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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适用于木本植物栽培技术领域，提供

一种盆栽木本植物的土壤改良装置及方法，该装

置包括底座(1)，立杆(2)，控制器(3)，搅拌器

(4)，切割器(5)，换土器(6)及杠杆机构(8)，该装

置利用杠杆原理将取土器及切割器压入土壤、并

采用支撑杆末端的铁杆作为支撑点进行径向切

割土壤，非常省力；本发明另外提供了盆栽木本

植物的土壤改良方法，具体步骤包括第一轮、第

二轮换土、根际换土及切割土壤，本发明的土壤

改良方法在大体上不改变根系与原土壤紧密接

触的情况下，进行了部分的换土，不仅不会对植

物生长造成影响，反而会刺激植物生长，避免了

由于换土移植造成木本植物生长延缓或死亡现

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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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盆栽木本植物的土壤改良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包括底座(1)，立杆(2)，控

制器(3)，搅拌器(4)，切割器(5)，换土器(6)及杠杆机构(8)，所述立杆(2)垂直固定在底座

(1)上，立杆(2)上设有若干螺孔(201)，立杆(2)上安装控制器(3)、搅拌器(4)及杠杆机构

(8)，杠杆机构(8)下方安装切割器(5)或换土器(6)；

所述控制器(3)包括第一调节手柄(301)，控制板固定件(302)，控制板(303)及固定夹

(7)，所述第一调节手柄(301)通过固定夹(7)可移动地安装在立杆(2)上，所述第一调节手

柄(301)的末端安装控制板固定件(302)，所述控制板固定件(302)上开设两对卡槽，分别为

水平方向的第一对卡槽(3021)及倾斜一定角度的第二对卡槽(3022)，控制板(303)根据需

要安装在第一对卡槽(3021)或第二对卡槽(3022)内，所述控制板(303)包括矩形的控制板

本体(3031)，所述控制板本体(3031)上设有圆形通孔(3032)及刀片限位口(3033)；

所述搅拌器(4)包括第二调节手柄(401)，摇把(402)，L型连接杆(403)及搅拌丝(404)，

所述第二调节手柄(401)通过固定夹(7)可移动地安装在控制器(3)上方的立杆(2)上，所述

第二调节手柄(401)上设有圆孔(4011)，末端横向固定一圆柱形铁杆(4012)，摇把(402)的

底端与L型连接杆(403)的顶端焊接固定，L型连接杆(403)的另一端与搅拌丝(404)焊接固

定，搅拌丝(404)的底端依次穿过圆孔(4011)及圆形通孔3032)自然垂落；

所述杠杆机构(8)包括杠杆(801)，传力杆(802)，安装卡槽(803)及固定夹A(804)，所述

杠杆(801)包括杠杆本体(8011)及安装在所述杠杆本体(8011)末端的手柄(8012)，所述固

定夹A(804)包括中空圆筒状的固定夹本体(8041)，螺栓(8042)，第一耳板(8043)及第二耳

板(8044)，所述螺栓(8042)安装在固定夹本体(8041)上，所述固定夹本体(8041)通过螺栓

(8042)与螺孔(201)可移动地安装在立杆(2)上，所述固定夹本体(8041)上另外设有第一耳

板(8043)及第二耳板(8044)，所述杠杆本体(801)的前端铰接在第一耳板(8043)及第二耳

板(8044)之间，所述传力杆(802)的前端设有中空方形的导向护套(8021)，导向护套(8021)

可滑动地套装在所述杠杆本体(8011)外周，使传力杆(802)在杠杆本体(8011)上轴向移动，

所述传力杆(802)的末端与安装卡槽(803)连接，所述安装卡槽(803)包括顶板(8031)，垂直

固定在顶板(8031)两侧并相对设置的两个L型侧板(8032)，垂直安装在所述顶板(8031)上

方的第三耳板(8034)及第四耳板(8035)，所述传力杆(802)的末端铰接在所述第三耳板

(8034)与第四耳板(8035)之间；

所述切割器(5)包括刀柄(501)，刀片(502)及开口(503)，所述刀柄(501)包括长方体形

状的刀柄本体(5011)，所述刀柄本体(5011)的上方两侧设有与所述L型侧板(8032)的底边

(8033)相匹配的长条形状的凹槽(5012)，刀柄本体(5011)上方通过凹槽(5012)可移动地安

装在安装卡槽(803)上，所述刀柄本体(5011)上设有矩形的开口(503)，所述刀柄本体

(5011)的底端与刀片(502)固定；

所述换土器(6)为双层套筒结构，包括内套筒(601)及外套筒(602)，均为中空管状，外

套筒(602)套在内套筒(601)外，所述内套筒(601)及外套筒(602)的顶端开口两侧分别向外

延伸形成第一对手柄(603)及第二对手柄(604)，所述外套筒(602)在靠近第二对手柄(604)

端向外延伸设有凸出的漏斗状进土口(605)。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盆栽木本植物的土壤改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夹

(7)包括圆筒套(701)，套装在立杆(2)上，所述圆筒套(701)上设有内空的方形套(702)，所

述第一调节手柄(301)或第二调节手柄(401)的截面为方形，可水平穿过方形套(702)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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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方形套(702)上方设有松紧螺栓A(703)，所述第一调节手柄(301)及第二调节手柄(401)

上设有若干螺孔A(704)，松紧螺栓A(703)与若干螺孔A(704)匹配安装，用来调整第一调节

手柄(301)及第二调节手柄(401)的水平位置，所述圆筒套(701)上还设有松紧螺栓B(705)，

与立杆(2)上的若干螺孔(201)匹配安装，用于调整第一调节手柄(301)及第二调节手柄

(401)在立杆(2)的位置。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盆栽木本植物的土壤改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内套筒

(601)的内径为1.8cm，外套筒(602)的内径为2cm，内套筒(601)比外套筒(602)长1-2cm。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盆栽木本植物的土壤改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圆形通孔

