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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评用土壤分层取样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环评用土壤分层取

样装置，包括采集柱、设于所述采集柱上的手柄、

设于所述采集柱上的钻头及用于分层采样的采

样结构，所述采样结构包括设于所述采集柱的主

杆、设于所述主杆上的转动台、设于所述主杆上

的连杆、设于所述采集柱上的活动槽、设于所述

活动槽内的采集盒及设于所述采集盒上的移动

杆；通过所述采样结构的设置，转动转动台带动

所述主杆转动，通过连杆的传动带动所述采集盒

插入至土壤内，从而对每个深度的土壤进行分层

精确采样，保证后期土壤检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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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环评用土壤分层取样装置，包括采集柱(1)、设于所述采集柱(1)上的手柄(11)、

设于所述采集柱(1)上的钻头(12)及用于分层采样的采样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采样结构

包括设于所述采集柱(1)的主杆(21)、设于所述主杆(21)上的转动台(22)、设于所述主杆

(21)上的连杆(23)、设于所述采集柱(1)上的活动槽(24)、设于所述活动槽(24)内的采集盒

(25)及设于所述采集盒(25)上的移动杆(2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评用土壤分层取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采集盒(25)

上设有用于插入所述土壤内的插台(31)，所述插台(31)上设有多个插齿(3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评用土壤分层取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采集盒(25)

上设有限制所述土壤落出的阻挡组件，所述阻挡组件包括设于所述采集盒(25)上的弧形罩

(41)和用于限制所述土壤外流流速的阻流构件。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环评用土壤分层取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弧形罩(41)

上开设有阻挡槽(43)，所述活动槽(24)内设有阻挡板(42)，所述阻挡板(42)对应配合于所

述阻挡槽(43)内，且可随采集盒(25)的伸缩沿阻挡槽(43)相对移动。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环评用土壤分层取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阻流构件包

括设于所述采集盒(25)上的阻流套(52)、设于所述阻流套(52)上的阻流轴(51)、设于所述

阻流轴(51)上的阻流扭簧(53)及设于所述阻流轴(51)上的阻流台(54)，所述阻流台(54)呈

类三棱柱体状，且阻流台(54)的侧面为内凹弧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评用土壤分层取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采样结构还

包括用于导向所述采集盒(25)运动方向的导向组件，所述导向组件包括设于所述采集盒

(25)上的加强板(61)、开设于所述采集柱(1)上的导向槽(62)及用于阻挡所述土壤进入所

述导向槽(62)的挡料构件。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环评用土壤分层取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挡料构件包

括开设于所述采集柱(1)上的挡料槽(63)、设于所述挡料槽(63)内的挡料板(64)及设于所

述挡料槽(63)内的挡料弹簧(65)。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评用土壤分层取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采样结构还

包括用于助力所述采集盒插入土壤中的助力组件，所述主杆(21)包括外杆(211)和设于所

述外杆(211)内的异形杆(212)，所述助力组件内包括设于所述活动槽(24)内的第一弹簧

(71)、设于所述主杆(21)上的助力扭簧(72)、设于所述采集柱(1)上的限转台(73)、设于所

述限转台(73)上的限转槽(74)、设于所述限转槽(74)内的对正杆(75)、设于所述异形杆

(212)上的对正槽(76)及设于所述对正杆(75)上的拉簧(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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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评用土壤分层取样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土壤检测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环评用土壤分层取样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土壤样品的采集是土壤科学研究、地质勘查领域的基础工作，为土壤样品理化性

