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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重金属取样检测装置及使用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水体重金属取样检测装置，

包括：吊绳、卷筒、连杆与取样件；所述连杆一端

设置有卷筒，所述卷筒连接有吊绳，所述吊绳一

端连接有取样件，所述取样件包括壳体、转轮、进

水口与出水管，所述转轮设置在壳体的内部，所

述进水口与出水管设置在壳体两侧对应位置，所

述转轮为多层纤维网结构，各层纤维网由若干根

经线与若干根纬线交织形成，经线与纬线合围空

间内设置有吸附材料，按钮控制卷筒转动，从而

调整吊绳长度，通过吊绳长度判断取样件探入水

中的深度，水泵控制进入取样件水量与流速，使

取样样本更加精确，取样后将转轮取出浸入重金

属检测溶液内，进行重金属沉淀提取、检测分析，

本发明还涉及水体重金属取样检测装置的使用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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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体重金属取样检测装置，包括：吊绳、卷筒、连杆与取样件；其特征在于，

所述连杆一端设置有卷筒，所述卷筒外侧缠绕有吊绳，所述吊绳一端连接有取样件，所

述取样件包括壳体与转轮，所述转轮设置在壳体的内部；

所述转轮能够转动，所述转轮为多层纤维网结构，各层纤维网由若干根经线与若干根

纬线交织形成；

所述取样件还包括进水口与出水管，所述进水口设置在所述壳体一端面上，所述出水

管设置在所述壳体另一端面上，所述进水口连接有水泵；

所述水泵能够调节穿过所述转轮的水的流量与流速；

所述进水口为扇形结构，所述转轮在旋转过程中每一次旋转的弧度与所述进水口的弧

度相同；

所述经线与纬线合围空间内设置有吸附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体重金属取样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转轮通过电机驱

动旋转。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体重金属取样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杆一端设置有

按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水体重金属取样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按钮能够控制卷

筒旋转，从而调整吊绳进入水中的深度。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水体重金属取样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取样件底部悬挂有配重块。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体重金属取样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纤维网为玻璃纤

维制成的网层，所述吸附材料为活性炭或者分子筛材料。

7.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重金属取样检测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1）将取样件抛投至水体中，配重块的重力能够将取样件带动下坠，通过按钮能够调整

吊绳长度，从而控制取样件探入水中的深度；

（2）水泵通过进水口将水泵入取样件内部，水穿过多层纤维网后，纤维网经线与纬线的

合围空间内的吸附材料能够将富含重金属的固体杂质吸附在纤维网上；

（3）转轮在壳体中旋转，能够通过水泵控制进入取样件的流量与流速；

（4）水体中富含重金属的杂质进行取样后，通过缩短吊绳长度，将取样件从水中提起，

然后将多层纤维网取出放入检测溶液内对水体中富含重金属的杂质进行沉淀提取，然后进

行检测分析；

（5）对水体中富含重金属的杂质检测分析后，通过样本估算法进行整个污水池或河流

内的重金属进行大数据分析，进而实现全样本检测分析。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取样件旋转频率为

0.2‑2转每分钟。

9.根据权利要求7或8所述的一种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检测溶液为浓度为

10微克每毫升的铅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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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重金属取样检测装置及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取样检测装置，尤其涉及水体重金属取样检测装置及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其他废弃物进入江河湖海等水体，超过水体自净能力所造

成的污染，这会导致水体的物理、化学、生物等方面特征的改变，从而影响到水的利用价值，

危害人体健康或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水质恶化的现象，从环境污染方面所说的重金属，实际

上主要是指汞、镉、铅、铬、砷等金属或类金属，也指具有一定毒性的一般重金属，如铜、锌、

镍、钴、锡等，水体中的固体杂质是重金属富集的载体，也是水生物摄取食物的主要来源，因

此提取分析水中固体杂质的重金属含量成为必要。

[0003] 传统的水体重金属取样检测装置携带不方便，且体型较大，需要配合高精度的分

析仪器进行使用，操作繁琐，使用麻烦，传统的重金属取样检测不是通过多层纤维网进行水

体中富含重金属的杂质吸附，经线与纬线之间的合围空间内没有设置吸附材料，富含重金

属的杂质吸附效果较差，通过水泵能够调节穿过转轮的水的流量与流速，从而难以对水中

重金属进行定量分析，实用性不强。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克服了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水体重金属取样检测装置。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水体重金属取样检测装置，包括：吊

