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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猕猴桃种植技术领域，尤其为一

种猕猴桃种植用土壤改良剂制备装置，包括主体

装置、上料装置、粉碎装置和筛选装置，所述主体

装置的一端固定连接有上料装置，所述上料装置

的下侧设置有粉碎装置，且粉碎装置的与主体装

置固定连接，所述粉碎装置的下侧设置有筛选装

置，本发明中，通过设置的粉碎箱、粉碎辊、粉碎

环和导向块等，可以根据对硫磺颗粒大小的需要

调节粉碎辊与粉碎环之间的距离，提高粉碎装置

的适用性，满足不同颗粒大小的需求，通过设置

的吸风机、筛网、固定板和推杆等，可以通过筛网

的作用实现对粉碎后的硫磺颗粒的筛选，防止有

不合格的硫磺颗粒出现，提高硫磺颗粒的质量，

且可以对不合格的硫磺颗粒进行多次的循环粉

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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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猕猴桃种植用土壤改良剂制备装置，包括主体装置(1)、上料装置(2)、粉碎装置

(3)和筛选装置(4)，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装置(1)的一端固定连接有上料装置(2)，所述上

料装置(2)的下侧设置有粉碎装置(3)，且粉碎装置(3)的与主体装置(1)固定连接，所述粉

碎装置(3)的下侧设置有筛选装置(4)，且筛选装置(4)与主体装置(1)固定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猕猴桃种植用土壤改良剂制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

体装置(1)包括主体框(101)、控制柜(102)、门板(103)和把手(104)，所述上料装置(2)的一

端固定连接有主体框(101)，所述主体框(101)的左端固定连接有控制柜(102)，所述主体框

(101)的前端铰链连接有门板(103)，所述门板(103)的前端固定连接有把手(10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猕猴桃种植用土壤改良剂制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

料装置(2)包括第一挡板(201)、备料箱(202)、第一电动伸缩杆(203)、上料箱(204)、称重传

感器(205)、第二电动伸缩杆(206)、限位开关(207)、支撑板(208)、限位板(209)和第一电机

(210)，所述主体装置(1)的顶端内侧固定连接有备料箱(202)，所述备料箱(202)的底端内

侧固定连接有第一电动伸缩杆(203)，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203)的右端固定连接有第一挡

板(201)，所述主体装置(1)的右端内侧固定连接有支撑板(208)，所述支撑板(208)的顶端

铰链连接有上料箱(204)，所述上料箱(204)底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称重传感器(205)，所述上

料箱(204)的后端左侧固定连接有电机(210)，所述第一电机(210)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

限位板(209)，所述支撑板(208)的顶端铰链连接有第二电动伸缩杆(206)，且第二电动伸缩

杆(206)与上料箱(204)铰链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猕猴桃种植用土壤改良剂制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

撑板(208)的顶端固定连接有限开关(207)，且限位开关(207)设置在上料箱(204)的下侧。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猕猴桃种植用土壤改良剂制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粉

碎装置(3)、粉碎箱(301)、粉碎辊(302)、第三电动伸缩杆(303)、底板(304)、第二电机

(305)、螺杆(306)、第二挡板(307)、第三电机(308)、粉碎环(309)、导向块(310)和调节块

(311)，所述主体装置(1)的内侧固定连接有底板(304)，所述底板(304)的内侧固定连接有

粉碎箱(301)，所述粉碎箱(301)的后端固定连接有第三电机(308)，所述第三电机(308)的

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粉碎辊(302)，且粉碎辊(302)与粉碎箱(301)转动连接，所述粉碎箱

(301)的底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三电动伸缩杆(303)，所述第三电动伸缩杆(303)的主轴末

端固定连接有第二挡板(307)，所述主体装置(1)的右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二电机(305)，所

述第二电机(305)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螺杆(306)。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猕猴桃种植用土壤改良剂制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螺

