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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土壤改良装置，包括

若干积水桶及若干埋地管，所述埋地管为两端开

口的开口管段或为一端开口、另一端为盲端的盲

管段，所述埋地管的侧壁上均设置有多个进水

孔，各埋地管的开口端均对应有一积水桶，任意

埋地管的开口端均穿过与之对应的积水桶的管

壁并延伸至积水桶的内部，任意埋地管的开口端

上均设置有连接法兰；各埋地管上还连接有与之

内部相通的进气管。该装置可保持土壤改良装置

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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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土壤改良装置，包括若干积水桶(1)及若干埋地管(2)，所述埋地管(2)为两端开

口的开口管段或为一端开口、另一端为盲端的盲管段，所述埋地管(2)的侧壁上均设置有多

个进水孔(3)，各埋地管(2)的开口端均对应有一积水桶(1)，其特征在于，任意埋地管(2)的

开口端均穿过与之对应的积水桶(1)的管壁并延伸至积水桶(1)的内部，任意埋地管(2)的

开口端上均设置有连接法兰(6)；

各埋地管(2)上还连接有与之内部相通的进气管(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土壤改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管(4)上均连接有

截断阀(5)，所述截断阀(5)用于控制进气管(4)的流体流通能力。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土壤改良装置，其特征在于，埋地管(2)的轴线为直线或

折线，在为折线时，所述折线位于同一平面上；所述进气管(4)为直管段，且进气管(4)的轴

线与该进气管(4)相连的埋地管(2)的轴线垂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土壤改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积水桶(1)的侧壁上均

设置有U形槽(7)，所述U形槽(7)的开口端起始于积水桶(1)的上沿，所述埋地管(2)均通过

对应积水桶(1)上的U形槽(7)穿过积水桶(1)的侧壁。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土壤改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埋地管(2)均为塑料管。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土壤改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积水桶(1)呈上端尺寸

大于下端尺寸的锥形。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土壤改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积水桶(1)的侧壁及底

部均设置有连通积水桶(1)内外侧的通孔，所述通孔中还螺纹连接有用于封堵通孔的孔塞。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土壤改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积水桶(1)的内表面及

外表面均为光滑面。

9.根据权利要求4至8中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土壤改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埋地管

(2)为开口管段时，埋地管(2)至少有一端的连接法兰(6)可拆卸连接于埋地管(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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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土壤改良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土壤改良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土壤改良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土壤改良是针对土壤的不良质地和结构，采取相应的物理、生物或化学措施，改善

土壤性状，提高土壤肥力，增加作物产量，以及改善人类生存土壤环境的过程。

[0003] 土壤改良技术主要包括土壤结构改良、盐碱地改良、酸化土壤改良、土壤科学耕作

和治理土壤污染，其中，土壤结构改良可能存在于各地区。

[0004] 广义的土壤结构改良是通过施用天然土壤改良剂(如腐殖酸类、纤维素类、沼渣

等)和人工土壤改良剂(如聚乙烯醇、聚丙烯腈等)来促进土壤团粒的形成，改良土壤结构，

提高肥力和固定表土，保护土壤耕层，防止水土流失。随着社会的发展，如在深基坑施工中、

地铁建设中，可能存在开挖或挖掘出大量粘性土，这些粘性土在后期处理时，可能会根据需

要，用作建筑用砌筑材料，但现目前用作砌筑材料的部分占比较小，多数粘性土壤后期会形

成土堆，用于农作物耕种或作为绿化用地，但这些土壤一般不适合植物生长，甚至出现“橡

胶土”的情况。针对这些土壤，为改善土壤的透水性和透气性，可通过向土壤中添加植物残

体的方式，但此方式处理难度较高，故现目前出现了在这些土堆内设置排水沟、埋设排水

管，以通过尽可能为植物提供更好的土壤环境的方式，通过在土壤上生长的植物，缩短土壤

改良周期。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上述提出的针对：目前出现了在这些土堆内设置排水沟、埋设排水管，以通过