绳、卷筒、连杆与取样件；所述连杆一端设置有卷筒，所述卷筒外侧缠绕有吊绳，所述吊绳一

端连接有取样件，所述取样件包括壳体与转轮，所述转轮设置在壳体的内部；所述转轮能够

转动，所述转轮为多层纤维网结构，各层纤维网由若干根经线与若干根纬线交织形成；所述

取样件还包括进水口与出水管，所述进水口设置在所述壳体一端面上，所述出水管设置在

所述壳体另一端面上，所述进水口连接有水泵。

[0006] 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所述经线与纬线合围空间内设置有吸附材料。

[0007] 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所述转轮通过电机驱动旋转。

[0008] 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所述连杆一端设置有按钮。

[0009] 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所述按钮能够控制卷筒旋转，从而调整吊绳进入水中

的深度。

[0010] 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所述取样件底部悬挂有配重块。

[0011] 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所述纤维网为玻璃纤维制成的网层，所述吸附层为活

性炭或者分子筛材料。

[0012] 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所述进水口为扇形结构或圆形结构。

[0013] 本发明采用的的另一种技术方案为：一种重金属取样检测装置的使用方法，步骤

如下：

[0014] (1)将取样件抛投至水体中，配重块的重力能够将取样件带动下坠，通过按钮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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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吊绳长度，从而控制取样件探入水中的深度；

[0015] (2)水泵通过进水口将水泵入取样件内部，水穿过多层纤维网后，纤维网经线与纬

线的合围空间内的吸附材料能够将富含重金属的固体杂质吸附在纤维网上；

[0016] (3)转轮在壳体中旋转，能够通过水泵控制进入取样件的水量与流速，从而能够定

量的分析样本中的重金属含量，提高取样件取样精度；

[0017] (4)水体重金属取样后，通过缩短吊绳长度，将取样件从水中提起，然后将多层纤

维网取出放入检测溶液内进行固体杂质中的重金属沉淀提取，然后进行检测分析；

[0018] (5)对水体中富含重金属的杂质进行检测分析后，通过样本估算法进行整个污水

池或河流内的重金属含量进行大数据分析，进而实现全样本检测分析。

[0019] 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步骤(3)中取样件旋转频率为0.2‑2转每分钟。

[0020] 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步骤(4)中检测溶液为浓度为10微克每毫升的铅溶液。

[0021] 本发明解决了背景技术中存在的缺陷，本发明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22] (1)将取样件直接抛投至水中，通过取样件底部的配重块能够防止水的浮力造成

取样件难以下沉，取样效果较好，通过按钮能够控制卷筒旋转，从而调整卷筒上缠绕的吊绳

长度，进而控制取样件探入水中的深度，采样精度较高。

[0023] (2)取样件使用多层纤维网结构，纤维网由若干根经线与纬线交织形成，经线与纬

线合围空间内有吸附材料，能够提高针对水体中富含重金属的固体杂质的吸附效果，从而

提高取样精度。

[0024] (3)取样后能够将壳体内的转轮取出，将纤维网浸入检测溶液内，然后通过检测溶

液将纤维网上吸附的富含重金属的固体杂质沉淀析出，从而进行检测分析，检测效果较好。

[0025] (4)对纤维网上吸附的富含重金属的固体杂质进行分析后，通过样本估算法对整

个污水池或河流进行重金属含量大数据分析，进而实现重金属含量的全样本检测分析，精

度较高，工作量较低。

[0026] (5)通过水泵能够调节穿过转轮的水的流量与流速，从而对水中重金属进行定量

分析，提高样本的可参考价值，转轮在缓慢的旋转过程中，水泵不断通过泵水贯穿转轮的纤

维网和吸附材料，每个单位时间转轮在进水口处对应位置便旋转过一个扇面面积，每一扇

面对应的纤维网和吸附材料转过进水口的时间便可完成对水中固体杂质的吸附，这样每个

扇面的吸附过程均为动态过程，且保证吸附不容易到达纤维网和吸附材料的饱和吸附状

态，另外还可以保证整个转轮中的纤维网和吸附材料吸附固体杂质的均匀性。

[0027] (6)多层纤维网通过物理拦截将大颗粒的固体杂质拦截附着，其内部设置的活性

炭或分子筛材料针对较小颗粒物进行吸附，另外多层的纤维网经纬线密度由外向内逐渐增

加，其可以保证由外向内的逐级吸附固体杂质，还可以将颗粒状的吸附材料包裹在其内部

使其成为完整的吸附体系。

附图说明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9] 图1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的转轮结构示意图；

