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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有机肥环保深施浇灌智能化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有机肥环保深施浇

灌智能化系统，包括有机肥液配制单元、有机肥

液输送单元、有机肥液施加单元和集中电控单

元；有机肥液配制单元包括底架一、行走装置、混

合搅拌箱和有机肥液加工电控装置；有机肥液输

送单元包括有机肥输送管道；有机肥液施加单元

包括卷盘式PE管供应装置、深耕施肥装置和有机

肥液施加电控装置。本有机肥环保深施浇灌智能

化系统能够在实现对农家肥进行深耕施肥、降低

环境污染的前提下实现降低施肥设备的整体体

积和重量、减轻对农田的碾压，同时能够实现长

距离、大面积的一次性智能化施肥操作，进而能

够实现高效施加有机肥，特别适用于对位于养殖

场附近的大片农田进行有机肥的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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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有机肥环保深施浇灌智能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有机肥液配制单元(1)、有

机肥液输送单元(2)、有机肥液施加单元(3)和集中电控单元；

所述的有机肥液配制单元(1)包括底架一(11)、行走装置(12)、混合搅拌箱(13)和有机

肥液加工电控装置；

底架一(11)的前端和/或后端设有牵引机构；

包括车轮的行走装置(12)安装在底架一(11)的下方；

混合搅拌箱(13)固定安装在底架一(11)上，混合搅拌箱(13)是封闭的箱型结构或罐型

结构，混合搅拌箱(13)上设有原肥输入部分(14)、原肥粉碎部分(15)、稀释液泵入部分

(16)、混合搅拌部分(17)和混合有机肥液泵出部分(18)；原肥输入部分(14)包括原肥输送

机和原肥泵入管道，原肥输送机包括原肥输送机驱动机构，原肥输送机的输入端与原肥泵

入管道连通连接；原肥粉碎部分(15)包括封闭的原肥粉碎室和设置在原肥粉碎室内的原肥

粉碎装置，原肥粉碎室的输入端与原肥输送机的输出端连接，原肥粉碎室的输出端与混合

搅拌箱(13)的内腔连通连接，原肥粉碎装置包括原肥粉碎机构和原肥粉碎驱动机构；稀释

液泵入部分(16)包括稀释液输送泵和稀释液输送管道，稀释液输送泵包括稀释液输送驱动

机构，稀释液输送泵的输入端与稀释液输送管道的输出端连通连接、稀释液输送泵的输出

端与原肥粉碎室的输入端连通连接，稀释液输送管道的输入端与稀释液供给源连通连接，

稀释液输送管道上还设有稀释液输送流量电磁控制阀门；混合搅拌部分(17)包括搅拌杆和

搅拌杆驱动机构，搅拌杆架设安装在混合搅拌箱(13)的内腔内，搅拌杆上设有与其固定连

接的搅拌叶片；混合有机肥液泵出部分(18)包括混合有机肥液输送泵，混合有机肥液输送

泵包括混合有机肥液输送泵驱动机构，混合有机肥液输送泵的输入端与混合搅拌箱(13)的

内腔连通连接，混合有机肥液输送泵的输出端上还设有混合有机肥液输送流量电磁控制阀

门；混合搅拌箱(13)上还设有电子液位计；

有机肥液加工电控装置设置在底架一(11)上，包括有机肥液加工控制器、原肥泵入控

制回路、原肥粉碎控制回路、稀释液泵入控制回路、混合搅拌控制回路、混合液泵出控制回

路，有机肥液加工控制器分别与原肥输送机驱动机构、原肥粉碎驱动机构、稀释液输送驱动

机构、稀释液输送流量电磁控制阀门、搅拌杆驱动机构、混合有机肥液输送泵驱动机构、混

合有机肥液输送流量电磁控制阀门、电子液位计电连接；

所述的有机肥液输送单元(2)包括有机肥输送管道，有机肥输送管道的一端与混合有

机肥液泵出部分(18)的混合有机肥液输送流量电磁控制阀门连接；

所述的有机肥液施加单元(3)包括卷盘式PE管供应装置(31)、深耕施肥装置(32)和有

机肥液施加电控装置；

卷盘式PE管供应装置(31)包括底架二(311)、行走机构(312)、卷盘(313)、卷盘驱动机

构(314)、卷盘回卷导向限位机构(315)和施肥PE管；底架二(311)上设有副车架，副车架通

过回转支承和副车架定位部件与底架二(311)安装连接；包括车轮的行走机构(312)安装在

底架二(311)的下方；卷盘(313)通过支撑架架设安装在底架二(311)的副车架上；施肥PE管

缠绕在卷盘(313)上，施肥PE管的输入端与有机肥液输送单元(2)的有机肥输送管道的另一

端连接；卷盘驱动机构(314)包括卷盘驱动变速箱和动力源，卷盘驱动变速箱的输入端与动

力源的输出端连接，卷盘驱动变速箱的输出端通过传动机构与卷盘(313)连接；卷盘回卷导

向限位机构(315)设置在卷盘(313)的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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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施肥装置(32)包括车体(321)、升降车轮(322)、深耕施肥机具(323)、液压控制机

构(324)、有机肥液分配机构(325)和覆土机构(326)；车体(321)后端设有快速连接机构；升

降车轮(322)通过车轮升降液压缸可升降安装在车体(321)的底部；深耕施肥机具(323)设

置为多件，多件深耕施肥机具(323)在左右方向上均布成排状设置在车体(321)上，深耕施

肥机具(323)的顶端安装在车体(321)上，深耕施肥机具(323)的底端设有向前方伸出设置

的深耕齿，深耕齿底端的后部设有与其固定安装连接的施肥喷管，施肥喷管的底端设有施

肥喷口，深耕施肥机具(323)上还设有机具升降液压缸；液压控制机构(324)固定安装在车

体(321)的前部，包括液压泵、控制阀组和液压油箱，控制阀组分别通过液压管路与液压泵、

车轮升降液压缸和机具升降液压缸连接；有机肥液分配机构(325)固定安装在车体(321)

