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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农作物种植技术领域，具体的说

是一种提高茶叶苗存活率的方法，该方法中的茶

叶苗种植设备包括壳体、传送筒、旋转筒、拨动

板、冷却筒、电机、驱动齿轮、齿圈、气缸、输送模

块，本发明通过在传送筒的下端固定连接冷却筒

的上端，冷却筒的下端外壁与旋转筒的内壁接触

配合，旋转筒的下端均匀设有一组拨动板，冷却

筒上端蓄水腔内的水沿着出水孔流淌到凹坑内，

一方面将旋转筒与土壤摩擦产生的热量带走，另

一方面给土壤进行湿润，进而方便旋转筒上的螺

旋板的开垦，同时湿润后的土壤更利于茶叶苗的

生长，也更有利于茶叶苗的存活；通过在传送筒

的左侧设有输送模块，实现茶叶苗的自动化种

植，提高了茶叶苗的种植效率，同时减轻了茶农

的劳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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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茶叶苗存活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在茶叶苗种植设备的上端安装振动装置；

S2：使用S1中的茶叶苗种植设备进行自动化种植茶叶苗；

S3：在S2中的茶叶苗种植设备开凿凹坑的过程中，向茶叶苗种植设备的旋转筒内通入

氧气；

S4：在S3中的茶叶苗种植设备完成凹坑的开凿后，向茶叶苗种植设备的旋转筒内混入

生根粉；

S5：在S4中茶叶苗种植设备的旋转筒上方安装自动封土的毛刷；

其中，所述的茶叶苗种植设备包括壳体(1)、传送筒(2)、旋转筒(3)、拨动板(4)、冷却筒

(5)、电机(10)、驱动齿轮(6)、齿圈(7)、气缸(8)、输送模块(9)，所述壳体(1)的顶板上设有

传送筒(2)；所述传送筒(2)下端的圆柱面固定连接在壳体(1)的顶板上，传送筒(2)的左侧

设有输送模块(9)；所述输送模块(9)用于将茶叶苗输送到传送筒(2)内；所述传送筒(2)的

下端固定连接冷却筒(5)的上端；所述冷却筒(5)的下端外壁与旋转筒(3)的内壁接触配合，

冷却筒(5)的上端设置蓄水腔(51)，冷却筒(5)的蓄水腔(51)的下端设置出水孔(52)，冷却

筒(5)下端的出水孔(52)设置在冷却筒(5)的圆柱面上；所述旋转筒(3)的上端外壁上固定

连接齿圈(7)；所述齿圈(7)与驱动齿轮(6)啮合传动；所述驱动齿轮(6)固定连接在电机

(10)的转轴端头；所述电机(10)通过安装座固定连接在壳体(1)的右侧内壁上；所述齿圈

(7)的下方均匀设置一组气缸(8)；所述气缸(8)的缸体固定连接在壳体(1)的底板上，气缸

(8)的缸杆端头设置成球面，气缸(8)缸杆端头与齿圈(7)的下端面接触配合；所述旋转筒

(3)中部的外壁与壳体(1)底板上的安装孔内壁接触配合，旋转筒(3)下端的外壁上设置螺

旋板(31)，旋转筒(3)的下端均匀设有一组拨动板(4)；所述拨动板(4)上端铰接在旋转筒

(3)的下端端部，拨动板(4)的上端设置矩形凸起，拨动板(4)的矩形凸起与旋转筒(3)下端

的矩形槽侧壁之间设有弹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茶叶苗存活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齿轮

(6)的下方设有凸轮(61)；所述凸轮(61)固定连接在电机(10)的转轴上，凸轮(61)的右侧设

有一号气囊(62)；所述一号气囊(62)固定连接在壳体(1)的右侧内壁上，一号气囊(62)通过

气管依次连接单向阀、储气罐、电磁阀、气缸(8)缸体。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提高茶叶苗存活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筒(3)

