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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矿山生态修复的复

绿设备，包括箱体和设于所述箱体内的搅拌桶，

所述箱体内设有第一空腔和第二空腔，所述搅拌

桶设于所述第一空腔内，所述搅拌桶侧壁上设有

第一连接块，所述第一空腔内壁上设有第一连接

轴，所述第一连接块上设有与所述第一连接轴相

配合的第一连接槽；所述搅拌桶为管体结构，所

述搅拌桶顶部和底部分别可转动连接有第一连

接环，所述第一连接环上设有盖板；所述第一空

腔底部设有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可驱动所述

第一连接环转动，也可驱动所述第一连接轴转

动；当所述搅拌桶底部的第一连接环转动时，所

述搅拌桶顶部的第一连接环反向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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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矿山生态修复的复绿设备，包括箱体(1)和设于所述箱体(1)内的搅拌桶

(2)，所述箱体(1)内设有第一空腔和第二空腔，所述搅拌桶(2)设于所述第一空腔内，其特

征在于：所述搅拌桶(2)侧壁上设有第一连接块，所述第一空腔内壁上设有第一连接轴

(13)，所述第一连接块上设有与所述第一连接轴(13)相配合的第一连接槽；所述搅拌桶(2)

为管体结构，所述搅拌桶(2)顶部和底部分别可转动连接有第一连接环(21)，所述第一连接

环(21)上设有盖板(3)；所述第一空腔底部设有驱动电机(11)，所述驱动电机(11)可驱动所

述第一连接环(21)转动，也可驱动所述第一连接轴(13)转动；当所述搅拌桶(2)底部的第一

连接环(21)转动时，所述搅拌桶(2)顶部的第一连接环(21)反向转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矿山生态修复的复绿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盖板

(3)上设有第二连接块(32)，所述第一连接环(21)上设有与所述第二连接块(32)相配合的

第二连接槽，所述第二连接槽内壁上设有第一活动槽，所述第一活动槽内设有限位弹簧

(213)，所述限位弹簧(213)一端设有限位块(212)，所述第二连接块上(32)设有与所述限位

块(212)相配合的限位槽；所述第二连接槽底部设有用于推动所述限位块(212)往所述第一

活动槽外移动的第一推板(215)。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矿山生态修复的复绿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连

接槽底部设有与所述第一活动槽相通的第一活动腔，所述第一活动腔内设有转辊(214)，所

述转辊(214)上设有第一连接绳，所述第一连接绳一端固连于所述限位块(212)上；所述第

一活动腔底部设有第二活动槽，所述第一推板(215)穿设于所述第二活动槽，所述第一推板

(215)底部设有第一连接弹簧(2151)；所述第二活动槽底部设有第三空腔，所述第二连接槽

内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三空腔相通的第一气囊，所述第三空腔内设有第一支撑弹簧(2171)，

所述第一支撑弹簧(2171)顶部设有第二推板(217)，所述第一推板(215)底部设有与所述第

二推板(217)相配合的第一推块(215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矿山生态修复的复绿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

接环(21)上设有第二连接环(211)，所述搅拌桶(2)两端分别设有与所述第二连接环(211)

相配合的第三连接槽，所述搅拌桶(2)侧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三连接槽相通的第二活动腔，所

述第二活动腔内设有传动辊(23)，所述传动辊(23)上设有第一环槽，所述第二活动腔内壁

上设有与所述第一环槽相配合的第一传动轮，所述第一传动轮穿设于所述第三连接槽内；

所述盖板(3)上设有多个搅拌杆(3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矿山生态修复的复绿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空

腔内壁上设有第三活动腔，所述第三活动腔内设有第二传动轮(131)，所述第一连接轴(13)

设于所述第二传动轮(131)上，所述第三活动腔内壁上设有第三活动槽，所述第三活动槽内

设有第一连接板，所述第一连接板上设有固定杆(15)，所述第二传动轮(131)上设有与所述

固定杆(15)相配合的第四连接槽；所述第三活动腔内还设有与所述第二传动轮(131)相配

合的第三传动轮(14)，所述第三传动轮(14)可与所述驱动电机(11)形成传动配合。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用于矿山生态修复的复绿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空

腔底部设有设备腔，所述驱动电机(11)设于所述设备腔内，所述设备腔顶部设有第四活动

腔，所述第四活动腔内设有活动板(12)，所述第四活动腔底部设有安装槽，所述安装槽内设

有气缸(19)，所述活动板(12)设于所述气缸(19)的活塞杆上；所述活动板(12)上设有通孔，

所述通孔内穿设有传动套(121)，所述驱动电机(11)的输出轴穿设于所述传动套(121)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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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四活动腔侧壁上设有第四活动槽，所述第三传动轮(14)底部设有第二连接轴(141)，

