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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景观维护用土壤检测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土壤检测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

一种景观维护用土壤检测系统，包括第一检测单

元；所述第一检测单元用于检测树木外围的土

壤；第二检测单元；所述第二检测单元设置在第

一检测单元外围；展示牌；所述展示牌设置在第

二检测单元外围；所述展示牌用于展示第一检测

单元和第二检测单元检测出土壤的数值；相较于

现有树木或植物的维护工作，往往做不到实时对

树木周围的土壤进行检测，从而可能导致无法在

第一时间内检测出树木或者植物附近的土壤内

缺少所需的营养物质，严重时会可能出现落叶、

枯萎甚至死亡的问题，本发明可以实现对稀有或

濒临灭绝的树木或植物进行实时保护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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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景观维护用土壤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检测单元(1)；所述第一检测单元(1)用于检测树木外围的土壤；

第二检测单元(2)；所述第二检测单元(2)设置在第一检测单元(1)内围；所述第二检测

单元(2)用于检测树木附近的土壤；

展示牌(3)；所述展示牌(3)设置在第一检测单元(1)外围；所述展示牌(3)通过导线与

第一检测单元(1)和第二检测单元(2)电连接；所述展示牌(3)用于展示第一检测单元(1)和

第二检测单元(2)检测出土壤的数值；

所述第一检测单元(1)包括：

围栏(11)；所述围栏(11)数量为八个以上；所述围栏(11)形成圆圈插入土壤内并包围

树木；所述围栏(11)插入地面的一侧端面设置有第一插入式土壤检测仪(12)，且第一插入

式土壤检测仪(12)插入地面内；所述第一插入式土壤检测仪(12)为防水式插入式土壤检测

仪；

所述第二检测单元(2)包括：

踏板(21)；所述踏板(21)略高于地面；

所述踏板(21)数量为四个以上；所述踏板(21)部分掩埋在围栏(11)围成的圆圈内，并

朝向树木设置；所述踏板(21)靠近树木的一侧开设有圆槽(22)；所述圆槽(22)内滑动连接

有第二插入式土壤检测仪(23)，且第二插入式土壤检测仪(23)插入地面内；所述第二插入

式土壤检测仪(23)为防水式插入式土壤检测仪；

还包括补给单元(4)；所述补给单元(4)设置在相邻的两个围栏(11)之间，并与控制器

电连接；所述补给单元(4)用于补充土壤内树木需要的营养物质；

所述补给单元(4)包括：

液箱(41)；所述液箱(41)数量为四个以上；每个所述液箱(41)内盛装有不同的营养液；

控制阀(42)，所述控制阀(42)安装在液箱(41)底部；所述控制阀(42)与控制器电连接；

踏板(21)内壁中开设有液槽(25)，且液槽(25)通过液管与液箱(41)上的控制阀(42)连

通；所述液槽(25)内壁中固连有渗透管(26)，且渗透管(26)延伸至地面土壤内；

相邻的所述踏板(21)之间均固连有均匀布置的弧形管(24)，且弧形管(24)均掩埋在土

壤内；所述弧形管(24)均与相对应的液槽(25)连通；所述弧形管(24)内壁中均开设有微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景观维护用土壤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展示牌(3)

包括：

底座(31)；所述底座(31)内安装有电源和控制器；所述第一插入式土壤检测仪(12)和

第二插入式土壤检测仪(23)通过导线与控制器和电源电连接；

显示屏(32)；所述显示屏(32)通过支撑杆安装在底座(31)上；所述显示屏(32)通过导

线与电源和控制器电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景观维护用土壤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围栏(11)内

均开设有滑槽(13)；所述滑槽(13)内均滑动连接有滑杆(14)；所述第一插入式土壤检测仪

(12)通过螺纹与滑杆(14)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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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景观维护用土壤检测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土壤检测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景观维护用土壤检测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景观，一般意义上，是指一定区域呈现的景象，即视觉效果。这种视觉效果反映了

土地及土地上的空间和物质所构成的综合体，是复杂的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在大地上的烙