的上方设有二号气囊(32)；所述二号气囊(32)的下端固定连接在旋转筒(3)的上端端面上，

二号气囊(32)的上端表面与冷却筒(5)的外壁接触，二号气囊(32)的左侧设有摆动板(33)；

所述摆动板(33)的中部铰接在冷却筒(5)的外壁上，摆动板(33)的上端通过弹簧与冷却筒

(5)的外壁连接，摆动板(33)的下端滑动连接在挡板(34)右端的腰形孔内；所述挡板(34)的

左端滑动连接在冷却筒(5)上的滑槽内。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提高茶叶苗存活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冷却筒(5)

上端的蓄水腔(51)内设有一组搅动杆(53)；所述搅动杆(53)转动连接在蓄水腔(51)底板上

的安装孔内，搅动杆(53)的上端圆柱面上交错设置一组扇叶，搅拌杆的下端端头固定连接

二号磁铁(54)上端的端面上；所述齿圈(7)的上端面上设置一组一号磁铁(55)；所述一号磁

铁(55)下端面固定连接在齿圈(7)的上端面上，一号磁铁(55)设置在二号磁铁(54)的右侧

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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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提高茶叶苗存活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筒(3)

的下端圆柱面上设置一组横杆(35)；所述横杆(35)穿插设置在旋转筒(3)上的螺旋板(31)

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茶叶苗存活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模块

(9)包括固定板(91)、导向板(92)、弹性波纹板(93)、磁性软杆(94)、磁性圆盘(95)，所述传

送筒(2)的的左侧设有导向板(92)；所述导向板(92)通过上下端面上的连接轴固定连接在

固定板(91)上；所述固定板(91)的左端固定连接在传送筒(2)的圆柱面上；所述导向板(92)

的表面设有弹性波纹板(93)；所述弹性波纹板(93)的内侧表面能够沿导向板(92)的外表面

滑动，弹性波纹板(93)的内侧表面上设有一组磁性软杆(94)；所述磁性软杆(94)一端固定

连接在弹性波纹板(93)的内侧表面；所述传送筒(2)的下端内壁上固定连接磁性圆盘(95)；

所述磁性圆盘(95)中部设置圆柱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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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茶叶苗存活率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作物种植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提高茶叶苗存活率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是茶叶的故乡，茶叶作为我国的特有饮料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历代“本草”

类医书在提及茶叶时均说它有止渴、清神、利尿、治咳、祛痰、明目、益思、除烦去腻、驱困轻

身、消炎解毒等功效。为了提高茶叶种植效率，提高茶叶存活率，特提出一种提高茶叶苗存

活率的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提高茶叶苗存活率的方法，该方法

中的茶叶苗种植设备通过在传送筒的下端固定连接冷却筒的上端，冷却筒的下端外壁与旋

转筒的内壁接触配合，冷却筒的上端设置蓄水腔，冷却筒的蓄水腔的下端设置出水孔，冷却

筒下端的出水孔设置在冷却筒的圆柱面上，旋转筒的下端均匀设有一组拨动板，冷却筒上

端蓄水腔内的水沿着出水孔流淌到凹坑内，一方面将旋转筒与土壤摩擦产生的热量带走，

另一方面给土壤进行湿润，进而方便旋转筒上的螺旋板的开垦，同时湿润后的土壤更利于

茶叶苗的生长，也更有利于茶叶苗的存活；通过在传送筒的左侧设有输送模块，实现茶叶苗

的自动化种植，提高了茶叶苗的种植效率，同时减轻了茶农的劳动强度。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提高茶叶苗存活

率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5] S1：在茶叶苗种植设备的上端安装振动装置，使得茶叶苗种植设备在开凿凹坑时，