所述第二连接轴(141)穿设于所述第四活动槽内，所述第二连接轴(141)底部设有第四传动

轮(142)，所述第四活动槽内还设有第五传动轮(16)，所述第四传动轮(142)与所述第五传

动轮(16)通过一第一同步带(17)形成传动配合；当所述活动板(12)移动至所述第四活动腔

底部后，所述驱动电机(11)与所述第五传动轮(16)形成传动配合。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矿山生态修复的复绿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通孔侧

壁上设有第五活动腔，所述第五活动腔内设有两组第六传动轮(123)，所述两组第六传动轮

(123)上绕设有第二同步带(124)，所述传动套(121)上设有与所述第六传动轮(123)相配合

的第三连接环(122)；所述第四活动腔底部设有第五活动槽，所述第五活动槽内设有第二支

撑弹簧，所述第二支撑弹簧上设有推杆(18)，所述推杆(18)上设有第二连接绳，所述第二连

接绳另一端固连于所述第一连接板上。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用于矿山生态修复的复绿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桶

(2)内壁上设有第六活动槽，所述第六活动槽内设有第四连接环(22)，所述第四连接环(22)

上设有第一刮板(221)，所述第一刮板(221)两端分别设有第三连接块，所述盖板(3)上设有

与所述第三连接块相配合的第二环槽；所述盖板(3)上设有第七活动槽，所述搅拌杆(31)穿

设于所述第七活动槽内，所述搅拌杆(31)上设有第二连接弹簧(311)；所述盖板(3)上设有

与所述第七活动槽相通的第八活动槽，所述第八活动槽内设有传动板(34)，所述传动板

(34)中部可转动连接于所述第八活动槽内壁上；所述盖板(3)上设有与所述传动套(121)相

配合的传动槽，所述传动槽内设有第三推板(35)，所述传动板(34)穿设于所述传动槽内，当

所述第三推板(35)往所述传动槽内移动时，所述第三连接块与所述第二环槽形成固定配

合。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用于矿山生态修复的复绿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八活

动槽内壁上设有第二气囊(38)，所述第八活动槽内设有第四连接块(37)，所述第四连接块

(37)上设有第九活动槽，所述第九活动槽内设有第三连接弹簧(3781)，所述第三连接弹簧

一端设有第二推块(372)，所述第二推块(372)上设有弧面；所述第二环槽内壁上设有与所

述第二气囊(38)相通的第三气囊；所述第三推板(35)侧壁上设有第一连接杆(352)，所述传

动槽内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一连接杆(352)相配合的第十活动槽，所述第三推板(35)上设有

第一复位弹簧(351)。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用于矿山生态修复的复绿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

板(34)上设有第三连接绳，所述第三连接绳一端固连于所述搅拌杆(31)上，所述第一刮板

(221)上设有第十一活动槽，所述第十一活动槽内设有第四连接块(223)，所述第四连接块

(223)上设有第二刮板(222)，所述第四连接块(223)上还设有密封板(2232)，所述第十一活

动槽内壁上设有与所述密封板(2232)相配合的第十二活动槽；所述第四连接块(223)上设

有第四连接弹簧(2231)；所述第一刮板(221)上设有第六活动腔，所述第六活动腔内设有第

五连接块(227)，所述第五连接块(227)上活动连接有第二连接杆(225)，所述第五连接块

(227)为两组，所述两组第五连接块(227)上的第二连接杆(225)一端铰接于一点；所述第六

活动腔内壁上设有第二复位弹簧(226)；所述第四连接环(22)上设有第七活动腔，所述第七

活动腔内设有第二连接板(224)，所述第二连接板(224)上设有第五连接弹簧(2243)，所述

第二连接板(224)另一侧设有第三连接板(2241)，所述第三连接板(2241)上设有第四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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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2)，所述第三连接块上设有与所述第七活动腔相通的第四空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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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矿山生态修复的复绿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植草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用于矿山生态修复的复绿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基本建设速度的加快，在实施交通、水利、矿山、电力等建设

项目的同时也形成了大量的裸露坡面，这些裸露坡面不仅影响生态环境景观，有些甚至还

存在着地质灾害隐患，影响主体工程的安全稳定。因此，许多地方着手大力开展边坡绿化工

作。

[0003] 为保护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稳定边坡，目前较为先进的处理方法就是：利用

播种设备将经过催芽处理的草籽(或基地种籽)、防土壤浸蚀剂、保水剂、肥料、内覆材料与

水充分搅拌混合后，用泵将混合物加压，经管道输送，再通过喷头将混合液均匀地喷射到欲

种植的裸地，并在防土壤浸蚀剂的作用下，与土壤粒子结合成有机整体，从而有效地防止土

壤浸蚀，为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提供良好的初始生长条件，经过一段时间的养护管理，最终

使裸地为植被所覆盖。

[0004] 在混合物搅拌时各物料的混合效果不佳容易产生结块现象，固结成块的块状物质

容易引发喷播机的堵塞问题，同时草籽无法和其他物质充分接触，影响草籽播种后的成活

率。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用于矿山生态修复的复绿设备。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用于矿山生态修复的复绿设

