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CN 209162851 U
(45)授权公告日 2019.07.26
(21)申请号 201821723860 .8
(22)申请日 2018 .10 .24
(73)专利权人 内蒙古农业大学
地址 010020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
罕区昭乌达路306号
(72)发明人 董晓宇 郭月峰 姚云峰 王慧
王佳坤 刘龙 高玉寒 祁伟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冠榆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11666
代理人 朱亚琦 朱永飞
(51)Int .Cl .
E02D 17/20(2006 .01)

CN 209162851 U

权利要求书1页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水土保持用的防护网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水土保持用的防护
网，
包括防护网组，
防护网组包括防护网、
固定环
和抓地固定钉体，
抓地固定钉体包括外壳体和内
芯柱，
内芯柱配合套设在外壳体内部，
内芯柱的
外壁设有勾爪，
勾爪内嵌设置内芯柱外壁内部，
外壳体的外壁开设有出爪口，
出爪口对应勾爪设
置。
本实用新型通过抓地固定钉体对防护网上设
有的固定环进行插设，
对抓地固定钉体中外壳体
设有的转把进行转动，
外壳体下端的圆锥头外壁
设有螺纹导槽，
有利于外壳体向深处钻入，
对内
芯柱进行转动，
使得内芯柱外壁设有的勾爪向外
部伸出，
勾住卡设在土壤深度，
有效防止外壳体
向外脱落，
保证稳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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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水土保持用的防护网，
包括防护网组(1) ，
其特征在于：
所述防护网组(1)包括防
护网(2)、
固定环(3)和抓地固定钉体(4) ，
防护网(2)为网状编织体，
防护网(2)的边缘均匀
设有多个圆环状的固定环(3) ，
固定环(3)内开设有抓地固定钉体(4) ，
所述抓地固定钉体
(4)包括外壳体(5)和内芯柱(6) ，
外壳体(5)为套筒状，
内芯柱(6)配合套设在外壳体(5)内
部，
外壳体(5)的上端设有卡环套(8) ，
内芯柱(6)的上端设有卡环(7) ，
卡环(7)配合卡设在
卡环套(8)的内部，
内芯柱(6)的外壁设有勾爪(9) ，
勾爪(9)内嵌设置内芯柱(6)外壁内部，
勾爪(9)的一端与内芯柱(6)相铰接，
外壳体(5)的外壁开设有出爪口(10)，
出爪口(10)对应
勾爪(9)设置，
外壳体(5)的上方外壁设有一对转把(12)，
转把(12)的下方设有压环(11)。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土保持用的防护网，
其特征在于：
所述内芯柱(6)的外
壁与外壳体(5)的内部转动接触，
卡环套(8)的内部开设有圆环凹槽，
卡环(7)与卡环套(8)
内部所开设的圆环凹槽配合转动接触。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土保持用的防护网，
其特征在于：
所述内芯柱(6)的外
壁设有多组勾爪(9) ，
多组勾爪(9)沿内芯柱(6)的轴向均匀分布，
每组勾爪(9)对称设置有
两个，
内芯柱(6)紧贴勾爪(9)的内侧处开设有弹腔(13)，
弹腔(13)内部设有顶块(14)，
顶块
(14)与弹腔(13)的底部之间连接设有弹簧。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土保持用的防护网，
其特征在于：
所述内芯柱(6)的上
端面开设有六角孔，
压环(11)的外径大于固定环(3)的内径。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土保持用的防护网，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外壳体(5)的下
端呈圆锥状，
且外壳体(5)下端圆锥状的外壁开设有螺旋导槽，
转把(12)的外壁套设有防滑
橡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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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土保持用的防护网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防护网领域，
具体为一种水土保持用的防护网。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一些石质山地也结合工程措施﹐营造人工林以防止耕地被水冲沙压和减免
山洪﹑
泥石流的为害，
根据各种生产用地或设施特定的防护需要，
如陡坎固持土体，
防止滑
坡、崩塌，
以及防冲护岸、
缓流挂淤等，
通过专门配置形成一定结构的水土保持林。水土保持
用的防护网山体坡面防护，
抑制坡面破坏及水土流失，
对(如山体滑坡、
山体岩石基础不稳、
泥石流等)所带来的灾害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
[0003] 现有在对水土保持用的防护网进行固定时通常利用固定钉或者锚固对防护网进
行固定，
固定钉虽然由于固定，
但是其紧固效果相比锚固较差，
而锚固的端部设有勾状，
需
要进行打孔深埋，
安装效率较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水土保持用的防护网，
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
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水土保持用的防护网，
包括
防护网组，
所述防护网组包括防护网、
固定环和抓地固定钉体，
防护网为网状编织体，
防护
网的边缘均匀设有多个圆环状的固定环，
固定环内开设有抓地固定钉体，
所述抓地固定钉
体包括外壳体和内芯柱，
外壳体为套筒状，
内芯柱配合套设在外壳体内部，
