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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手动定深水样采集

装置，包括储水桶，储水桶的上端固定连接有伸

缩测量杆，储水桶的内部开设有储水室和空腔，

空腔位于储水室的右侧，储水桶的右下端开设有

第一进水口，储水室的右下端开设有第二进水

口，第一进水口和第二进水口之间固定连接有阀

门，阀门内设有密封装置，密封装置包括密封塞，

密封塞的上端固定连接有铁圈，密封塞的外壁上

固定连接有卫生薄膜，铁圈上固定连接有拉绳，

空腔内设有控制装置，控制装置包括控制装置

盒、第一定滑轮、固定块和转轴，转轴与控制装置

盒的上顶面固定连接，第一定滑轮与转轴转动连

接。带可手动控制的密封装置，不仅操作方便，且

取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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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手动定深水样采集装置，包括储水桶(1)，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水桶(1)的上端固

定连接有伸缩测量杆(2)，所述储水桶(1)的内部开设有储水室(11)和空腔(12)，所述空腔

(12)位于储水室(11)的右侧，所述储水桶(1)的右下端开设有第一进水口(3)，所述储水室

(11)的右下端开设有第二进水口(4)，所述第一进水口(3)和第二进水口(4)之间固定连接

有阀门，所述阀门内设有密封装置；

所述密封装置包括密封塞(5)，所述密封塞(5)的上端固定连接有铁圈(52)，所述密封

塞(5)的外壁上固定连接有卫生薄膜(51)，所述铁圈(52)上固定连接有拉绳(6)；

所述空腔(12)内设有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包括控制装置盒(7)、第一定滑轮(71)、

固定块(72)和转轴，所述转轴与控制装置盒(7)的上顶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定滑轮(71)与

转轴转动连接，所述拉绳(6)的一端与第一定滑轮(71)转动连接；

所述拉绳(6)的最上端转动连接有卷线器(61)，所述卷线器(61)的右侧设有手柄(62)，

所述卷线器(61)与手柄(62)转动连接，所述卷线器(61)的左侧与伸缩测量杆(2)固定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手动定深水样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伸缩测量杆

(2)上固定连接有刻度标识(21)，所述伸缩测量杆(2)上套接有标识环(2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手动定深水样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进水口

(3)上设置有过滤装置，所述过滤装置包括过滤网(8)和过滤夹板(81)，所述过滤网(8)位于

两个过滤夹板(81)之间，两个所述过滤夹板(81)通过卡扣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手动定深水样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进水口

(3)的内壁上开设有通孔(31)，所述过滤夹板(81)的高度大于第一进水口(3)的直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手动定深水样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块(72)与

控制装置盒(7)的下底壁固定连接，所述固定块(72)的左端固定连接有拉伸弹簧(73)，所述

拉伸弹簧(73)远离固定块(72)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圆环(74)，所述拉绳(6)与拉伸弹簧(73)、

圆环(74)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手动定深水样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水桶(1)上

开设有引线槽，所述引线槽的一端与伸缩测量杆(2)的下端连通，所述引线槽内转动连接有

第二定滑轮(7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手动定深水样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阀门内固定连

接有遮挡板，所述密封塞(5)位于两个遮挡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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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手动定深水样采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样采集装置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手动定深水样

采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沿江工业的迅猛发展，江、河、湖泊水污染日趋严重，直接影响着畜牧

业、农业的良性发展尤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饮用水体的质量产生严重的污染，例如炼油厂

的含油污水、化工厂的残留化工废料等硝基苯对松花江水质污染，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进

而开展延松花江流域以及界江、结河的水质调查及跟踪普查工作，为了给环境监察部门及

时提供准确地分析水样研制了水样采集器，在水文地质调查工作中，为查明各含水层的水

力联系、地下水环境现状等，需要对指定含水层进行定深取样，一般会通过水文地质钻孔采

集地下水样，采集方式颇多，如抽水泵取水、电控取水、真空吸取等。

[0003] 但传统的水样采集装置，取水不方便，容易将浅水处的水样采集到，不能控制取水

口的闭合开启。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手动定深水样采集装

置，其具有方便操作，取水密封性能好，可手动控制取水口闭合开启的特点。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手动定深水样采集装置，包括储水桶，所述储水桶的上端固定连接有伸缩测

量杆，所述储水桶的内部开设有储水室和空腔，所述空腔位于储水室的右侧，所述储水桶的

右下端开设有第一进水口，所述储水室的右下端开设有第二进水口，所述第一进水口和第

二进水口之间固定连接有阀门，所述阀门内设有密封装置；

[0007] 所述密封装置包括密封塞，所述密封塞的上端固定连接有铁圈，所述密封塞的外

壁上固定连接有卫生薄膜，所述铁圈上固定连接有拉绳；

[0008] 所述空腔内设有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包括控制装置盒、第一定滑轮、固定块和

转轴，所述转轴与控制装置盒的上顶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定滑轮与转轴转动连接，所述拉

绳的一端与第一定滑轮转动连接；

[0009] 所述拉绳的最上端转动连接有卷线器，所述卷线器的右侧设有手柄，所述卷线器

与手柄转动连接，所述卷线器的左侧与伸缩测量杆固定连接。

[0010] 进一步地，所述伸缩测量杆上固定连接有刻度标识，所述伸缩测量杆上套接有标

识环。

[0011]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便于识别储水桶下落的深度，且可提前将红色标识环放在需

下落的深度刻度处，当标识环完全进入水面，此时即到达所需深度。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进水口上设置有过滤装置，所述过滤装置包括过滤网和过滤