备，包括箱体和设于所述箱体内的搅拌桶，所述箱体内设有第一空腔和第二空腔，所述搅拌

桶设于所述第一空腔内，所述搅拌桶侧壁上设有第一连接块，所述第一空腔内壁上设有第

一连接轴，所述第一连接块上设有与所述第一连接轴相配合的第一连接槽；所述搅拌桶为

管体结构，所述搅拌桶顶部和底部分别可转动连接有第一连接环，所述第一连接环上设有

盖板；所述第一空腔底部设有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可驱动所述第一连接环转动，也可驱

动所述第一连接轴转动；当所述搅拌桶底部的第一连接环转动时，所述搅拌桶顶部的第一

连接环反向转动；设备在使用时，开启搅拌桶顶部盖板，将草籽等原料放入到搅拌桶内后将

盖板关闭，搅拌桶内形成封闭空间，驱动电机驱动第一连接轴转动，第一连接轴带动整个搅

拌桶翻转，搅拌桶带动草籽等物料翻转，使搅拌桶内的上下层相混合，对物料做初步的混合

处理；驱动电机驱动第一连接轴转动指定圈数后，驱动电机驱动第一连接环转动，此时的驱

动电机与搅拌桶底部的第一连接环形成传动，搅拌桶底部的第一连接环转动时带动搅拌桶

顶部的第一连接环反向转动，两个第一连接环在转动时带动搅拌桶顶部和底部的物料往不

同方向转动，两股不同流向的水流相撞击增加物料的混合效果，使物料在搅拌桶内进一步

混合，随后混合完成后的物料排出至第二空腔内，草籽从第二空腔内喷出，将草籽喷播在裸

地上，完成草籽的播种；通过搅拌桶的翻转使整个搅拌桶内的物料进行混合，避免出现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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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现象，再通过搅拌桶顶部和底部的第一连接环反向转动，使初步混合后的物料更进一

步混合，有效提升搅拌桶内物料的混合效果，避免出现管道堵塞情况，同时使草籽充分与其

他物料相混合提升草籽播种后的成活率。

[0007] 所述盖板上设有第二连接块，所述第一连接环上设有与所述第二连接块相配合的

第二连接槽，所述第二连接槽内壁上设有第一活动槽，所述第一活动槽内设有限位弹簧，所

述限位弹簧一端设有限位块，所述第二连接块上设有与所述限位块相配合的限位槽；所述

第二连接槽底部设有用于推动所述限位块往所述第一活动槽外移动的第一推板。

[0008] 所述第二连接槽底部设有与所述第一活动槽相通的第一活动腔，所述第一活动腔

内设有转辊，所述转辊上设有第一连接绳，所述第一连接绳一端固连于所述限位块上；所述

第一活动腔底部设有第二活动槽，所述第一推板穿设于所述第二活动槽，所述第一推板底

部设有第一连接弹簧；所述第二活动槽底部设有第三空腔，所述第二连接槽内壁上设有与

所述第三空腔相通的第一气囊，所述第三空腔内设有第一支撑弹簧，所述第一支撑弹簧顶

部设有第二推板，所述第一推板底部设有与所述第二推板相配合的第一推块。

[0009] 所述第一连接环上设有第二连接环，所述搅拌桶两端分别设有与所述第二连接环

相配合的第三连接槽，所述搅拌桶侧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三连接槽相通的第二活动腔，所述