外壳体的上端设
有卡环套，
内芯柱的上端设有卡环，
卡环配合卡设在卡环套的内部，
内芯柱的外壁设有勾
爪，
勾爪内嵌设置内芯柱外壁内部，
勾爪的一端与内芯柱相铰接，
外壳体的外壁开设有出爪
口，
出爪口对应勾爪设置，
外壳体的上方外壁设有一对转把，
转把的下方设有压环。
[0006] 优选的，
所述内芯柱的外壁与外壳体的内部转动接触，
卡环套的内部开设有圆环
凹槽，
卡环与卡环套内部所开设的圆环凹槽配合转动接触。
[0007] 优选的，
所述内芯柱的外壁设有多组勾爪，
多组勾爪沿内芯柱的轴向均匀分布，
每
组勾爪对称设置有两个，
内芯柱紧贴勾爪的内侧处开设有弹腔，
弹腔内部设有顶块，
顶块与
弹腔的底部之间连接设有弹簧。
[0008] 优选的，
所述内芯柱的上端面开设有六角孔，
压环的外径大于固定环的内径。
[0009] 优选的，
所述外壳体的下端呈圆锥状，
且外壳体下端圆锥状的外壁开设有螺旋导
槽，
转把的外壁套设有防滑橡胶层。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1] 1 .本使用新型通过抓地固定钉体对防护网上设有的固定环进行插设，
对抓地固定
钉体中外壳体设有的转把进行转动，
外壳体下端的圆锥头外壁设有螺纹导槽，
有利于外壳
体向深处钻入；
[0012] 2 .本实用通过对外壳体内部设有的内芯柱进行转动，
使得内芯柱外壁设有的勾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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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部伸出，
勾住卡设在土壤深度，
有效防止外壳体向外脱落，
保证稳固性。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抓地固定钉体的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抓地固定钉体的剖面图；
[0016] 图4为图3中A-A处的剖面图；
[0017] 图5为为本实用新型中勾爪向外伸展时的示意图。
[0018] 图中：
防护网组1、
防护网2、
固定环3、
抓地固定钉体4、
外壳体5、
内芯柱6、
卡环7、
卡
环套8、勾爪9、
出爪口10、
压环11、
转把12、
弹腔13、
顶块14。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
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
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
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0] 请参阅图1至图5，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
一种水土保持用的防护网，
包括
防护网组1，
防护网组1包括防护网2、
固定环3和抓地固定钉体4，
如图1所示，
防护网2为网状
编织体，
防护网2的边缘均匀设有多个圆环状的固定环3，
固定环3内开设有抓地固定钉体4，
通过抓地固定钉体4对防护网2上设有的固定环3进行插设，
与地面进行固定，
如图2所示，
抓
地固定钉体4包括外壳体5和内芯柱6，
外壳体5为套筒状，
内芯柱6配合套设在外壳体5内部，
外壳体5的上端设有卡环套8，
内芯柱6的上端设有卡环7，
卡环7配合卡设在卡环套8的内部，
内芯柱6的外壁设有弧形勾状的勾爪9，
勾爪9内嵌设置内芯柱6外壁内部，
勾爪9的一端与内
芯柱6相铰接，
外壳体5的外壁开设有出爪口10，
出爪口10对应勾爪9设置，
当出爪口10与勾
爪9错开时，
勾爪9缩入内嵌在内芯柱6外壁内，
外壳体5的上方外壁设有一对转把12，
用于对
外壳体5进行转动，
转把12的下方设有压环11，
压环11能够紧压固定环3，
对防护网2进行固
定。
[0021] 如图3所示，
内芯柱6的外壁与外壳体5的内部转动接触，
卡环套8的内部开设有圆
环凹槽，
卡环7与卡环套8内部所开设的圆环凹槽配合转动接触，
使内芯柱6卡设在外壳体5
的内部，
且内芯柱6可进行转动；
[0022] 结合图2和图3所示，
内芯柱6的外壁设有多组勾爪9，
多组勾爪9沿内芯柱6的轴向
均匀分布，
每组勾爪9对称设置有两个，
增加抓地效果，
如图4所示，
内芯柱6紧贴勾爪9的内
侧处开设有弹腔13，
弹腔13内部设有顶块14，
顶块14与弹腔13的底部之间连接设有弹簧，
当
勾爪9被转动到出爪口10的开口处，
顶块14在弹簧的作用下将勾爪9的一端顶出，
在配合内
芯柱6的旋转，
使得勾爪9呈爪状向外伸出；
[0023] 如图1所示，
内芯柱6的上端面开设有六角孔，
通过六角螺柱扳手对内芯柱6上端面
开设的六角孔进行啮合即可进行转动，
压环11的外径大于固定环3的内径，
保证压环11能够
紧压固定环3；
[0024] 外壳体5的下端呈圆锥状，
且外壳体5下端圆锥状的外壁开设有螺旋导槽，
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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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壳体5向土壤深处钻入，
转把12的外壁套设有防滑橡胶层，
增加摩擦力。
[0025] 工作原理：
本实用新型进行工作时，
将防护网2铺平在需要进行防护的水土防护区
上，
将抓地固定钉体4沿防护网2上所设圆环状的固定环3中部向下穿插，
通过转把12对外壳
体5进行转动，
外壳体5下端的圆锥头外壁设有螺纹导槽，
有利于外壳体5向土壤深处钻入，
直至外壳体5上方设有的压环11对固定环3进行紧压，
此时通过六角螺柱扳手对内芯柱6上
端面开设的六角孔进行啮合转动，
原本勾爪9与出爪口10的位置相互错开(如图4所示) ，
内
芯柱6被转动后，
勾爪9被转动到出爪口10的开口处，
顶块14在弹簧的作用下将勾爪9的一端
顶出，
在配合内芯柱6的旋转，
使得勾爪9呈爪状扎入土壤内部(如图5所示) ，
有效防止外壳
体5向外脱落，
保证稳固性。
[0026]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
修
改、
替换和变型，
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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