尽可能为植物提供更好的土壤环境的方式，通过在土壤上生长的植物，缩短土壤改良周期

的情况，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土壤改良装置，该装置可保持土壤改良装置的有效性。

[0006]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土壤改良装置通过以下技术要点来解决

问题：一种土壤改良装置，包括若干积水桶及若干埋地管，所述埋地管为两端开口的开口管

段或为一端开口、另一端为盲端的盲管段，所述埋地管的侧壁上均设置有多个进水孔，各埋

地管的开口端均对应有一积水桶，任意埋地管的开口端均穿过与之对应的积水桶的管壁并

延伸至积水桶的内部，任意埋地管的开口端上均设置有连接法兰；

[0007] 各埋地管上还连接有与之内部相通的进气管。

[0008] 本方案在具体运用时，所述埋地管埋设在需要滤水的泥土的下方，积水桶部分或

全部嵌入地下，通过所述进水孔，将土壤中的水体引入埋地管中，并由埋地管将水体汇入积

水桶中，而后，可在如泵的作用下，将积水桶的水体抽出，使得本装置实现对应土壤的滤水，

从而减小对应土壤中水体的含量或地下水的水位，从而使得埋地管上方的土壤更能适应植

物的生长，最终达到缩短土壤概念时间的目的。在具体运用时，可在埋地管的上方铺设一层

滤水层，所述滤水层亦作为本装置的一部分。

[0009] 本方案中，考虑到埋地管在使用时其上进水孔易被泥土堵塞的问题，设置为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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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开口端延伸至积水桶的内部，并在埋地管的开口端上设置连接法兰，同时在埋地管上