第二活动腔内设有传动辊，所述传动辊上设有第一环槽，所述第二活动腔内壁上设有与所

述第一环槽相配合的第一传动轮，所述第一传动轮穿设于所述第三连接槽内；所述盖板上

设有多个搅拌杆。

[0010] 所述第一空腔内壁上设有第三活动腔，所述第三活动腔内设有第二传动轮，所述

第一连接轴设于所述第二传动轮上，所述第三活动腔内壁上设有第三活动槽，所述第三活

动槽内设有第一连接板，所述第一连接板上设有固定杆，所述第二传动轮上设有与所述固

定杆相配合的第四连接槽；所述第三活动腔内还设有与所述第二传动轮相配合的第三传动

轮，所述第三传动轮可与所述驱动电机形成传动配合。

[0011] 所述第一空腔底部设有设备腔，所述驱动电机设于所述设备腔内，所述设备腔顶

部设有第四活动腔，所述第四活动腔内设有活动板，所述第四活动腔底部设有安装槽，所述

安装槽内设有气缸，所述活动板设于所述气缸的活塞杆上；所述活动板上设有通孔，所述通

孔内穿设有传动套，所述驱动电机的输出轴穿设于所述传动套内；所述第四活动腔侧壁上

设有第四活动槽，所述第三传动轮底部设有第二连接轴，所述第二连接轴穿设于所述第四

活动槽内，所述第二连接轴底部设有第四传动轮，所述第四活动槽内还设有第五传动轮，所

述第四传动轮与所述第五传动轮通过一第一同步带形成传动配合；当所述活动板移动至所

述第四活动腔底部后，所述驱动电机与所述第五传动轮形成传动配合。

[0012] 所述通孔侧壁上设有第五活动腔，所述第五活动腔内设有两组第六传动轮，所述

两组第六传动轮上绕设有第二同步带，所述传动套上设有与所述第六传动轮相配合的第三

连接环；所述第四活动腔底部设有第五活动槽，所述第五活动槽内设有第二支撑弹簧，所述

第二支撑弹簧上设有推杆，所述推杆上设有第二连接绳，所述第二连接绳另一端固连于所

述第一连接板上。

[0013] 所述搅拌桶内壁上设有第六活动槽，所述第六活动槽内设有第四连接环，所述第

四连接环上设有第一刮板，所述第一刮板两端分别设有第三连接块，所述盖板上设有与所

述第三连接块相配合的第二环槽；所述盖板上设有第七活动槽，所述搅拌杆穿设于所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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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动槽内，所述搅拌杆上设有第二连接弹簧；所述盖板上设有与所述第七活动槽相通的

第八活动槽，所述第八活动槽内设有传动板，所述传动板中部可转动连接于所述第八活动

槽内壁上；所述盖板上设有与所述传动套相配合的传动槽，所述传动槽内设有第三推板，所

述传动板穿设于所述传动槽内，当所述第三推板往所述传动槽内移动时，所述第三连接块

与所述第二环槽形成固定配合。

[0014] 所述第八活动槽内壁上设有第二气囊，所述第八活动槽内设有第四连接块，所述

第四连接块上设有第九活动槽，所述第九活动槽内设有第三连接弹簧，所述第三连接弹簧

一端设有第二推块，所述第二推块上设有弧面；所述第二环槽内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二气囊

相通的第三气囊；所述第三推板侧壁上设有第一连接杆，所述传动槽内壁上设有与所述第

一连接杆相配合的第十活动槽，所述第三推板上设有第一复位弹簧。

[0015] 所述传动板上设有第三连接绳，所述第三连接绳一端固连于所述搅拌杆上，所述

第一刮板上设有第十一活动槽，所述第十一活动槽内设有第四连接块，所述第四连接块上

设有第二刮板，所述第四连接块上还设有密封板，所述第十一活动槽内壁上设有与所述密

封板相配合的第十二活动槽；所述第四连接块上设有第四连接弹簧；所述第一刮板上设有

第六活动腔，所述第六活动腔内设有第五连接块，所述第五连接块上活动连接有第二连接

杆，所述第五连接块为两组，所述两组第五连接块上的第二连接杆一端铰接于一点；所述第

六活动腔内壁上设有第二复位弹簧；所述第四连接环上设有第七活动腔，所述第七活动腔

内设有第二连接板，所述第二连接板上设有第五连接弹簧，所述第二连接板另一侧设有第

三连接板，所述第三连接板上设有第四推板，所述第三连接块上设有与所述第七活动腔相

通的第四空腔。

[0016]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通过搅拌桶的翻转使整个搅拌桶内的物料进行混合，避免

出现物料分层现象，再通过搅拌桶顶部和底部的第一连接环反向转动，使初步混合后的物

料更进一步混合，有效提升搅拌桶内物料的混合效果，避免出现管道堵塞情况，同时使草籽

充分与其他物料相混合提升草籽播种后的成活率。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的正视图。

[0019] 图3为图2中沿A‑A处的剖视图。

[0020] 图4为图3中的A处放大图。

[0021] 图5为图2中沿B‑B处的剖视图。

[0022] 图6为图5中的B处放大图。

[0023] 图7为图2中沿C‑C处的剖视图。

[0024] 图8为图7中的C处放大图。

[0025] 图9为图2中沿D‑D处的剖视图。

[0026] 图10为图9中的D处放大图。

[0027] 图11为本发明的右视图。

[0028] 图12为图11中沿E‑E处的剖视图。

[0029] 图13为图12中的E处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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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图14为图12中的F处放大图。

[0031] 图15为图13中的G处放大图。

[0032] 图16为图13中的H处放大图。

[0033] 图17为图11中沿F‑F处的剖视图。

[0034] 图18为图17中的I处放大图。

[0035] 图19为图11中沿G‑G处的剖视图。

[0036] 图20为图19中的J处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如图1‑20所示，一种用于矿山生态修复的复绿设备，包括箱体1和设于所述箱体1

