第二支撑臂5以及电

锤头部机体6，所述第一支撑臂4一端与所述第二支撑臂5一端铰接连接，所述第二支撑臂5

另一端与所述电锤头部机体6左端端面固定连接，所述浸矿机体2右端端面上固设有用以与

所述第一支撑臂4另一端铰接连接的第一脚座28，所述第一脚座28顶部设有第二脚座29，所

述浸矿机体2内设有第一导滑槽21，所述第一导滑槽21内滑动配合连接有第一导滑块3，所

述第一导滑槽21左端内壁内嵌设有第一电动机211，所述第一导滑块3内螺纹配合连接有左

右延伸的调节螺纹杆212，所述调节螺纹杆212左端延伸末端与所述第一电动机211右端末

端动力连接，所述第一导滑块3内过渡配合连接向下延伸的有多节伸缩管32，所述多节伸缩

管32贯穿所述第一导滑块3底部端面，所述多节伸缩管32顶部的所述第一导滑块3内嵌设有

用以与所述多节伸缩管32连通且向上延伸的第一水管31，所述第一导滑块3内还嵌设有用

以与所述第一水管31连通且向左延伸的第二水管33，所述第二水管33左端延伸末端贯穿所

述第一导滑块3左端端面，所述第一导滑槽21内位于所述第一电动机211顶部的左端内壁内

相通设有向左延伸的第三水管214，所述第一导滑槽21位于所述第一导滑块3左端内设有用

于连通所述第二水管33和第三水管214的金属软管213，所述第三水管214左端延伸末端相

通设有向上延伸的第四水管26，所述第四水管26中部相通设有向右延伸的第五水管241，所

述第五水管241右端延伸末端相通设有出水泵24，所述第五水管241中部设有关闸242，所述

出水泵24顶部设有抽水泵25，所述抽水泵25左端末端相通设有与所述第四水管26顶部延伸

末端相通连接的第七水管252，所述抽水泵25右端末端相通设有向右延伸的第八水管252，

所述第一导滑槽21顶部设有第一空腔22，所述第一空腔22顶部内壁与所述第八水管252相

连通，所述第一空腔22中部设有矩形过滤框架221，所述矩形过滤框架221外面与所述第一

空腔22竖直内壁固定连接，所述矩形过滤框架221内部固设有过滤网224，所述第一空腔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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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端相通设有对称的储渣腔23，所述第一空腔22后端内壁内连通设有第二导滑槽27，所

述第二导滑槽27内设有驱动刮料机构。

[0018] 有益地，所述第一支撑臂4顶部端面固设有第三脚座41，所述第三脚座41与所述第

二脚座29之间铰接连接有第一液压伸缩柱42，所述第一支撑臂4底部端面上固设有第四脚

座43，所述第二支撑臂5底部端面上固设有第五脚座51，所述第四脚座43与所述第五脚座51

之间铰接连接有第二液压柱44，实现自动控制电锤头部机体6任意活动，最大范围内为浸矿

打孔，提高浸矿的效果。

[0019] 有益地，所述金属软管213在第一导滑槽21内有足够的余量，耐磨以及防止被拉

断。

[0020] 有益地，所述电锤头部机体6内设有开口向下的第二空腔61，所述第二空腔61底部

自上而下依次相通设有向下延伸的第三导滑槽63、开口向下的第三空腔64，所述第三空腔

64左端顶部内壁相通设有第四空腔65，所述第二空腔61左端设有上下延伸的第五空腔62，

所述第二空腔61与所述第五空腔62之间的内壁体内转动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的第一转动

轴611，所述第一转动轴611右端延伸末端伸进所述第二空腔61内且固设有第一凸轮612，所

述第一凸轮612长段右端端面铰接连接有向下延伸的连接杆613，所述连接杆613底部末端

伸进所述第三导滑槽63内，所述第三导滑槽63内滑动配合连接有顶部端面与所述连接杆

613铰接连接的第二导滑块631，所述第三导滑槽63内位于所述第二导滑块631底部滑动配

合连接有活塞632，所述第三空腔64内转动配合连接有外锥齿型套筒641，所述外锥齿型套

筒641内设有第六空腔642，所述第六空腔643内滑动配合连接有第三导滑块6421，所述第三

导滑块6421顶部设有向上延伸的第一推杆643，所述第一推杆643伸进所述第三导滑槽63

内，所述第六空腔642底部内壁体内滑动配合连接有上下延伸的钻轴644，所述钻轴644顶部

延伸末端伸进所述第六空腔642内并与所述第三导滑块6421底部端面固定连接，所述钻轴

644底部延伸末端伸出所述电锤头部机体6底部端面外，所述第一转动轴611左端延伸末端

伸进所述第五空腔62内且在末端动力连接有第二电动机622，所述第二电动机622外表面嵌

设于所述第五空腔62左端内壁内且与之固定连接，所述第一转动轴611位于所述第五空腔

62内的部分设有第一链轮621，所述第一链轮621上链接有向下延伸链条623，所述第四空腔

65与所述第五空腔62之间转动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第二转动轴624，所述第二转动轴624左

