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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属于农业机械领域的一种切

茬覆土式空间分层施肥装置，包括：施肥管组以

及由前至后依次设置于梁组构件下方的双圆盘

切茬机构、分层施肥铲和侧位碎土镇压机构；其

中施肥管组与上方的供肥器相连，施肥管组穿过

侧位碎土镇压机构，施肥管组的出口组设置于分

层施肥铲与侧位碎土镇压机构的碎土镇压轮之

间；施肥管组中中层分肥管的下端通过弯头固接

有中层左侧施肥分叉管和中层右侧施肥分叉管，

中层左侧施肥分叉管和中层右侧施肥分叉管的

前方均设有侧翼分土铲。本发明能将分层施肥铲

两侧翼上方扰动起的土块镇压破碎，同时迅速将

两侧土壤压入施肥后的沟内，实现主动覆土，使

各层肥料排出排肥口后迅速被土壤支撑，减少上

层肥料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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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切茬覆土式空间分层施肥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施肥管组(2)以及由前至后

依次设置于梁组构件(1)下方的双圆盘切茬机构(3)、分层施肥铲(4)和侧位碎土镇压机构

(5)；其中施肥管组(2)与上方的供肥器相连，施肥管组(2)穿过侧位碎土镇压机构，施肥管

组(2)的出口组设置于分层施肥铲与侧位碎土镇压机构的碎土镇压轮(54)之间；

所述施肥管组(2)由从前至后依次设置的下层施肥管(21)、中层分肥管(22)和上层施

肥管(23)组成，中层分肥管(22)的下端通过弯头固接有中层左侧施肥分叉管(221)和中层

右侧施肥分叉管(222)，中层左侧施肥分叉管(221)和中层右侧施肥分叉管(222)的前方均

设有侧翼分土铲(24)，上层排肥口(25)设置于上层施肥管(23)的下端，下层排肥口(26)设

置于下层施肥管(21)的下端；中层左侧排肥口(27)设置于中层左侧施肥分叉管(221)的下

端，中层右侧排肥口(28)设置于中层右侧施肥分叉管(222)的下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切茬覆土式空间分层施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层左

侧施肥分叉管(221)和所述中层右侧施肥分叉管(222)与上方的夹角均为120°，中层左侧施

肥分叉管(221)和中层右侧施肥分叉管(222)与前方的夹角均为12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切茬覆土式空间分层施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侧翼分

土铲(24)由上下两片直板组成，前方形成一个用于切开土壤的锐角；侧翼分土铲(24)对分

层施肥铲(4)左右两侧的土区进行上下分离。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切茬覆土式空间分层施肥装置，其特征在于，由所述中层

右侧排肥口(28)和所述中层左侧排肥口(27)排出的左右两侧的中层肥料与种子的连线所

呈扇形圆心角范围约为100～120°，左右两侧的中层肥料与种子的距离为12～18cm。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切茬覆土式空间分层施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左右两

侧的中层肥料的散布线相对于种子左右两侧对称。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切茬覆土式空间分层施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层施

肥铲(4)由安装座(43)、施肥铲柄(41)和铲尖(42)组成，其中切入土内的施肥铲柄(41)通过

安装座(43)固定在后横梁(12)前方，铲尖(42)固接于施肥铲柄(41)前方的下端。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切茬覆土式空间分层施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圆盘

切茬机构(3)包括：一对缺口切茬圆盘(31)、两根圆盘固定臂(32)、切茬机构限位柱(33)、压

力弹簧(34)、切茬机构安装座(35)和切茬盘轴(36)，其中切茬机构限位柱(33)通过切茬机

构安装座(35)安装于前横梁(11)的前方，两根圆盘固定臂(32)分别销接于切茬机构限位柱

(33)下方的两侧，切茬盘轴(36)穿过两个圆盘固定臂(32)且与圆盘固定臂(32)的后端固

接，一对缺口切茬圆盘(31)通过轴承安装于切茬盘轴(36)的两端，且位于两根圆盘固定臂

(32)的左右侧，压力弹簧(34)的前后两端分别与切茬机构限位柱(33)的中部以及与圆盘固

定臂(32)后部铰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切茬覆土式空间分层施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侧位碎