内的搅拌桶2，所述箱体1内设有第一空腔和第二空腔，所述搅拌桶2设于所述第一空腔内，

所述搅拌桶2侧壁上设有第一连接块，所述第一空腔内壁上设有第一连接轴13，所述第一连

接块上设有与所述第一连接轴13相配合的第一连接槽；所述搅拌桶2为管体结构，所述搅拌

桶2顶部和底部分别可转动连接有第一连接环21，所述第一连接环21上设有盖板3；所述第

一空腔底部设有驱动电机11，所述驱动电机11可驱动所述第一连接环21转动，也可驱动所

述第一连接轴13转动；当所述搅拌桶2底部的第一连接环21转动时，所述搅拌桶2顶部的第

一连接环21反向转动；设备在使用时，开启搅拌桶顶部盖板，将草籽等原料放入到搅拌桶内

后将盖板关闭，搅拌桶内形成封闭空间，驱动电机驱动第一连接轴转动，第一连接轴带动整

个搅拌桶翻转，搅拌桶带动草籽等物料翻转，使搅拌桶内的上下层相混合，对物料做初步的

混合处理；驱动电机驱动第一连接轴转动指定圈数后，驱动电机驱动第一连接环转动，此时

的驱动电机与搅拌桶底部的第一连接环形成传动，搅拌桶底部的第一连接环转动时带动搅

拌桶顶部的第一连接环反向转动，两个第一连接环在转动时带动搅拌桶顶部和底部的物料

往不同方向转动，两股不同流向的水流相撞击增加物料的混合效果，使物料在搅拌桶内进

一步混合，随后混合完成后的物料排出至第二空腔内，草籽从第二空腔内喷出，将草籽喷播

在裸地上，完成草籽的播种；通过搅拌桶的翻转使整个搅拌桶内的物料进行混合，避免出现

物料分层现象，再通过搅拌桶顶部和底部的第一连接环反向转动，使初步混合后的物料更

进一步混合，有效提升搅拌桶内物料的混合效果，避免出现管道堵塞情况，同时使草籽充分

与其他物料相混合提升草籽播种后的成活率。

[0038] 所述盖板3上设有第二连接块32，所述第一连接环21上设有与所述第二连接块32

相配合的第二连接槽，所述第二连接槽内壁上设有第一活动槽，所述第一活动槽内设有限

位弹簧213，所述限位弹簧213一端设有限位块212，所述第二连接块上32设有与所述限位块

212相配合的限位槽；所述第二连接槽底部设有用于推动所述限位块212往所述第一活动槽

外移动的第一推板215；在将盖板盖在搅拌桶上时，第二连接块与第二连接槽相对齐，在第

二连接块与第二连接槽的相互配合下，对盖板和第一连接环起止转连接，使第一连接环在

转动时可带动盖板一同转动，利用盖板与第一连接环相互配合对搅拌桶内物料起搅拌作

用；第二连接块放入到第二连接槽内后，第二连接块推动第一推板往第二连接槽底部移动，

第一推板移动时带动限位块往第一活动槽外侧移动，此时限位槽处于限位块一侧，限位块

直接进入到限位槽内，在限位块与限位槽的相互配合下将盖板固定在第一连接环上，利用

盖板将搅拌桶封闭；搅拌桶两端分别设置盖板，搅拌桶在转动后不论哪一段处于顶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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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能以同样的方式对盖板进行操作，无需专门对搅拌桶的转动圈数做限制，保证搅拌桶内

的物料充分混合。

[0039] 所述第二连接槽底部设有与所述第一活动槽相通的第一活动腔，所述第一活动腔

内设有转辊214，所述转辊214上设有第一连接绳，所述第一连接绳一端固连于所述限位块

212上；所述第一活动腔底部设有第二活动槽，所述第一推板215穿设于所述第二活动槽，所

述第一推板215底部设有第一连接弹簧2151；所述第二活动槽底部设有第三空腔，所述第二

连接槽内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三空腔相通的第一气囊，所述第三空腔内设有第一支撑弹簧