能够使凹坑内的土壤不断的抖动，进而实现将凹坑内的土壤进行粉碎，使得土壤更加松软，

进而增加了茶叶苗根部的透气性；

[0006] S2：使用S1中的茶叶苗种植设备进行自动化种植茶叶苗，茶叶苗种植设备能够将

凹坑内的土壤进行粉碎，且能够实现在开坑的过程中向凹坑的底部通入水和化肥的溶液，

保证了土壤中的水分；

[0007] S3：在S2中的茶叶苗种植设备开凿凹坑的过程中，向茶叶苗种植设备的旋转筒内

通入氧气；旋转筒内的氧气能够沿着旋转筒的内部空腔进入凹坑的最深处，保证了凹坑内

的土壤的氧气含量，进而改善了茶叶苗根部的呼吸性；

[0008] S4：在S3中的茶叶苗种植设备完成凹坑的开凿后，向茶叶苗种植设备的旋转筒内

混入生根粉，生根粉在氧气的带动下，均匀分布在凹坑的土壤中，进而加速了茶叶苗的根部

的发育；

[0009] S5：在S4中茶叶苗种植设备的旋转筒上方安装自动封土的毛刷，毛刷能够实现轻

轻地将土壤覆盖在茶叶苗根部的上方，提高了封土后茶叶苗根部的透气性；

[0010] 其中，所述的茶叶苗种植设备包括壳体、传送筒、旋转筒、拨动板、冷却筒、电机、驱

动齿轮、齿圈、气缸、输送模块，所述壳体的顶板上设有传送筒；所述传送筒下端的圆柱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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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连接在壳体的顶板上，传送筒的左侧设有输送模块；所述输送模块用于将茶叶苗输送到