杆(306)的外侧设置有调节块(311)，且调节块(311)的内侧设置有螺纹，且调节块(311)通

过螺纹螺杆(306)转动连接，且调节块(311)与粉碎箱(301)滑动连接，所述调节块(311)的

左端固定连接有粉碎环(309)。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猕猴桃种植用土壤改良剂制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筛

选装置(4)包括吸风机(401)、吸风罩(402)、第一收集箱(403)、连接杆(404)、筛网(405)、第

二收集箱(406)、第四电机(407)、曲轴(408)、固定板(409)和推杆(410)，所述筛选装置(4)

的底端固定连接有连接杆(404)和固定板(409)，所述连接杆(404)的底端转动连接有筛网

(405)，位于右侧的所述固定板(409)的内侧固定连接有第四电机(407)，所述第四电机

(407)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曲轴(408)，所述曲轴(408)的外侧转动连接有推杆(410)，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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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杆(410)与筛网(405)铰链连接，所述筛网(405)的下方设置有第二收集箱(406)，所述第

二收集箱(406)的右端设置有第一收集箱(403)。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猕猴桃种植用土壤改良剂制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

体装置(1)的左端内侧固定连接有风机(401)，且风机(401)的进口端与第一收集箱(403)连

通，且风机(401)的另一端设置在粉碎装置(3)的上方，所述风机(401)的进口端连通有吸风

罩(402)。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9894204 A

3



一种猕猴桃种植用土壤改良剂制备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猕猴桃种植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猕猴桃种植用土壤改良剂制备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猕猴桃，也称狐狸桃、藤梨、羊桃、木子、毛木果、奇异果、麻藤果等，果形一般为椭

圆状，外观呈绿褐色，表皮覆盖浓密绒毛，不可食用，其内是呈亮绿色的果肉和一排黑色的

种子，因猕猴喜食，故名猕猴桃，亦有说法是因为果皮覆毛，貌似猕猴而得名，是一种品质鲜

嫩，营养丰富，风味鲜美的水果，因为猕猴桃需要在酸性的土壤中种植，在猕猴桃种植前需

要使用土壤改良剂对土地的酸碱度进行调试，因此，对一种猕猴桃种植用土壤改良剂制备

装置的需求日益增长。

[0003] 目前在对猕猴桃种植的土地进行酸碱度调节时，一般都是往地里面撒上硫磺颗

粒，通过硫磺颗粒的作用使土地呈酸性，目前在对硫磺粒进行生产时一般都是通过打磨粉

碎的方式，由于不能进行定量的上料，上料多时会导致粉碎装置的负载过大，容易造成机械

损坏，上料过少时造成工作效率降低，且一般的粉碎装置不能根据硫磺颗粒的大小对粉碎

装置的调整，且一般的粉碎装置也不具备筛选的功能，不能保证硫磺颗粒的质量，因此，针

对上述问题提出一种猕猴桃种植用土壤改良剂制备装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猕猴桃种植用土壤改良剂制备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

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猕猴桃种植用土壤改良剂制备装置，包括主体装置、上料装置、粉碎装置和筛

选装置，所述主体装置的一端固定连接有上料装置，所述上料装置的下侧设置有粉碎装置，

且粉碎装置的与主体装置固定连接，所述粉碎装置的下侧设置有筛选装置，且筛选装置与

主体装置固定连接。

[0007] 优选的，所述主体装置包括主体框、控制柜、门板和把手，所述上料装置的一端固

定连接有主体框，所述主体框的左端固定连接有控制柜，所述主体框的前端铰链连接有门

板，所述门板的前端固定连接有把手。

[0008] 优选的，所述上料装置包括第一挡板、备料箱、第一电动伸缩杆、上料箱、称重传感

器、第二电动伸缩杆、限位开关、支撑板、限位板和第一电机，所述主体装置的顶端内侧固定

连接有备料箱，所述备料箱的底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一电动伸缩杆，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

的右端固定连接有第一挡板，所述主体装置的右端内侧固定连接有支撑板，所述支撑板的

顶端铰链连接有上料箱，所述上料箱底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称重传感器，所述上料箱的后端