土镇压机构(5)包括：碎土镇压轮固定轴(51)、碎土镇压机构固定座(52)、碎土镇压轮安装

座(53)、一对碎土镇压轮(54)、调节手柄(55)和连接销轴(56)，其中碎土镇压机构固定座

(52)的前端通过两根碎土镇压轮固定轴(51)固定于后横梁(12)的下端，碎土镇压机构固定

座(52)的下端通过连接销轴(56)与碎土镇压轮安装座(53)相连，碎土镇压轮安装座(53)的

两侧均转动连接有一个碎土镇压轮(54)，碎土镇压轮安装座(53)的上方铰接调节手柄

(55)，调节手柄(55)穿过碎土镇压机构固定座(52)上端面，上端面上开有的调节手柄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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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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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茬覆土式空间分层施肥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业机械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切茬覆土式空间分层施肥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作物的生长离不开施肥，化肥是粮食作物的“粮食”，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能大

幅提高作物的产量和质量。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人工施肥已基本被

机械所代替，施肥效率得到大幅提高。

[0003] 目前现有的施肥机械种类很多，有条施、撒施、穴施等多种作业方式，其中条施应

用最为广泛，一般是在作物播种的同时进行施肥作业，只能实现单层、单一深度和固定位置

处施肥，不能满足作物不同生长时期对养分的需求，单层条施的施肥方式还会造成土壤中

养分分配不均匀，当施肥量较多时易造成“烧种”、“烧苗”现象，施肥量较少时作物生长后期

会出现养分供应不足，造成“脱肥”现象，仍需后期追肥，费时费力；当施肥深度较浅时易造

成肥料的流失，污染环境，导致土壤板结等不良后果，施肥深度较深时作物生长前期无法吸

收足够养分，影响苗期发育，造成减产。

[0004] 分层施肥作业方式能够将肥料分层施入土壤，各层肥料为作物不同生长时期提供

养分，不仅提高了肥料的利用率，同时也提高了作业效率，一次施肥无需后期追肥，减少了

作业环节，节本增效。针对黄淮海麦玉两熟区，小麦茬免耕播种玉米，进行分层施肥作业，此

时天气炎热干燥，上层土壤含水率低，易结块，且小麦收获后根茬还未腐解，根茬交错缠连

包裹土壤，分层施肥作业时上层土壤极易形成掺杂根茬的较大土块，影响开沟施肥后的回

土作业。目前已有的分层施肥装置大多为竖直方向分层，各层肥料分布在同一竖直平面内，

各层肥料从排肥口排出后回土不及时，肥料易滑落至下层，导致上层肥料量减少，造成分层

效果不明显，且这个问题会随着分层层数的增加而加剧；即使是只有一部分肥料落到沟底，

也会造成各层施肥比例的改变，因此要实现分层施肥，必须要保证肥料从排肥口出来后，有

土壤支撑住它，不让它落到底层去。

[0005] 如果在同一竖直平面内分施超过两层的肥料，实现难度较大，目前在多层施肥时，

各层之间的间距较小，理想状态下若想实现各层肥料按比例明显分层，则各层肥料排出后

需有足够土壤及时支撑住它。以三层施肥为例，开沟器开沟后，土壤自动回填，回填的土壤

首先落入沟底，下层肥料排出后，被回填的土壤覆盖，然后中层肥料排出，落在回填的土壤

上方，之后回填的土壤覆盖中层肥料，最后上层肥料排出，落在刚刚回填的土壤上方，土壤

继续回填覆盖上层肥料，完成三层施肥。但在实际作业中，各层肥料排出之间的时间差比较

小，而各层土壤的回填之间时间差较大(分层施肥属于深施肥，开沟深，回土相对较慢)，从

而造成上层和中层的肥料排出后没有足够的土壤及时支撑，滑落到下层，造成分层施肥效

果不明显。因此现有技术中进行超过两层的多层施肥时，难以实现预想的按比例分层施肥。

[0006] 同时，分层施肥中若各层均为相同的肥料，在作物生长前期，下层肥料不能及时被

吸收，会造成肥料流失浪费，降低肥料利用率。

[0007] 为解决上述问题，设计了一种切茬覆土式空间分层施肥装置，通过切茬和主动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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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提高回土效果，促进肥料明显分层，各层肥料在土壤中呈半包围种子的空间分布状态，

