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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地质勘探用浅层手

动取土样装置，该地质勘探用浅层手动取土样装

置包括：固定套筒以及螺旋式钻土装置；螺旋式

钻土装置包括锥形钻头、多根螺纹连接的螺旋钻

杆；每根螺旋钻杆上均焊接连接有螺旋叶片，任

意一根螺旋钻杆均可与锥形钻头拆卸连接；固定

套筒底端设置有齿圈，固定套筒侧壁上滑动连接

有重力锤；固定套筒内部设有转动内套，转动内

套的内部开设有与螺旋叶片相配合的内螺旋槽，

转动内套顶部设置有齿轮圈；还包括有转动把

手，转动把手连接有与齿轮圈相啮合的锥齿轮。

通过设有的重力锤将固定套筒固定，将螺旋叶片

插进内螺旋槽内，转动内套带动螺纹钻头装置向

下钻土，增强取样土样的深度，简单便捷，实用性

较强。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3页

CN 209198121 U

2019.08.02

CN
 2
09
19
81
21
 U



1.一种地质勘探用浅层手动取土样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固定套筒以及螺旋式钻土

装置；其中，

所述螺旋式钻土装置包括锥形钻头、多根螺纹连接的螺旋钻杆；其中，每根螺旋钻杆上

均焊接连接有螺旋叶片，任意一根螺旋钻杆均可与所述锥形钻头拆卸连接；所述锥形钻头

和所述螺旋钻杆均具有相互连通的中空腔体；所述锥形钻头包括固定杆以及铰接所述固定

杆端部的钻头片；

所述固定套筒底端设置有齿圈，所述固定套筒相对的侧壁上滑动连接有重力锤；所述

固定套筒上开设有出土口，所述固定套筒内部转动连接转动内套，所述转动内套的内部开

设有与所述螺旋叶片相配合的内螺旋槽，所述转动内套顶部设置有齿轮圈；还包括对称设

置在所述固定套筒外壁的转动把手，所述转动把手连接有与所述齿轮圈相啮合的锥齿轮；

还包括有伸缩管，所述伸缩管的底部设置有用于撑开所述钻头片的圆形撑板，两侧在

重力锤之间拆卸连接有用于撞击所述伸缩管顶部的矩形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质勘探用浅层手动取土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套筒

的侧壁上对称开设有竖直的长腰孔，所述重力锤上设置有与所述长腰孔相配合的滑块，所

述长腰孔的底部焊接连接有受力块。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地质勘探用浅层手动取土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块上开

设有水平限位槽，所述矩形块的两端插接在相对应的水平限位槽内。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地质勘探用浅层手动取土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内螺旋槽

与所述螺旋叶片的螺旋方向相同；任意上下螺纹连接的两根螺旋钻杆上的螺旋叶片的螺旋

方向均吻合。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地质勘探用浅层手动取土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内螺旋槽

内部设置有防滑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质勘探用浅层手动取土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钻头片为

围成圆锥形的多个尖形片体，每个尖形片体均通过扭簧铰接所述固定杆。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地质勘探用浅层手动取土样装置，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设置在所述固定套筒外壁用于固定多个螺旋钻杆以及所述伸缩管的卡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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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质勘探用浅层手动取土样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到地质勘探技术领域，尤其涉及到一种地质勘探用浅层手动取土

样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地质勘探即是通过各种手段、方法对地质进行勘查、探测，确定合适的持力层，根

据持力层的地基承载力，确定基础类型，计算基础参数的调查研究活动。

[0003] 在取样勘察中，需要对泥土进行取样，存在取样深度不够，取样过程繁琐，并在钻

孔取样时会有钻孔侧壁的土壤滑落到底部，造成取样样本不准确，同时现有的取样装置破

坏土壤的松软度以及完整性，致使地质勘查数据不准确。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地质勘探用浅层手动

取土样装置。

[0005]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6]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地质勘探用浅层手动取土样装置，该地质勘探用浅层手动