左侧固定连接有电机，所述第一电机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限位板，所述支撑板的顶端铰

链连接有第二电动伸缩杆，且第二电动伸缩杆与上料箱铰链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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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的，所述支撑板的顶端固定连接有限开关，且限位开关设置在上料箱的下侧。

[0010] 优选的，所述粉碎装置、粉碎箱、粉碎辊、第三电动伸缩杆、底板、第二电机、螺杆、

第二挡板、第三电机、粉碎环、导向块和调节块，所述主体装置的内侧固定连接有底板，所述

底板的内侧固定连接有粉碎箱，所述粉碎箱的后端固定连接有第三电机，所述第三电机的

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粉碎辊，且粉碎辊与粉碎箱转动连接，所述粉碎箱的底端内侧固定连

接有第三电动伸缩杆，所述第三电动伸缩杆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第二挡板，所述主体装

置的右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二电机，所述第二电机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螺杆。

[0011] 优选的，所述螺杆的外侧设置有调节块，且调节块的内侧设置有螺纹，且调节块通

过螺纹螺杆转动连接，且调节块与粉碎箱滑动连接，所述调节块的左端固定连接有粉碎环。

[0012] 优选的，所述筛选装置包括吸风机、吸风罩、第一收集箱、连接杆、筛网、第二收集

箱、第四电机、曲轴、固定板和推杆，所述筛选装置的底端固定连接有连接杆和固定板，所述

连接杆的底端转动连接有筛网，位于右侧的所述固定板的内侧固定连接有第四电机，所述

第四电机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曲轴，所述曲轴的外侧转动连接有推杆，且推杆与筛网铰

链连接，所述筛网的下方设置有第二收集箱，所述第二收集箱的右端设置有第一收集箱。

[0013] 优选的，所述主体装置的左端内侧固定连接有风机，且风机的进口端与第一收集

箱连通，且风机的另一端设置在粉碎装置的上方，所述风机的进口端连通有吸风罩。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5] 1、本发明中，通过设置的第一挡板、备料箱、上料箱、称重传感器和第一电机等，可

以通过上料箱的作用实现定量上料，防止上料过多时导致粉碎装置的负载过大，造成机械

的损坏，上料过少时造成工作效率降低，提高粉碎的效率以及延长机械的使用寿命。

[0016] 2、本发明中，通过设置的粉碎箱、粉碎辊、螺杆、第二挡板、第三电机、粉碎环和导

向块等，可以根据对硫磺颗粒大小的需要调节粉碎辊与粉碎环之间的距离，提高粉碎装置

的适用性，满足不同颗粒大小的需求。

[0017] 3、本发明中，通过设置的吸风机、筛网、第二收集箱、曲轴、固定板和推杆等，可以

通过筛网的作用实现对粉碎后的硫磺颗粒的筛选，防止有不合格的硫磺颗粒出现，提高硫

磺颗粒的质量，且可以对不合格的硫磺颗粒进行多次的循环粉碎。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总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图1的A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图1的B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图1的C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第三电机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门板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1-主体装置、101-主体框、102-控制柜、103-门板、104-把手、2-上料装置、