上，有机肥液分配机构(325)包括至少一个有机肥液进液口和多个有机肥液出液口，有机肥

液进液口与施肥PE管的输出端连通连接，有机肥液出液口分别通过软管与深耕施肥机具

(323)的施肥喷管的顶端连通连接；覆土机构(326)安装在车体(321)的后端或深耕施肥机

具(323)的后端、位于深耕施肥机具(323)的施肥喷管的后方；

有机肥液施加电控装置设置在底架二(311)或车体(321)上，包括有机肥液施加控制

器、PE管供应装置控制回路和深耕施肥装置控制回路，有机肥液施加控制器分别与卷盘驱

动机构(314)的动力源、液压控制机构(324)的控制阀组电连接；

所述的集中电控单元包括中央控制器、显示器、有机肥液加工控制回路、有机肥液施加

控制回路，中央控制器分别与显示器、有机肥液配制单元(1)的有机肥液加工控制器、有机

肥液施加单元(3)的有机肥液施加控制器电连接，中央控制器还包括施肥数据输入输出端

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机肥环保深施浇灌智能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有机肥液分配

机构(325)内设有流量传感器或压力传感器，有机肥液分配机构(325)上还设有具有反冲洗

排气电磁截止阀的反冲洗排气口，反冲洗排气电磁截止阀、流量传感器或压力传感器与有

机肥液施加控制器电连接，集中电控单元还包括反冲洗控制回路；本有机肥环保深施浇灌

智能化系统还设有反冲洗装置，反冲洗装置设置包括反冲洗水箱、反冲洗泵和反冲洗喷枪，

内设有反冲洗水的反冲洗水箱设置在牵引机车上或深耕施肥装置(32)上，具有反冲洗泵驱

动机构的反冲洗泵安装在反冲洗水箱上，反冲洗泵的输入端与反冲洗水箱连通连接、输出

端通过反冲洗溢流阀及软管与反冲洗喷枪的输入端连接，反冲洗溢流阀或反冲洗喷枪的输

入端上还设有反冲洗输入电磁截止阀，反冲洗输入电磁截止阀与有机肥液施加控制器电连

接，反冲洗喷枪安装在有机肥液分配机构(325)上、且反冲洗喷枪的喷口与有机肥液分配机

构(325)的内腔连通连接，反冲洗喷枪的喷口喷射方向与混合有机肥液的流动方向相反设

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有机肥环保深施浇灌智能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反冲洗泵驱动

机构是与牵引机车的变速箱动力输出轴连接的传动轴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有机肥环保深施浇灌智能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反冲洗喷枪配

合有机肥液分配机构(325)的有机肥液出液口的数量设置为多个，每个有机肥液出液口上

均设有反冲洗喷枪。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有机肥环保深施浇灌智能化系统，其特征在

于，覆土机构(326)是前后方向滚动设置的覆土辊筒，覆土辊筒通过连接架铰接安装在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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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的后端、且车体(321)上设有在升降车轮(322)处于支撑车体(321)状态时可防止覆土

辊筒垂至地面的连接架摆动限位部件，覆土辊筒的辊筒外表面上设有多个沿其轴向及周向

均布设置的拨土杆，拨土杆沿覆土辊筒的径向方向设置。

6.根据权利要求1至4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有机肥环保深施浇灌智能化系统，其特征在

于，深耕施肥机具(323)的顶端铰接安装在车体(321)上，深耕施肥机具(323)的底端是向前

方弯曲的钩状结构，机具升降液压缸一端铰接安装在车体(321)上、另一端铰接安装在深耕

施肥机具(323)上。

7.根据权利要求1至4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有机肥环保深施浇灌智能化系统，其特征在

于，多件深耕施肥机具(323)在车体(321)前后方向上至少设置为两排、且两排深耕施肥机

具(323)在左右方向上交错设置。

8.根据权利要求1至4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有机肥环保深施浇灌智能化系统，其特征在

于，车体(321)上部还铰接架设安装有车体仰俯液压缸，车体仰俯液压缸通过液压管路与液

压控制装置(34)的控制阀组连接；车体(321)前端的快速连接机构是铰接座结构。

9.根据权利要求1至4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有机肥环保深施浇灌智能化系统，其特征在

于，有机肥液分配机构(325)是竖直设置的密闭筒型结构，进液口同轴设置在筒型结构的顶

部，多个进液口沿周向方向均布设置在筒型结构的底部，进液口通过水平回转安装部件安

装在有机肥液分配机构(325)上，有机肥液分配机构(325)的进液口可以绕有机肥液分配机

构(325)的轴心线自由旋转。

10.根据权利要求1至4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有机肥环保深施浇灌智能化系统，其特征

在于，底架一(11)和/或底架二(311)上还设有底架定位支撑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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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肥环保深施浇灌智能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农业智能化系统，具体是一种适用于对农田施加有机肥的有

机肥环保深施浇灌智能化系统，属于智慧农业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化学肥料(简称化肥)，也称无机肥料，是用化学和(或)物理方法制成的含有一种

或几种农作物生长需要的营养元素的肥料，具有成分单纯、养分含量高、肥效快、肥劲猛的

特点。我国施用的化肥以氮肥为主，而磷肥、钾肥和复合肥较少，长期施用会造成土壤营养

失调、加速土壤酸化。而施用有机肥则能够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的吸收容量，增加土壤

胶体对重金属等有毒物质的吸附能力。因此目前我国提倡对农田施用有机肥。

[0003] 有机肥主要来源于植物和/或动物，是施用于土壤以提供植物营养为其主要功能

的含碳物料，有机肥所含营养物质比较全面，它不仅含有氮、磷、钾，而且还含有钙、镁、硫、

铁以及一些微量元素，不仅能为农作物提供全面营养，而且肥效长，可增加和更新土壤有机

质，促进微生物繁殖，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质和生物活性，是绿色食品生产的主要养分。但有