(3032)内安装一高度为2-3cm的空心管(3034)，用于控制换土器(6)压入土壤的方向。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盆栽木本植物的土壤改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板固

定件(302)为中空筒状结构，所述第一对卡槽(3021)及第二对卡槽(3022)的形状分别与插

入其中的控制板(303)相匹配，所述第一对卡槽(3021)所在平面与底座(1)所在平面平行，

所述第二对卡槽(3022)所在平面与第一对卡槽(3021)所在平面所呈角度α为30°角。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盆栽木本植物的土壤改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圆柱形铁

杆(4012)上设有一段长度为0.5-1cm的螺纹(4013)及固定螺母(4014)，铁杆(4012)的末端

穿过刀柄(501)上的开口(503)，旋紧固定螺母(4014)，防止刀柄(501)从铁杆(4012)上面脱

落。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盆栽木本植物的土壤改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对手

柄(603)的宽度W1及第二对手柄(604)的宽度W2分别比所述两个L型侧板(8032)的内壁间的

距离L短1-2mm。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盆栽木本植物的土壤改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丝

(404)包括连接柱(4041)及焊接固定在所述连接柱(4041)底端的搅拌体(4042)，所述连接

柱(4041)顶端与所述L型连接杆(403)末端焊接，所述连接柱(4041)为不可弯曲的圆柱体铁

杆，所述搅拌体(4042)为弯曲状的铁丝，且硬度高。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盆栽木本植物的土壤改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刀片限位

口(3033)为矩形结构，长度为4厘米，宽度为0.5厘米，所述刀片(502)的长度为22厘米，刀片

的最宽处的宽度为3厘米，开口(503)的长度设计为20-22厘米，宽度稍大于铁杆(4012)的外

径，厚度与刀柄(501)的厚度相等。

10.一种盆栽木本植物的土壤改良方法，分为换土及切割土壤两部分，具体方法如下：

一、换土

1、换土前的准备

1.1除杂及浇水：在前一天将花盆土壤表面的落叶杂物清除，并浇透水一遍；

1.2客土准备：将用于做客土的花土晒干并用3-4mm孔径的筛子进行过筛处理，以去除

花土中的杂物；

1.3花盆标记：各种规格的花盆均在花盆外侧上沿每隔5厘米用记号笔画一标记；

2、换土时间

本方法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在下午阳光照射过去后进行；

3、换土方案：花盆内径20厘米的，在木本植物根茎结合处与盆壁中间位置围绕根茎结

合处周围一圈布设点位进行取芯土换客土，相邻两个点位间距5厘米，换土深度10厘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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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内径30厘米的，在木本植物根茎结合处与盆壁之间等距离布设两圈点位进行取芯土换客

土，并使相邻两圈换土点位呈品字形分布，换土深度15厘米；花盆内径40厘米的，取芯土换

客土三圈，并使相邻两圈换土点位呈品字形分布，换土深度20厘米，更大的花盆以此类推；

4、第一轮换土：

4.1取芯土：将土壤改良装置的底座(1)移至花盆附近，将控制板(303)插入控制板固定

件(302)第一对卡槽(3021)的位置，使控制板平面与盆土平面平行，并根据花盆高度调整固

定夹(7)的高度，使控制板(303)高于花盆上沿3-5厘米，同时参照所述步骤一的1.3花盆外

沿的标记，并按照所述步骤一中的3换土方案要求移动第一调节手柄(301)在固定夹(7)的

方形套(702)中的位置，使空心管(3034)处于盆土上布设的一个点位，将换土器(6)插入空

心管，移动杠杆(801)使其处于换土器(6)正上方，将换土器的第一对手柄(603)及第二对手

柄(604)重叠后置于安装卡槽(803)下方的两个L型侧板(8032)之间，按下杠杆(801)使换土

器(6)插入盆土，插入深度按照所述步骤一中的3的换土方案进行，换土器(6)插入后，移动

杠杆(801)，使安装卡槽(803)与第一对手柄(603)及第二对手柄(604)分离，然后用手握住

第一对手柄(603)向上拔出内套筒(601)，将芯土带出；

4.2换客土：调整第二调节手柄(401)的位置，使圆孔(4011)处于控制板上圆形通孔

(3032)的正上方，将搅拌器的搅拌丝(404)从上方插入外套筒(602)内，然后将所述步骤一

中的1.2处理后的客土通过进土口(605)逐渐装入外套筒(602)内，边进土边摇动搅拌器的

摇把(402)，使外套筒(602)内充满客土，然后拔出搅拌丝(404)及外套筒(602)；

4.3、重复上述步骤一中的4.1的取芯土及步骤4.2的换客土步骤，并按照步骤3的换土

方案围绕木本植物一圈布设的点位进行换土；

4.4、浇水、补土：取芯土及换客土结束后浇透水一遍，新换土点位表面下沉后要在表面

补充客土；

5、第二轮换土：在结束所述步骤一中的第一轮换土后20-25天，进行第二轮换土，花盆

内径20厘米的，第二轮换土点位设在第一轮换土布设的相邻两换土点位所在圆周连线的中

间位置；内径≥30厘米设两圈换土点位，每个换土点位分别设在第一轮换土中两圈换土点

位各自所在的圆周连线的中间位置，同样呈品字形分布，方法及步骤同所述步骤4的第一轮

换土的换土方法；

6、根际换土：在第二轮换土结束后25-30天，对盆土板结较为严重、长势较弱的木本植

物进行根部换土，将控制板(303)插入第二对卡槽(3022)内，使控制板(303)平面与盆土表

面的平面呈30°角，从而使空心管(3034)轴心方向与植物根茎方向呈一定角度并向根部倾

斜，换土点位的位置设在以植物根茎结合处为圆心，以8厘米长度为半径在盆土表面画圆的

圆上，相邻两换土点为的间距为5厘米，重复上述第一轮换土的取芯土与换客土步骤进行根

际换土，根际换土每两年进行一轮即可；

二、切割土壤

1、切割时间：换客土结束后30天，当盆土土壤较干时即含水量在15％时进行；

2、切割方案：在植物根茎结合处与盆壁连线的中间位置围绕植物周围一圈布设切割

点，每相邻两个切割点距离为3-5厘米，以木本植物的根茎结合处为圆心，以花盆内沿一圈

为圆，沿半径方向进行切割；

3、切割：将土壤改良装置移至花盆附近，将切割器移至花盆上方，根据花盆高度调整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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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夹(7)高度，通过松紧螺栓B(705)调整第一调节手柄(301)在立杆(2)上的位置，使控制板