201-第一挡板、202-备料箱、203-第一电动伸缩杆、204-上料箱、205-称重传感器、206-第二

电动伸缩杆、207-限位开关、208-支撑板、209-限位板、210-第一电机、3-粉碎装置、301-粉

碎箱、302-粉碎辊、303-第三电动伸缩杆、304-底板、305-第二电机、306-螺杆、307-第二挡

板、308-第三电机、309-粉碎环、310-导向块、311-调节块、4-筛选装置、401-吸风机、402-吸

说　明　书 2/6 页

5

CN 109894204 A

5



风罩、403-第一收集箱、404-连接杆、405-筛网、406-第二收集箱、407-第四电机、408-曲轴、

409-固定板、410-推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实施例1：

[0026] 请参阅图1-6，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

[0027] 一种猕猴桃种植用土壤改良剂制备装置，包括主体装置1、上料装置2、粉碎装置3

和筛选装置4，主体装置1的一端固定连接有上料装置2，上料装置2的下侧设置有粉碎装置

3，且粉碎装置3的与主体装置1固定连接，粉碎装置3的下侧设置有筛选装置4，且筛选装置4

与主体装置1固定连接，主体装置1包括主体框101、控制柜102、门板103和把手104，上料装

置2的一端固定连接有主体框101，主体框101的左端固定连接有控制柜102，主体框101的前

端铰链连接有门板103，门板103的前端固定连接有把手104，上料装置2包括第一挡板201、

备料箱202、第一电动伸缩杆203、上料箱204、称重传感器205、第二电动伸缩杆206、限位开

关207、支撑板208、限位板209和第一电机210，主体装置1的顶端内侧固定连接有备料箱

202，备料箱202的底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一电动伸缩杆203，第一电动伸缩杆203的右端固

定连接有第一挡板201，主体装置1的右端内侧固定连接有支撑板208，支撑板208的顶端铰

链连接有上料箱204，上料箱204底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称重传感器205，上料箱204的后端左

侧固定连接有电机210，第一电机210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限位板209，支撑板208的顶端

铰链连接有第二电动伸缩杆206，且第二电动伸缩杆206与上料箱204铰链连接，支撑板208

的顶端固定连接有限开关207，且限位开关207设置在上料箱204的下侧，可以通过限位开关

207的作用保证上料箱204在对物料进行称重时始终处于水平的状态，粉碎装置3、粉碎箱

301、粉碎辊302、第三电动伸缩杆303、底板304、第二电机305、螺杆306、第二挡板307、第三

电机308、粉碎环309、导向块310和调节块311，主体装置1的内侧固定连接有底板304，底板

304的内侧固定连接有粉碎箱301，粉碎箱301的后端固定连接有第三电机308，第三电机308

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粉碎辊302，且粉碎辊302与粉碎箱301转动连接，粉碎箱301的底端

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三电动伸缩杆303，第三电动伸缩杆303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第二挡板

307，主体装置1的右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二电机305，第二电机305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

螺杆306，螺杆306的外侧设置有调节块311，且调节块311的内侧设置有螺纹，且调节块311

通过螺纹螺杆306转动连接，且调节块311与粉碎箱301滑动连接，调节块311的左端固定连

接有粉碎环309，可以通过调节块311的作用对粉碎环309的位置进行调节，筛选装置4包括

吸风机401、吸风罩402、第一收集箱403、连接杆404、筛网405、第二收集箱406、第四电机

407、曲轴408、固定板409和推杆410，筛选装置4的底端固定连接有连接杆404和固定板409，

连接杆404的底端转动连接有筛网405，位于右侧的固定板409的内侧固定连接有第四电机

407，第四电机407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曲轴408，曲轴408的外侧转动连接有推杆410，且

推杆410与筛网405铰链连接，筛网405的下方设置有第二收集箱406，第二收集箱406的右端

设置有第一收集箱403，主体装置1的左端内侧固定连接有风机401，且风机401的进口端与

第一收集箱403连通，且风机401的另一端设置在粉碎装置3的上方，风机401的进口端连通

有吸风罩402，可以通过风机401的作用把不合格的硫磺颗粒输送到粉碎装置3的内侧重新

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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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控制柜102的型号为SDTH控制柜，第一电动伸缩杆203、第二电动伸缩杆206和第三

