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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适用于农作物种植领域，提供了

一种有机蔬菜施肥装置，所述装置包括：推杆，所

述推杆右下方末端固定连接有平台，所述平台底

部左端固定有主支架，所述主支架末端安装有第

一轴承，所述第一轴承一端连接有第一电机，所

述第一轴承外部滚动连接有主动轮；所述平台底

部右端固定有从支架，所述从支架末端安装有第

二轴承，所述第二轴承外部滚动连接有从动轮；

所述平台的中部安装有施肥装置，且施肥装置贯

穿整个平台，所述平台左端安装有平土装置；所

述施肥装置右侧安装有松土装置。本实用新型实

现了有机蔬菜的均匀快速的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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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有机蔬菜施肥装置，所述装置包括：推杆(1)，其特征在于，所述推杆(1)右下方

末端固定连接有平台(2)，所述平台(2)底部左端固定有主支架(3)，所述主支架(3)末端安

装有第一轴承(4)，所述第一轴承(4)一端连接有第一电机(5)，所述第一轴承(4)外部滚动

连接有主动轮(6)；所述平台(2)底部右端固定有从支架(7)，所述从支架(7)末端安装有第

二轴承(8)，所述第二轴承(8)外部滚动连接有从动轮(9)；所述平台(2)的中部安装有施肥

装置(10)，且施肥装置(10)贯穿整个平台(2)，所述平台(2)左端安装有平土装置(11)；所述

施肥装置(10)右侧安装有松土装置(1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机蔬菜施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动轮(6)和从动轮(9)

之间通过皮带相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机蔬菜施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施肥装置(10)包括加料

槽(1001)，所述加料槽(1001)固定连接有粉碎槽(1002)，所述加料槽(1001)和粉碎槽

(1002)之间贯穿有挡板(1003)，所述粉碎槽(1002)内固定有T型固定杆(1004)，所述T型固

定杆(1004)下端固定有第二电机(1005)，所述第二电机(1005)转轴固定有粉碎扇叶

(1006)，所述粉碎槽(1002)下部固定连接有速率装置(1007)，所述速率装置(1007)底部固

定安装有距离装置(1008)，所述距离装置(1008)底部有出料口(1009)。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有机蔬菜施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速率装置(1007)包括进

料器(10071)，所述进料器(10071)开有同心圆大孔(10072)，所述进料器(10071)下部滑动

连接有速率控制杆(10073)，所述速率控制杆(10073)上开有从左到右逐渐增大的小孔

(10074)。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有机蔬菜施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大孔(10072)的直径不

大于速率控制杆(10073)的宽度，且速率控制杆最大小孔(10074)的直径不大于大孔

(10072)的直径。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有机蔬菜施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距离装置(1008)包括旋

转储料器(10081)，所述旋转储料器(10081)边缘开有若干接料槽(10082)，所述接料槽

(10082)底部装有可调节槽深度的活塞(10083)，所述活塞(10083)的另一端连接有伸缩杆

(10084)，所述伸缩杆(10084)另一端连接有气缸(10085)，所述气缸(10085)固定在底座

(10086)上；所述距离装置(1008)中心安装有第三电机(10087)。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机蔬菜施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平土装置(11)包括第一

把手(1101)，所述第一把手(1101)下部固定连接有第一螺纹杆(1102)，所述第一螺纹杆

(1102)底部固定有平土器(1103)。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机蔬菜施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松土装置(12)包括第二

把手(1201)，所述第二把手(1201)下部固定连接有第二螺纹杆(1202)，所述第二螺纹杆

(1202)底部固定连接有松土器(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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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有机蔬菜施肥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农作物种植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有机蔬菜施肥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有机蔬菜的种植关系到人们的生活质量，而有机蔬菜的质量关系到人们的身体健

康，有机蔬菜的施肥为有机蔬菜在种植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步骤。

[0003] 目前有机蔬菜的施肥方式主要为人工施肥，不仅劳动强度大、效率低，并且施肥不

均匀。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有机蔬菜施肥装置，旨在解决传统传统施

肥方式施肥效率低，施肥不均匀的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是这样实现的，一种有机蔬菜施肥装置，所述装置包括：推杆，