取土样装置包括：固定套筒以及螺旋式钻土装置；其中，

[0007] 所述螺旋式钻土装置包括锥形钻头、多根螺纹连接的螺旋钻杆；其中，每根螺旋钻

杆上均焊接连接有螺旋叶片，任意一根螺旋钻杆均可与所述锥形钻头拆卸连接；所述锥形

钻头和所述螺旋钻杆均具有相互连通的中空腔体；所述锥形钻头包括固定杆以及铰接所述

固定杆端部的钻头片；

[0008] 所述固定套筒底端设置有齿圈，所述固定套筒相对的侧壁上滑动连接有重力锤；

所述固定套筒上开设有出土口，所述固定套筒内部转动连接转动内套，所述转动内套的内

部开设有与所述螺旋叶片相配合的内螺旋槽，所述转动内套顶部设置有齿轮圈；还包括对

称设置在所述固定套筒外壁的转动把手，所述转动把手连接有与所述齿轮圈相啮合的锥齿

轮；

[0009] 还包括有伸缩管，所述伸缩管的底部设置有用于撑开所述钻头片的圆形撑板，两

侧在重力锤之间拆卸连接有用于撞击所述伸缩管顶部的矩形块。

[0010] 优选的，所述固定套筒的侧壁上对称开设有竖直的长腰孔，所述重力锤上设置有

与所述长腰孔相配合的滑块，所述长腰孔的底部焊接连接有受力块。

[0011] 优选的，所述滑块上开设有水平限位槽，所述矩形块的两端插接在相对应的水平

限位槽内。

[0012] 优选的，所述内螺旋槽与所述螺旋叶片的螺旋方向相同；任意上下螺纹连接的两

根螺旋钻杆上的螺旋叶片的螺旋方向均吻合。

[0013] 优选的，所述内螺旋槽内部设置有防滑层。

[0014] 优选的，所述钻头片为围成圆锥形的多个尖形片体，每个尖形片体均通过扭簧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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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所述固定杆。

[0015] 优选的，还包括设置在所述固定套筒外壁用于固定多个螺旋钻杆以及所述伸缩管

的卡环。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通过对称设置的重力锤将固定套筒固定在土壤内；通

过将螺旋钻杆上的螺旋叶片插合在内螺旋槽内，转动把手带动转动内套转动，从而带动带

动螺旋钻土装置向下旋转，多个可螺纹连接的螺旋钻杆增强的钻土取样的深度，在钻至合

适深度后，通过插入伸缩管，撑开多个尖形片体，多个尖形片体之间形成取样空间，增强取

土样本的准确性；该装置简单实用，具有一定实用价值。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地质勘探用浅层手动取土样装置的外部结构示意

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地质勘探用浅层手动取土样装置的内部结构示意

图；

[0019]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地质勘探用浅层手动取土样装置的使用状态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

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1] 请参阅图1-3，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地质勘探用浅层手动取土样装置的

外部结构示意图；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地质勘探用浅层手动取土样装置的内部

结构示意图；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地质勘探用浅层手动取土样装置的使用状态

示意图。

[0022]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地质勘探用浅层手动取土样装置，该地质勘探用浅

层手动取土样装置包括：固定套筒1以及螺旋式钻土装置；其中，

[0023] 所述螺旋式钻土装置包括锥形钻头2、多根螺纹连接的螺旋钻杆3；其中，每根螺旋

钻杆3上均焊接连接有螺旋叶片4，任意一根螺旋钻杆3均可与所述锥形钻头2拆卸连接；所

述锥形钻头2和所述螺旋钻杆3均具有相互连通的中空腔体；所述锥形钻头2包括固定杆5以

及铰接所述固定杆5端部的钻头片6；

[0024] 所述固定套筒1底端设置有齿圈7，所述固定套筒1相对的侧壁上滑动连接有重力

锤8；所述固定套筒1上开设有出土口9，所述固定套筒1内部转动连接转动内套10，所述转动

内套10的内部开设有与所述螺旋叶片4相配合的内螺旋槽11，所述转动内套10顶部设置有

齿轮圈12；还包括对称设置在所述固定套筒1外壁的转动把手13，所述转动把手13连接有与

所述齿轮圈12相啮合的锥齿轮14；

[0025] 还包括有伸缩管15，所述伸缩管15的底部设置有用于撑开所述钻头片6的圆形撑

板16，两侧在重力锤8之间拆卸连接有用于撞击所述伸缩管15顶部的矩形块。

[0026] 在上述实施例中，通过对称设置的重力锤将固定套筒固定在土壤内；通过将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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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杆上的螺旋叶片插合在内螺旋槽内，转动把手带动转动内套转动，从而带动带动螺旋钻