机肥的营养元素多呈有机物状态，难于被作物直接吸收利用，必须经过土壤中的化学物理

作用和微生物的发酵、分解使养分逐渐释放。

[0004] 农家肥(也叫绿肥)大多是有机肥，其种类繁多而且来源广、数量大，便于就地取

材、就地使用，成本也比较低，但农家肥不仅存在气味难闻、外观难看和令人恶心的缺陷，而

且由于农家肥往往多为牛、猪、鸡鸭等块状粪便，形状各异、大小、软硬程度、粘稠度等不同，

无法利用化学肥料的施肥机进行施肥作业，因此传统施农家肥的方式是将农家肥运至田间

地头、并粉碎后通过人工将肥洒在土地的表面，人工施肥的方式不仅劳动强度大、效率低、

施肥不均匀，而且暴露在土壤外部的农家肥一方面会造成空气污染，另一方面会造成肥效

低甚至对作物的生长产生一定的副作用，通常需要进行人工覆土工序。

[0005] 针对上述问题，现有技术中出现有农家肥施用的设备、农家肥和化肥联合施用的

设备等机械设备，由于农家肥粉碎后仍多呈小颗粒状，因此该类设备多是通过在肥料仓内

设置螺旋输送器对破碎搅拌后的农家肥进行输送、并通过均布的排料口进行喷洒，即使设

有自动覆土结构、能够实现自动覆土，但往往只施于土壤浅层、无法施入深层土壤，进而造

成土壤分解养分的效率有限的同时在播种阶段容易造成烧苗现象；另外，由于设有安装有

螺旋输送器的肥料仓，因此往往造成施肥设备整体体积大、重量大，施肥过程中不仅会造成

施肥功耗较大，而且会对农田造成过分碾压，不利于作物播种种植；同时，由于肥料仓的容

量有限，因此施肥面积有限、需及时补充肥料，无法实现长距离、大面积的一次性施肥操作。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有机肥环保深施浇灌智能化系统，能够在实

现对农家肥进行深耕施肥、降低环境污染的前提下实现降低施肥设备的整体体积和重量、

减轻对农田的碾压，同时能够实现长距离、大面积的一次性智能化施肥操作，进而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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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施加有机肥，特别适用于对位于养殖场附近的大片农田进行有机肥的施加。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有机肥环保深施浇灌智能化系统包括有机肥液配制单元、有

机肥液输送单元、有机肥液施加单元和集中电控单元；

[0008] 所述的有机肥液配制单元包括底架一、行走装置、混合搅拌箱和有机肥液加工电

控装置；

[0009] 底架一的前端和/或后端设有牵引机构；

[0010] 包括车轮的行走装置安装在底架一的下方；

[0011] 混合搅拌箱固定安装在底架一上，混合搅拌箱是封闭的箱型结构或罐型结构，混

合搅拌箱上设有原肥输入部分、原肥粉碎部分、稀释液泵入部分、混合搅拌部分和混合有机

肥液泵出部分；原肥输入部分包括原肥输送机和原肥泵入管道，原肥输送机包括原肥输送

机驱动机构，原肥输送机的输入端与原肥泵入管道连通连接；原肥粉碎部分包括封闭的原

肥粉碎室和设置在原肥粉碎室内的原肥粉碎装置，原肥粉碎室的输入端与原肥输送机的输

出端连接，原肥粉碎室的输出端与混合搅拌箱的内腔连通连接，原肥粉碎装置包括原肥粉

碎机构和原肥粉碎驱动机构；稀释液泵入部分包括稀释液输送泵和稀释液输送管道，稀释

液输送泵包括稀释液输送驱动机构，稀释液输送泵的输入端与稀释液输送管道的输出端连

通连接、稀释液输送泵的输出端与原肥粉碎室的输入端连通连接，稀释液输送管道的输入

端与稀释液供给源连通连接，稀释液输送管道上还设有稀释液输送流量电磁控制阀门；混

合搅拌部分包括搅拌杆和搅拌杆驱动机构，搅拌杆架设安装在混合搅拌箱的内腔内，搅拌

杆上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搅拌叶片；混合有机肥液泵出部分包括混合有机肥液输送泵，混

合有机肥液输送泵包括混合有机肥液输送泵驱动机构，混合有机肥液输送泵的输入端与混

合搅拌箱的内腔连通连接，混合有机肥液输送泵的输出端上还设有混合有机肥液输送流量

电磁控制阀门；混合搅拌箱上还设有电子液位计；

[0012] 有机肥液加工电控装置设置在底架一上，包括有机肥液加工控制器、原肥泵入控

制回路、原肥粉碎控制回路、稀释液泵入控制回路、混合搅拌控制回路、混合液泵出控制回

路，有机肥液加工控制器分别与原肥输送机驱动机构、原肥粉碎驱动机构、稀释液输送驱动

机构、稀释液输送流量电磁控制阀门、搅拌杆驱动机构、混合有机肥液输送泵驱动机构、混

合有机肥液输送流量电磁控制阀门、电子液位计电连接；

[0013] 所述的有机肥液输送单元包括有机肥输送管道，有机肥输送管道的一端与混合有

机肥液泵出部分的混合有机肥液输送流量电磁控制阀门连接；

[0014] 所述的有机肥液施加单元包括卷盘式PE管供应装置、深耕施肥装置和有机肥液施

加电控装置；

[0015] 卷盘式PE管供应装置包括底架二、行走机构、卷盘、卷盘驱动机构、卷盘回卷导向

限位机构和施肥PE管；底架二上设有副车架，副车架通过回转支承和副车架定位部件与底

架二安装连接；包括车轮的行走机构安装在底架二的下方；卷盘通过支撑架架设安装在底

架二的副车架上；施肥PE管缠绕在卷盘上，施肥PE管的输入端与有机肥液输送单元的有机

肥输送管道的另一端连接；卷盘驱动机构包括卷盘驱动变速箱和动力源，卷盘驱动变速箱

的输入端与动力源的输出端连接，卷盘驱动变速箱的输出端通过传动机构与卷盘连接；卷

盘回卷导向限位机构设置在卷盘的前方；

[0016] 深耕施肥装置包括车体、升降车轮、深耕施肥机具、液压控制机构、有机肥液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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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和覆土机构；车体后端设有快速连接机构；升降车轮通过车轮升降液压缸可升降安装