2171，所述第一支撑弹簧2171顶部设有第二推板217，所述第一推板215底部设有与所述第

二推板217相配合的第一推块2152；盖板处于开启状态时，第一连接弹簧推动第一推板往第

二活动槽顶部移动，第一推板穿入到第二连接槽内，第一连接绳绕于转辊上，在第一连接绳

作用下将限位块固定在第一活动槽内；第二连接块放入到第二连接槽内后，第二连接块推

动处于第二连接槽内的第一推板往下运动，第一推板往下运动带动转辊转动，第一连接绳

从转辊上绕出，限位弹簧推动限位块产生往外移动的趋势，限位槽移动至限位块一侧后，限

位块从第一活动槽内伸出插入到限位槽内，利用限位块将盖板固定在第一连接环上；第一

推板往下运动时带动第一推块往下运动，第一推块推动第二推板往下运动，第二推板挤压

第三空腔内的空气，第三空腔内的空气进入到第一气囊内，第一气囊侧壁膨胀后抵在第二

连接块侧壁上，保证第二连接块与第二连接槽连接的密封性，避免搅拌桶在翻转时物料从

第二连接块和第二连接槽之间的空隙中甩出，同时利用第一气囊对第二连接块起到辅助固

定作用，进一步的提升盖板与第一连接环的连接效果。

[0040] 所述盖板上设有与所述限位槽相通的第八活动腔，第八活动腔内设有第五连接环

33，第五连接环上设有凸块332，所述第五连接环顶部设有第六连接环331，第六连接环从第

八活动腔内穿出，第八活动腔内设有第三推块39，所述第三推块上设有滑块，第八活动腔内

壁上设有与所述滑块相配合的滑槽，滑块上设有第三复位弹簧391；所述第三推块上设有斜

槽，所述凸块为圆弧形结构；在开启盖板时，转动第六连接环，第六连接环带动第五连接环

转动，凸块与第三推块相接触，凸块推动第三推块往限位槽内移动，第三推块推动限位块往

限位槽外侧移动，限位块从限位槽内移出后往上拉动盖板即可直接将盖板从第一连接环上

取出；盖板从第一连接环上取出后，第三复位弹簧对滑块产生推力，第三推块产生往回移动

趋势，在斜槽和凸块的接触下推动凸块往回移动，从而使凸块从第三推块一侧移开，第三推

块自动退回第八活动腔内，以便在盖板再次安装时直接固定在第一连接环上。

[0041] 所述第一连接环21上设有第二连接环211，所述搅拌桶2两端分别设有与所述第二

连接环211相配合的第三连接槽，所述搅拌桶2侧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三连接槽相通的第二活

动腔，所述第二活动腔内设有传动辊23，所述传动辊23上设有第一环槽，所述第二活动腔内

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一环槽相配合的第一传动轮，所述第一传动轮穿设于所述第三连接槽

内；所述盖板3上设有多个搅拌杆31；驱动电机在驱动底部第一连接环转动时，第二连接环

与传动辊相接触，第二连接环带动传动辊转动，传动辊通过第一传动轮带动顶部的第一连

接环转动，使顶部的第一连接环随底部的第一连接环转动而转动；在第一传动轮作用下使

顶部和底部的第一连接环有不同的转动方向，以便在第一连接环的转动下在搅拌桶内形成

两股不同的水流，增加物料之间的碰撞，提升物料的混合效果；搅拌杆随盖板转动而转动，

在搅拌杆作用下增加盖板转动时对水流的搅拌效果，从而进一步的提升搅拌桶内物料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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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效果。