印。生态学上景观是指由相互作用的拼块或生态系统组成，以相似的形式重复出现的一个

空间异质性区域，是具有分类含义的自然综合体。土壤检测是指通过对影响土壤环境质量

因素的代表值的测定。我们通常所说的土壤检测是指土壤环境检测，其一般包括布点采样、

样品制备、分析方法、结果表征、资料统计和质量评价等技术内容；然而现有景观用土壤检

测系统仍存在一些问题，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0003] 目前我国一些园林或森林公园内生长着一些供游客观赏的稀有或濒临灭绝的树

木或植物，对于这种树木或植物需要对其进行保护和维护，然而在现有的维护工作中，往往

做不到实时对树木周围的土壤进行检测，从而可能导致无法在第一时间内检测出树木或者

植物附近的土壤内缺少所需的营养物质，严重时会可能出现落叶、枯萎甚至死亡的问题；

[0004] 鉴于此，为了克服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设计研发了一种景观维护用土壤检测系

统，解决了上述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景观维护用土壤检测系统，相较于

现有技术，本发明可以实现对稀有或濒临灭绝的树木或植物进行实时保护和维护。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景观维护用土壤

检测系统，包括

[0007] 第一检测单元；所述第一检测单元用于检测树木外围的土壤；

[0008] 第二检测单元；所述第二检测单元设置在第一检测单元内围；所述第二检测单元

用于检测树木附近的土壤；

[0009] 展示牌；所述展示牌设置在第一检测单元外围；所述展示牌通过导线与第一检测

单元和第二检测单元电连接；所述展示牌用于展示第一检测单元和第二检测单元检测出土

壤的数值。

[0010] 优选的，所述第一检测单元包括：

[0011] 围栏；所述围栏数量为八个以上；所述围栏形成圆圈插入土壤内并包围树木；所述

围栏插入地面的一侧端面设置有第一插入式土壤检测仪，且第一插入式土壤检测仪插入地

面内；所述第一插入式土壤检测仪为防水式插入式土壤检测仪；

[0012] 所述第二检测单元包括：

[0013] 踏板；所述踏板数量为四个以上；所述踏板部分掩埋在围栏围成的圆圈内，并朝向

树木设置；所述踏板靠近树木的一侧开设有圆槽；所述圆槽内滑动连接有第二插入式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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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仪，且第二插入式土壤检测仪插入地面内；所述第二插入式土壤检测仪为防水式插入

式土壤检测仪；

[0014] 所述展示牌包括：

[0015] 底座；所述底座内安装有电源和控制器；所述第一插入式土壤检测仪和第二插入

式土壤检测仪通过导线与控制器和电源电连接；

[0016] 显示屏；所述显示屏通过支撑杆安装在底座上；所述显示屏通过导线与电源和控

制器电连接。

[0017] 优选的，所述围栏内均开设有滑槽；所述滑槽内均滑动连接有滑杆；所述第一插入

式土壤检测仪通过螺纹与滑杆连接。

[0018] 优选的，所述踏板略高于地面。

[0019] 优选的，相邻的所述踏板之间均固连有均匀布置的弧形管，且弧形管均掩埋在土

壤内。

[0020] 优选的，还包括：

[0021] 补给单元；所述补给单元设置在相邻的两个围栏之间，并与控制器电连接；所述补

给单元用于补充土壤内树木需要的营养物质。

[0022] 优选的，所述补给单元包括：

[0023] 液箱；所述液箱数量为四个以上；每个所述液箱内盛装有不同的营养液；

[0024] 控制阀，所述控制阀安装在液箱底部；所述控制阀与控制器电连接；

[0025] 所述踏板内壁中开设有液槽，且液槽通过液管与液箱上的控制阀连通；所述液槽

内壁中固连有渗透管，且渗透管延伸至地面土壤内。

[0026] 优选的，所述弧形管均与相对应的液槽连通；所述弧形管内壁中均开设有微孔。

[002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8] 1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景观维护用土壤检测系统，通过将第一插入式土壤检测仪、

