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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土壤修复全处理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土壤修复全处理装置，能

够有效分离固体污染物，收集铁磁性物质，对土

壤淋洗修复，属于土壤修复领域；包括由上至下

依次分布的预处理箱、筛分箱、再处理箱、淋洗沉

淀箱、液体收集箱；所述预处理箱设有进料口及

若干根由驱动电机控制的搅拌棒，搅拌棒外端部

连接有磁性吸附部；所述筛分箱是由交变电机控

制的震动型箱体，内部设有多层滤网，底部为供

土壤滑出的斜斗口；所述再处理箱顶部设有辊压

轮，由升降机构及往复机构控制上下、左右移动；

所述淋洗沉淀箱侧壁设有多个淋洗液喷洒口及

出料口，箱底呈一定角度倾斜，低端设有过滤口，

所述过滤口与液体收集箱连接；所述预处理箱及

再处理箱箱底均为可开启式，由电磁阀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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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土壤修复全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由上至下依次分布的预处理箱（10）、筛

分箱（20）、再处理箱（30）、淋洗沉淀箱（40）、液体收集箱（50）；所述预处理箱（10）箱顶设有

土壤进料口（11），箱顶和侧壁设有若干根由驱动电机控制转动的搅拌棒（12），所述搅拌棒

（12）外端部固定连接有磁性吸附部（13）；所述筛分箱（20）是由交变电机控制震动频率的震

动型箱体，内部设有多层滤网（21），底部为供土壤滑出的斜斗口（22），所述斜斗口（22）与再

处理箱（30）入口弹性连接；所述再处理箱（30）顶部设有辊压轮（31），由升降机构及往复机

构控制上下、左右移动；所述淋洗沉淀箱（40）侧壁设有多个淋洗液喷洒口（41）及出料口

（43），箱底呈一定角度倾斜，低端设有液体过滤口（42），所述过滤口（42）与液体收集箱（50）

连接；所述预处理箱（10）及再处理箱（30）箱底均为可开启式，由电磁阀门控制。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土壤修复全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磁性吸附部（13）与

搅拌棒（12）可拆卸式固定连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土壤修复全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磁性吸附部（13）为

大端面在外的锥形，且大端面中部向内凹陷呈一定弧度。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土壤修复全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处理箱（10）、筛

分箱（20）侧壁设有开启式窗口。

5.如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一种土壤修复全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各箱体均设有

出气口，通过抽气泵与气体处理装置（60）连接。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土壤修复全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液体收集箱（50）通

过排水泵与液体处理装置（70）连接。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土壤修复全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辊压轮（31）内部设

有电磁加热系统。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土壤修复全处理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

S1.将待修复土壤由土壤进料口（11）加入预处理箱（10），同时开启搅拌棒（12）；

S1-1.搅拌棒（12）的开启由高速至低速，其中高速旋转搅拌用以打破凝成块的土壤，降

低成块土壤颗粒大小，低速搅拌用以使磁性吸附部（13）吸附土壤中的铁磁性污染物；

S2.由电磁阀门控制打开预处理箱（10）底部，将搅拌处理并分离了铁磁性污染物的土

壤落至筛分箱（20），通过控制交变电机使箱体震动，土壤经多层滤网（21）再经斜斗口（22）

进入再处理箱（30），土壤中的大块固体污染物停留在滤网（21）上；

S3 .通过升降机构控制辊压轮（31）下降至土壤高度以下，通过往复机构控制辊压轮

（31）左右移动，压覆土壤表面，在此基础上的土壤粒度大幅降低、细化，再通过电磁加热系

统加热辊压轮（31），使辊压轮（31）在细化土壤的同时快速排出易挥发气体和低熔点易高温

降解的污染物；

S4.经再处理箱（30）细化的土壤通过电磁阀门控制落入淋洗沉淀箱（40），在淋洗沉淀

箱（40）中通过喷洒口（41）喷出的化学液或水淋洗处理土壤中剩余的污染物，淋洗后沉淀；

S5.沉淀后的液体经过滤口（42）流入液体收集箱（50），剩余的土壤即为修复完成的土

壤，经出料口（43）取出，各箱体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气通过抽气泵进入气体处理装置（60）

处理，而液体收集箱（50）中的淋洗液经排水泵进入液体处理装置（70）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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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土壤修复全处理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土壤修复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能够分离固体垃圾、回收铁磁性物

质、全面修复土壤污染物的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土壤修复是使遭受污染的土壤恢复正常功能的技术措施。在土壤修复行业，已有