传送筒内；所述传送筒的下端固定连接冷却筒的上端；所述冷却筒的下端外壁与旋转筒的

内壁接触配合，冷却筒的上端设置蓄水腔，冷却筒的蓄水腔的下端设置出水孔，冷却筒下端

的出水孔设置在冷却筒的圆柱面上；所述旋转筒的上端外壁上固定连接齿圈；所述齿圈与

驱动齿轮啮合传动；所述驱动齿轮固定连接在电机的转轴端头；所述电机通过安装座固定

连接在壳体的右侧内壁上；所述齿圈的下方均匀设置一组气缸；所述气缸的缸体固定连接

在壳体的底板上，气缸的缸杆端头设置成球面，气缸缸杆端头与齿圈的下端面接触配合；所

述旋转筒中部的外壁与壳体底板上的安装孔内壁接触配合，旋转筒下端的外壁上设置螺旋

板，旋转筒的下端均匀设有一组拨动板；所述拨动板上端铰接在旋转筒的下端端部，拨动板

的上端设置矩形凸起，拨动板的矩形凸起与旋转筒下端的矩形槽侧壁之间设有弹簧；使用

时，电机带动驱动齿轮转动，驱动齿轮通过与齿圈啮合实现带动旋转筒转动，进而旋转筒下

端的螺旋板在地面上旋转出凹坑，在旋转筒旋转的过程中，冷却筒上端蓄水腔内的水沿着

出水孔流淌到凹坑内，一方面将旋转筒与土壤摩擦产生的热量带走，另一方面给土壤进行

湿润，进而方便旋转筒上的螺旋板的开垦，同时湿润后的土壤更利于茶叶苗的生长；当开凿

的深度达到标准后，电机停止转动，控制器控制输送模块将茶叶苗传送到传送筒内，茶叶苗

沿传送筒进入冷却筒的底端，主设备带动壳体向上移动，同时控制器控制气缸顶出缸杆，进

而缸杆推动齿圈向上移动，齿圈带动旋转筒向上移动，进而旋转筒内的冷却筒的下端挤压

拨动板，拨动板摆动，进而茶叶苗从拨动板之间穿过后掉进凹坑内，旋转筒下端离开凹坑

后，凹坑内的土壤自动滑落下去将茶叶苗的根部覆盖，进而实现茶叶苗的自动化种植，提高

了茶叶苗的种植效率，同时减轻了茶农的劳动强度。

[0011] 优选的，所述驱动齿轮的下方设有凸轮；所述凸轮固定连接在电机的转轴上，凸轮

的右侧设有一号气囊；所述一号气囊固定连接在壳体的右侧内壁上，一号气囊通过气管依

次连接单向阀、储气罐、电磁阀、气缸缸体；使用时，电机带动下方的凸轮转动，凸轮不断的

挤压右侧的一号气囊，一号气囊将压缩的气体储存在储气罐中，当开凿的深度达到标准后，

控制器控制电磁阀打开，电磁阀控制气缸的缸杆顶伸，进而减少的设备中能源的投入，进而

实现节省大量的能源。

[0012] 优选的，所述旋转筒的上方设有二号气囊；所述二号气囊的下端固定连接在旋转

筒的上端端面上，二号气囊的上端表面与冷却筒的外壁接触，二号气囊的左侧设有摆动板；

所述摆动板的中部铰接在冷却筒的外壁上，摆动板的上端通过弹簧与冷却筒的外壁连接，

摆动板的下端滑动连接在挡板右端的腰形孔内；所述挡板的左端滑动连接在冷却筒上的滑

槽内；使用时，气缸推动齿圈向上移动，进而带动旋转筒向上移动，旋转筒挤压上方的二号

气囊，二号气囊被压缩后横向尺寸增大，进而二号气囊挤压摆动板，摆动板绕铰接处进行摆

动，进而摆动板的下端拉动挡板向右移动，进而实现将冷却筒的出水孔打开，出水孔内的水

对旋转筒的外壁进行冷却和对土壤进行湿润；在开肯完凹坑后才将出水孔打开，避免了水

资源的浪费，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率。

[0013] 优选的，所述冷却筒上端的蓄水腔内设有一组搅动杆；所述搅动杆转动连接在蓄

水腔底板上的安装孔内，搅动杆的上端圆柱面上交错设置一组扇叶，搅拌杆的下端端头固

定连接二号磁铁上端的端面上；所述齿圈的上端面上设置一组一号磁铁；所述一号磁铁下

端面固定连接在齿圈的上端面上，一号磁铁设置在二号磁铁的右侧下方；使用时，电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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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齿轮带动齿圈转动，进而齿圈带动一号磁铁转动，又因为一号磁铁设置在二号磁铁的