第二插入式土壤检测仪和显示屏与电源、控制器电连接，可以将第一插入式土壤检测仪和

第二插入式土壤检测仪检测的数值显示在显示屏上，在此过程中可以实时显示树木附近和

周围土壤内的情况，当树木附近土壤缺乏营养物质时可以第一时间进行反馈，从而防止工

作人员无法在第一时间内获取树木附近内土壤的信息，使树木缺乏营养，同时显示屏上还

显示对该树木的介绍等信息，在此过程中可以吸引游客的关注点，使游客或行人了解该树

木存在价值，从而使避免使游客或行人对其树木进行破坏。

[0029] 2.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景观维护用土壤检测系统，由于踏板略高于地面，当下雨时，

突出的踏板可以防止水流带动树木周围的土壤流动并远离树木，从而使树木周围出现水土

流失的问题，同时埋入土壤内的踏板可以稳固土壤，从而进一步防止水土流失。

[0030] 3.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景观维护用土壤检测系统，当树木附近的土壤需要补充营养

物质时，此时控制器控制装有对应营养液的液箱内的控制阀打开，随后液箱内的营养液通

过液管流入液槽内，流入液槽内的营养液通过渗透管渗透至土壤内，在此过程中可以在第

一时间内对土壤补充营养，从而防止工作人员营养液补充不及时，使树木出现生病的情况。

附图说明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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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图1是本发明的主体图；

[0033] 图2是本发明的俯视图；

[0034] 图3是本发明图2中A‑A处剖视图；

[0035] 图4是图3中B处局部放大图；

[0036] 图5是图3中C处局部放大图；

[0037] 图中：1、第一检测单元；11、围栏；12、第一插入式土壤检测仪；13、滑槽；14、滑杆；

2、第二检测单元；21、踏板；22、圆槽；23、第二插入式土壤检测仪；24、弧形管；25、液槽；26、

渗透管；3、展示牌；31、底座；32、显示屏；4、补给单元；41、液箱；42、控制阀；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如图1‑图5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景观维护用土壤检测系统，包括

[0039] 第一检测单元1；所述第一检测单元1用于检测树木外围的土壤；

[0040] 第二检测单元2；所述第二检测单元2设置在第一检测单元1内围；所述第二检测单

元2用于检测树木附近的土壤；

[0041] 展示牌3；所述展示牌3设置在第一检测单元1外围；所述展示牌3通过导线与第一

检测单元1和第二检测单元2电连接；所述展示牌3用于展示第一检测单元1和第二检测单元

2检测出土壤的数值；

[0042] 目前我国一些园林或森林公园内生长着一些供游客观赏的稀有或濒临灭绝的树

木或植物，对于这种树木或植物需要对其进行保护和维护，然而在现有的维护工作中，往往

做不到实时对树木周围的土壤进行检测，从而可能导致无法在第一时间内检测出树木或者

植物附近的土壤内缺少所需的营养物质，严重时可能会出现落叶、枯萎甚至死亡的问题；

[0043] 在使用本发明研发的检测系统时，首先将第二检测单元2掩埋在树木或植物附近，

随后将第一检测单元1插在第二检测单元2外围的土壤内，最后将展示牌3安装在第一检测

单元1外围，通过设置第一检测单元1，可以利用第一检测单元1检测树木或外围的土壤的养

分，如氮、磷、钾以及土壤PH值等，防止树木外围的土壤内缺少树木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影响