土装置向下旋转，多个可螺纹连接的螺旋钻杆增强的钻土取样的深度，在钻至合适深度后，

通过插入伸缩管，撑开多个尖形片体，多个尖形片体之间形成取样空间，增强取土样本的准

确性；该装置简单实用，具有一定实用价值。

[0027] 为了方便理解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地质勘探用浅层手动取土样装置，下面结

合具体的实施例对其进行详细的描述。

[0028] 继续参考图1-3，该地质勘探用浅层手动取土样装置包括：固定套筒1以及螺旋式

钻土装置；其中，

[0029] 螺旋式钻土装置包括锥形钻头2、多根螺纹连接的螺旋钻杆3；其中，每根螺旋钻杆

3上均焊接连接有螺旋叶片4，任意一根螺旋钻杆3均可与锥形钻头2拆卸连接；锥形钻头2和

螺旋钻杆3均具有相互连通的中空腔体；锥形钻头2包括固定杆5以及铰接固定杆5端部的钻

头片6；具体的，钻头片6为围成圆锥形的多个尖形片体17，每个尖形片体17均通过扭簧铰接

固定杆5。

[0030] 继续参阅图2，固定套筒1底端设置有齿圈7，固定套筒1相对的侧壁上滑动连接有

重力锤8；具体的，固定套筒1的侧壁上对称开设有竖直的长腰孔，重力锤8上设置有与长腰

孔相配合的滑块，长腰孔的底部焊接连接有受力块。

[0031] 固定套筒1上开设有出土口9，固定套筒1内部转动连接转动内套10，转动内套10的

内部开设有与螺旋叶片4相配合的内螺旋槽11，具体的，内螺旋槽11与螺旋叶片4的螺旋方

向相同；任意上下螺纹连接的两根螺旋钻杆3上的螺旋叶片4的螺旋方向均吻合。内螺旋槽

11内部设置有防滑层。

[0032] 转动内套10顶部设置有齿轮圈12；还包括对称设置在固定套筒1外壁的转动把手

13，转动把手13连接有与齿轮圈12相啮合的锥齿轮14；

[0033] 继续参阅图3，还包括有伸缩管15，伸缩管15的底部设置有用于撑开钻头片6的圆

形撑板16，两侧在重力锤8之间拆卸连接有用于撞击伸缩管15顶部的矩形块。为了方便伸缩

管15更好的撑开底部的多个尖形片体17，在滑块上开设有水平限位槽，矩形块的两端插接

在相对应的水平限位槽内；从而使重力锤8对伸缩管15的顶部进行向下砸压。

[0034] 更优的，还包括设置在固定套筒1外壁用于固定多个螺旋钻杆3以及伸缩管的卡环

18。

[0035] 在具体使用时，先通过重力锤8将固定套筒1固定在土壤内，设有的齿圈7使入地更

加省力；将锥形钻头2螺纹连接在任意一根螺旋钻杆3上，需要具体说明的，该螺纹连接方向

与入地旋转方向相同，从而在向下旋转时，螺纹连接的部件之间更紧密；将安装有锥形钻头

2的螺旋钻杆3安装在转动内套10内，螺旋叶片4卡合在内螺旋槽11内，旋转转动把手13，从

而螺旋钻杆3向下旋转，并在深度不够时螺接上另一根螺旋钻杆3，增加长度，每根螺旋钻杆

3长度相同，从而得出取样土壤的深度；在到达合适深度后，将伸缩管15插进螺纹钻杆内，伸

缩管15上设有顶丝进行锁紧，采用圆形撑板16将多个尖形片体17撑开，形成取样空间，继续

旋转转动把手13，进行土壤的采集，在抽出伸缩管15后，将需要的土壤样本封闭在锥形钻头

2内，采样的准确性较高。

[0036] 通过上述描述可以看出，本实施例提供的地质勘探用浅层手动取土样装置通过对

称设置的重力锤8将固定套筒1固定在土壤内；通过将螺旋钻杆3上的螺旋叶片4插合在内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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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槽11内，转动把手13带动转动内套10转动，从而带动带动螺旋钻土装置向下旋转，多个可

螺纹连接的螺旋钻杆3增强的钻土取样的深度，在钻至合适深度后，通过插入伸缩管15，撑

开多个尖形片体17，多个尖形片体17之间形成取样空间，增强取土样本的准确性；该装置简

单实用，具有一定实用价值。

[0037] 以上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实用

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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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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