的土壤修复技术达到一百多种。

[0003] 现有的修复技术按修复方式大致有：热力学修复、热解吸修复、焚烧修复、土地填

埋修复、化学淋洗修复、堆肥法修复、渗透反应修复等。无论何种修复方式，人们在土壤修复

过程中重点关注的是土壤中的有机物、化学污染、重金属，而对常见的日常污染物(例如：塑

料袋、电池、白色日常垃圾、废弃纸张等)不够重视，在长时间累积后又会循环污染，而有些

可回收污染物更会导致资源浪费。市场上存在一些预处理设备，在土壤修复过程中对这些

常用污染物进行处理，而这些设备的使用往往需要人工捡漏，或者是直接用机械将污染物

打碎后与土壤一体处理，这种方法不但耗费人力，而且会增加后期土壤修复难度，增加修复

时间。

[0004] 此外，在土壤修复过程中还存在一些资源浪费现象，例如，土壤中大都存在一些废

弃的铁磁性物质(铁皮、铁片)，在土壤修复过程中，尤其是化学淋洗修复时往往会导致这些

物质的流失，造成资源的浪费。

发明内容

[0005] 为克服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能够有效回收土壤内铁磁性物

质，分离固体污染垃圾，全面修复土壤的土壤修复全处理装置。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土壤修复全处理装置，包括由上至下依次分布的预处理箱、筛分箱、再处理

箱、淋洗沉淀箱、液体收集箱；所述预处理箱箱顶设有土壤进料口，箱顶和侧壁设有若干根

由驱动电机控制转动的搅拌棒，所述搅拌棒外端部固定连接有磁性吸附部；所述筛分箱是

由交变电机控制震动频率的震动型箱体，内部设有多层滤网，底部为供土壤滑出的斜斗口，

所述斜斗口与再处理箱入口弹性连接；所述再处理箱顶部设有辊压轮，由升降机构及往复

机构控制上下、左右移动；所述淋洗沉淀箱侧壁设有多个淋洗液喷洒口及出料口，箱底呈一

定角度倾斜，低端设有液体过滤口，所述过滤口与液体收集箱连接；所述预处理箱及再处理

箱箱底均为可开启式，由电磁阀门控制。

[0008] 优选的：所述磁性吸附部与搅拌棒可拆卸式固定连接。

[0009] 优选的：所述磁性吸附部为大端面在外的锥形，且大端面中部向内凹陷呈一定弧

度。

[0010] 优选的：所述预处理箱、筛分箱侧壁设有开启式窗口。

[0011] 优选的：所述各箱体均设有出气口，通过抽气泵与气体处理装置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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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优选的：所述液体收集箱通过排水泵与液体处理装置连接。

[0013] 优选的：所述辊压轮内部设有电磁加热系统。

[0014] 此外，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一种土壤修复全处理装置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5] S1.将待修复土壤由土壤进料口加入预处理箱，同时开启搅拌棒；

[0016] S1-1.搅拌棒的开启由高速至低速，其中高速旋转搅拌用以打破凝成块的土壤，降

低成块土壤颗粒大小，低速搅拌用以使磁性吸附部吸附土壤中的铁磁性污染物；

[0017] S2.由电磁阀门控制打开预处理箱底部，将搅拌处理并分离了铁磁性污染物的土

壤落至筛分箱，通过控制交变电机使箱体震动，土壤经多层滤网再经斜斗口进入再处理箱，

土壤中的大块固体或柔性或袋装或带状污染物停留在滤网上；

[0018] S3.通过升降机构控制辊压轮下降至土壤高度以下，通过往复机构控制辊压轮左

右移动，压覆土壤表面，在此基础上的土壤粒度大幅降低、细化，再通过电磁加热系统加热

辊压轮，使辊压轮在细化土壤的同时快速排出易挥发气体和低熔点易高温降解的污染物；

[0019] S4.经再处理箱细化的土壤通过电磁阀门控制落入淋洗沉淀箱，在淋洗沉淀箱中

通过喷洒口喷出的化学液或水淋洗处理土壤中剩余的污染物，淋洗后沉淀；

[0020] S5.沉淀后的液体经过滤口流入液体收集箱，剩余的土壤即为修复完成的土壤，经

出料口取出各箱体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气通过抽气泵进入气体处理装置处理，而液体收集

箱中的淋洗液经排水泵进入液体处理装置处理。

[0021]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0022] 1 .通过旋转搅拌棒打碎土壤凝结块，通过磁性吸附部回收土壤中的铁磁性物质，