设置进气管，在具体运用时，让怀疑埋地管上的进水孔有堵死情况时，可通过所述连接法

兰，在埋地管的开口端上连接用于封堵埋地管端部的封头，而后，通过进气管连接压力气

源，通过向埋地管中引入如压缩空气，可实现进水孔的疏通，完成所述疏通后，拆卸连接法

兰上的封头，使得本装置回复至滤水工作状态。故采用本方案提供的土壤改良装置的结构

设计，可使得土壤改良装置长期处于在有效的状态下。

[0010] 更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

[0011] 为使得各埋地管具有保压功能，以在截断气源后，根据埋地管中的压力变化，判断

进水孔的疏通情况，设置为：所述进气管上均连接有截断阀，所述截断阀用于控制进气管的

流体流通能力。

[0012] 作为一种如通过倾斜安装，避免埋地管中积水的技术方案，同时作为一种便于实

现进气管入口端伸出地面的技术方案，设置为：埋地管的轴线为直线或折线，在为折线时，

所述折线位于同一平面上；所述进气管为直管段，且进气管的轴线与与该进气管相连的埋

地管的轴线垂直。

[0013] 作为一种方便安装，且本装置可拆卸以实现重复利用的技术方案，设置为：所述积

水桶的侧壁上均设置有U形槽，所述U形槽的开口端起始于积水桶的上沿，所述埋地管均通

过对应积水桶上的U形槽穿过积水桶的侧壁。本方案在具体运用时，如安装，首先完成积水

桶的安装，再完成埋地管的安装：埋地管由U形槽的上端嵌入U形槽中即可；如安装，首先完

成埋地管的拆卸，再完积水桶的拆卸：埋地管由U形槽的上端作为埋地管移出积水桶的通

道。采用本方案，并不需要埋地管与积水桶形成刚性连接关系，这样，针对如土堆易沉降的

特点，使得埋地管与积水桶的一定程度的相对运动并不会造成埋地管与积水桶的配合关系

失效，更不容易造成积水桶遭到来自土壤沉降的破坏。优选设置为：U形槽的宽度大于埋地

管的外径。

[0014] 作为一种重量轻、自身具有一定的变形能力以方便实现将埋地管由积水桶设置位

置拖出的技术方案，设置为：所述埋地管均为塑料管。

[0015] 为方便将积水桶取出以实现再利用，设置为：所述积水桶呈上端尺寸大于下端尺

寸的锥形。

[0016] 为方便将积水桶取出以实现再利用，设置为：所述积水桶的侧壁及底部均设置有

连通积水桶内外侧的通孔，所述通孔中还螺纹连接有用于封堵通孔的孔塞。本方案主要考

虑气压对积水桶取出带来的难度：在正常使用时，所述孔塞封堵对应通孔，在需要取出积水

桶时，卸下所述孔塞，这样，所述通孔作为积水桶筒壁内、外侧的均压通道。

[0017] 为避免积水桶在取出和使用过程中因为应力集中遭到破坏，设置为：所述积水桶

的内表面及外表面均为光滑面。

[0018] 如上所述，考虑到埋地管的再利用问题，可通过抽出埋地管的方式取出埋地管，考

虑到连接法兰对抽出埋地管造成的不便，设置为：所述埋地管为开口管段时，埋地管至少有

一端的连接法兰可拆卸连接于埋地管上。采用本方案，在抽出埋地管时，卸下埋地管其中一

端的连接法兰，由埋地管的另一端抽出埋地管即可。具体的，由于在安装封头时，封头在空

间中摆放姿态是自由的，故以上可拆卸连接可采用螺纹连接即可。

[0019]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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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本方案中，考虑到埋地管在使用时其上进水孔易被泥土堵塞的问题，设置为埋地

管的开口端延伸至积水桶的内部，并在埋地管的开口端上设置连接法兰，同时在埋地管上

设置进气管，在具体运用时，让怀疑埋地管上的进水孔有堵死情况时，可通过所述连接法

兰，在埋地管的开口端上连接用于封堵埋地管端部的封头，而后，通过进气管连接压力气

源，通过向埋地管中引入如压缩空气，可实现进水孔的疏通，完成所述疏通后，拆卸连接法

兰上的封头，使得本装置回复至滤水工作状态。故采用本方案提供的土壤改良装置的结构

设计，可使得土壤改良装置长期处于在有效的状态下。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土壤改良装置一个具体实施例的俯视图；

[0022] 图2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土壤改良装置一个具体实施例的局部示意图，该示

意图用于反映埋地管与进气管的配合关系；

[0023] 图3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土壤改良装置一个具体实施例的局部示意图，该示

意图为主视剖视图，用于反映积水桶的结构。

[0024] 其中图中的标记分别为：1、积水桶，2、埋地管，3、进水孔，4、进气管，5、截断阀，6、

连接法兰，7、U形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但是本实用新型不仅限于以

下实施例：

[0026] 实施例1：

[0027] 如图1至图3所示，一种土壤改良装置，包括若干积水桶1及若干埋地管2，所述埋地

管2为两端开口的开口管段或为一端开口、另一端为盲端的盲管段，所述埋地管2的侧壁上

均设置有多个进水孔3，各埋地管2的开口端均对应有一积水桶1，任意埋地管2的开口端均

穿过与之对应的积水桶1的管壁并延伸至积水桶1的内部，任意埋地管2的开口端上均设置

有连接法兰6；

[0028] 各埋地管2上还连接有与之内部相通的进气管4。

[0029] 本方案在具体运用时，所述埋地管2埋设在需要滤水的泥土的下方，积水桶1部分

或全部嵌入地下，通过所述进水孔3，将土壤中的水体引入埋地管2中，并由埋地管2将水体

汇入积水桶1中，而后，可在如泵的作用下，将积水桶1的水体抽出，使得本装置实现对应土

壤的滤水，从而减小对应土壤中水体的含量或地下水的水位，从而使得埋地管2上方的土壤

更能适应植物的生长，最终达到缩短土壤概念时间的目的。在具体运用时，可在埋地管2的

上方铺设一层滤水层，所述滤水层亦作为本装置的一部分。

[0030] 本方案中，考虑到埋地管2在使用时其上进水孔3易被泥土堵塞的问题，设置为埋

地管2的开口端延伸至积水桶1的内部，并在埋地管2的开口端上设置连接法兰6，同时在埋

地管2上设置进气管4，在具体运用时，让怀疑埋地管2上的进水孔3有堵死情况时，可通过所

述连接法兰6，在埋地管2的开口端上连接用于封堵埋地管2端部的封头，而后，通过进气管4

连接压力气源，通过向埋地管2中引入如压缩空气，可实现进水孔3的疏通，完成所述疏通

后，拆卸连接法兰6上的封头，使得本装置回复至滤水工作状态。故采用本方案提供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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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装置的结构设计，可使得土壤改良装置长期处于在有效的状态下。