(303)高于花盆上沿3-5厘米，并使刀片限位口(3033)长度方向与半径方向一致，同时使刀

片限位口(3033)位于植物根茎结合处与盆沿中间的位置，将铁杆(4012)插入刀柄(501)的

开口(503)内，并旋紧铁杆上的固定螺母(4014)，通过松紧螺栓A(703)调整第一调节手柄

(301)的水平位置，使刀片(502)进入刀片限位口(3033)内，移动杠杆(801)使其处于切割器

刀柄(501)的正上方，将刀柄(501)上的凹槽(5012)插入L型侧板(8032)底边，使刀柄(501)

水平插入安装卡槽(803)内，按下杠杆(801)使刀片插入盆土，插入深度10-20厘米，移开杠

杆(801)，使卡槽(803)与刀柄(501)分离，然后握住刀柄(501)，以铁杆(4012)为支点，沿着

刀片限位口(3033)的长度方向前后推动刀柄，使刀片沿着半径方向切割土壤，然后拔出刀

片；

4、重复上述切割步骤按照切割方案围绕木本植物一圈的切割点进行切割；

5、弥缝：将细沙与有机质以质量比为2∶1混合形成混合物，将混合物过筛后撒到切割土

壤的缝隙里面或表面，然后浇水弥住缝隙；

三、换土每年进行1-2次，切割土壤每月进行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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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盆栽木本植物的土壤改良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应用于实验室、花窖及居家室内盆栽木本植物的土壤改良装置及

方法，属于木本植物栽培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室内盆栽植物能够美化环境，使人心情愉悦、陶冶情操；能够净化空气，吸收室内

灰尘及装修产生的甲醛等有毒有害气体；能够通过叶片的蒸腾作用调节室内空气湿度及温

度；能够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并放出氧气。实验室盆栽植物由于不受到外界自然气

候变化的影响，且可以控制实验需要的温度、湿度及光照等因素的原因，盆栽植物实验是植

物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

[0003] 但是盆栽植物生长时间久了，会出现长势衰退、叶片病变甚至枯死的现象，这是由

于盆土板结影响根系呼吸进而影响根系对水分及矿物质的吸收和运输，加之植物在逐渐长

大的过程中，持续不断的吸收盆土中的养分，导致土壤内的养分消耗殆尽的原因。造成土壤

板结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其一是长期使用新鲜的自来水浇水，自来水中含有漂白粉及氯

气，这些物质会造成盆土板结甚至盐碱化，另外自来水中钙、镁离子含量高，而室内盆土得

不到太阳光直射，土壤离子只能化合不能分解，导致土壤团粒只能呼不能吸恶性循环形成

板结，在这种情况下浇花，更加快了土壤板结速度，提升了板结强度。其二是有些植物根系

非常发达，会在盆土中盘根错节，导致土壤板结；其三是化肥的施用也会造成盆土板结。

[0004] 因此，经常进行盆土改良是保证盆栽植物正常生长的一个重要环节。常见的改良

方法是进行换土，将植物从花盆中取出，重新更换新土进行栽植。但是，这种换土方法存在

许多弊端：

[0005] (1)换土过程非常费力，由于盆土已经与盆壁结合紧密，需要用刀具撬动结合处，

并握住植物地径处多次晃动才能用力拔出，尤其对特大号花盆及较大的木本植物来讲，需

要几个人合力才能完成；

[0006] (2)换土对植物茎叶伤害非常大，晃动及拔出过程对植物会造成伤害，容易导致

茎、分枝及叶片断裂，有时为了减少对植物的损伤，只好通过直接破坏原花盆的办法将植物

从花盆中取出，而购置新花盆又造成养花成本增加；

[0007] (3)带着盆土的植物从花盆取出进行再次栽植前，需要部分或全部去除根系周围

原土壤，然后重新栽植在新的盆土中，而这个去除根际土壤的过程中会导致许多根系折断，

很容易造成植物生长迟缓或死亡；

[0008] 常言道“人挪活树挪死”，根是植物之本，由于植物枝叶在不断的蒸腾水分，需要根

系不断的供给水分，采用换土的方法新移栽的植物根系吸收水分能力非常弱，因此会导致

植物由于生理干旱而生长速度缓慢甚至死亡，尤其是对较大的木本植物而言，特别容易造

成移栽死亡。

[0009] 除了换土的方法，另外一种常用的盆土改良方法是采用小铲子对盆土表面进行松

土。但是，这种方法只能松动表层，深层根系分布层的土壤却不能够松动，只能是治标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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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能彻底解决盆土板结坚硬的难题，同时土壤贫瘠的状况也不能改变。

[0010] 由此可见，常见的盆土改良方法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而盆土改良是保证盆栽植

物正常生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所以需要一种既能够有效的改良花盆土壤又能够避免

对木本植物造成伤害的盆栽木本植物的土壤改良装置及方法。

发明内容

[0011]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盆栽木本植物的土壤改良装置及方法，通过

使用本发明的装置及方法能够在减轻对植物根系伤害的前提下改善植物生长的土壤环境，

从而避免了由于换土移植造成木本植物生长延缓或死亡现象的发生。

[0012]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13] 一种盆栽木本植物的土壤改良装置，包括底座1，立杆2，控制器3，搅拌器4，切割器