电动伸缩杆303的型号均为Y1-160M1-8电机，称重传感器205的型号为ZRN602B称重传感器，

第一电机210、第二电机305、第三电机308和第四电机407的型号均为Y1-160M1-8电机，风机

401的型号为D式9-26型风机。

[0029] 工作流程：本发明在使用之前先通过外接电源进行供电，首先使用者通过把手104

把门板103打开，接着一次往备料箱202中加入足量的硫磺快，然后根据所需硫磺颗粒的大

小调节粉碎辊302和粉碎环309之间的距离，使第二电机205通过螺杆306的作用带动调节块

311与粉碎环309运动，直到粉碎环309处于合适的位置，然后通过控制柜102控制第一电动

伸缩杆203带动第一挡板201往左运动，使备料箱202中的硫磺块落到上料箱204中的称重传

感器205的上面，同时称重传感器205会对硫磺块的重量进行称重，当达到设定的重量范围

时，称重传感器205会把信号传递给控制柜102，接着控制柜102控制第一电动伸缩杆203带

动第一挡板201对备料箱202进行密封，同时控制柜102会控制第二电动伸缩杆206推动上料

箱204绕着支撑板208转动，上料箱204转动的同时控制柜102会控制第一电机210带动限位

板209转动，使上料箱204中的硫磺块落到粉碎箱301中，同时控制柜102控制第三电机308带

动粉碎辊302转动，第三电动伸缩杆303带动第二挡板307往左滑动，接着硫磺块被粉碎辊

302和粉碎环309粉碎，然后落到筛网405的上面，上料箱204中的物料倒完后，上料箱204以

及限位板209复位，限位开关207会保证上料箱204处于水平状态，同时备料箱202的硫磺块

再次落入上料箱204中，当粉碎箱301中的硫磺块粉碎完成后，上料箱204的硫磺块再次倒入

粉碎箱301中，如此往复工作，粉碎后的硫磺颗粒落到筛网405的过程中，控制柜102控制第

四电机407带动曲轴408通过推杆410拉动筛网405上下往复振动，加快筛网405对硫磺颗粒

的筛分，当粉碎后的硫磺颗粒全部为合格的时，合格的硫磺颗粒会全部落到第二收集箱406

中。

[0030] 实施例2：

[0031] 请参阅图1-6，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

[0032] 一种猕猴桃种植用土壤改良剂制备装置，包括主体装置1、上料装置2、粉碎装置3

和筛选装置4，主体装置1的一端固定连接有上料装置2，上料装置2的下侧设置有粉碎装置

3，且粉碎装置3的与主体装置1固定连接，粉碎装置3的下侧设置有筛选装置4，且筛选装置4

与主体装置1固定连接，主体装置1包括主体框101、控制柜102、门板103和把手104，上料装

置2的一端固定连接有主体框101，主体框101的左端固定连接有控制柜102，主体框101的前

端铰链连接有门板103，门板103的前端固定连接有把手104，上料装置2包括第一挡板201、

备料箱202、第一电动伸缩杆203、上料箱204、称重传感器205、第二电动伸缩杆206、限位开

关207、支撑板208、限位板209和第一电机210，主体装置1的顶端内侧固定连接有备料箱

202，备料箱202的底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一电动伸缩杆203，第一电动伸缩杆203的右端固

定连接有第一挡板201，主体装置1的右端内侧固定连接有支撑板208，支撑板208的顶端铰

链连接有上料箱204，上料箱204底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称重传感器205，上料箱204的后端左

侧固定连接有电机210，第一电机210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限位板209，支撑板208的顶端

铰链连接有第二电动伸缩杆206，且第二电动伸缩杆206与上料箱204铰链连接，支撑板208

的顶端固定连接有限开关207，且限位开关207设置在上料箱204的下侧，可以通过限位开关

207的作用保证上料箱204在对物料进行称重时始终处于水平的状态，粉碎装置3、粉碎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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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粉碎辊302、第三电动伸缩杆303、底板304、第二电机305、螺杆306、第二挡板307、第三

电机308、粉碎环309、导向块310和调节块311，主体装置1的内侧固定连接有底板304，底板

304的内侧固定连接有粉碎箱301，粉碎箱301的后端固定连接有第三电机308，第三电机308

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粉碎辊302，且粉碎辊302与粉碎箱301转动连接，粉碎箱301的底端

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三电动伸缩杆303，第三电动伸缩杆303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第二挡板

307，主体装置1的右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二电机305，第二电机305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