[0031] 图3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的取样件内部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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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图4是本发明的又一实施例的进水口结构示意图；

[0033] 图中：

[0034] 1、连杆，2、按钮，3、进水口，4、壳体，5、卷筒，6、吊绳，7、配重块，8、转轮，9、转轴。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现在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这些附图均为简化的示意

图，仅以示意方式说明本发明的基本结构，因此其仅显示与本发明有关的构成。

[0036] 如图1、图2、图3和图4所示，水体重金属取样检测装置，包括：吊绳6、卷筒5、连杆1

与取样件；所述连杆1一端设置有卷筒5，所述卷筒5外侧缠绕有吊绳6，所述吊绳6一端连接

有取样件，所述取样件包括壳体4与转轮8，所述转轮8设置在壳体4的内部；所述转轮8能够

转动，所述转轮8为多层纤维网结构，各层纤维网由若干根经线与若干根纬线交织形成，经

线与纬线合围空间内设置有吸附材料，能够吸附水体中的富含重金属的固体杂质。

[0037] 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所述取样件还包括进水口3与出水管，所述进水口3设

置在所述壳体4一侧上部外壁上，所述出水管设置在所述壳体4另一侧下部外壁，所述进水

口3为圆形结构，所述进水口3连接有水泵，所述连杆1一端设置有按钮2，取样件使用多层纤

维网结构，纤维网由若干根经线与纬线交织形成，经线与纬线合围空间内有吸附材料，吸附

材料为海泡石，海泡石是一种天然纤维状含镁水合硅酸盐粘土，对废水中的富含重金属的

杂质进行吸附，从而能够提高针对含有重金属固体杂质的吸附效果，提高取样精度。

[0038] 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所述进水口3为扇形结构，进水口为扇形能够提高水体

进入转轮时的接触面积，从而提高水体中富含重金属的固体杂质吸附在转轮上，转轮旋转

过程中一次旋转的弧度与进水口的弧度相同，在进行转轮旋转的过程中，能够使整个转轮

上吸附的富含重金属的固体杂质相对比较均匀，提高转轮的吸附效果，所述按钮2能够控制

卷筒5旋转，在卷筒的旋转过程中，能够带动吊绳收紧或放长，从而调整吊绳6进入水中的深

度，所述取样件底部悬挂有配重块7，配重块的重量能够将取样件拉入水体中，防止取样件

漂浮在水体上，影响取样效果，配重块选择使用不会被重金属腐蚀的玻璃或陶瓷。

[0039] 具体而言，决定污染物毒性强弱的主要因素是其物质性质、含量和存在形态，例如

铬有二价、三价和六价三种形式，其中六价铬的毒性很强，而三价铬是人体新陈代谢的重要

元素之一，在天然水体中一般重金属产生毒性的范围大约在1‑10mg/L之间，而汞，镉等产生

毒性的范围在0.001‑0.01mg/L之间重金属随着水的流动，会造成水资源以及空气的严重污

染，对人体造成很大伤害，在通过本发明中的水体重金属取样装置进行富含重金属的固体

杂质的取样，取样后将多层纤维网取下在重金属检测溶液中浸泡，对富含重金属的固体杂

质进行分析，然后能够对不同河流中的不同重金属含量的差异，灵活选择不同的净化处理

方式，将取样件直接抛投至水中，通过取样件底部的配重块7能够防止水的浮力造成取样件

难以下沉，取样效果较好，通过按钮2能够控制卷筒5旋转，从而调整卷筒5上缠绕的吊绳6长

度，进而控制取样件探入水中的深度，采样精度较高，取样后能够将壳体4内的转轮8取出，

将纤维网浸入检测溶液内，然后通过检测溶液将纤维网上吸附的富含重金属的固体杂质沉

淀析出，从而进行检测分析，检测效果较好，多层纤维网通过物理拦截将大颗粒的固体杂质

拦截附着，其内部设置的活性炭或分子筛材料针对较小颗粒物进行吸附，另外多层的纤维

网经纬线密度由外向内逐渐增加，其可以保证由外向内的逐级吸附固体杂质，还可以将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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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状的吸附材料包裹在其内部使其成为完整的吸附体系。