所述推杆右下方末端固定连接有平台，所述平台底部左端固定有主支架，所述主支架末端

安装有第一轴承，所述第一轴承一端连接有第一电机，所述第一轴承外部滚动连接有主动

轮；所述平台底部右端固定有从支架，所述从支架末端安装有第二轴承，所述第二轴承外部

滚动连接有从动轮；所述平台的中部安装有施肥装置，且施肥装置贯穿整个平台，所述平台

左端安装有平土装置；所述施肥装置右侧安装有松土装置。

[0006] 优选地，所述所述主动轮和从动轮之间通过皮带相连接。

[0007] 优选地，所述施肥装置包括加料槽，所述加料槽固定连接有粉碎槽，所述加料槽和

粉碎槽之间贯穿有挡板，所述粉碎槽内固定有T  型固定杆，所述T型固定杆下端固定有第二

电机，所述第二电机转轴固定有粉碎扇叶，所述粉碎槽下部固定连接有速率装置，所述速率

装置底部固定安装有距离装置，所述距离装置底部有出料口。

[0008] 优选地，所述速率装置包括进料器，所述进料器开有同心圆大孔，所述进料器下部

滑动连接有速率控制杆，所述速率控制杆上开有从左到右逐渐增大的小孔。

[0009] 优选地，所述大孔的直径应不大于速率控制杆的宽度，且速率控制杆最大小孔的

直径应不大于大孔的直径。

[0010] 优选地，所述距离装置包括旋转储料器，所述旋转储料器边缘开有若干接料槽，所

述接料槽底部装有可调节槽深度的活塞，所述活塞的另一端连接有伸缩杆，所述伸缩杆另

一端连接有气缸，所述气缸固定在底座上；所述距离装置中心安装有第三电机。

[0011] 优选地，所述平土装置包括第一把手，所述第一把手下部固定连接有第一螺纹杆，

所述第一螺纹杆底部固定有平土器。

[0012] 所述松土装置包括第二把手，所述第二把手下部固定连接有第二螺纹杆，所述第

二螺纹杆底部固定连接有松土器。

[0013]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有机蔬菜施肥装置，不仅提高了施肥效率，还保证

了施肥的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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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有机蔬菜施肥装置的平面结构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施肥装置放大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速率装置俯视图；

[0017]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距离装置放大图。

[0018] 附图中：1、推杆；2、平台；3、主支架；4、第一轴承；5、第一电机；6、主动轮；7、从支

架；8、第二轴承；9、从动轮；10、施肥装置；1001、加料槽；1002、粉碎槽；1003、挡板；1004、T型

固定杆；1005、第二电机；1006、粉碎扇叶；1007、速率装置；10071、进料器；10072、大孔；

10073、速率控制杆；10074、小孔；1008、距离装置；10081、旋转储料器；10082、接料槽；

10083、活塞；10084、伸缩杆；10085、气缸；10086、底座；10087、第三电机；11、平土装置；

1101、第一把手；1102、第一螺纹杆；1103、平土器；12、松土装置；1201、第二把手；1202、第二

螺纹杆；1203、松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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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用以解释

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0]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现进行详细描述。

[0021] 如图1所示，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有机蔬菜施肥装置的结构图，

包括：

[0022] 推杆1，所述推杆1右下方末端固定连接有平台2，所述平台2  底部左端固定有主支

架3，所述主支架3末端安装有第一轴承4，所述第一轴承4一端连接有第一电机5，所述第一

轴承4外部滚动连接有主动轮6；所述平台2底部右端固定有从支架7，所述从支架7末端安装

有第二轴承8，所述第二轴承8外部滚动连接有从动轮9；所述平台2的中部安装有施肥装置

10，且施肥装置10贯穿整个平台2，所述平台2左端安装有平土装置11；所述施肥装置10右侧

安装有松土装置12。

[0023]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中，启动第一电机5，则第一电机5  带动主动轮6运动，