质的测定提供了物质基础，土壤样品的采集目前多采用土钻法、环刀法，其中土钻法采集土

壤样品多用于土壤理化、生物性质的测定，环刀法采集土壤样品多用于土壤容重的测定。

[0003] 现有的土钻大多由钻刀筒、传动棍和横把手组成，采样时利用锋利的钻刀插入土

壤，然后转动横把手，由传动棍带动钻刀筒进行旋转，不断深入土壤中采集土壤，采样深度

由钻刀筒上的刻度决定，当达到目标深度，停止转动横把手，随后取出土壤样品，在使用该

采集方法时，采集的土壤样品分层不精确，误差较大，对土壤样品采集影响较大影响土壤检

测的准确性。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分层采样精度高的环评用土壤分

层取样装置。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环评用土壤分层取样装

置，包括采集柱、设于所述采集柱上的手柄、设于所述采集柱上的钻头及用于分层采样的采

样结构，所述采样结构包括设于所述采集柱的主杆、设于所述主杆上的转动台、设于所述主

杆上的连杆、设于所述采集柱上的活动槽、设于所述活动槽内的采集盒及设于所述采集盒

上的移动杆；通过所述采样结构的设置，转动转动台带动所述主杆转动，通过连杆的传动带

动所述采集盒插入至土壤内，从而对每个深度的土壤进行分层精确采样，保证后期土壤检

测的准确性。

[0006] 优选的，所述采集盒上设有用于插入所述土壤内的插台，所述插台上设有多个插

齿；通过插台和插齿的设置，可易于所述采集盒插入至所述土壤中，提高土壤采样的便捷

性。

[0007] 优选的，所述采集盒上设有限制所述土壤落出的阻挡组件，所述阻挡组件包括设

于所述采集盒上的弧形罩和用于限制所述土壤外流流速的阻流构件；通过所述阻挡组件的

设置，当回缩采集盒时，可有效阻挡土壤流出，保证采集盒对土壤的采集量，以保证土壤检

测采集效率。

[0008] 优选的，所述弧形罩上开设有阻挡槽，所述活动槽内设有阻挡板，所述阻挡板对应

配合于所述阻挡槽内，且可随采集盒的伸缩沿阻挡槽相对移动；通过阻挡板的设置，当随着

所述采集盒回收时，所述阻挡板会沿所述阻挡槽移动，将阻挡盒的入口阻挡关闭，从而阻挡

土壤流出，保证采集盒对土壤的采集量，以保证土壤检测采集效率。

[0009] 优选的，所述阻流构件包括设于所述采集盒上的阻流套、设于所述阻流套上的阻

流轴、设于所述阻流轴上的阻流扭簧及设于所述阻流轴上的阻流台，所述阻流台呈类三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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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体状，且阻流台的侧面为内凹弧面；通过所述阻流构件的设置，随着采集盒的伸出，从而

限制土壤流出速度，保证采集盒对土壤的采集量，以保证土壤检测采集效率。

[0010] 优选的，所述采样结构还包括用于导向所述采集盒运动方向的导向组件，所述导

向组件包括设于所述采集盒上的加强板、开设于所述采集柱上的导向槽及用于阻挡所述土

壤进入所述导向槽的挡料构件；通过所述导向组件的设置，可以导向所述采集盒的移动轨

迹，避免采集盒插入土壤中时发生变形，并加强所述采集盒的强度，保证采集盒对土壤的正

常采集。

[0011] 优选的，所述挡料构件包括开设于所述采集柱上的挡料槽、设于所述挡料槽内的

挡料板及设于所述挡料槽内的挡料弹簧，通过所述挡料结构的设置，当采集盒回缩，加强板

摩擦挤压挡料板，挡料板挤压所述挡料弹簧露出落料区域，并刮动所述加强板上的土壤下

落，避免土壤进入导向槽内，保证对土壤的正常采集，避免土壤落出。

[0012] 优选的，所述采样结构还包括用于助力所述采样盒插入土壤中的助力组件，所述

主杆包括外杆和设于所述外杆内的异形杆，所述助力组件内包括设于所述活动槽内的第一

弹簧、设于所述主杆上的助力扭簧、设于所述采集柱上的限转台、设于所述限转台上的限转

槽、设于所述限转槽内的对正杆、设于所述异形杆上的对正槽及设于所述对正杆上的拉簧；

通过所述助力组件的设置，当上拉异形杆时，可转动所述异形杆带动所述外杆转动，助力扭

簧会产生正向助力带动所述异形杆转动，同时第一弹簧可挤压所述采集盒助力采集盒插入

至土壤中，从而便于所述采集盒更容易插入至所述土壤内，提高装置使用的便捷性。

[0013]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优点：通过所述采样结构的设置，转动转动台带动

所述主杆转动，通过连杆的传动带动所述采集盒插入至土壤内，从而对每个深度的土壤进

行分层精确采样，保证后期土壤检测的准确性。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图1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剖视示意图。

[0017] 图4为图3中B处的局部放大图。

[0018] 图5为图3中C处的局部放大图。

[0019]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中阻流构件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如图1‑6所示，一种环评用土壤分层取样装置，包括采集柱1、手柄11、钻头12及采