在车体的底部；深耕施肥机具设置为多件，多件深耕施肥机具在左右方向上均布成排状设

置在车体上，深耕施肥机具的顶端安装在车体上，深耕施肥机具的底端设有向前方伸出设

置的深耕齿，深耕齿底端的后部设有与其固定安装连接的施肥喷管，施肥喷管的底端设有

施肥喷口，深耕施肥机具上还设有机具升降液压缸；液压控制机构固定安装在车体的前部，

包括液压泵、控制阀组和液压油箱，控制阀组分别通过液压管路与液压泵、车轮升降液压缸

和机具升降液压缸连接；有机肥液分配机构固定安装在车体上，有机肥液分配机构包括至

少一个有机肥液进液口和多个有机肥液出液口，有机肥液进液口与施肥PE管的输出端连通

连接，有机肥液出液口分别通过软管与深耕施肥机具的施肥喷管的顶端连通连接；覆土机

构安装在车体的后端或深耕施肥机具的后端、位于深耕施肥机具的施肥喷管的后方；

[0017] 有机肥液施加电控装置设置在底架二或车体上，包括有机肥液施加控制器、PE管

供应装置控制回路和深耕施肥装置控制回路，有机肥液施加控制器分别与卷盘驱动机构的

动力源、液压控制机构的控制阀组电连接；

[0018] 所述的集中电控单元包括中央控制器、显示器、有机肥液加工控制回路、有机肥液

施加控制回路，中央控制器分别与显示器、有机肥液配制单元的有机肥液加工控制器、有机

肥液施加单元的有机肥液施加控制器电连接，中央控制器还包括施肥数据输入输出端口。

[001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有机肥液分配机构内设有流量传感器或压力

传感器，有机肥液分配机构上还设有具有反冲洗排气电磁截止阀的反冲洗排气口，反冲洗

排气电磁截止阀、流量传感器或压力传感器与有机肥液施加控制器电连接，集中电控单元

还包括反冲洗控制回路；本有机肥环保深施浇灌智能化系统还设有反冲洗装置，反冲洗装

置设置包括反冲洗水箱、反冲洗泵和反冲洗喷枪，内设有反冲洗水的反冲洗水箱设置在牵

引机车上或深耕施肥装置上，具有反冲洗泵驱动机构的反冲洗泵安装在反冲洗水箱上，反

冲洗泵的输入端与反冲洗水箱连通连接、输出端通过反冲洗溢流阀及软管与反冲洗喷枪的

输入端连接，反冲洗溢流阀或反冲洗喷枪的输入端上还设有反冲洗输入电磁截止阀，反冲

洗输入电磁截止阀与有机肥液施加控制器电连接，反冲洗喷枪安装在有机肥液分配机构

上、且反冲洗喷枪的喷口与有机肥液分配机构的内腔连通连接，反冲洗喷枪的喷口喷射方

向与混合有机肥液的流动方向相反设置。

[0020] 作为本实用新型反冲洗泵驱动机构的一种实施方式，反冲洗泵驱动机构是与牵引

机车的变速箱动力输出轴连接的传动轴结构。

[002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反冲洗喷枪配合有机肥液分配机构的有机肥

液出液口的数量设置为多个，每个有机肥液出液口上均设有反冲洗喷枪。

[0022] 作为本实用新型覆土机构的一种实施方式，覆土机构是前后方向滚动设置的覆土

辊筒，覆土辊筒通过连接架铰接安装在车体的后端、且车体上设有在升降车轮处于支撑车

体状态时可防止覆土辊筒垂至地面的连接架摆动限位部件，覆土辊筒的辊筒外表面上设有

多个沿其轴向及周向均布设置的拨土杆，拨土杆沿覆土辊筒的径向方向设置。

[002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深耕施肥机具的顶端铰接安装在车体上，深

耕施肥机具的底端是向前方弯曲的钩状结构，机具升降液压缸一端铰接安装在车体上、另

一端铰接安装在深耕施肥机具上。

[002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多件深耕施肥机具在车体前后方向上至少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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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为两排、且两排深耕施肥机具在左右方向上交错设置。

[002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车体上部还铰接架设安装有车体仰俯液压

缸，车体仰俯液压缸通过液压管路与液压控制装置的控制阀组连接；车体前端的快速连接

机构是铰接座结构。

[0026]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有机肥液分配机构是竖直设置的密闭筒型结

构，进液口同轴设置在筒型结构的顶部，多个进液口沿周向方向均布设置在筒型结构的底

部，进液口通过水平回转安装部件安装在有机肥液分配机构上，有机肥液分配机构的进液

口可以绕有机肥液分配机构的轴心线自由旋转。

[002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底架一和/或底架二上还设有底架定位支撑

机构。

[002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有机肥环保深施浇灌智能化系统是具有很好的机动灵活性的

数字化智能系统，由于设有单独设置的有机肥液配制单元，因此通过施肥数据输入输出端

口接收农家肥数据及需施肥数据后，即可通过有机肥液配制单元进行混合有机肥液的自动

配制，且有机肥液配制单元不跟随深耕施肥装置进入农田进行施肥，因此能够大大降低深

耕施肥装置的整体体积和重量、从而减轻对农田的碾压；由于有机肥液施加单元包括卷盘

式PE管供应装置，施肥PE管缠绕在卷盘上，因此可以实现长距离、大面积的一次性智能化施

肥操作，且卷盘式PE管供应装置也不跟随深耕施肥装置进入农田进行施肥，因此能够进一

步降低深耕施肥装置的整体体积和重量、减轻对农田的碾压；由于深耕施肥装置可通过如

拖拉机等牵引机车进行牵引施肥，且深耕施肥装置的深耕动力来源于牵引机车，因此也能

够进一步降低深耕施肥装置的整体体积和重量、减轻对农田的碾压，同时由于深耕施肥装

置设有覆土机构，因此能够实现牵引机车牵引深耕施肥装置对农田进行深耕作业的同时进

行混合有机肥液直接进入农田地表以下的深层施肥及自动覆土；由于设有反冲洗装置，因

此可以防止有机肥液分配机构因沉淀而造成的堵塞、保证深耕施肥装置长时间连续均匀施

肥，全封闭式结构的混合搅拌箱和深耕施肥覆土的施肥方式，可以在实现高效施加有机肥

的前提下降低农家肥对空气的污染程度，特别适用于对位于养殖场附近的大片农田进行有

机肥的施加。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本实用新型对位于养殖场附近的农田进行有机肥深耕施肥时的俯视结构示

意图；

[0030] 图2是本实用新型有机肥液配制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3是本实用新型深耕施肥装置在施肥PE管回收状态时有机肥液施加单元的整体