5，换土器6及杠杆机构，所述立杆2垂直固定在底座1上，立杆2上设有若干螺孔201，立杆2上

安装控制器3、搅拌器4及杠杆机构，杠杆机构下方安装切割器5或换土器6；

[0014] 所述控制器3包括第一调节手柄301，控制板固定件302，控制板303及固定夹7，所

述第一调节手柄301通过固定夹7可移动地安装在立杆2上，所述第一调节手柄301的末端安

装控制板固定件302，所述控制板固定件302上开设两对方形的卡槽，分别为水平方向的第

一对卡槽3021及倾斜一定角度的第二对卡槽3022，控制板303根据需要安装在第一对卡槽

3021或第二对卡槽3022内，所述控制板303包括矩形的控制板本体3031，所述控制板本体

3031上设有圆形通孔3032及刀片限位口3033；

[0015] 所述搅拌器4包括第二调节手柄401，摇把402，L型连接杆403及搅拌丝404，所述第

二调节手柄401通过固定夹7可移动地安装在控制器3上方的立杆2上，所述第二调节手柄

401上设有圆孔4011，末端横向固定一圆柱形铁杆4012，摇把402的底端与L型连接杆403的

顶端焊接固定，L型连接杆403的另一端与搅拌丝404焊接固定，搅拌丝404的底端依次穿过

圆孔4011及圆形通孔3032自然垂落；

[0016] 所述杠杆机构包括杠杆801，传力杆802，安装卡槽803及固定夹A804，所述杠杆801

包括杠杆本体8011及安装在所述杠杆本体8011末端的手柄8012，所述固定夹A804包括中空

圆筒状的固定夹本体8041，螺栓8042，第一耳板8043及第二耳板8044，所述螺栓8042安装在

固定夹本体8041上，所述固定夹本体8041通过螺栓8042与螺孔201可移动地安装在立杆2

上，所述固定夹本体8041上另外设有第一耳板8043及第二耳板8044，所述杠杆本体801的前

端铰接在第一耳板8043及第二耳板8044之间，所述传力杆802的前端设有中空方形的导向

护套8021，导向护套8021可滑动地套装在所述杠杆本体8011外周，使传力杆802在杠杆本体

8011上轴向移动，所述传力杆802的末端与安装卡槽803连接，所述安装卡槽803包括顶板

8031，垂直固定在顶板8031两侧并相对设置的两个L型侧板8032，垂直安装在所述顶板8031

上方的第三耳板8034及第四耳板8035，所述传力杆802的末端铰接在所述第三耳板8034与

第四耳板8035之间；

[0017] 所述切割器5包括刀柄501，刀片502及开口503，所述刀柄501包括长方体形状的刀

柄本体5011，所述刀柄本体5011的上方两侧设有与所述L型侧板8032的底边8033相匹配的

长条形状的凹槽5012，刀柄本体5011上方通过凹槽5012可移动地安装在安装卡槽803上，所

述刀柄本体5011上设有矩形的开口503，所述刀柄本体5011的底端与刀片502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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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所述换土器6为双层套筒结构，包括内套筒601及外套筒602，均为中空管状，外套

筒602套在内套筒601外，所述内套筒601及外套筒602的顶端开口两侧分别向外延伸形成第

一对手柄603及第二手柄604，所述外套筒602在靠近第二对手柄604端向外延伸设有凸出的

漏斗状进土口605。

[0019] 进一步地，所述固定夹7包括圆筒套701，套装在立杆2上，所述圆筒套701上设有内

空的方形套702，所述第一调节手柄301或第二调节手柄401的截面为方形，可水平穿过方形

套702内，所述方形套702上方设有松紧螺栓A703，所述第一调节手柄301及第二调节手柄

401上设有若干螺孔A704，松紧螺栓A703与若干螺孔A704匹配安装，用来调整第一调节手柄

301及第二调节手柄401的水平位置，所述圆筒套701上还设有松紧螺栓B705，与立杆2上的

若干螺孔201匹配安装，用于调整第一调节手柄301及第二调节手柄401在立杆2的位置。

[0020] 进一步地，所述内套筒601的内径为1.8cm，外套筒602的内径为2cm，内套筒601比

外套筒602长1-2cm。

[0021] 进一步地，所述圆形通孔3032内安装一高度为2-3cm的空心管3034，用于控制换土

器6压入土壤的方向。

[0022] 进一步地，所述控制板固定件302为中空筒状结构，所述第一对卡槽3021及第二对

卡槽3022的形状分别与插入其中的控制板303相匹配，所述第一对卡槽3021所在平面与底

座1所在平面平行，所述第二对卡槽3022所在平面与第一对卡槽3021所在平面所呈角度α为

30°角。

[0023] 进一步地，所述圆柱形铁杆4012上设有一段长度为0.5-1cm的螺纹4013及固定螺

母4014，铁杆4012的末端穿过刀柄501上的开口503，旋紧固定螺母4014，防止刀柄501从铁

杆4012上面脱落。

[0024]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对手柄603的宽度W1及第二对手柄604的宽度W2分别比所述两

个L型侧板8032的内壁间的距离L短1-2mm。

[0025] 进一步地，所述搅拌丝404包括连接柱4041及焊接固定在所述连接柱4041底端的

搅拌体4042，所述连接柱4041顶端与所述L型连接杆403末端焊接，所述连接柱4041为不可

弯曲的圆柱体铁杆，所述搅拌体4042为弯曲状的铁丝，且硬度高。

[0026] 进一步地，所述刀片限位口3033为矩形结构，长度为4厘米，宽度为0.5厘米，所述

刀片502的长度为22厘米，刀片的最宽处的宽度为3厘米，开口503的长度设计为20-22厘米，

宽度稍大于铁杆4012的外径，厚度与刀柄501的厚度相等。

[0027] 一种盆栽木本植物的土壤改良方法，分为换土及切割土壤两部分，具体方法如下：

[0028] 一、换土

[0029] 1、换土前的准备

[0030] 1.1除杂及浇水：在前一天将花盆土壤表面的落叶等杂物清除，并浇透水一遍；

[0031] 1 .2客土准备：将用于做客土的花土晒干并用3-4mm孔径的筛子进行过筛处理，以

去除花土中的杂物；

[0032] 1.3花盆标记：各种规格的花盆均在花盆外侧上沿每隔5厘米用记号笔画一标记；

[0033] 2、换土时间

[0034] 本方法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在下午阳光照射过去后进行；

[0035] 3、换土方案：花盆内径20厘米左右的，在木本植物根茎结合处与盆壁中间位置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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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根茎结合处周围一圈布设点位进行取芯土换客土，相邻两个点位间距5厘米左右，换土深