将设备运输到需要施肥的地方，关闭第一电机5，将肥料放入施肥装置10中，根据地形调节

平土装置11和松土装置  12的高度，将施肥装置10打开，第一电机5开启，则人工只需控制方

向即可完成施肥过程，施肥完成后，关闭施肥装置10和第一电机  5即可。

[0024] 如图1所示，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实施例，所述主动轮6  和从动轮9之间通

过皮带相连接。

[0025]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中，主动轮6和从动轮9的皮带连接方式有利于提供充

足的动力，确保设备运作的顺利进行。

[0026] 如图2所示，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实施例，所述施肥装置  10包括加料槽

1001，所述加料槽1001固定连接有粉碎槽1002，所述加料槽1001和粉碎槽1002之间贯穿有

挡板1003，所述粉碎槽1002 内固定有T型固定杆1004，所述T型固定杆1004下端固定有第二

电机1005，所述第二电机1005转轴固定有粉碎扇叶1006，所述粉碎槽  1002下部固定连接有

速率装置1007，所述速率装置1007底部固定安装有距离装置1008，所述距离装置1008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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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出料口1009。

[0027]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例中，将肥料放入放料槽中1001，调节速率装置1007至所

需的进料速率，打开距离装置1008，之后打开第二电机1005，则第二电机1005带动粉碎扇叶

1006转动，达到粉碎效果，然后打开挡板1003，则肥料从出料口1009出来，达到施肥效果。

[0028] 如图3所示，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实施例，所述速率装置  1007包括进料器

10071，所述进料器10071开有同心圆大孔10072，所述进料器10071下部滑动连接有速率控

制杆10073，所述速率控制杆10073上开有从左到右逐渐增大的小孔1007。

[0029]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例中，从右侧推动速率控制杆10073，则速率控制杆10073

的小孔10074逐渐向右移动，小孔10074越来越小，保证了出料速率越来越低；要使出料速率

加快，速率控制杆10073向左移动既可。

[0030] 如图3所示，所述大孔10072的直径应不大于速率控制杆10073 的宽度，且速率控

制杆最大小孔10074的直径应不大于大孔10072的直径。

[0031]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例中，大孔10072的直径应不大于速率控制杆10073的宽

度，保证了没有多余的肥料从大孔10072旁边漏出，速率控制杆10073最大小孔10074的直径

应不大于大孔10072的直径，保证了无肥料会附着在进料器10071本体上。

[0032] 如图4所示，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实施例，所述距离装置  1008包括旋转储

料器10081，所述旋转储料器10081边缘开有若干接料槽10082，所述接料槽10082底部装有

可调节槽深度的活塞10083，所述活塞10083的另一端连接有伸缩杆10084，所述伸缩杆

10084另一端连接有气缸10085，所述气缸10085固定在底座10086上；所述距离装置1008中

心安装有第三电机10087。

[0033]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例中，开启气缸10085，调节伸缩杆10084 的长度，以控制

活塞10083在接料槽10082中的位置，来控制接料槽  10082容量的大小，然后开启第三电机

10087，控制转速，来控制施肥距离。

[0034] 如图1所示，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实施例，所述平土装置  11包括第一把手

1101，所述第一把手1101下部固定连接有第一螺纹杆1102，所述第一螺纹杆1102底部固定

有平土器1103。

[0035]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例中，转动第一把手1101，第一把手1101  带动第一螺纹杆

1102转动，从而使第一螺纹杆1102上升或下降，带动平土装置1103上升或下降。

[0036] 如图1所示，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实施例，所述松土装置  12包括第二把手

1201，所述第二把手1201下部固定连接有第二螺纹杆1202，所述第二螺纹杆1202底部固定

连接有松土器1203。

[0037]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例中，转动第二把手1201，第一把手1201  带动第二螺纹杆

1202转动，从而使第二螺纹杆1202上升或下降，带动松土装置1203上升或下降。

[0038]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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