结构示意图；

[0032] 图4是本实用新型深耕施肥装置在升降车轮支撑车体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5是本实用新型深耕施肥装置在牵引机车牵引进行深耕作业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6是本实用新型深耕施肥装置工作状态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7是图6的俯视图；

[0036] 图8是本实用新型有机肥液分配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中：1、有机肥液配制单元，11、底架一，12、行走装置，13、混合搅拌箱，14、原肥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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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部分，15、原肥粉碎部分，16、稀释液泵入部分，17、混合搅拌部分，18、混合有机肥液泵出

部分，2、有机肥液输送单元，3、有机肥液施加单元，31、卷盘式PE管供应装置，311、底架二，

312、行走机构，313、卷盘，314、卷盘驱动机构，315、卷盘回卷导向限位机构，32、深耕施肥装

置，321、车体，322、升降车轮，323、深耕施肥机具，324、液压控制机构，325、有机肥液分配机

构，326、覆土机构，4、农家肥集中发酵处理池。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说明(以下以深耕施肥装置32牵引拉出施肥

PE管的方向为前方描述)。

[0039] 如图1所示，本有机肥环保深施浇灌智能化系统包括有机肥液配制单元1、有机肥

液输送单元2、有机肥液施加单元3和集中电控单元。

[0040] 如图2所示，所述的有机肥液配制单元1包括底架一11、行走装置12、混合搅拌箱13

和有机肥液加工电控装置；

[0041] 底架一11的前端和/或后端设有牵引机构，底架一11上还设有定位支撑装置；

[0042] 包括车轮的行走装置12安装在底架一11的下方；混合搅拌箱13固定安装在底架一

11上；

[0043] 混合搅拌箱13是封闭的箱型结构或罐型结构，混合搅拌箱13上设有原肥输入部分

14、原肥粉碎部分15、稀释液泵入部分16、混合搅拌部分17和混合有机肥液泵出部分18；原

肥输入部分14包括原肥输送机和原肥泵入管道，原肥输送机包括原肥输送机驱动机构，原

肥输送机的输入端与原肥泵入管道连通连接，原肥输送机可以是螺旋输送机结构、也可以

是泵结构；原肥粉碎部分15包括封闭的原肥粉碎室和设置在原肥粉碎室内的原肥粉碎装

置，原肥粉碎室的输入端与原肥输送机的输出端连接，原肥粉碎室的输出端与混合搅拌箱

13的内腔连通连接，原肥粉碎装置包括原肥粉碎机构和原肥粉碎驱动机构，原肥粉碎机构

可以是包括多个粉碎刀片的刀片式粉碎结构、也可以是包括多个锤片的锤片式粉碎结构；

稀释液泵入部分16包括稀释液输送泵和稀释液输送管道，稀释液输送泵包括稀释液输送驱

动机构，稀释液输送泵的输入端与稀释液输送管道的输出端连通连接、稀释液输送泵的输

出端与原肥粉碎室的输入端连通连接，稀释液输送泵可以为定量泵、也可以为变量泵，稀释

液输送管道的输入端与稀释液供给源连通连接，稀释液输送管道上还设有稀释液输送流量

电磁控制阀门，稀释液可以直接采用水、也可以采用稀释的化肥溶液；混合搅拌部分17包括

搅拌杆和搅拌杆驱动机构，搅拌杆架设安装在混合搅拌箱13的内腔内，搅拌杆上设有与其

固定连接的搅拌叶片；混合有机肥液泵出部分18包括混合有机肥液输送泵，混合有机肥液

输送泵包括混合有机肥液输送泵驱动机构，混合有机肥液输送泵的输入端与混合搅拌箱13

的内腔连通连接，混合有机肥液输送泵的输出端上还设有混合有机肥液输送流量电磁控制

阀门；混合搅拌箱13上还设有电子液位计；原肥输送机驱动机构、原肥粉碎驱动机构、稀释

液输送驱动机构、搅拌杆驱动机构和混合有机肥液输送泵驱动机构可通过混合搅拌箱总动

力源提供动力，混合搅拌箱总动力源可以是独立设置的发动机、或者是由牵引车辆变速箱

的动力输出轴带动的传动部件；

[0044] 有机肥液加工电控装置设置在底架一11上，包括有机肥液加工控制器、原肥泵入

控制回路、原肥粉碎控制回路、稀释液泵入控制回路、混合搅拌控制回路、混合液泵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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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路，有机肥液加工控制器分别与原肥输送机驱动机构、原肥粉碎驱动机构、稀释液输送驱