螺杆306，螺杆306的外侧设置有调节块311，且调节块311的内侧设置有螺纹，且调节块311

通过螺纹螺杆306转动连接，且调节块311与粉碎箱301滑动连接，调节块311的左端固定连

接有粉碎环309，可以通过调节块311的作用对粉碎环309的位置进行调节，筛选装置4包括

吸风机401、吸风罩402、第一收集箱403、连接杆404、筛网405、第二收集箱406、第四电机

407、曲轴408、固定板409和推杆410，筛选装置4的底端固定连接有连接杆404和固定板409，

连接杆404的底端转动连接有筛网405，位于右侧的固定板409的内侧固定连接有第四电机

407，第四电机407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曲轴408，曲轴408的外侧转动连接有推杆410，且

推杆410与筛网405铰链连接，筛网405的下方设置有第二收集箱406，第二收集箱406的右端

设置有第一收集箱403，主体装置1的左端内侧固定连接有风机401，且风机401的进口端与

第一收集箱403连通，且风机401的另一端设置在粉碎装置3的上方，风机401的进口端连通

有吸风罩402，可以通过风机401的作用把不合格的硫磺颗粒输送到粉碎装置3的内侧重新

粉碎。

[0033] 控制柜102的型号为SDTH控制柜，第一电动伸缩杆203、第二电动伸缩杆206和第三

电动伸缩杆303的型号均为Y1-160M1-8电机，称重传感器205的型号为ZRN602B称重传感器，

第一电机210、第二电机305、第三电机308和第四电机407的型号均为Y1-160M1-8电机，风机

401的型号为D式9-26型风机。

[0034] 工作流程：本发明在使用之前先通过外接电源进行供电，首先使用者通过把手104

把门板103打开，接着一次往备料箱202中加入足量的硫磺快，然后根据所需硫磺颗粒的大

小调节粉碎辊302和粉碎环309之间的距离，使第二电机205通过螺杆306的作用带动调节块

311与粉碎环309运动，直到粉碎环309处于合适的位置，然后通过控制柜102控制第一电动

伸缩杆203带动第一挡板201往左运动，使备料箱202中的硫磺块落到上料箱204中的称重传

感器205的上面，同时称重传感器205会对硫磺块的重量进行称重，当达到设定的重量范围

时，称重传感器205会把信号传递给控制柜102，接着控制柜102控制第一电动伸缩杆203带

动第一挡板201对备料箱202进行密封，同时控制柜102会控制第二电动伸缩杆206推动上料

箱204绕着支撑板208转动，上料箱204转动的同时控制柜102会控制第一电机210带动限位

板209转动，使上料箱204中的硫磺块落到粉碎箱301中，同时控制柜102控制第三电机308带

动粉碎辊302转动，第三电动伸缩杆303带动第二挡板307往左滑动，接着硫磺块被粉碎辊

302和粉碎环309粉碎，然后落到筛网405的上面，上料箱204中的物料倒完后，上料箱204以

及限位板209复位，限位开关207会保证上料箱204处于水平状态，同时备料箱202的硫磺块

再次落入上料箱204中，当粉碎箱301中的硫磺块粉碎完成后，上料箱204的硫磺块再次倒入

粉碎箱301中，如此往复工作，粉碎后的硫磺颗粒落到筛网405的过程中，控制柜102控制第

四电机407带动曲轴408通过推杆410拉动筛网405上下往复振动，加快筛网405对硫磺颗粒

的筛分，当粉碎后的硫磺颗粒有合格的与不合格的时，合格的硫磺颗粒会全部落到第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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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箱406中，不合格的会落到第一收集箱403中，然后控制柜102控制吸风机401通过吸风罩

402把第一收集箱403中的不合格硫磺颗粒输送到粉碎箱301中，进行二次的粉碎。

[0035] 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例的说明

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

当指出，由于文字表达的有限性，而客观上存在无限的具体结构，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润饰或变化，也可以将

上述技术特征以适当的方式进行组合；这些改进润饰、变化或组合，或未经改进将发明的构

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它场合的，均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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