更利于作物吸收利用，且各层肥料的种类和施用量可根据农艺要求进行调整，不仅能够提

高肥料的利用率，而且可以提高机具作业效率。

发明内容

[0008] 针对背景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能够适用玉米、小麦、水稻等作物

的切茬覆土式空间分层施肥装置，尤其针对麦茬玉米的分层施肥作业，其特征在于，包括：

施肥管组以及由前至后依次设置于梁组构件下方的双圆盘切茬机构、分层施肥铲和侧位碎

土镇压机构；其中施肥管组与上方的供肥器相连，施肥管组穿过侧位碎土镇压机构，施肥管

组的出口组设置于分层施肥铲与侧位碎土镇压机构的碎土镇压轮之间；

[0009] 所述施肥管组由从前至后依次设置的下层施肥管、中层分肥管和上层施肥管组

成，中层分肥管的下端通过弯头固接有中层左侧施肥分叉管和中层右侧施肥分叉管，中层

左侧施肥分叉管和中层右侧施肥分叉管的前方均设有侧翼分土铲，上层排肥口设置于上层

施肥管的下端，下层排肥口设置于下层施肥管的下端；中层左侧排肥口设置于中层左侧施

肥分叉管的下端，中层右侧排肥口设置于中层右侧施肥分叉管的下端。

[0010] 所述中层左侧施肥分叉管和所述中层右侧施肥分叉管与上方的夹角均为120°，中

层左侧施肥分叉管和中层右侧施肥分叉管与前方的夹角均为120°。

[0011] 所述侧翼分土铲由上下两片直板组成，前方形成一个用于切开土壤的锐角；侧翼

分土铲对分层施肥铲左右两侧的土区进行上下分离。

[0012] 由所述中层右侧排肥口和所述中层左侧排肥口排出的左右两侧的中层肥料的散

布线与种子所处的散步线的连线所呈扇形圆心角范围约为100～120°，左右两侧的中层肥

料的散布线与种子所处的散步线的距离为12～18cm。

[0013] 所述左右两侧的中层肥料的散布线相对于种子左右两侧对称。

[0014] 所述分层施肥铲由安装座、施肥铲柄和铲尖组成，其中切入土内的施肥铲柄通过

安装座固定在后横梁前方，铲尖固接于施肥铲柄前方的下端

[0015] 所述双圆盘切茬机构包括：一对缺口切茬圆盘、两根圆盘固定臂、切茬机构限位

柱、压力弹簧、切茬机构安装座和切茬盘轴，其中切茬机构限位柱通过切茬机构安装座安装

于前横梁的前方，两根圆盘固定臂分别销接于切茬机构限位柱下方的两侧，切茬盘轴穿过

两个圆盘固定臂且与圆盘固定臂的后端固接，一对缺口切茬圆盘通过轴承安装于切茬盘轴

的两端，且位于两根圆盘固定臂的左右侧，压力弹簧的前后两端分别与切茬机构限位柱的

中部以及与圆盘固定臂后部铰接。

[0016] 所述侧位碎土镇压机构包括：碎土镇压轮固定轴、碎土镇压机构固定座、碎土镇压

轮安装座、一对碎土镇压轮、调节手柄和连接销轴，其中碎土镇压机构固定座的前端通过两

根碎土镇压轮固定轴固定于后横梁的下端，碎土镇压机构固定座的下端通过连接销轴与碎

土镇压轮安装座相连，碎土镇压轮安装座的两侧均转动连接有一个碎土镇压轮，碎土镇压

轮安装座的上方铰接调节手柄，调节手柄穿过碎土镇压机构固定座上端面，上端面上开有

的调节手柄固定槽。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8] 1.针对现有分层施肥装置分层效果不明显，只能在竖直方向同一平面内进行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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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作业，各层施肥量难以控制等问题，设计了一种空间分层施肥机构。施肥作业时肥料分