端延伸末端伸进所述第五空腔62内且固设有用以与所述链条623连接的第二链轮625，所述

第二转动轴624右端延伸末端伸进所述第四空腔65内且固设有用以与所述外锥齿型套筒

641齿合的第一锥齿轮651，从而实现钻轴的上下震动和转动，增加钻孔效率。

[0021] 有益地，所述驱动刮料机构包括与所述矩形过滤框架221顶部端面滑动配合连接

有的刮板222以及所述第二导滑槽27内滑动配合连接有的导滑板273，所述导滑板273前端

端面与所述刮板222后端末端固定连接，所述导滑板273内设有上下延伸的第四导滑槽

2731，所述第二导滑槽27后端内壁内嵌设有第三电动机272，所述第三电动机272前端末端

动力连接有第二凸轮271，所述第二凸轮271前端端面设有用以与所述第四导滑槽2731滑动

配合连接的支撑杆274，实现自动控制刮板的左右往复工作，防止过滤网堵塞。

[0022] 有益地，所述多节伸缩管32各节之间滑动配合连接，实现将浸蚀剂最大深度浸矿。

[0023] 有益地，所述浸矿机体2底部设置有四个车轮，便于移动装置。

[0024] 初始状态时，第一支撑臂4位于竖直位置，第二支撑臂5位于水平位置，第一导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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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位于第一导滑槽21最右端，多节伸缩管32完全收缩于第一导滑块内，支撑杆274位于第二

凸轮271中心线上方，滑板273位于第二导滑槽27中部，使刮板222位于第一空腔22中部，第

一凸轮612长段位于中心线后端，此时，第二导滑块631位于滑动行程的中部，第三导滑块

6421位于第六空腔642最顶部，第一推杆643最大深度伸入第三导滑槽63内，此时，活塞632

底部顶压第一推杆643顶部末端。

[0025] 当需要浸矿工作时，将装置整体移动至所需浸矿的位置，此时，自动控制第一液压

伸缩柱4和第二液压伸缩柱5自由伸缩，使电锤头部机体6接触所需钻孔的矿石位置，同时，

控制第二电动机622带动第一转动轴611转动，第一转动轴611带动第一链轮621和第一凸轮

612转动，第一凸轮612带动连接杆613推动第二导滑块631上下往复移动，当第一凸轮612长

段位于最下方时，第二导滑块631位于滑动行程的最底部，第二导滑块631冲击活塞632使活

塞632形成巨大的冲击力，使第一推杆643快速下移并带动第三导滑块6421下移，第三导滑

块6421带动钻轴644快速下移，当第一凸轮612长段位于最顶部时，第二导滑块631位于滑动

行程的最顶部，此时，顶压弹簧6422顶压第三导滑块6421快速上移，并带动第一推杆643和

钻轴644快速上移，第一推杆643冲击活塞632，使活塞632具有移动惯性向上移动一段距离，

依次往复运动，实现钻矿工作，同时，第一链轮621带动链条623转动，链条623带动第二链轮

625转动，第二链轮625带动第二转动轴624转动，第二转动轴624带动第一锥齿轮651转动，

第一锥齿轮651带动外齿型套筒641转动，外齿型套筒641带动钻轴644转动，从而加速钻矿

速度，当完成钻矿工作将第一支撑臂4和第二支撑臂5恢复到初始位置即可，此时，控制第一

电动机211带动调节螺纹杆212转动，使第一导滑块3右移滑出第一导滑槽21外，当多节伸缩

管32位于所钻孔位置顶部时，控制第一电动机211停止运转，将多节伸缩管32伸长至所钻孔

底部，此时，打开关闸242，控制出水泵24运转将溶剂灌进钻孔内，当浸矿完成时，关闭关闸

242，控制抽水泵25将钻孔里的溶液抽出，溶液进入第一空腔22内撒在过滤网224上，此时，

控制第三电动机272带动第二凸轮271转动，第二凸轮271带动支撑杆274转动，使滑板273左

右移动，滑板273带动刮板222左右移动，将过滤网224上的难溶物颗粒刮进储渣腔23内。

[002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结构简单，操作方便，通过浸矿机体左端铰接连接有

钻矿机构，可以实现有效就地钻矿打孔，便于后续浸矿工作的进行，解决了就地浸矿的最大

难题，又通过浸矿机体内设置有开口向右的第一导滑槽，第一导滑槽内滑动配合连接有第

一导滑块，第一导滑块内螺纹配合连接有左右延伸的调节螺纹杆，调节螺纹杆左端延伸末

端动力连接有第一电动机，第一电动机外表面嵌设于第一导滑槽左端内壁内，且与之固定

连接，第一导滑块内设有开口向下的多节伸缩管，多节伸缩管顶部相通设有左端末端贯穿

第一导滑块左端端面的第二水管，第一导滑槽左端内壁内贯通嵌设有左右延伸的第三水

管，第一导滑槽内设有位于第一导滑块左端的与所述第二水管和第三水管相通连接的金属

软管，第三水管左端末端相通连接上下延伸的第四水管，第四水管中部右端设有出水泵，出

水泵与第四水管之间相通设有第五水管，第五水管上设有关闸，第四水管顶部末端右端设

有抽水泵，抽水泵左端末端与第四水管末端相通连接，抽水泵右端相通设有第七水管，第一

导滑槽顶部设有第一空腔，第一空腔顶部内壁与第七水管右端末端相通连接，第一空腔内

设有矩形筛网框架，矩形筛网框架内设有过滤网，第一空腔后端内壁内相通设有第二导滑

槽，第二导滑槽内设有驱动刮板装置，第一空腔两端内壁内相通设有相对称的储渣腔，从而

实现自动注浸矿液和吸收浸矿后的溶液，所需溶液经过过滤，得到比较纯净的提取液，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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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范围内进行浸矿工作，省时省力，价格便宜，占地面积小，便于移动，自动化程度高，同

时，提高了就地浸矿的效率和效果。

[002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不经过创造性劳动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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