[0042] 所述第一空腔内壁上设有第三活动腔，所述第三活动腔内设有第二传动轮131，所

述第一连接轴13设于所述第二传动轮131上，所述第三活动腔内壁上设有第三活动槽，所述

第三活动槽内设有第一连接板，所述第一连接板上设有固定杆15，所述第二传动轮131上设

有与所述固定杆15相配合的第四连接槽；所述第三活动腔内还设有与所述第二传动轮131

相配合的第三传动轮14，所述第三传动轮14可与所述驱动电机11形成传动配合，第二传动

轮与第三传动轮均为伞齿轮；物料在放入到搅拌桶内时，固定杆插入第四连接槽内，在固定

杆与第四连接槽的相互配合下对第二传动轮起固定作用，从而对搅拌桶起固定作用，避免

搅拌桶的加料过程中发生翻转，保证搅拌桶使用的稳定性；物料添加完成后，盖板盖在搅拌

桶上，驱动电机与第三传动轮形成传动配合，固定杆从第四连接槽内脱出，驱动电机驱动第

三传动轮转动，第三传动轮带动第二传动轮转动，第一连接轴带动搅拌桶翻转，对搅拌桶内

的物料起搅拌作用，提升对物料的混合效果；在固定杆设置下，使搅拌桶在竖直状态时将搅

拌桶固定，保证驱动电机与第一连接环形成稳定的传动配合，从而使第一连接环在驱动电

机作用下稳定转动，利用第一连接环的转动提升物料的混合效果，避免物料静置后出现分

层现象。

[0043] 所述第一空腔底部设有设备腔，所述驱动电机11设于所述设备腔内，所述设备腔

顶部设有第四活动腔，所述第四活动腔内设有活动板12，所述第四活动腔底部设有安装槽，

所述安装槽内设有气缸19，所述活动板12设于所述气缸19的活塞杆上；所述活动板12上设

有通孔，所述通孔内穿设有传动套121，所述驱动电机11的输出轴穿设于所述传动套121内；

所述第四活动腔侧壁上设有第四活动槽，所述第三传动轮14底部设有第二连接轴141，所述

第二连接轴141穿设于所述第四活动槽内，所述第二连接轴141底部设有第四传动轮142，所

述第四活动槽内还设有第五传动轮16，所述第四传动轮142与所述第五传动轮16通过一第

一同步带17形成传动配合；当所述活动板12移动至所述第四活动腔底部后，所述驱动电机

11与所述第五传动轮16形成传动配合；在将物料放入到搅拌桶内时，固定杆插在第四连接

槽内，传动套插入到传动槽内，固定杆与传动套相互配合将搅拌桶固定在竖直状态上；物料

添加完成后，活动板往下运动，活动板移动至第四活动腔底部后与第五传动轮形成传动配

合，传动套从传动槽内脱出，第五传动轮带动第四传动轮转动，第三传动轮随第四传动轮一

同转动，为第一连接轴提供转动动力，搅拌桶翻转后对搅拌桶内物料起搅拌作用，完成搅拌

桶内物料的初步混合。

[0044] 所述通孔侧壁上设有第五活动腔，所述第五活动腔内设有两组第六传动轮123，所

述两组第六传动轮123上绕设有第二同步带124，所述传动套121上设有与所述第六传动轮

123相配合的第三连接环122；所述第四活动腔底部设有第五活动槽，所述第五活动槽内设

有第二支撑弹簧，所述第二支撑弹簧上设有推杆18，所述推杆18上设有第二连接绳，所述第

二连接绳另一端固连于所述第一连接板上；活动板移动至第四活动腔底部后，活动板抵在

推杆顶部，活动板推动推杆往下运动，推杆拉动第二连接绳，第二连接绳拉动第一连接板往

第三活动槽内移动，固定杆从第四连接槽内脱出，第六传动轮自动移动至第五传动轮一侧，

第六传动轮与第五传动轮形成传动配合，此时传动套从传动槽内推出，驱动电机驱动传动

套转动时传动套上的第三连接环带动第六传动轮转动，第六传动轮将动力传递至第一连接

轴上，为搅拌桶的转动提供动力，搅拌桶翻转对物料起搅拌作用，使搅拌桶内的草籽充分的

说　明　书 6/8 页

10

CN 112973520 A

10



与其他物料相接触，保证草籽播种后的成活率。

[0045] 所述搅拌桶2内壁上设有第六活动槽，所述第六活动槽内设有第四连接环22，所述

第四连接环22上设有第一刮板221，所述第一刮板221两端分别设有第三连接块，所述盖板3

上设有与所述第三连接块相配合的第二环槽；所述盖板3上设有第七活动槽，所述搅拌杆31

穿设于所述第七活动槽内，所述搅拌杆31上设有第二连接弹簧311；所述盖板3上设有与所

述第七活动槽相通的第八活动槽，所述第八活动槽内设有传动板34，所述传动板34中部可

转动连接于所述第八活动槽内壁上；所述盖板3上设有与所述传动套121相配合的传动槽，

所述传动槽内设有第三推板35，所述传动板34穿设于所述传动槽内，当所述第三推板35往

所述传动槽内移动时，所述第三连接块与所述第二环槽形成固定配合；在对搅拌桶内部做

清洗时，将清水注入到搅拌桶内，活动板往第四活动腔顶部移动，传动套顶部插入到传动槽

内与传动槽形成传动配合，传动套处于第三推板底部，传动套转动带动盖板转动，盖板转动

带动第一连接环转动，搅拌桶底部和顶部的第一连接环分别转动，搅拌杆搅动清水后对搅

拌桶内壁做清洗；此时第三连接块插于第二环槽内，盖板相对第四连接环转动；第一连接环

转动指定圈数后，活动板继续往第四活动腔顶部移动，传动套推动第三推板往上运动，第三

推板推动传动板转动，第三推板往传动槽内移动后第二环槽与第三连接块形成固定配合，

驱动电机驱动第一连接环转动时带动第四连接环转动，第一刮板沿搅拌桶内壁转动，在第

一刮板作用下对搅拌桶内壁做清理，提升对搅拌桶内壁的清洗效果；在第四连接环设置下

将第六活动槽封闭，避免物料搅拌时进入到第六活动槽内影响第一刮板的移动。

[0046] 所述第八活动槽内壁上设有第二气囊38，所述第八活动槽内设有第四连接块37，

所述第四连接块37上设有第九活动槽，所述第九活动槽内设有第三连接弹簧3781，所述第

三连接弹簧一端设有第二推块372，所述第二推块372上设有弧面；所述第二环槽内壁上设

有与所述第二气囊38相通的第三气囊；所述第三推板35侧壁上设有第一连接杆352，所述传

动槽内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一连接杆352相配合的第十活动槽，所述第三推板35上设有第一