[0031] 实施例2：

[0032]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提供的技术方案上作进一步限定，如图1至图3所示，为使得各

埋地管2具有保压功能，以在截断气源后，根据埋地管2中的压力变化，判断进水孔3的疏通

情况，设置为：所述进气管4上均连接有截断阀5，所述截断阀5用于控制进气管4的流体流通

能力。

[0033] 作为一种如通过倾斜安装，避免埋地管2中积水的技术方案，同时作为一种便于实

现进气管4入口端伸出地面的技术方案，设置为：埋地管2的轴线为直线或折线，在为折线

时，所述折线位于同一平面上；所述进气管4为直管段，且进气管4的轴线与与该进气管4相

连的埋地管2的轴线垂直。

[0034] 作为一种方便安装，且本装置可拆卸以实现重复利用的技术方案，设置为：所述积

水桶1的侧壁上均设置有U形槽7，所述U形槽7的开口端起始于积水桶1的上沿，所述埋地管2

均通过对应积水桶1上的U形槽7穿过积水桶1的侧壁。本方案在具体运用时，如安装，首先完

成积水桶1的安装，再完成埋地管2的安装：埋地管2由U形槽7的上端嵌入U形槽7中即可；如

安装，首先完成埋地管2的拆卸，再完积水桶1的拆卸：埋地管2由U形槽7的上端作为埋地管2

移出积水桶1的通道。采用本方案，并不需要埋地管2与积水桶1形成刚性连接关系，这样，针

对如土堆易沉降的特点，使得埋地管2与积水桶1的一定程度的相对运动并不会造成埋地管

2与积水桶1的配合关系失效，更不容易造成积水桶1遭到来自土壤沉降的破坏。优选设置

为：U形槽7的宽度大于埋地管2的外径。

[0035] 作为一种重量轻、自身具有一定的变形能力以方便实现将埋地管2由积水桶1设置

位置拖出的技术方案，设置为：所述埋地管2均为塑料管。

[0036] 为方便将积水桶1取出以实现再利用，设置为：所述积水桶1呈上端尺寸大于下端

尺寸的锥形。

[0037] 为方便将积水桶1取出以实现再利用，设置为：所述积水桶1的侧壁及底部均设置

有连通积水桶1内外侧的通孔，所述通孔中还螺纹连接有用于封堵通孔的孔塞。本方案主要

考虑气压对积水桶1取出带来的难度：在正常使用时，所述孔塞封堵对应通孔，在需要取出

积水桶1时，卸下所述孔塞，这样，所述通孔作为积水桶1筒壁内、外侧的均压通道。

[0038] 为避免积水桶1在取出和使用过程中因为应力集中遭到破坏，设置为：所述积水桶

1的内表面及外表面均为光滑面。

[0039] 如上所述，考虑到埋地管2的再利用问题，可通过抽出埋地管2的方式取出埋地管

2，考虑到连接法兰6对抽出埋地管2造成的不便，设置为：所述埋地管2为开口管段时，埋地

管2至少有一端的连接法兰6可拆卸连接于埋地管2上。采用本方案，在抽出埋地管2时，卸下

埋地管2其中一端的连接法兰6，由埋地管2的另一端抽出埋地管2即可。具体的，由于在安装

封头时，封头在空间中摆放姿态是自由的，故以上可拆卸连接可采用螺纹连接即可。

[0040]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的优选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的进一步详细说明，不能认

定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实用新型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下得出的其他实施方式，均应包含在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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