树木的生存，通过设置第二检测单元2，可以利用第二检测单元2检测树木根部附近土壤的

养分，如氮、磷、钾以及土壤PH值等，防止树木根部的土壤内缺少树木所需的营养物质，影响

树木的生存，通过设置展示牌3，可以将第一检测单元1和第二检测单元2检测的数值传输到

展示牌3上，从而可以实时关注树木附近的土壤环境，同时还可以避免工作人员定时频繁来

对树木附近的土壤进行检测。

[004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第一检测单元1包括：

[0045] 围栏11；所述围栏11数量为八个以上；所述围栏11形成圆圈插入土壤内并包围树

木；所述围栏11插入地面的一侧端面设置有第一插入式土壤检测仪12，且第一插入式土壤

检测仪12插入地面内；所述第一插入式土壤检测仪12为防水式插入式土壤检测仪；

[0046] 所述第二检测单元2包括：

[0047] 踏板21；所述踏板21数量为四个以上；所述踏板21部分掩埋在围栏11围成的圆圈

内，并朝向树木设置；所述踏板21靠近树木的一侧开设有圆槽22；所述圆槽22内滑动连接有

第二插入式土壤检测仪23，且第二插入式土壤检测仪23插入地面内；所述第二插入式土壤

检测仪23为防水式插入式土壤检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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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所述展示牌3包括：