动机构、稀释液输送流量电磁控制阀门、搅拌杆驱动机构、混合有机肥液输送泵驱动机构、

混合有机肥液输送流量电磁控制阀门、电子液位计电连接。

[0045] 所述的有机肥液输送单元2包括有机肥输送管道，有机肥输送管道的一端与混合

有机肥液泵出部分18的混合有机肥液输送流量电磁控制阀门连接。

[0046] 如图3所示，所述的有机肥液施加单元3包括卷盘式PE管供应装置31、深耕施肥装

置32和有机肥液施加电控装置；

[0047] 卷盘式PE管供应装置31包括底架二311、行走机构312、卷盘313、卷盘驱动机构

314、卷盘回卷导向限位机构315和施肥PE管；底架二311上设有副车架，副车架通过回转支

承和和副车架定位部件与底架二311安装连接；包括车轮的行走机构312安装在底架二311

的下方；卷盘313通过支撑架架设安装在底架二311的副车架上；施肥PE管缠绕在卷盘313

上，施肥PE管的输入端与有机肥液输送单元2的有机肥输送管道的另一端连接；卷盘驱动机

构314包括卷盘驱动变速箱和动力源，卷盘驱动变速箱的输入端与动力源的输出端连接，动

力源可以采用发动机或电动机，卷盘驱动变速箱的输出端上设有离合控制机构，卷盘驱动

变速箱的输出端通过传动机构与卷盘313连接，动力源可控制卷盘驱动变速箱带动卷盘313

回转实现施肥PE管的回收；卷盘回卷导向限位机构315设置在卷盘313的前方，卷盘回卷导

向限位机构315可在卷盘313回卷过程中对施肥PE管进行缠绕导向、同时在施肥PE管完全回

收后限位并控制卷盘313停止回卷；

[0048] 如图4、图6、图7所示，深耕施肥装置32包括车体321、升降车轮322、深耕施肥机具

323、液压控制机构324、有机肥液分配机构325和覆土机构326；车体321后端设有快速连接

机构；升降车轮322通过车轮升降液压缸可升降安装在车体321的底部，通过控制车轮升降

液压缸的伸缩可以实现控制升降车轮322的升降；深耕施肥机具323设置为多件，多件深耕

施肥机具323在左右方向上均布成排状设置在车体321上，相邻两件深耕施肥机具323之间

还可以设置间距调节机构以便于调节深耕间距，深耕施肥机具323的顶端安装在车体321

上，深耕施肥机具323的底端设有向前方伸出设置的深耕齿，深耕齿底端的后部设有与其固

定安装连接的施肥喷管，施肥喷管的底端设有施肥喷口，深耕施肥机具323上还设有机具升

降液压缸，通过控制机具升降液压缸的伸缩可以实现改变深耕的深度；液压控制机构324固

定安装在车体321的前部，包括液压泵、控制阀组和液压油箱，控制阀组分别通过液压管路

与液压泵、车轮升降液压缸和机具升降液压缸连接；有机肥液分配机构325固定安装在车体

321上，如图8所示，有机肥液分配机构325包括至少一个有机肥液进液口和多个有机肥液出

液口，有机肥液进液口与施肥PE管的输出端连通连接，有机肥液出液口分别通过软管与深

耕施肥机具323的施肥喷管的顶端连通连接；覆土机构326安装在车体321的后端或深耕施

肥机具323的后端、位于深耕施肥机具323的施肥喷管的后方，覆土机构326可以是覆土导向

板结构、也可以是覆土辊筒结构；

[0049] 有机肥液施加电控装置设置在底架二311或车体321上，包括有机肥液施加控制

器、PE管供应装置控制回路和深耕施肥装置控制回路，有机肥液施加控制器分别与卷盘驱

动机构314的动力源、液压控制机构324的控制阀组电连接。

[0050] 所述的集中电控单元包括中央控制器、显示器、有机肥液加工控制回路、有机肥液

施加控制回路，中央控制器分别与显示器、有机肥液配制单元1的有机肥液加工控制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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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肥液施加单元3的有机肥液施加控制器电连接，中央控制器还包括施肥数据输入输出端

口，中央控制器可以通过无线电连接的方式分别与有机肥液配制单元1的有机肥液加工控

制器、有机肥液施加单元3的有机肥液施加控制器电连接。

[0051] 本有机肥环保深施浇灌智能化系统具有很好的机动灵活性，在转场运输状态时，

有机肥液配制单元1可直接通过牵引车辆进行牵引转场；有机肥液施加单元3的施肥PE管完

全缠绕在卷盘313上，深耕施肥装置32收纳在底架二311副车架上的卷盘回卷导向限位机构

315上，收纳状态时车轮升降液压缸处于伸出状态使升降车轮322处于支撑车体321的状态、

机具升降液压缸处于缩入状态使深耕施肥机具323处于升起状态，有机肥液施加单元3即可

直接通过牵引车辆进行牵引转场；有机肥液施加单元3也可挂接在有机肥液配制单元1的后

方进行转场，即有机肥液配制单元1和有机肥液施加单元3通过同一辆牵引车辆进行牵引转

场。

[0052] 有机肥液配制单元1和有机肥液施加单元3被牵引拖至未种植作物的田间地头进

行有机肥施肥时，针对远离养殖场的农田，原肥可通过原肥运输罐车进行运输，原肥输入部

分14的原肥泵入管道可直接与原肥运输罐车的排料口连接，有机肥液输送单元2的有机肥

输送管道可采用适于短距离输送的软管结构；针对位于养殖场附近的农田，如图1所示，由

于养殖场通常具有农家肥集中发酵处理池4，因此原肥输入部分14的原肥泵入管道可直接

与农家肥集中发酵处理池4的排料口连接，有机肥液输送单元2的有机肥输送管道可以预置

在农田周围、且有机肥输送管道上的不同距离位置可以设置多个可启闭的阀门。

[0053] 以位于养殖场附近的农田进行有机肥施肥、并以水为稀释液为例，有机肥液配制

单元1停滞在农家肥集中发酵处理池4附近、有机肥液施加单元3停滞在田间地头后，将原肥

输入部分14的原肥泵入管道与农家肥集中发酵处理池4的排料口连接、将有机肥液输送单

元2的有机肥输送管道的两端分别与混合有机肥液泵出部分18的混合有机肥液输送流量电

磁控制阀门和施肥PE管的输入端连接、将稀释液输送管道的输入端与稀释液供给源连接，

即可启动系统；

[0054] 操作人员通过施肥数据输入输出端口将集中发酵处理池的农家肥数据及该农田

的需施肥数据输入中央控制器，中央控制器根据混合搅拌箱13的容积及内置的有机肥液配

制程序计算需要的原肥量和稀释液量并存储，然后中央控制器根据计算结果控制有机肥液

加工控制回路开始工作，有机肥液加工控制器控制原肥输送机驱动机构、原肥粉碎驱动机

构、稀释液输送驱动机构、搅拌杆驱动机构同时开始工作，自农家肥集中发酵处理池4的排

料口排出的原肥在原肥输入部分14的带动下进入原肥粉碎部分15进行粉碎，同时稀释液在

稀释液泵入部分16的带动下喷入原肥粉碎部分15，稀释液的喷入可在原肥粉碎过程中防止

因原肥黏连在原肥粉碎部分15内造成的堵塞，粉碎并掺入稀释液的原肥进入混合搅拌箱13

内部进行搅拌，当输入的原肥量达到设定数值后、有机肥液加工控制器控制原肥输送机驱

动机构和原肥粉碎驱动机构停止工作，当输入的稀释液量达到设定数值后、有机肥液加工

控制器控制稀释液输送驱动机构停止工作，有机肥液加工控制器控制搅拌杆驱动机构持续

工作，在混合搅拌部分17的搅拌作用下原肥和稀释液形成均匀的混合有机肥液；

[0055] 有机肥液加工控制回路开始工作的同时，中央控制器发出指令控制有机肥液施加

控制回路开始工作，旋转底架二311的副车架使深耕施肥装置32正对需施肥的农田后、有机

肥液施加控制器控制卷盘驱动机构314动作使卷盘313反向旋转，收纳在底架二311的副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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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上的深耕施肥装置32即在导向机构的导向作用下落至地面；然后操作人员将车体321前