三层施入土壤中，上层肥料位于种子正下方，位于侧根系施肥层的中层肥料位于种子的侧

下方，分为左右两部分，下层肥料位于种子的正下方，在土壤中呈半包围种子的空间分布状

态，更利于作物对养分的吸收利用。

[0019] 2.针对麦玉两熟区小麦茬免耕播种玉米，进行分层施肥作业时，因上茬作物根茬

未腐解、土壤含水率低等因素，易造成较大土块，影响分层施肥作业的问题，设计了一种双

圆盘切茬机构。左右两圆盘分别切割一行作物根茬，可将分层施肥铲前方根茬进行有效切

断，并初步破开表层土壤，避免施肥作业时形成较大土块。

[0020] 3.空间分层施肥机构进行施肥作业时，分层施肥铲各层肥料排出后，需有足够的

土壤支撑才能形成明显稳定的分层，本发明能将分层施肥铲两侧翼上方扰动起的土块镇压

破碎，同时迅速将两侧土壤压入施肥后的沟内，实现主动覆土，使各层肥料排出排肥口后迅

速被土壤支撑，减少上层肥料下落，促进各层肥料明显分层，提高肥料的利用率。

[0021] 4.针对现有分层施肥装置各层肥料种类相同，易造成中下层肥料流失，污染环境

等问题，设计的空间分层施肥机构每层肥料对应一根施肥管，上层肥料可施用速效肥，为作

物生长前期提供养分，中、下层肥料可施用缓控释肥，避免因作物生长前期不能吸收中、下

层肥料，造成肥料的流失浪费。且各层肥料可按照农艺要求进行不同比例的施用，从而进行

科学高效的施肥，提高肥料利用率。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一种切茬覆土式空间分层施肥装置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施肥管组和分层施肥铲过施肥管对称平面的纵剖面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施肥管组和分层施肥铲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双圆盘切茬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侧位碎土镇压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肥料和种子的分布示意图。

[0028] 其中：

[0029] 1‑梁组构件，2‑施肥管组，3‑双圆盘切茬机构，4‑分层施肥铲，5‑侧位碎土镇压机

构，11‑前横梁，12‑后横梁，13‑侧梁，21‑下层施肥管，22‑中层分肥管，23‑上层施肥管，24‑

侧翼分土铲，25‑上层排肥口，26‑下层排肥口，27‑中层左侧排肥口，28‑中层右侧排肥口，

31‑缺口切茬圆盘，32‑两根圆盘固定臂，33‑切茬机构限位柱，34‑压力弹簧，35‑切茬机构安

装座，36‑切茬盘轴，41‑施肥铲柄，42‑铲尖，43‑安装座，51‑碎土镇压轮固定轴，52‑碎土镇

压机构固定座，53‑碎土镇压轮安装座，54‑碎土镇压轮，55‑调节手柄，56‑连接销轴，57‑调

节手柄固定槽，221‑中层左侧施肥分叉管，222‑中层右侧施肥分叉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31] 如图1所示的本发明实施例，包括：施肥管组2以及由前至后依次设置于梁组构件1

下方的双圆盘切茬机构3、分层施肥铲4和侧位碎土镇压机构5；其中施肥管组2与上方的供

肥器(图中未示出)相连，施肥管组2穿过侧位碎土镇压机构，施肥管组2的出口组设置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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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施肥铲与侧位碎土镇压机构的碎土镇压轮54之间；