[0049] 底座31；所述底座31内安装有电源和控制器；所述第一插入式土壤检测仪12和第

二插入式土壤检测仪23通过导线与控制器和电源电连接；

[0050] 显示屏32；所述显示屏32通过支撑杆安装在底座31上；所述显示屏32通过导线与

电源和控制器电连接；

[0051] 工作时，通过设置围栏11对树木进行包围，可以防止游客在树木附近拍照，进而防

止游客对树木造成损伤，同时还可以防止孩童对树木进行攀爬，对树木造成影响，通过设置

踏板21，可以在工作人员对树木进行维护时方便通行，同时还可以防止在雨天时，在工作人

员对树木进行维护的过程中，使工作人员鞋底沾附泥土艰难行走，同时还可以防止工作人

员将树木附近的土壤带走，使树木附近的土壤流失，通过设置电源可以为第一插入式土壤

检测仪12和第二插入式土壤检测仪23以及显示屏32提供能源，通过设置控制器可以将第一

插入式土壤检测仪12和第二插入式土壤检测仪23检测到的数值以电信号的形式反馈在显

示屏32上，其中，第一插入式土壤检测仪12和第二插入式土壤检测仪23主要检测土壤中氮、

磷、钾以及土壤PH值等，通过将第二插入式土壤检测仪23穿过圆槽22插入地面内，可以方便

的更换第二插入式土壤检测仪23，防止第二插入式土壤检测仪23损坏后更换困难，由于第

一插入式土壤检测仪12和第二插入式土壤检测仪23均为防水式插入式土壤检测仪，从而可

以防止土壤内的水对第一插入式土壤检测仪12和第二插入式土壤检测仪23造成损坏，

[0052] 通过将第一插入式土壤检测仪12、第二插入式土壤检测仪23和显示屏32与电源、

控制器电连接，可以将第一插入式土壤检测仪12和第二插入式土壤检测仪23检测的数值显

示在显示屏32上，在此过程中可以实时显示树木附近和周围土壤内的情况，当树木附近土

壤缺乏营养物质时可以第一时间进行反馈，从而防止工作人员无法在第一时间内获取树木

附近内土壤的信息，使树木缺乏营养，同时显示屏32上还显示对该树木的介绍等信息，在此

过程中可以吸引游客的关注点，使游客或行人了解该树木存在价值，从而使避免使游客或

行人对其树木进行破坏；

[0053] 其中，本发明中使用的第一插入式土壤检测仪12和第二插入式土壤检测仪23，可

以选用已市售的壤博士记录仪与壤博士记录仪本身自带的土壤传感器，也可选用其他品

牌，功能类似的土壤检测仪，其中本发明中使用的显示屏32为电脑显示屏，在准备使用该发

明时，首先将土壤传感器插设在需要检测的位置，由于土壤传感器与壤博士记录仪通过插

头连接，从而可以将检测数据导入壤博士记录仪上，随后将壤博士记录仪于显示屏32通过

USB线与显示屏数据导通，从而可以将壤博士记录仪上记录的数据导入显示屏32上；

[0054] 同时还可采用土壤传感器、485转USB模块以及电脑显示屏上，具体连接方式为：直

接将土壤传感器插入土壤中，随后利用485转USB模块上传至电脑显示屏上，对土壤进行检

测。

[005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围栏11内均开设有滑槽13；所述滑槽13内均滑

动连接有滑杆14；所述第一插入式土壤检测仪12通过螺纹与滑杆14连接；

[0056] 工作时，由于第一插入式土壤检测仪12通过螺纹与滑杆14连接并滑动在滑槽13

内，当第一插入式土壤检测仪12更换时，可以直接将滑杆14拔出对第一插入式土壤检测仪

12进行更换，同时当需要调整第一插入式土壤检测仪12的检测位置时，将滑杆14拔出后插

入其它围栏11开设的滑槽13内，在此过程中可以多范围的对土壤进行检测，从而提高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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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检测的准确性。

[005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踏板21略高于地面；

[0058] 工作时，由于踏板21略高于地面，当下雨时，突出的踏板21可以防止水流带动树木

周围的土壤流动并远离树木，从而使树木周围出现水土流失的问题，同时埋入土壤内的踏

板21可以稳固土壤，从而进一步防止水土流失。

[005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相邻的所述踏板21之间均固连有均匀布置的弧形管

24，且弧形管24均掩埋在土壤内；

[0060] 工作时，由于相邻的踏板21之间均固连有均匀布置的弧形管24，均匀布置的弧形

管24可以进一步稳固土壤，防止土壤流失对树木造成影响。

[006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还包括：

[0062] 补给单元4；所述补给单元4设置在相邻的两个围栏11之间，并与控制器电连接；所

述补给单元4用于补充土壤内树木需要的营养物质；

[0063] 工作时，通过设置补给单元4，可以在树木附近土壤缺乏营养物质的时候，通过控

制器控制补给单元4对土壤滴加营养物质，从而可以防止工作人员不及时对树木附近的土

壤滴加营养物质，使树木出现生病的情况。

[006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补给单元4包括：

[0065] 液箱41；所述液箱41数量为四个以上；每个所述液箱41内盛装有不同的营养液；

[0066] 控制阀42，所述控制阀42安装在液箱41底部；所述控制阀42与控制器电连接；

[0067] 所述踏板21内壁中开设有液槽25，且液槽25通过液管与液箱41上的控制阀42连

通；所述液槽25内壁中固连有渗透管26，且渗透管26延伸至地面土壤内；

[0068] 工作时，当树木附近的土壤需要补充营养物质时，此时控制器控制装有对应营养

液的液箱41内的控制阀42打开，随后液箱41内的营养液通过液管流入液槽25内，流入液槽

25内的营养液通过渗透管26渗透至土壤内，在此过程中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对土壤补充营

养，从而防止工作人员营养液补充不及时，使树木出现生病的情况。

[006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弧形管24均与相对应的液槽25连通；所述弧形

管24内壁中均开设有微孔；

[0070] 工作时，由于弧形管24与对应的液槽25连通，液槽25内的营养液会流入液管内，流

入液管内的营养液通过微孔流出，在此过程中可以扩大营养液渗入土壤的范围，从而全面

的对树木进行营养补充。

[0071] 具体工作流程如下：

[0072] 在使用本发明研发的检测系统时，首先将第二检测单元2掩埋在树木或植物附近，

随后将第一检测单元1插在第二检测单元2外围的土壤内，最后将展示牌3安装在第一检测

单元1外围，通过设置第一检测单元1，可以利用第一检测单元1检测树木或外围的土壤的养

分，如氮、磷、钾以及土壤PH值等，防止树木外围的土壤内缺少树木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影响

树木的生存，通过设置第二检测单元2，可以利用第二检测单元2检测树木根部附近的土壤

的养分，如氮、磷、钾以及土壤PH值等，防止树木根部的土壤内缺少树木所需的营养物质，影

响树木的生存，通过设置展示牌3，可以将第一检测单元1和第二检测单元2检测的数值传输

到展示牌3上，从而可以实时关注树木附近的土壤环境，同时还可以避免工作人员定时频繁

来对树木附近的土壤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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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上述实施例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

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

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

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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