减少了铁磁性物质资源浪费，并减轻后期土壤淋洗修复难度。

[0023] 2.通过筛分箱的多层滤网和震动方式，充分分离土壤中的固体废气污染物(电池、

塑料瓶等)、袋状废弃物(纸袋、塑料袋等)、带状废弃物(废绳、线缆等)，相比现有技术避免

了人工拾捡的难度和时间，也减少了后期土壤淋洗修复的难度和时间。

[0024] 3.通过再处理箱的辊压轮加热压覆土壤，大大细化土壤粒度，增加土壤粒度与淋

洗液接触面积，提高淋洗效率，节省修复时间；并分离易挥发污染气体。

[0025] 4.整个土壤修复过程是收集铁磁性物质、土壤与污染物分离、土壤不断细化的过

程；在此土壤逐步细化的过程中，土壤中的污染气体不断分离并回收，固体污染物的分离回

收效果好且土壤中经淋洗液淋洗后回收污染液，有效修复了土壤中的废气、废水、固体废弃

物，达到全面修复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整体结构原理图；

[0027] 图2为磁性吸附部结构示意图。

[0028] 图中：10、预处理箱；11、进料口；12、搅拌棒；13、磁性吸附部；20、筛分箱；21、滤网；

22、斜斗口；30、再处理箱；31、辊压轮；40、淋洗沉淀箱；41、喷洒口；42、过滤口；43、出料口；

50、液体收集箱；60、气体处理装置；70、液体处理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如图1～图2所示，一种土壤修复全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由上至下依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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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处理箱10、筛分箱20、再处理箱30、淋洗沉淀箱40、液体收集箱50；所述预处理箱10箱顶

设有土壤进料口11，箱顶和侧壁设有若干根由驱动电机控制转动的搅拌棒12，所述搅拌棒

12外端部固定连接有磁性吸附部13；所述筛分箱20是由交变电机控制震动频率的震动型箱

体，内部设有多层滤网21，底部为供土壤滑出的斜斗口22，所述斜斗口22与再处理箱30入口

弹性连接；所述再处理箱30顶部设有辊压轮31，由升降机构及往复机构控制上下、左右移

动；所述淋洗沉淀箱40侧壁设有多个淋洗液喷洒口41及出料口43，箱底呈一定角度倾斜，低

端设有液体过滤口42，所述过滤口与液体收集箱50连接；所述预处理箱10及再处理箱30箱

底均为可开启式，由电磁阀门控制。

[0030] 为方便取出经预处理箱10处理的铁磁性物质以及经筛分箱20过滤的固体废弃物，

优选的：所述磁性吸附部13与搅拌棒12可拆卸式固定连接，所述预处理箱10、筛分箱20侧壁

设有开启式窗口。

[0031] 优选的：所述磁性吸附部13为大端面在外的锥形，且大端面中部向内凹陷呈一定

弧度，用以增加吸附面积和吸附效果。

[0032] 为消除各个箱体处理过程中，夹杂在土壤中或处理产生的废气、废水，所述各箱体

均设有出气口，通过抽气泵与气体处理装置60连接；所述液体收集箱50通过排水泵与液体

处理装置70连接。

[0033] 优选的：所述辊压轮31内部设有电磁加热系统。通过电磁加热系统的加热，使辊压

轮31在高温状态下辊压土壤，在土壤淋洗前预先处理掉土壤中易降解的污染物及易挥发污

染气体。

[0034] 此外，本实施例还提供了上述一种土壤修复全处理装置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0035] S1.将待修复土壤由土壤进料口11加入预处理箱10，同时开启搅拌棒12；

[0036] S1-1.搅拌棒12的开启由高速至低速，其中高速旋转搅拌用以打破凝成块的土壤，

降低成块土壤颗粒大小，低速搅拌用以使磁性吸附部13吸附土壤中的铁磁性污染物；

[0037] S2.由电磁阀门控制打开预处理箱10底部，将搅拌处理并分离了铁磁性污染物的

土壤落至筛分箱20，通过控制交变电机使箱体震动，土壤经多层滤网21再经斜斗口22进入

再处理箱30，土壤中的大块固体或柔性或袋装或带状污染物停留在滤网21上；

[0038] S3.通过升降机构控制辊压轮31下降至土壤高度以下，通过往复机构控制辊压轮

31左右移动，压覆土壤表面，在此基础上的土壤粒度大幅降低、细化，再通过电磁加热系统

加热辊压轮31，使辊压轮31在细化土壤的同时快速排出易挥发气体和低熔点易高温降解的

污染物；

[0039] S4.经再处理箱30细化的土壤通过电磁阀门控制落入淋洗沉淀箱40，在淋洗沉淀

箱40中通过喷洒口41喷出的化学液或水淋洗处理土壤中剩余的污染物，淋洗后沉淀；

[0040] S5.沉淀后的液体经过滤口42流入液体收集箱50，剩余的土壤即为修复完成的土

壤，经出料口43取出，各箱体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气通过抽气泵进入气体处理装置60处理，

而液体收集箱50中的淋洗液经排水泵进入液体处理装置70处理。

[0041] 上述实施例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做出的任何形式上的限制。

任何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及方案范围情况下，都可利用以上

公开的方法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出许多可能的变动和修饰，或修改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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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例。因此，凡是未脱离本发明的原理或方案，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本发明公开的技术

特征做出的任何组合、修改或替换均应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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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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