[0032] 施肥管组2由从前至后依次设置的下层施肥管21、中层分肥管22和上层施肥管23

组成，中层分肥管22的下端通过弯头固接有中层左侧施肥分叉管221和中层右侧施肥分叉

管222，中层左侧施肥分叉管221和中层右侧施肥分叉管222的前方均设有侧翼分土铲24，上

层排肥口25设置于上层施肥管23的下端，下层排肥口26设置于下层施肥管21的下端；中层

左侧排肥口27设置于中层左侧施肥分叉管221的下端，中层右侧排肥口28设置于中层右侧

施肥分叉管222的下端；通过中层左侧排肥口27和中层右侧排肥口28排出分置于两侧的侧

根系施肥层内的肥料不会落到深松施肥铲的沟底，同时由于植物根系的趋肥性，根系会向

着肥料生长，分施两侧的中层肥料(侧根系肥)，更利于作物根系横向生长，使根系更发达，

植株不易倒伏。

[0033] 在本实施例中，下层施肥管21和中层分肥管22以及中层分肥管22和上层施肥管23

之间均使用焊接相互固定，侧翼分土铲24与分层施肥铲4焊接，中层左侧施肥分叉管221和

中层右侧施肥分叉管222与侧翼分土铲24的连接方式均为焊接；

[0034] 在本实施例中，下层施肥管21、中层分肥管22和上层施肥管23均为流线形弯曲管，

且下层施肥管21、中层分肥管22和上层施肥管23处于同一施肥管对称平面中，中层左侧施

肥分叉管221和中层右侧施肥分叉管222均为直管且与施肥管对称平面对称，中层左侧施肥

分叉管221和中层右侧施肥分叉管222与上方的夹角为120°，中层左侧施肥分叉管221和中

层右侧施肥分叉管222与前方的夹角为120°；

[0035] 在本实施例中，侧翼分土铲24由上下两片直板组成，前方形成一个用于切开土壤

的锐角；侧翼分土铲24对分层施肥铲4之外的两侧土区进行上下分离，以保证中层左侧排肥

口27与中层右侧排肥口28中肥料的排出；侧翼分土铲24利用了已经被分层施肥铲4初步破

坏结构的土床较为松软的特点，在施肥管对称平面的两侧制造出中层施肥区域；同时迫使

土壤及时回填至铲沟中，进一步保证了后方上层的肥料不会掉至其他层，从而同时实现了

中层主动破土回土。

[0036] 在本实施例中所使用的种子为麦玉两熟区小麦茬免耕播种玉米，上层排肥口25、

下层排肥口26、中层左侧排肥口27和中层右侧排肥口28共同组成了施肥管组2的出口组。在

施肥管组2的出口组中，由上层排肥口25排出的上层肥料对应图6中上层肥料的位置，由下

层排肥口26排出的下层肥料对应图6中下层肥料的位置，由中层左侧排肥口27和中层右侧

排肥口28排出的中层肥料分别对应左右两侧的侧根系施肥层的位置。上层肥料为作物苗期

提供养分，随着作物生长，根系不断生长；两侧根系生长至位于侧根系施肥层的中层肥料

处，吸收中层肥料的养分；而后根系不断生长，到达下层肥料处，吸收下层肥料养分。各层肥

料与肥料的位置关系为：上层肥料位于种子正下方5cm左右处；左右两侧的中层肥料在以种

子为中心，以种子到中层肥料的距离为半径的侧根系肥料分布圆弧上，且左右两侧的中层

肥料的散布线在种子左右两侧对称布置，而侧根系肥料分布圆弧与中心线的交点，即为中

层肥料所处的侧根系施肥层的理论深度，侧根系施肥分布圆弧与中心线的交点位于上层肥

料和下层肥料的中间位置附近，具体的，种子与左右两侧的中层肥料的连线所呈扇形圆心

角范围约为100～120°，侧根系施肥分布圆弧(左右两侧的中层肥料)距离种子12～18cm；下

层肥料位于种子正下方25～30cm左右处。左右两侧的侧根系施肥层和下层肥料，在土壤中

形成半包围种子的分布状态，由于作物根系的趋肥性，此分布状态更利于作物根系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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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养分的吸收。