端的快速连接机构与拖拉机后端的连接架连接、并将液压控制机构324的液压泵的动力输

入端通过万向联轴节与拖拉机的变速箱输出轴连接，拖拉机处于待命状态；

[0056] 至设定时间后，当有机肥液加工控制器反馈混合有机肥液已配制均匀后，中央控

制器向操作人员发出信号，操作人员即可启动拖拉机，拖拉机的变速箱带动液压控制机构

324的液压泵开始工作，然后中央控制器发出指令使有机肥液加工控制器控制混合有机肥

液泵出部分18开始工作，混合有机肥液输送流量电磁控制阀门打开的同时混合有机肥液输

送泵开始工作，配制好的混合有机肥液即依次经有机肥液输送单元2的有机肥输送管道、施

肥PE管进入有机肥液分配机构325，再经有机肥液分配机构325的有机肥液出液口进入深耕

施肥机具323的各个施肥喷管，最后经施肥喷口喷出；混合有机肥液泵出部分18开始工作的

同时，拖拉机带动深耕施肥装置32前移、有机肥液施加控制器控制卷盘驱动机构314动作使

卷盘313反向旋转放出施肥PE管，直至施肥PE管完全被放出后卷盘驱动机构314停止工作；

深耕施肥装置32前移的过程中，如图5所示，有机肥液施加控制器控制液压控制机构324的

控制阀组使车轮升降液压缸缩入、机具升降液压缸伸出，升降车轮322即升起使车体321贴

近地面、同时深耕施肥机具323的深耕齿耕入农田地表以下，经施肥喷口喷出的混合有机肥

液即直接喷入农田地表以下，深耕施肥装置32前移的过程中、位于深耕施肥机具323的施肥

喷管后方的覆土机构326同时对深耕齿耕出的沟槽进行覆土，即实现拖拉机即牵引深耕施

肥装置32对农田进行深耕作业的同时实现混合有机肥液直接进入农田地表以下进行深层

施肥及自动覆土；

[0057] 深耕施肥过程中，当混合搅拌箱13的电子液位计反馈混合有机肥液的液面低于设

定液位时，有机肥液加工控制器重复进行混合有机肥液的配制步骤；

[0058] 完成深耕施肥后，操作人员向中央控制器发出信号，中央控制器首先控制控制有

机肥液加工控制回路开始工作停止工作、混合有机肥液输送流量电磁控制阀门关闭同时混

合有机肥液输送泵停止工作，然后中央控制器向有机肥液施加控制器发出指令，有机肥液

施加控制器控制液压控制机构324的控制阀组使车轮升降液压缸伸出、机具升降液压缸缩

入至初始状态，操作人员将深耕施肥装置32与拖拉机进行拆除后，有机肥液施加控制器控

制卷盘驱动机构314动作使卷盘313正向旋转进行施肥PE管的回收，施肥PE管回收过程中带

动深耕施肥装置32回退回收，当深耕施肥装置32回退至卷盘回卷导向限位机构315上后有

机肥液施加控制器关闭卷盘驱动机构314的动力源，将牵引车辆与底架二311后端连接后即

可进行转场操作；深耕施肥装置32回退的同时，拆除原肥输入部分14的原肥泵入管道、有机

肥液输送单元2的有机肥输送管道及稀释液输送管道后，将牵引车辆与底架一11连接后即

可进行转场操作。

[0059] 在施肥过程中，由于输送管路较长、且混合有机肥液泵出部分18的混合有机肥液

输送泵距离施肥喷管较远，因此为了防止因沉淀造成有机肥液分配机构325发生堵塞现象，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有机肥液分配机构325内设有流量传感器或压力传感

器，有机肥液分配机构325上还设有具有反冲洗排气电磁截止阀的反冲洗排气口，反冲洗排

气电磁截止阀、流量传感器或压力传感器与有机肥液施加控制器电连接，集中电控单元还

包括反冲洗控制回路；本有机肥环保深施浇灌智能化系统还设有反冲洗装置，反冲洗装置

设置包括反冲洗水箱、反冲洗泵和反冲洗喷枪，内设有反冲洗水的反冲洗水箱设置在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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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车上或深耕施肥装置32上，具有反冲洗泵驱动机构的反冲洗泵安装在反冲洗水箱上，反