样结构；所述采集柱1内部开设有活动孔13；所述采集柱1靠近顶部的侧壁上固接有所述手

柄11；所述采集柱1的底部固接有所述钻头12。

[0021] 进一步的，所述采样结构包括主杆21、转动台22、连杆23、活动槽24、采集盒25、移

动杆26、导向组件及助力组件；所述主杆21包括外杆211和异形杆212，所述主杆21可转动的

设置于所述活动孔13内且其内开设有异形长孔；所述异形杆212配合于所述异形长孔内，所

述异形杆212顶部穿设于所述采集柱1且其顶部固接有所述转动台22，所述异形杆截面呈周

向均匀开设有凹槽的类圆环；所述连杆23设有多个且所述外杆211的周向均设有多列；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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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槽24开设于所述采集柱1的外壁上且沿所述采集柱1的外壁的周向上均设有多列；所述

采集盒25插设于所述活动槽24内；所述移动杆26一端固接于所述采集盒25上；另一端穿设

出所述采集柱1的内壁并铰接于所述连杆23上。

[0022] 进一步的，所述采集盒25远离所述活动槽24一端开设有开口，且在该端位置处，所

述采集盒25的底板上固接有插台31，所述插台31上固接有多个插齿32，所述插台31呈三棱

柱状，其连接于所述采集盒25主体的侧壁面的高度高于采集盒25底板的高度。

[0023] 进一步的，所述采集盒25上还设有限制所述土壤落出的阻挡组件，所述阻挡组件

包括弧形罩41和阻流构件，所述弧形罩41固接于所述采集盒25上且罩设于所述采集盒25的

开口上方，且所述弧形罩41内开设有阻挡槽43，所述阻挡槽43内插设有阻挡板42，所述阻挡

板42为硬质薄板，其一端固接于所述活动槽24的侧壁上。

[0024] 进一步的，所述阻流构件包括阻流轴51、阻流套52、阻流扭簧53及阻流台54，所述

阻流套52固接于所述采集盒25的侧壁上且沿所述侧壁的长度方向上均设有多个；所述阻流

轴51包括主轴部和插接部，所述插接部转动插设于所述阻流套52上，所述阻流扭簧53套设

于所述插接部上且位于所述阻流套52内，所述阻流扭簧53一端固接于所述阻流轴51上，一

端固接于所述阻流套52上；所述主轴部上沿轴向间隔固接有多个所述阻流台54，所述阻流

台54截面为类三角形，该类三角形一端尖角指向所述采集盒25的开口，且阻流台54位于该

尖角两侧的两个侧面为内凹弧面。

[0025] 进一步的，所述导向组件包括加强板61、导向槽62及挡料构件；所述加强板61固接

于所述采集盒25的底部和两侧外壁上且并列设有多个；所述导向槽62开设于所述采集柱1

的外壁上，所述加强板61对应配合于所述导向槽62内且沿所述导向槽62相对移动。

[0026] 进一步的，所述挡料构件包括挡料槽63、挡料板64及挡料弹簧65；所述挡料槽63开

设于所述采集柱1的外壁上且位于所述采集盒25的下方；所述挡料板64嵌设于所述挡料槽

63内且其顶部也开设有所述与加强板61配合的凹槽；所述挡料弹簧65位于挡料槽63内，且

一端固接于所述挡料板64上，一端固接于所述挡料槽63的槽壁上。

[0027] 进一步的，所述助力组件内包括第一弹簧71、助力扭簧72、限转台73、限转槽74、对

正杆75、对正槽76及拉簧77；所述第一弹簧71设于所述活动槽24内，其一端固接于所述采集

盒25上，一端固接于所述活动槽24靠近采集柱1内壁的槽壁上；所述限转台73固接于所述活

动孔13底部端面上，其上开设有所述限转槽74，所述异形杆212底部可配合插入所述限转槽

74内；所述助力扭簧72套接于所述限转台73上，其一端固接于所述活动孔13根部端面上，一

端固接于所述采集柱1上；所述对正杆75固接于所述限转槽74内；所述对正槽76开设于所述

异形杆212的底部，所述对正杆75可对应插设于所述对正槽76内；所述拉簧77套接于所述对

正杆75上，其一端固接于所述异形杆212的底部，一端固接于所述限转槽74的底部。

[0028] 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过程如下：当需要采样时，通过手柄11转动所述采集柱1下

压转入土壤中，上拉异形杆212并用工具转动所述转动台22，通过连杆23的传动带动所述采

集盒25插入至土壤内，对土壤进行取样，此时所述阻挡板42相对所述阻挡槽43移动，打开采

集盒25开口，土壤会挤压所述阻流台54，阻流轴51转动，阻流台54可轻易变形，土壤从阻流

台54之间通过；当采集盒25插入到底后，反转异形杆212，阻流台54会阻碍土壤流出，同时阻

挡板42相对所述阻挡槽43移动，以关闭采集盒25的开口，完成对土壤的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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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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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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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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