右下方，因此能够实现一号磁铁对二号磁铁右侧进行间断性吸引，二号磁铁受到间断性的

切向吸引力，进而实现二号磁铁带动搅动杆转动，搅动杆上端的扇叶对蓄水腔内的水和化

肥的溶液进行搅拌，使其实现均匀的混合。

[0014] 优选的，所述旋转筒的下端圆柱面上设置一组横杆；所述横杆穿插设置在旋转筒

上的螺旋板之间；使用时，旋转筒通过螺旋板对土壤进行开垦，螺旋板之间的横杆能够实现

对开垦后的土壤进行粉碎，使得凹坑内的土壤更加松软，使得土壤更加有利于茶叶苗的生

长。

[0015] 优选的，所述输送模块包括固定板、导向板、弹性波纹板、磁性软杆、磁性圆盘，所

述传送筒的的左侧设有导向板；所述导向板通过上下端面上的连接轴固定连接在固定板

上；所述固定板的左端固定连接在传送筒的圆柱面上；所述导向板的表面设有弹性波纹板；

所述弹性波纹板的内侧表面能够沿导向板的外表面滑动，弹性波纹板的内侧表面上设有一

组磁性软杆；所述磁性软杆一端固定连接在弹性波纹板的内侧表面；所述传送筒的下端内

壁上固定连接磁性圆盘；所述磁性圆盘中部设置圆柱孔；使用时，弹性波纹板的内侧表面沿

导向板的表面滑动，弹性波纹板内侧表面的磁性软杆在不受磁性影响的情况下处于伸直状

态，进而实现将茶叶苗挤压在导向板的表面，实现弹性波纹板带动茶叶苗向右移动，当弹性

波纹板移动到传送筒内时，传送筒下端的磁性圆盘吸引弹性波纹板内侧表面的磁性软杆，

使得磁性软杆向下倾斜，进而茶叶苗失去了磁性软杆的挤压力，因此实现茶叶苗自动掉进

冷却筒的底端；一方面磁性软杆能够有效的对茶叶苗进行夹紧，另一方面通过磁性圆盘能

够有效、快速地将茶叶苗从弹性波纹板上取下，极大的提高了设备的工作效率。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7] 1.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提高茶叶苗存活率的方法，该方法中的茶叶苗种植设备通过

在传送筒的下端固定连接冷却筒的上端，冷却筒的下端外壁与旋转筒的内壁接触配合，冷

却筒的上端设置蓄水腔，冷却筒的蓄水腔的下端设置出水孔，冷却筒下端的出水孔设置在

冷却筒的圆柱面上，旋转筒的下端均匀设有一组拨动板，冷却筒上端蓄水腔内的水沿着出

水孔流淌到凹坑内，一方面将旋转筒与土壤摩擦产生的热量带走，另一方面给土壤进行湿

润，进而方便旋转筒上的螺旋板的开垦，同时湿润后的土壤更利于茶叶苗的生长；通过在传

送筒的左侧设有输送模块，实现茶叶苗的自动化种植，提高了茶叶苗的种植效率，同时减轻

了茶农的劳动强度。

[0018] 2.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提高茶叶苗存活率的方法，该方法中的茶叶苗种植设备通过

在冷却筒上端的蓄水腔内设有一组搅动杆，搅拌杆的下端端头固定连接二号磁铁上端的端

面上，齿圈的上端面上设置一组一号磁铁，一号磁铁设置在二号磁铁的右侧下方，实现一号

磁铁对二号磁铁右侧进行间断性吸引，二号磁铁受到间断性的切向吸引力，进而实现二号

磁铁带动搅动杆转动，搅动杆上端的扇叶对蓄水腔内的水和化肥的溶液进行搅拌，使其实

现均匀的混合。

[0019] 3.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提高茶叶苗存活率的方法，该方法中的茶叶苗种植设备通过

在导向板的表面设有弹性波纹板，弹性波纹板的内侧表面上设有一组磁性软杆，传送筒的

下端内壁上固定连接磁性圆盘，实现茶叶苗自动掉进冷却筒的底端，一方面磁性软杆能够

有效的对茶叶苗进行夹紧，另一方面通过磁性圆盘能够有效、快速地将茶叶苗从弹性波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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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取下，极大的提高了设备的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方法的流程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中茶叶苗种植设备的主视图；

[0023] 图3是图2中A-A处的剖视图；

[0024] 图4是图2中B处的放大图；

[0025] 图5是图2中C处的放大图；

[0026] 图中：壳体1、传送筒2、旋转筒3、螺旋板31、二号气囊32、摆动板33、挡板34、横杆

35、拨动板4、冷却筒5、蓄水腔51、出水孔52、搅动杆53、二号磁铁54、一号磁铁55、驱动齿轮

6、凸轮61、一号气囊62、齿圈7、气缸8、输送模块9、固定板91、导向板92、弹性波纹板93、磁性

软杆94、磁性圆盘95、电机10。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8] 如图1至图5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提高茶叶苗存活率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