度10厘米左右；花盆内径30厘米左右的，在木本植物根茎结合处与盆壁之间等距离布设两

圈点位进行取芯土换客土，并使相邻两圈换土点位呈品字形分布，换土深度15厘米左右；花

盆内径40厘米左右的，取芯土换客土三圈，并使相邻两圈换土点位呈品字形分布，换土深度

20厘米左右，更大的花盆以此类推；

[0036] 4、第一轮换土：

[0037] 4.1取芯土：将土壤改良装置的底座1、移至花盆附近，将控制板303插入控制板固

定件302第一对卡槽3021的位置，使控制板303平面与盆土平面平行，并根据花盆高度调整

固定夹7的高度，使控制板303高于花盆上沿3-5厘米，同时参照所述步骤一的1.3花盆外沿

的标记并按照所述步骤一中的3换土方案要求移动第一调节手柄301在固定夹7的方形套

702中的位置，使空心管3034处于盆土上布设的一个点位，将换土器6插入空心管，移动杠杆

801使其处于换土器6正上方，将换土器的第一对手柄603及第二对手柄604重叠后置于安装

卡槽803下方的两个L型侧板8032之间，按下杠杆801使换土器6插入盆土，插入深度按照所

述步骤一中的3的换土方案进行，换土器6插入后，移动杠杆801，使安装卡槽803与第一对手

柄603及第二对手柄604分离，然后用手握住第一对手柄603向上拔出内套筒601，将芯土带

出；

[0038] 4 .2换客土：调整第二调节手柄401的位置，使圆孔4011处于控制板上圆形通孔

3032的正上方，将搅拌器的搅拌丝404从上方插入外套筒602内，然后将所述步骤一中的1.2

处理后的客土通过进土口605逐渐装入外套筒602内，边进土边摇动搅拌器的摇把402，使外

套筒602内充满客土，然后拔出搅拌丝404及外套筒602；

[0039] 4.3、重复上述步骤一中的4.1的取芯土及步骤4.2的换客土步骤，并按照步骤3的

换土方案围绕木本植物一圈布设的点位进行换土；

[0040] 4.4、浇水、补土：取芯土及换客土结束后浇透水一遍，新换土点位表面下沉后要在

表面补充客土；

[0041] 5、第二轮换土：在结束所述步骤一中的第一轮换土后20-25天，进行第二轮换土，

花盆内径20厘米左右的，第二轮的每个换土点位设在第一轮换土布设的相邻两换土点位所

在圆周连线的中间位置；内径≥30厘米设两圈换土点位，每个换土点位分别设在第一轮换

土中两圈换土点位各自所在的圆周连线的中间位置，同样呈品字形分布，方法及步骤同所

述步骤4的第一轮换土的换土方法；

[0042] 6、根际换土：在第二轮换土结束后25-30天，对盆土板结较为严重、长势较弱的木

本植物进行根部换土，将控制板303插入第二对卡槽3022内，使控制板303平面与盆土表面

的平面呈30°角，从而使空心管3034轴心方向与植物根茎方向呈一定角度并向根部倾斜，换

土点位的位置设在以植物根茎结合处为圆心，以8厘米长度为半径在盆土表面画圆的圆上，

相邻两换土点位的间距在5厘米左右，重复上述第一轮换土的取芯土与换客土步骤进行根

际换土，根际换土每两年进行一轮即可；

[0043] 二、切割土壤

[0044] 1、切割时间：换客土结束后30天左右，当盆土土壤较干时即含水量在15％左右进

行；

[0045] 2、切割方案：在植物根茎结合处(植入茎入土点)与盆壁连线的中间位置围绕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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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一圈布设切割点，每相邻两个切割点距离为3-5厘米，以木本植物的根茎结合处为圆

心，以花盆内沿一圈为圆，沿半径方向进行切割；

[0046] 3、切割：将土壤改良装置移至花盆附近，将切割器移至花盆上方，根据花盆高度调

整固定夹7高度，通过松紧螺栓B705调整第一调节手柄301在立杆2上的位置，使控制板303

高于花盆上沿3-5厘米，并使刀片限位口3033长度方向与半径方向一致，同时使刀片限位口

3033位于植物根茎结合处与盆沿中间的位置，将铁杆4012插入刀柄501的开口503内，并旋

紧铁杆上的固定螺母4014，然后通过松紧螺栓A703调整第一调节手柄301的水平位置，使刀

片502进入刀片限位口3033内，移动杠杆801使其处于切割器刀柄501的正上方，将刀柄501

上的凹槽5012插入L型侧板8032底边，使刀柄501水平插入安装卡槽803内，按下杠杆801使

刀片插入盆土，插入深度10-20厘米，移开杠杆801，使卡槽803与刀柄501分离，然后握住刀

柄501，以铁杆4012为支点，沿着刀片限位口3033的长度方向前后推动刀柄，使刀片沿着半

径方向切割土壤，然后拔出刀片；

[0047] 4、重复上述切割步骤按照切割方案围绕木本植物一圈的切割点进行切割；

[0048] 5、弥缝：将细沙与有机质以质量比为2∶1混合形成混合物，将混合物过筛后撒到切

割土壤的缝隙里面或表面，然后浇水弥住缝隙；

[0049] 三、换土每年进行1-2次，切割土壤每月进行1次。

[005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51] 1、避免木本植物移植换土造成的生长延缓或不成活：将木本植物从原花盆取出，