夹板，所述过滤网位于两个过滤夹板之间，两个所述过滤夹板通过卡扣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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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对水样进行过滤，且方便更换过滤网。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进水口的内壁上开设有通孔，所述过滤夹板的高度大于第一

进水口的直径。

[0015]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将过滤夹板从通孔中取出，方便更换过滤网。

[0016] 进一步地，所述固定块与控制装置盒的下底壁固定连接，所述固定块的左端固定

连接有拉伸弹簧，所述拉伸弹簧远离固定块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圆环，所述拉绳与拉伸弹簧、

圆环固定连接。

[0017]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便于手动控制密封塞，引导水流进入。

[0018] 进一步地，所述储水桶上开设有引线槽，所述引线槽的一端与伸缩测量杆的下端

连通，所述引线槽内转动连接有第二定滑轮。

[0019]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引导拉绳的移动。

[0020] 进一步地，所述阀门内固定连接有遮挡板，所述密封塞位于两个遮挡板之间。

[0021]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独特的遮挡板放置位置，便于达到密封的效果。

[0022]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3] 1、通过在第一进水口和第二进水口之间，设置密封装置，转动手柄，拉伸弹簧拉

伸，同时带动拉绳的移动，与拉绳一端固定的密封塞上移，阀门通道打开，水进入储水室内，

反方向转动手柄，拉伸弹簧弹力以及密封塞的重力共同作用下，密封塞下移，从而可以手动

控制阀门内密封装置的开启闭合，便于控制水样的采集。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空腔内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实用新型图1中A处的放大图；

[0026] 图3为本实用新型结构储水桶正视图；

[0027] 图4为本实用新型图3中B处的放大图；

[0028] 图5为本实用新型伸缩测量杆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中：1、储水桶；11、储水室；12、空腔；2、伸缩测量杆；21、刻度标识；22、标识环；3、

第一进水口；31、通孔；4、第二进水口；5、密封塞；51、卫生薄膜；52、铁圈；6、拉绳；61、卷线

器；62、手柄；7、控制装置盒；71、第一定滑轮；72、固定块；73、拉伸弹簧；74、圆环；75、第二定

滑轮；8、过滤网；81过滤夹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实施例：

[0031] 以下结合附图1-5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2] 一种手动定深水样采集装置，如图1-5所示，包括储水桶1，储水桶1的上端固定连

接有伸缩测量杆2，储水桶1的内部开设有储水室11和空腔12，空腔12位于储水室11的右侧，

储水桶1的右下端开设有第一进水口3，储水室11的右下端开设有第二进水口4，第一进水口

3和第二进水口4之间固定连接有阀门，阀门内设有密封装置；

[0033] 密封装置包括密封塞5，密封塞5的上端固定连接有铁圈52，密封塞5的外壁上固定

连接有卫生薄膜51，铁圈52上固定连接有拉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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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空腔12内设有控制装置，控制装置包括控制装置盒7、第一定滑轮71、固定块72和

转轴，转轴与控制装置盒7的上顶面固定连接，第一定滑轮71与转轴转动连接，拉绳6的一端

与第一定滑轮71转动连接；

[0035] 拉绳6的最上端转动连接有卷线器61，卷线器61的右侧设有手柄62，卷线器61与手

柄62转动连接，卷线器61的左侧与伸缩测量杆2固定连接；

[0036] 伸缩测量杆2上固定连接有刻度标识21，伸缩测量杆2上套接有标识环22，便于识

别储水桶1下落的深度，且可提前将红色标识环22放在需下落的深度刻度处，当标识环22完

全进入水面，此时即到达所需深度；

[0037] 第一进水口3上设置有过滤装置，过滤装置包括过滤网8和过滤夹板81，过滤网8位

于两个过滤夹板81之间，两个过滤夹板81通过卡扣连接，对水样进行过滤，且方便更换过滤

网8；

[0038] 第一进水口3的内壁上开设有通孔31，过滤夹板81的高度大于第一进水口3的直

径，方便将过滤夹板81从通孔31中取出，更换过滤网8；

[0039] 固定块72与控制装置盒7的下底壁固定连接，固定块72的左端固定连接有拉伸弹

簧73，拉伸弹簧73远离固定块72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圆环74，拉绳6与拉伸弹簧73、圆环74固

定连接，便于手动控制密封塞5的上移下移，引导水流进入；

[0040] 储水桶1上开设有引线槽，引线槽的一端与伸缩测量杆2的下端连通，引线槽内转

动连接有第二定滑轮75，引导拉绳6的移动；

[0041] 阀门内固定连接有遮挡板，密封塞5位于两个遮挡板之间，独特的遮挡板放置位

置，便于达到密封的效果。

[0042] 工作原理：调节伸缩测量杆2的长度，将标识环22固定到储水桶1需下潜的深度刻

度处，当标识环22完全进入水中，此时可进行水样采集，转动手柄62进行收线，拉绳6拉动拉

伸弹簧73，拉伸弹簧73拉伸，且连接在拉伸弹簧73和密封塞5之间的拉绳6拉动密封塞5上

移，当手柄62转动3圈时，此时阀门完全打开，水从第一进水口3进入，再通过两块遮挡板之

间的缝隙，最后通过第二进水口4进入储水室11中，水样采集足够时，反方向转动手柄62，拉

伸弹簧73收缩，在密封塞5的重力作用下，密封塞5向下移动，此时密封塞5堵住两个遮挡板

之间的缝隙，阀门关闭。

[0043]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本领

域技术人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

只要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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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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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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