[0029] S1：在茶叶苗种植设备的上端安装振动装置，使得茶叶苗种植设备在开凿凹坑时，

能够使凹坑内的土壤不断的抖动，进而实现将凹坑内的土壤进行粉碎，使得土壤更加松软，

进而增加了茶叶苗根部的透气性；

[0030] S2：使用S1中的茶叶苗种植设备进行自动化种植茶叶苗，茶叶苗种植设备能够将

凹坑内的土壤进行粉碎，且能够实现在开坑的过程中向凹坑的底部通入水和化肥的溶液，

保证了土壤中的水分；

[0031] S3：在S2中的茶叶苗种植设备开凿凹坑的过程中，向茶叶苗种植设备的旋转筒内

通入氧气；旋转筒内的氧气能够沿着旋转筒的内部空腔进入凹坑的最深处，保证了凹坑内

的土壤的氧气含量，进而改善了茶叶苗根部的呼吸性；

[0032] S4：在S3中的茶叶苗种植设备完成凹坑的开凿后，向茶叶苗种植设备的旋转筒内

混入生根粉，生根粉在氧气的带动下，均匀分布在凹坑的土壤中，进而加速了茶叶苗的根部

的发育；

[0033] S5：在S4中茶叶苗种植设备的旋转筒上方安装自动封土的毛刷，毛刷能够实现轻

轻地将土壤覆盖在茶叶苗根部的上方，提高了封土后茶叶苗根部的透气性；

[0034] 其中，所述的茶叶苗种植设备包括壳体1、传送筒2、旋转筒3、拨动板4、冷却筒5、电

机10、驱动齿轮6、齿圈7、气缸8、输送模块9，所述壳体1的顶板上设有传送筒2；所述传送筒2

下端的圆柱面固定连接在壳体1的顶板上，传送筒2的左侧设有输送模块9；所述输送模块9

用于将茶叶苗输送到传送筒2内；所述传送筒2的下端固定连接冷却筒5的上端；所述冷却筒

5的下端外壁与旋转筒3的内壁接触配合，冷却筒5的上端设置蓄水腔51，冷却筒5的蓄水腔

51的下端设置出水孔52，冷却筒5下端的出水孔52设置在冷却筒5的圆柱面上；所述旋转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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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端外壁上固定连接齿圈7；所述齿圈7与驱动齿轮6啮合传动；所述驱动齿轮6固定连接

在电机10的转轴端头；所述电机10通过安装座固定连接在壳体1的右侧内壁上；所述齿圈7

的下方均匀设置一组气缸8；所述气缸8的缸体固定连接在壳体1的底板上，气缸8的缸杆端

头设置成球面，气缸8缸杆端头与齿圈7的下端面接触配合；所述旋转筒3中部的外壁与壳体

1底板上的安装孔内壁接触配合，旋转筒3下端的外壁上设置螺旋板31，旋转筒3的下端均匀

设有一组拨动板4；所述拨动板4上端铰接在旋转筒3的下端端部，拨动板4的上端设置矩形

凸起，拨动板4的矩形凸起与旋转筒3下端的矩形槽侧壁之间设有弹簧；使用时，电机10带动

驱动齿轮6转动，驱动齿轮6通过与齿圈7啮合实现带动旋转筒3转动，进而旋转筒3下端的螺

旋板31在地面上旋转出凹坑，在旋转筒3旋转的过程中，冷却筒5上端蓄水腔51内的水沿着

出水孔52流淌到凹坑内，一方面将旋转筒3与土壤摩擦产生的热量带走，另一方面给土壤进

行湿润，进而方便旋转筒3上的螺旋板31的开垦，同时湿润后的土壤更利于茶叶苗的生长；

当开凿的深度达到标准后，电机10停止转动，控制器控制输送模块9将茶叶苗传送到传送筒

2内，茶叶苗沿传送筒2进入冷却筒5的底端，主设备带动壳体1向上移动，同时控制器控制气

缸8顶出缸杆，进而缸杆推动齿圈7向上移动，齿圈7带动旋转筒3向上移动，进而旋转筒3内

的冷却筒5的下端挤压拨动板4，拨动板4摆动，进而茶叶苗从拨动板4之间穿过后掉进凹坑

内，旋转筒3下端离开凹坑后，凹坑内的土壤自动滑落下去将茶叶苗的根部覆盖，进而实现

茶叶苗的自动化种植，提高了茶叶苗的种植效率，同时减轻了茶农的劳动强度。

[003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案，所述驱动齿轮6的下方设有凸轮61；所述凸轮61固定