[0040] 对纤维网上吸附的富含重金属的固体杂质进行分析后，通过样本估算法对整个污

水池或河流进行重金属含量的大数据分析，进而实现重金属含量的全样本检测分析，精度

较高，工作量较低，通过水泵能够调节穿过转轮8的水的流量与流速，转轮8通过转轴9活动

连接在壳体4的内部，从而对水中重金属含量进行定量分析，提高样本的可参考价值。

[0041] 转轮在缓慢的旋转过程中，水泵不断通过泵水贯穿转轮的纤维网和吸附材料，每

个单位时间转轮在进水口处对应位置便旋转过一个扇面面积，每一扇面对应的纤维网和吸

附材料转过进水口的时间便可完成对水中固体杂质的吸附，这样每个扇面的吸附过程均为

动态过程，且保证吸附不容易到达纤维网和吸附材料的饱和吸附状态，另外还可以保证整

个转轮中的纤维网和吸附材料吸附固体杂质的均匀性。

[0042] 本发明采用的的另一种技术方案为：一种重金属取样检测装置的使用方法，步骤

如下：

[0043] (1)将取样件抛投至水体中，配重块7的重力能够将取样件带动下坠，通过按钮2能

够调整吊绳6长度，从而控制取样件探入水中的深度；

[0044] (2)水泵通过进水口3将水泵入取样件内部，水穿过多层纤维网后，纤维网经线与

纬线的合围空间内的吸附材料能够将重金属离子吸附在纤维网上；

[0045] (3)转轮8在壳体4中旋转，能够通过水泵控制进入取样件的水量与流速，从而能够

定量的分析样本中的重金属，提高取样件取样精度；

[0046] (4)水体重金属取样后，通过缩短吊绳6长度，将取样件从水中提起，然后将多层纤

维网取出放入检测溶液内对水体中富含重金属的杂质进行沉淀提取，然后进行检测分析；

[0047] (5)对水体重金属固体杂质检测分析后，通过样本估算法进行整个污水池或河流

内的重金属进行大数据分析，进而实现全样本检测分析。

[0048] 步骤(3)中取样件旋转频率为0.2‑2转每分钟，步骤(4)中检测溶液为浓度为10微

克每毫升的铅溶液。

[0049] 步骤(5)中对多层纤维网对富含重金属的固体杂质取样后，将多层纤维网取下，然

后用塑料刀将纤维网1‑3毫米的表层或亚表层的重金属固体杂质取下，每层各取3‑4份分析

样品，取样量根据针对不同重金属固体杂质的研究项目而定，取样后的样品迅速装入烧杯

中，将样品放在干净的聚乙烯板上，提出固体杂质中的砾石，然后烧杯中加入玛瑙钵，在球

磨机上研磨，将研磨后的样品充分混匀，四分法缩分分取10‑20克样品放入样品袋，送入实

验室进行分析测定，针对不同的重金属固体杂质使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如针对总汞分析使

用原子荧光法分析，样品在硝酸‑盐酸体系中，置于沸水浴中消化，汞以离子状态全量进入

溶液，溶液中离子态汞转变为汞蒸汽，以氢气为载气使原子汞蒸汽进入原子荧光光度计的

原子化器中，以特种汞空心阴极灯为激发光源，测定汞离子荧光强度，对整条河流中不同区

域、不同深度的样品取样分析后，根据样品的分析结果，使用估算法进行估算整个河流中的

总汞含量。

[0050] 以上依据本发明的理想实施例为启示，通过上述的说明内容，相关人员完全可以

在不偏离本项发明技术思想的范围内，进行多样的变更以及修改。本项发明的技术性范围

并不局限于说明书上的内容，必须要根据权利要求范围来确定技术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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