去除部分或全部根系上的土壤的常规换土方法，由于对根系特别是须根系的损伤较大，加

之在移植过程中的根系暴露，很容易造成移植后生长延缓或不成活，特别是较大的木本植

物更容易死亡。本发明在大体上不改变根系与原土壤紧密接触的情况下，进行了部分的换

土，不仅不会对植物生长造成影响，反而会刺激植物生长。

[0052] 2、省力省时：常规换土方法由于盆土已经与盆壁结合紧密，需要用刀具撬动结合

处，并握住植物地径处多次晃动才能用力拔出，尤其对特大号花盆及较大的木本植物来讲，

需要几个人合力才能完成。本发明技术操作简单，利用杠杆原理将取土器及切割器压入土

壤、并采用支撑杆末端的铁杆作为支撑点进行径向切割土壤，非常省力，一个老年人就能够

轻松完成。

[0053] 3、减少对植物茎叶的伤害：常规换土方法晃动、拔出及去除原土的过程中会对植

物主茎、分枝及叶片造成伤害，影响植物生长。本发明技术避免了上述过程，减少了对植物

茎叶的伤害。

[0054] 4、方便：本发明技术在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而常规的方法一般只能在春季或秋

季进行。

[0055] 5、科学合理：本发明的土壤改良方法是将换土与切割结合起来进行土壤改良，可

以在不影响植物正常生长的条件下，逐批进行换土并辅以切割弥缝，既补充了土壤养分同

时又改善了土壤的透气性。

[0056] 6、利于更换客土：两个套筒一样长的换土器，由于内套筒的第一对手柄在外套筒

第二对手柄的上面，造成插入土壤后外套筒的末端比内套筒长，拔出内套筒后，外套筒的末

端仍然有一小段被插入时的原盆土塞住，注入客土后取出外套筒时会将客土全部带出；本

发明将外套筒设计比内套筒长1-2厘米，避免了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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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7、取土方向可以控制：将换土器插入控制面板上面的空心管内进行取土，能够有

效的控制取土方向。

[0058] 8、利于客土进入取土孔：通过将外套筒暂留在盆土中，加之搅拌丝的辅助作用，能

够使客土完全进入取土孔。

附图说明

[0059]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60] 图2是图1中A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0061] 图3是图1中B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0062] 图4是本发明的安装卡槽803的结构示意图；

[0063] 图5是本发明的切割器5的结构示意图；

[0064] 图6是本发明的控制板固定件302的结构示意图；

[0065] 图7是本发明换土器6的安装示意图；

[0066] 图8是本发明切割器5安装时的杠杆机构自由度的示意图；

[0067] 图9是本发明换土器6安装时的杠杆机构自由度的示意图。

[0068] 图中，1-底座，2-立杆，3-控制器，4-搅拌器，5-切割器，6-换土器，7-固定夹，201-

螺孔，301-第一调节手柄，302-控制板固定件，3021-第一对卡槽，3022-第二对卡槽，303-控

制板，3031-控制板本体，3032-圆形通孔，3033-刀片限位口，3034-空心管，401-第二调节手

柄，4011-圆孔，4012-铁杆，4013-螺纹，4014-固定螺母，402-摇把，403-L型连接杆，404-搅

拌丝，501-刀柄，502-刀片，503-开口，5011-刀柄本体，5012-凹槽，601-内套筒，602-外套

筒，603-第一对手柄，604-第二对手柄，605-进土口，701-圆筒套，702-方形套，703-松紧螺

栓A，704-若干螺孔A，705-松紧螺栓B，801-杠杆，802-传力杆，803-安装卡槽，804-固定夹A，

8011-杠杆本体，8012-手柄，8021-导向护套，8031-顶板，8032-L型侧板，8033-底边，8034-

第三耳板，8035-第四耳板，8041-固定夹本体，8042-螺栓，8043-第一耳板，8044-第二耳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69]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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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70] 参照图1，一种盆栽木本植物的土壤改良装置，包括底座1，立杆2，控制器3，搅拌器

4，切割器5，换土器6及杠杆机构，立杆2底端可拆卸地垂直固定在底座1上，立杆2上设有若

干螺孔201，立杆2上安装控制器3、搅拌器4及杠杆机构，杠杆机构下方安装切割器5或换土

器6；

[0071] 控制器3包括第一调节手柄301，控制板固定件302，控制板303，固定夹7，所述第一

调节手柄301通过固定夹7可移动地安装在立杆2上，所述第一调节手柄301的末端安装控制

板固定件302，所述控制板固定件302上开设两对方形的卡槽，分别为水平方向的第一对卡

槽3021及倾斜一定角度的第二对卡槽3022，控制板303根据需要紧密地插入第一对卡槽

3021或第二对卡槽3022内，所述控制板303包括矩形的控制板本体3031，所述控制板本体

3031上设有圆形通孔3032及刀片限位口3033，圆形通孔3032内安装一高度为2-3cm的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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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3034，可以更好地控制换土器6压入土壤的方向。