复位弹簧351；第三推板往传动槽底部移动时，第三推板推动传动板转动，传动板转动时与

第二推块相接触，第二推块带动第四连接块往下运动，第四连接块压在第二气囊上，在第四

连接块作用下挤压第二气囊，将第二气囊内的空气挤入到第三气囊内，第三气囊膨胀后抵

在第三连接块上，第三连接块被固定在第三气囊和第二环槽内壁之间，使第三连接块被固

定在第二环槽内，盖板在转动时带动第一刮板一同转动，通过第一刮板对搅拌桶内壁做清

理；第十活动槽与第一连接杆相互配合，对第三推板的移动起限位作用，避免第三推板从传

动槽内掉出，保证第三推板与盖板的连接效果。

[0047] 所述传动板34上设有第三连接绳，所述第三连接绳一端固连于所述搅拌杆31上，

所述第一刮板221上设有第十一活动槽，所述第十一活动槽内设有第四连接块223，所述第

四连接块223上设有第二刮板222，所述第四连接块223上还设有密封板2232，所述第十一活

动槽内壁上设有与所述密封板2232相配合的第十二活动槽；所述第四连接块223上设有第

四连接弹簧2231；所述第一刮板221上设有第六活动腔，所述第六活动腔内设有第五连接块

227，所述第五连接块227上活动连接有第二连接杆225，第五连接块上设有第四连接绳

2233，第四连接绳一端固连于第四连接块上；所述第五连接块227为两组，所述两组第五连

接块227上的第二连接杆225一端铰接于一点；所述第六活动腔内壁上设有第二复位弹簧

226；所述第四连接环22上设有第七活动腔，所述第七活动腔内设有第二连接板224，所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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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接板224上设有第五连接弹簧2243，所述第二连接板224另一侧设有第三连接板2241，

所述第三连接板2241上设有第四推板2242，第四推板两端铰接于第二连接杆上，所述第三

连接块上设有与所述第七活动腔相通的第四空腔；在对搅拌桶内的物料做搅拌时，传动套

仅顶部插入到传动槽内，传动套不推动第三推板移动即可带动盖板转动；在对搅拌桶内部

做清洗时，将清水注入到搅拌桶内，驱动电机驱动盖板转动，搅拌杆对水流起搅拌作用，增

加水流对搅拌桶内壁的冲击力；第四连接弹簧弹力小于第二刮板重力，顶部的第二刮板不

与顶部盖板相接触，底部的第二刮板与底部的盖板相接触，盖板转动时搅拌杆抵在第二刮

板上，第二刮板带动第一刮板一同转动，利用第一刮板对搅拌桶内壁做清理；搅拌桶内壁清

理完成后，活动板往上运动，传动套推动第三推板往传动槽内移动，传动板推动第二推块进

入到第九活动槽内，传动板从第二推板一侧经过，第三气囊内的空气回到第二气囊内，第三

连接绳拉动搅拌杆进入到第七活动槽内，在盖板表面形成平面；第三连接块与第二环槽为

形成连接，盖板相对与第二刮板转动，利用盖板与第二刮板的相对运动对盖板表面做清理，

将盖板表面的附着物刮除；第二刮板和第一刮板均为多孔板，当盖板表面清洗完成后，活动

板往下运动，第一复位弹簧推动第三推板往传动槽外侧移动，第二连接弹簧推动搅拌杆从

第七活动槽内伸出时带动传动板翻转，传动板翻转后推动第二推块进入到第九活动槽内，

使传动套移动至传动槽顶部位置处，随后活动板再次往上运动，传动板推动第二推块移动，

第二推块带动第四连接块移动，第四连接块挤压第二气囊，第二气囊内的空气进入到第三

气囊内，第三连接块固定在第二环槽内，第三气囊膨胀时抵在第四空腔侧壁上，第四空腔侧

壁受到挤压后第四空腔内的空气进入到第七活动腔内，第七活动腔内的气压增加后推动第

二连接板移动，第四推板推动第二连接杆转动，第二连接杆劳动第五连接块移动，第五连接

块带动第四活动块移动，底部的第二刮板随第四活动块处于升起状态，第二刮板不与盖板

相接触，驱动电机驱动盖板反向转动，第二刮板随盖板一同反向转动，水流撞击在第一刮板

和第二刮板反面，水流直接从第一刮板和第二刮板上经过，对第一刮板和第二刮板上的附

着物做清理；当盖板转动指定圈数后，将搅拌桶内的水流排出，将水管伸入到搅拌桶内，水

管喷出的水流喷射在第一刮板和第二刮板上，对第一刮板和第二刮板做清洗，以便将第一

刮板和第二刮板上的附着物冲刷干净，提升对搅拌桶内部的清洗效果。

[0048] 盖板上设有第一出口和第二出口，第一出口和第二出口内分别设有电磁阀，第一

出口用于排出搅拌桶内的物料，第二出口用于排出搅拌桶内的清洗水；当搅拌桶停止转动

时，第一空腔内底部的连接管根据选择与第一出口和第二出口相连通，以便将物料输送至

第二空腔内或直接将清洗水排出。

[0049] 泵和喷头等结构设置于第二空腔内，以将草籽喷洒在裸地上，完成草籽的播种，喷

播结构与现有技术中的喷播机结构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0050] 本申请附图仅为示意图，其具体尺寸以实际设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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