连接在电机10的转轴上，凸轮61的右侧设有一号气囊62；所述一号气囊62固定连接在壳体1

的右侧内壁上，一号气囊62通过气管依次连接单向阀、储气罐、电磁阀、气缸8缸体；使用时，

电机10带动下方的凸轮61转动，凸轮61不断的挤压右侧的一号气囊62，一号气囊62将压缩

的气体储存在储气罐中，当开凿的深度达到标准后，控制器控制电磁阀打开，电磁阀控制气

缸8的缸杆顶伸，进而减少的设备中能源的投入，进而实现节省大量的能源。

[003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案，所述旋转筒3的上方设有二号气囊32；所述二号气囊

32的下端固定连接在旋转筒3的上端端面上，二号气囊32的上端表面与冷却筒5的外壁接

触，二号气囊32的左侧设有摆动板33；所述摆动板33的中部铰接在冷却筒5的外壁上，摆动

板33的上端通过弹簧与冷却筒5的外壁连接，摆动板33的下端滑动连接在挡板34右端的腰

形孔内；所述挡板34的左端滑动连接在冷却筒5上的滑槽内；使用时，气缸8推动齿圈7向上

移动，进而带动旋转筒3向上移动，旋转筒3挤压上方的二号气囊32，二号气囊32被压缩后横

向尺寸增大，进而二号气囊32挤压摆动板33，摆动板33绕铰接处进行摆动，进而摆动板33的

下端拉动挡板34向右移动，进而实现将冷却筒5的出水孔52打开，出水孔52内的水对旋转筒

3的外壁进行冷却和对土壤进行湿润；在开肯完凹坑后才将出水孔52打开，避免了水资源的

浪费，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率。

[003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案，所述冷却筒5上端的蓄水腔51内设有一组搅动杆53；

所述搅动杆53转动连接在蓄水腔51底板上的安装孔内，搅动杆53的上端圆柱面上交错设置

一组扇叶，搅拌杆的下端端头固定连接二号磁铁54上端的端面上；所述齿圈7的上端面上设

置一组一号磁铁55；所述一号磁铁55下端面固定连接在齿圈7的上端面上，一号磁铁55设置

在二号磁铁54的右侧下方；使用时，电机10通过驱动齿轮6带动齿圈7转动，进而齿圈7带动

一号磁铁55转动，又因为一号磁铁55设置在二号磁铁54的右下方，因此能够实现一号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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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对二号磁铁54右侧进行间断性吸引，二号磁铁54受到间断性的切向吸引力，进而实现二

号磁铁54带动搅动杆53转动，搅动杆53上端的扇叶对蓄水腔51内的水和化肥的溶液进行搅

拌，使其实现均匀的混合。

[003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案，所述旋转筒3的下端圆柱面上设置一组横杆35；所述

横杆35穿插设置在旋转筒3上的螺旋板31之间；使用时，旋转筒3通过螺旋板31对土壤进行

开垦，螺旋板31之间的横杆35能够实现对开垦后的土壤进行粉碎，使得凹坑内的土壤更加

松软，使得土壤更加有利于茶叶苗的生长。

[003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案，所述输送模块9包括固定板91、导向板92、弹性波纹