[0072] 搅拌器4包括第二调节手柄401，摇把402，L型连接杆403，搅拌丝404，所述第二调

节手柄401通过固定夹7可移动地安装在控制器3上方的立杆2上，所述第二调节手柄401上

设有圆孔4011，末端横向固定一圆柱形铁杆4012，摇把402的底端与L型连接杆403的顶端焊

接固定，L型连接杆403的另一端与搅拌丝404焊接固定，搅拌丝404的底端依次穿过圆孔

4011及圆形通孔3032自然垂落；

[0073] 杠杆机构包括杠杆801，传力杆802，安装卡槽803及固定夹A804，所述杠杆801包括

杠杆本体8011及安装在所述杠杆本体8011末端的手柄8012，参照图2，固定夹A  804包括中

空圆筒状的固定夹本体8041，套装在立杆2上，固定夹本体8041上设有螺栓8042，第一耳板

8043及第二耳板8044，所述固定夹本体8041通过螺栓8042与螺孔201可移动地安装在立杆2

上，所述固定夹本体8041上另外设有第一耳板8043及第二耳板8044，所述杠杆801的前端铰

接在第一耳板8043及第二耳板8044之间，所述传力杆802的前端设有中空方形的导向护套

8021，导向护套8021可滑动地套装在所述杠杆本体8011外周，使传力杆802在杠杆本体8011

上轴向移动，所述传力杆802的末端与安装卡槽803铰接；参照图4，所述安装卡槽803包括顶

板8031，垂直固定在顶板8031两侧相对设置的两个L型侧板8032，垂直安装在所述顶板8031

上方的第三耳板8034及第四耳板8035，所述传力杆802的末端铰接在所述第三耳板8034与

第四耳板8035之间，所述顶板8031水平固定在所述传力杆802的底端；

[0074] 参照图5，切割器5包括刀柄501，刀片502及开口503，所述刀柄501包括长方体形状

的刀柄本体5011，所述刀柄本体5011的上方两侧设有与所述L型侧板8032的底边8033相匹

配的长条形状的凹槽5012，刀柄本体5011通过凹槽5012可移动地安装在安装卡槽803上，所

述刀柄本体5011上设有矩形的开口503，所述刀柄本体5011的底端与刀片502焊接固定；

[0075] 换土器6为双层套筒结构，包括内套筒601及外套筒602，均为中空管状，外套筒602

套在内套筒601外，内套筒601及外套筒602的顶端开口两侧分别向外延伸形成第一对手柄

603及第二对手柄604，外套筒602在靠近第二对手柄604端向外延伸设有凸出的漏斗状进土

口605，内套筒601的内径为1.8cm，外套筒602的内径为2cm，内套筒601比外套筒602长1-

2cm。

[0076] 参照图3，固定夹7包括圆筒套701，套装在立杆2上，所述圆筒套701上设有内空的

方形套702，所述第一调节手柄301或第二调节手柄401的截面为方形，可水平穿过方形套

702内，所述方形套702上方设有松紧螺栓A703，所述第一调节手柄301及第二调节手柄401

上设有若干螺孔A  704，松紧螺栓A  703与若干螺孔A  704匹配安装，用来调整第一调节手柄

301及第二调节手柄401的水平位置，所述圆筒套701上还设有松紧螺栓B  705，与立杆2上的

若干螺孔201匹配安装，用于调整第一调节手柄301及第二调节手柄401在立杆2的位置。

[0077] 参照图6，控制板固定件302为中空圆筒状结构，所述第一对卡槽3021及第二对卡

槽3022分别与插入其中的控制板303相匹配，所述第一对卡槽3021所在平面与底座1所在平

面平行，所述第二对卡槽3022所在平面与第一对卡槽3021所在平面所呈角度α为30°。

[0078] 圆柱形铁杆4012上设有一段长度为0.5-1cm的螺纹4013及固定螺母4014，铁杆401

的末端穿过刀柄501上的开口503，旋紧固定螺母4014，防止刀柄501在切割土壤时从铁杆

4012上面脱落；将固定螺母4014固定在铁杆4012上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是按压杠杆801

时控制刀柄501移动方向，防止刀柄501过度晃动与倾斜；另一方面刀片502压入土壤后沿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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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切割时需要前后推动刀柄完成刀片在土壤中的切割运动，此时铁杆4012为前后推动刀柄

501时的支点。

[0079] 为了使换土器6能够卡接在安装卡槽803内，第一对手柄603的宽度W1及第二对手

柄604的宽度W2分别比所述两个L型侧板8032的内壁间的距离L短1-2mm。

[0080] 搅拌丝404包括连接柱4041及焊接固定在所述连接柱4041底端的搅拌体4042，所

述连接柱4041顶端与所述L型连接杆403焊接固定，所述连接柱4041为不可弯曲的圆柱体铁

杆，所述搅拌体4042为弯曲状的铁丝，且硬度高。

[0081] 为了限制刀片的移动方向，刀片限位口3033设计为矩形结构，长度为4厘米，宽度

为0.5厘米，刀片502的长度设计为22厘米，刀片的最宽处的宽度为3厘米。

[0082] 为了配合刀片插入土壤深度，开口503的长度设计为20-22厘米，宽度稍大于铁杆

4012的外径，厚度与刀柄501的厚度相等。

[0083] 本实施例中所述杠杆机构的自由度计算：

[0084] 自由度计算公式：F＝3n-2PL-PH，

[0085] 其中：n-活动件；PL-低副；PH-高副；

[0086] 本实施例中n＝3，PL＝4，PH＝0；

[0087] 参照图8，安装切割器5时，活动件分别为n1，n2，n3，共3个，低副分别为PL1，PL2，PL3，

PL4，共4个；

[0088] 参照图9，安装换土器6时，活动件分别为n1，n2，n4，共3个，低副分别为PL1，PL3，PL4，

PL5，共4个；

[0089] F＝3n-2PL-PH

[0090] ＝3×3-2×4-0

[0091] ＝1

[0092] 通过计算可知，机构自由度F为1，这样保证了按压杠杆时刀柄501及换土器6在第

一轮换土及第二轮换土时的受力方向始终是垂直向下的，且在根际换土时换土器6的受力

方向与空心管3034轴心方向一致。

[0093] 一种盆栽木本植物的土壤改良方法，分为换土及切割土壤两部分，具体方法如下：

[0094] 一、换土

[0095] 1、换土前的准备

[0096] 1.1除杂及浇水：在换土的前一天将花盆土壤表面的落叶等杂物清除，并浇透水一

遍；

[0097] 1 .2客土准备：将用于做客土的花土晒干并用3-4mm孔径的筛子进行过筛处理，以

去除花土中的杂物；

[0098] 1.3花盆标记：各种规格的花盆均在花盆外侧上沿每隔5厘米用记号笔画一标记；

[0099] 2、换土时间

[0100] 本方法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一天中在下午阳光照射过去后进行；

[0101] 3、换土方案：花盆内径20厘米左右的，在木本植物根茎结合处与盆壁中间位置围

绕根茎结合处周围一圈布设换土点位进行取芯土换客土，相邻两个换土点位间距5厘米左

右，换土深度10厘米左右；花盆内径30厘米左右的，在木本植物根茎结合处与盆壁之间等距

离布设两圈点位进行取芯土换客土，并使相邻两圈换土点位呈品字形分布，换土深度15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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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左右；花盆内径40厘米左右的，取芯土换客土三圈，并使相邻两圈换土点位呈品字形分