[0037] 如图1所示的梁组构件1包括前后设置且相互平行的前横梁11和后横梁12，前横梁

11和后横梁12的左右两侧均通过一根侧梁13相连，前横梁11和供肥器(图中未示出)均固定

于拖拉机后方悬挂点。

[0038] 如图1～图3所示的分层施肥铲4由安装座43、施肥铲柄41和铲尖42组成，其中切入

土内的施肥铲柄41通过安装座43固定在后横梁12前方，铲尖42固接于施肥铲柄41前方的下

端。

[0039] 如图1和图4所示的双圆盘切茬机构3包括：一对缺口切茬圆盘31、两根圆盘固定臂

32、切茬机构限位柱33、压力弹簧34、切茬机构安装座35和切茬盘轴36，其中切茬机构限位

柱33通过切茬机构安装座35安装于前横梁11的前方，两根圆盘固定臂32分别销接于切茬机

构限位柱33下方的两侧，切茬盘轴36穿过两个圆盘固定臂32且与圆盘固定臂32的后端固

接，均与地面设有一定倾斜角的一对缺口切茬圆盘31通过轴承安装于切茬盘轴36的两端，

且位于两根圆盘固定臂32的左右侧，压力弹簧34的前后两端分别与切茬机构限位柱33的中

部以及与圆盘固定臂32后部铰接。

[0040] 如图1和图5所示的侧位碎土镇压机构5包括：碎土镇压轮固定轴51、碎土镇压机构

固定座52、碎土镇压轮安装座53、一对碎土镇压轮54、调节手柄55和连接销轴56，其中碎土

镇压机构固定座52的前端通过两根碎土镇压轮固定轴51固定于后横梁12的下端，碎土镇压

机构固定座52的下端通过连接销轴56与碎土镇压轮安装座53相连，碎土镇压轮安装座53的

两侧均转动连接有一个碎土镇压轮54，碎土镇压轮54与地面呈一定倾角，碎土镇压轮安装

座53的上方铰接调节手柄55，调节手柄55穿过碎土镇压机构固定座52上端面，上端面上开

有的调节手柄固定槽57；调节手柄55通过更换与调节手柄固定槽57的卡接位置以改变一对

碎土镇压轮54的下压深度，从而控制分层施肥铲施肥深度。

[0041] 本发明进行层施肥作业时的工作过程为：

[0042] 步骤1、由缺口切茬圆盘31切割分层施肥铲前方的上季作物根茬，同时破开表层土

壤；同时由压力弹簧34的松紧控制缺口切茬圆盘31的切茬深度，实现仿形功能，确保作业过

程中切茬深度一致；一对缺口切茬圆盘31分别对应分层施肥铲左右两侧根茬，通过调整切

茬机构限位柱33与切茬机构安装座35之间的相对高度，调整缺口切茬圆盘31切茬深度；

[0043] 步骤2、随着机具的前进铲尖42对土壤进行切开，随着施肥铲柄41和铲尖42到达预

定施肥深度，肥料由施肥箱经供肥器从施肥管组2的出口组排出；每一层肥料排出后，都能

及时得到土壤支撑，避免上层和中层肥料(侧根系施肥层)落到下层去；

[0044] 步骤3、侧位碎土镇压机构5中的碎土镇压轮54镇压并粉碎分层施肥铲作业过程中

产生的土块，将土壤迅速回填至施肥沟内，实现主动覆土，减少回土时间，使空间分层施肥

机构排出的肥料能及时得到土壤的支撑，促进明显分层。

[0045] 在步骤2中具体的，分层施肥铲入土后，下层施肥管21中的肥料先由下层排肥口26

进入土壤下层，左右两侧的侧翼分土铲24分别切开左右两侧土壤，中层分肥管22中的肥料

以随机顺序由中层左侧排肥口27和中层右侧排肥口28施入两侧切开的土壤中层两侧中，上

层施肥管23中的肥料最后由上层排肥口25进入土壤上层，三层肥料在土壤中形成如图6所

示的半包围种子的分布状态；

[0046] 在步骤2中左右两侧的侧翼分土铲24进行中层主动破土回土，即在将分层施肥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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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翼上方扰动起的土块拨开的同时，迅速将铲沟两侧土壤部分压入施肥后的沟内，迫使

土壤及时回填至铲沟中；在完成中层主动破土回土后，上层肥料排出，落到回填到沟内的土

壤上，由于中层主动破土回土是在中层左侧排肥口27和中层右侧排肥口28排出两侧中层肥

料的同时，及时回土以支撑住后续排出的上层肥料，因此在步骤2中上层肥料和中层肥料都

不会落到深松施肥铲的沟底。

[0047] 在本实施例中，上层施肥管23施用速效肥，中层分肥管22和下层施肥管21施用缓

控释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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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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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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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12

CN 112913458 A

12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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