板93、磁性软杆94、磁性圆盘95，所述传送筒2的的左侧设有导向板92；所述导向板92通过上

下端面上的连接轴固定连接在固定板91上；所述固定板91的左端固定连接在传送筒2的圆

柱面上；所述导向板92的表面设有弹性波纹板93；所述弹性波纹板93的内侧表面能够沿导

向板92的外表面滑动，弹性波纹板93的内侧表面上设有一组磁性软杆94；所述磁性软杆94

一端固定连接在弹性波纹板93的内侧表面；所述传送筒2的下端内壁上固定连接磁性圆盘

95；所述磁性圆盘95中部设置圆柱孔；使用时，弹性波纹板93的内侧表面沿导向板92的表面

滑动，弹性波纹板93内侧表面的磁性软杆94在不受磁性影响的情况下处于伸直状态，进而

实现将茶叶苗挤压在导向板92的表面，实现弹性波纹板93带动茶叶苗向右移动，当弹性波

纹板93移动到传送筒2内时，传送筒2下端的磁性圆盘95吸引弹性波纹板93内侧表面的磁性

软杆94，使得磁性软杆94向下倾斜，进而茶叶苗失去了磁性软杆94的挤压力，因此实现茶叶

苗自动掉进冷却筒5的底端；一方面磁性软杆94能够有效的对茶叶苗进行夹紧，另一方面通

过磁性圆盘95能够有效、快速地将茶叶苗从弹性波纹板93上取下，极大的提高了设备的工

作效率。

[0040] 使用时，电机10带动驱动齿轮6转动，驱动齿轮6通过与齿圈7啮合实现带动旋转筒

3转动，进而旋转筒3下端的螺旋板31在地面上旋转出凹坑，同时齿圈7带动一号磁铁55转

动，又因为一号磁铁55设置在二号磁铁54的右下方，因此能够实现一号磁铁55对二号磁铁

54右侧进行间断性吸引，二号磁铁54受到间断性的切向吸引力，进而实现二号磁铁54带动

搅动杆53转动，搅动杆53上端的扇叶对蓄水腔51内的水和化肥的溶液进行搅拌，使其实现

均匀的混合；同时电机10带动下方的凸轮61转动，凸轮61不断的挤压右侧的一号气囊62，一

号气囊62将压缩的气体储存在储气罐中；在旋转筒3旋转的过程中，冷却筒5上端蓄水腔51

内的水沿着出水孔52流淌到凹坑内，一方面将旋转筒3与土壤摩擦产生的热量带走，另一方

面给土壤进行湿润，进而方便旋转筒3上的螺旋板31的开垦，同时湿润后的土壤更利于茶叶

苗的生长；当开凿的深度达到标准后，电机10停止转动，控制器控制输送模块9将茶叶苗传

送到传送筒2内，弹性波纹板93的内侧表面沿导向板92的表面滑动，弹性波纹板93内侧表面

的磁性软杆94在不受磁性影响的情况下处于伸直状态，进而实现将茶叶苗挤压在导向板92

的表面，实现弹性波纹板93带动茶叶苗向右移动，当弹性波纹板93移动到传送筒2内时，传

送筒2下端的磁性圆盘95吸引弹性波纹板93内侧表面的磁性软杆94，使得磁性软杆94向下

倾斜，进而茶叶苗失去了磁性软杆94的挤压力，因此实现茶叶苗自动掉进冷却筒5的底端，

随后，主设备带动壳体1向上移动，同时控制器控制电磁阀打开，电磁阀控制气缸8的缸杆顶

伸，进而缸杆推动齿圈7向上移动，齿圈7带动旋转筒3向上移动，旋转筒3挤压上方的二号气

囊32，二号气囊32被压缩后横向尺寸增大，进而二号气囊32挤压摆动板33，摆动板33绕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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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进行摆动，进而摆动板33的下端拉动挡板34向右移动，进而实现将冷却筒5的出水孔52打

开，出水孔52内的水对旋转筒3的外壁进行冷却和对土壤进行湿润；同时旋转筒3内的冷却

筒5的下端挤压拨动板4，拨动板4摆动，进而茶叶苗从拨动板4之间穿过后掉进凹坑内，旋转

筒3下端离开凹坑后，凹坑内的土壤自动滑落下去将茶叶苗的根部覆盖，进而实现茶叶苗的

自动化种植，提高了茶叶苗的种植效率，同时减轻了茶农的劳动强度。

[0041]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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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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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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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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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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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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