布，换土深度20厘米左右，更大的花盆以此类推；

[0102] 4、第一轮换土：

[0103] 4.1取芯土：将土壤改良装置的底座1移至花盆附近，将控制板303插入控制板固定

件302第一对卡槽3021的位置，使控制板303平面与盆土平面平行，并根据花盆高度调整固

定夹7的高度，使控制板303高于花盆上沿3-5厘米，同时参照所述步骤一的1.3花盆外沿的

标记并按照步骤一的3中的换土方案要求前后移动第一调节手柄301在固定夹7中的方形套

702的位置，使控制面板上面的空心管3034处于盆土上面布设的一个换土点位，将换土器6

插入空心管，移动杠杆801使其处于换土器6正上方，将换土器的第一对手柄603及第二对手

柄604重叠后置于安装卡槽803下方的两个L型侧板8032之间，按下杠杆801使换土器6插入

盆土，换土点位及插入深度按照所述步骤3的换土方案进行，换土器6插入后，移动杠杆801，

使安装卡槽803与第一对手柄603及第二对手柄604分离，然后用手握住第一对手柄603向上

拔出内套筒601，将芯土带出；

[0104] 4.2换客土：通过固定夹7调整第二调节手柄401的位置，使圆孔4011处于控制板上

圆形通孔3032的正上方，将搅拌器的搅拌丝404从上方插入外套筒602内，然后将所述步骤

一的1.2处理后的客土通过换土器的进土口605逐渐装入外套筒602内，边进土边摇动搅拌

器的摇把402，使外套筒602内充满客土，然后拔出搅拌丝404及外套筒602；

[0105] 4.3、重复上述步骤一的4.1的取芯土及步骤4.2的换客土步骤按照步骤3的换土方

案围绕木本植物一圈布设的换土点位进行换土；

[0106] 4.4、浇水、补土：取芯土及换客土结束后浇透水一遍，新换土点位表面下沉后要在

表面补充客土；

[0107] 5、第二轮换土：在结束所述步骤4第一轮换土后20-25天，进行第二轮换土，花盆内

径20厘米左右的，第二轮换土点位设在第一轮换土布设的相邻两换土点位所在圆周连线的

中间位置；内径≥30厘米设两圈换土点位，每个换土点位分别设在第一轮换土中两圈换土

点位各自所在的圆周连线的中间位置，同样呈品字形分布，方法及步骤同所述步骤4的换土

方法；

[0108] 6、根际换土：在第二轮换土结束后25-30天，对盆土板结较为严重、长势较弱的木

本植物进行根部换土，将控制板303插入第二对卡槽3022内，使控制板303平面与盆土表面

的平面所呈角度α为30°角，从而使空心管3034轴心方向与植物根茎方向呈一定角度并向根

部倾斜，换土点位的位置设在以植物根茎结合处为圆心，以8厘米长度为半径在盆土表面画

圆的圆上，相邻两点间距在5厘米左右，重复上述第一轮换土的取芯土与换客土步骤进行根

际换土，根际换土每两年进行一轮即可；

[0109] 二、切割土壤

[0110] 1、切割时间：换客土结束后30天左右，当盆土土壤较干时即含水量在15％左右进

行；

[0111] 2、切割方案：在植物根茎结合处(植入茎入土点)与盆壁连线的中间位置围绕植物

周围一圈布设切割点，每相邻两个切割点距离为3-5厘米，以木本植物的根茎结合处为圆

心，以花盆内沿一圈为圆，沿半径方向进行切割；

[0112] 3、切割：将土壤改良装置移至花盆附近，将切割器移至花盆上方，根据花盆高度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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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固定夹7高度，通过松紧螺栓B  705调整第一调节手柄301在立杆2上的位置，使控制板303

高于花盆上沿3-5厘米，并使刀片限位口3033长度方向与半径方向一致，同时使刀片限位口

3033位于植物根茎结合处与盆沿中间的位置，将铁杆4012插入刀柄501的开口503内，并旋

紧铁杆上的固定螺母4014；

[0113] 然后通过松紧螺栓A703调整第一调节手柄301的水平位置，使刀片502进入刀片限

位口3033内，移动杠杆801使其处于切割器刀柄501的正上方，将刀柄501上的凹槽5012插入

L型侧板8032底边，使刀柄501水平插入安装卡槽803内，按下杠杆801使刀片插入盆土，插入

深度10-20厘米，具体为：花盆高度在10-15厘米的，插入深度10厘米，花盆高度大于15厘米

小于等于20厘米的，插入深度15厘米左右，花盆高度大于20厘米的，插入深度20厘米，移开

杠杆801，使安装卡槽803与刀柄501分离，然后握住刀柄501，以铁杆4012为支点，沿着刀片

限位口3033的长度方向前后推动刀柄501，使刀片沿着半径方向切割土壤，然后拔出刀片；

[0114] 4、重复上述步骤二中的3的切割步骤按照切割方案围绕木本植物一圈的切割点进

行切割；

[0115] 5、弥缝：将细沙与有机质以质量比为2∶1混合形成混合物，将混合物过筛后撒到切

割土壤的缝隙里面或表面，然后浇水弥住缝隙；

[0116] 三、换土每年进行1-2次，切割土壤每月进行1次。

[011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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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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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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