冲洗泵的输入端与反冲洗水箱连通连接、输出端通过反冲洗溢流阀及软管与反冲洗喷枪的

输入端连接，反冲洗溢流阀或反冲洗喷枪的输入端上还设有反冲洗输入电磁截止阀，反冲

洗输入电磁截止阀与有机肥液施加控制器电连接，反冲洗泵驱动机构可以是与牵引机车的

变速箱动力输出轴连接的传动轴结构、也可以是与液压控制机构324的液压泵通过液压管

路连接的液压马达结构，反冲洗喷枪安装在有机肥液分配机构325上、且反冲洗喷枪的喷口

与有机肥液分配机构325的内腔连通连接，反冲洗喷枪的喷口喷射方向与混合有机肥液的

流动方向相反设置。深耕施肥过程中反冲洗泵始终工作、反冲洗排气电磁截止阀和反冲洗

输入电磁截止阀均处于截止状态，反冲洗泵泵出的反冲洗水经反冲洗溢流阀回流至反冲洗

水箱，当流量传感器反馈的流量数值低于设定数值、或压力传感器反馈的压力数值大于设

定数值时，中央控制器控制反冲洗控制回路开始工作，中央控制器首先发出指令使有机肥

液加工控制器控制混合有机肥液泵出部分18暂停工作，然后中央控制器发出指令使有机肥

液施加控制器控制反冲洗排气电磁截止阀和反冲洗输入电磁截止阀同时打开，有机肥液分

配机构325内的混合有机肥液在大气压力作用下自深耕施肥机具323的施肥喷管的施肥喷

口流入农田地表以下，反冲洗泵泵出的反冲洗水即经反冲洗喷枪的喷口喷出、对有机肥液

分配机构325的内腔进行反冲洗，反冲洗产生的混合有机肥液经深耕施肥机具323的施肥喷

管的施肥喷口流入农田地表以下，至设定时间后中央控制器发出指令使有机肥液加工控制

器控制混合有机肥液泵出部分18重新启动工作、同时中央控制器发出指令使有机肥液施加

控制器控制反冲洗排气电磁截止阀和反冲洗输入电磁截止阀同时关闭，完成反冲洗。反冲

洗装置的设置可以保证深耕施肥装置32长时间连续均匀施肥。

[0060] 为了实现更好的反冲洗效果，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反冲洗喷枪配

合有机肥液分配机构325的有机肥液出液口的数量设置为多个，每个有机肥液出液口上均

设有反冲洗喷枪。

[0061] 作为本实用新型覆土机构326的一种实施方式，覆土机构326是前后方向滚动设置

的覆土辊筒，覆土辊筒通过连接架铰接安装在车体321的后端、且车体321上设有在升降车

轮322处于支撑车体321状态时可防止覆土辊筒垂至地面的连接架摆动限位部件，覆土辊筒

的辊筒外表面上设有多个沿其轴向及周向均布设置的拨土杆，拨土杆沿覆土辊筒的径向方

向设置。深耕施肥装置32前移过程中带动覆土辊筒在农田地表面上滚动，覆土辊筒滚动过

程中拨土杆可拨动土壤进行覆土。

[0062] 为了增加深耕施肥机具323在深耕作业过程中的整体强度，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

一步改进方案，深耕施肥机具323的顶端铰接安装在车体321上，深耕施肥机具323的底端是

向前方弯曲的钩状结构，机具升降液压缸一端铰接安装在车体321上、另一端铰接安装在深

耕施肥机具323上，通过控制机具升降液压缸的伸缩可以实现控制深耕施肥机具323绕其铰

接中心旋转，进而改变深耕的深度，且钩状结构的深耕施肥机具323具有更好的整体强度。

[0063] 为了进一步保证深耕施肥效果，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如图7所示，

多件深耕施肥机具323在车体321前后方向上至少设置为两排、且两排深耕施肥机具323在

左右方向上交错设置，交错设置的深耕施肥机具323可以在保证整治宽度的前提下减小前

进阻力，进而进一步保证深耕施肥效果。

[0064] 为了进一步增加深耕施肥的深度，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方案，如图3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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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所示，所述的车体321上部还铰接架设安装有车体仰俯液压缸，车体仰俯液压缸通过液压

管路与液压控制机构324的控制阀组连接；所述的车体321前端的快速连接机构是铰接座结

构；将车体321前端的快速连接机构与牵引机车后端的连接架铰接连接后可将车体仰俯液

压缸的伸缩端与牵引机车后端的连接架上部铰接连接，然后在深耕施肥过程中通过控制车

体仰俯液压缸的伸缩可以实现调节车体321的仰俯角，进而实现增加深耕施肥的深度。

[0065] 为了实现在牵引机车牵引深耕施肥装置32转弯移动过程中尽量减少施肥PE管在

较小的转弯半径情况下的弯曲，进而实现保护施肥PE管、延长其使用寿命，作为本实用新型

的进一步改进方案，如图8所示，有机肥液分配机构325是竖直设置的密闭筒型结构，进液口

同轴设置在筒型结构的顶部，多个进液口沿周向方向均布设置在筒型结构的底部，进液口

通过水平回转安装部件安装在有机肥液分配机构325上，有机肥液分配机构325的进液口可

以绕有机肥液分配机构325的轴心线自由旋转，进而实现牵引机车牵引深耕施肥装置32转

弯移动过程中施肥PE管不跟随转弯、减少施肥PE管在较小的转弯半径情况下弯曲的状况，

实现保护施肥PE管、延长其使用寿命。

[0066] 深耕施肥作业过程中，为了防止有机肥液配制单元1和/或卷盘式PE管供应装置31

因振动等原因造成移位或倾斜，进而影响有机肥液的输送，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

方案，底架一11和/或底架二311上还设有底架定位支撑机构，底架定位支撑机构可以采用

可竖直向下伸出将底架二311整体顶升脱离地面的支撑缸结构、也可以采用可伸出插入地

面的伸缩前支撑结构等其他定位支撑结构。

[0067] 由于化肥与农家肥混合在一起使用可以全面供应作物生长所需的养分，可以减少

养分固定、提高肥效，可以保蓄、减少流失、改善作物对养分的吸收条件，可以促进微生物的

活动、促进农家肥的分解，因此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方案，稀释液是化肥溶液。

[0068] 本有机肥环保深施浇灌智能化系统是具有很好的机动灵活性的数字化智能系统，

由于设有单独设置的有机肥液配制单元1，因此通过施肥数据输入输出端口接收农家肥数

据及需施肥数据后，即可通过有机肥液配制单元1进行混合有机肥液的自动配制，且有机肥

液配制单元1不跟随深耕施肥装置32进入农田进行施肥，因此能够大大降低深耕施肥装置

32的整体体积和重量、从而减轻对农田的碾压；由于有机肥液施加单元3包括卷盘式PE管供

应装置31，施肥PE管缠绕在卷盘313上，因此可以实现长距离、大面积的一次性智能化施肥

操作，且卷盘式PE管供应装置31也不跟随深耕施肥装置32进入农田进行施肥，因此能够进

一步降低深耕施肥装置32的整体体积和重量、减轻对农田的碾压；由于深耕施肥装置32可

通过如拖拉机等牵引机车进行牵引施肥，且深耕施肥装置32的深耕动力来源于牵引机车，

因此也能够进一步降低深耕施肥装置32的整体体积和重量、减轻对农田的碾压，同时由于

深耕施肥装置32设有覆土机构326，因此能够实现牵引机车牵引深耕施肥装置32对农田进

行深耕作业的同时进行混合有机肥液直接进入农田地表以下的深层施肥及自动覆土；由于

设有反冲洗装置，因此可以防止有机肥液分配机构325因沉淀而造成的堵塞、保证深耕施肥

装置32长时间连续均匀施肥，全封闭式结构的混合搅拌箱13和深耕施肥覆土的施肥方式，

可以在实现高效施加有机肥的前提下降低农家肥对空气的污染程度，特别适用于对位于养

殖场附近的大片农田进行有机肥的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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