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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在岸斜钻式采集水体底泥

的装置和方法，包括把手、支架、连接杆、底泥土

钻；支架包括套管、地钎、角度固定架；角度固定

架的底端连接地钎，套管与角度固定架转动连

接；连接杆上设有刻度；连接杆穿过套筒，一端与

把手螺纹连接，另一端与底泥土钻螺纹连接；使

用时，在小型水体岸边安装支架，将底泥土钻推

送至采样点水体的上方，让底泥土钻沉入水中，

直至探底，调整角度固定架，使套管倾角固定。测

量连接杆总长度、把手到套管支点的水平距离、

把手到套管支点之间连接杆的长度、把手到岸边

的水平距离、从连接杆触水点到把手之间连接杆

的长度；结合土钻长度计算采样点离岸边距离和

采样点水深。使底泥土钻向斜下方钻入水体底

部，采集底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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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在岸斜钻式采集小型水体底泥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把手、支架、连接杆、底

泥土钻；所述支架包括套管、地钎、角度固定架；角度固定架的底端固定连接地钎，套管与角

度固定架转动连接；所述连接杆一端设有螺柱、一端设有螺孔，多个连接杆螺纹连接，连接

杆上设有刻度；所述连接杆穿过套筒，连接杆的一端与把手螺纹连接，连接杆的另一端与底

泥土钻螺纹连接；所述把手在转动时，带动连接杆和底泥土钻转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在岸斜钻式采集小型水体底泥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套管外侧焊接有螺柱，螺柱与角度固定架转动连接，螺柱的端部螺纹连接紧固螺帽，旋紧螺

帽后固定套管的倾斜角度，用于控制采样连接杆和土钻的倾斜角度和底泥钻取的位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在岸斜钻式采集小型水体底泥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底泥土钻包括土钻腔体、土钻上盖和连接螺柱，土钻上盖的上方设有连接螺柱，土钻腔体与

土钻上盖通过螺纹连接；土钻腔体上部设有泄水孔，土钻腔体下部设有止回阀，所述止回阀

只能向土钻腔体内侧开启，靠近土钻腔体内壁设有复位弹簧，止回阀在开启后自动弹回关

闭；土钻腔体底端设置土钻切口。

4.一种在岸斜钻式采集底泥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在小型水体岸边安装支架，组装连接杆、把手和底泥土钻，测量底泥土钻长度；

2)推动把手，将底泥土钻推送至采样点水体的上方，让底泥土钻沉入水中，直至探底，

然后调整角度固定架，使套管倾角固定；

3)测量连接杆总长度、把手到套管支点的水平距离、把手到套管支点之间连接杆的长

度、把手到岸边的水平距离、从连接杆触水点到把手之间连接杆的长度；结合土钻长度计算

采样点离岸边距离和采样点水深；

4)转动把手，使底泥土钻向斜下方钻入水体底部，采集底泥；

5)当钻进距离不小于底泥土钻长度后，松开套管的角度固定架，抬起并回拉把手、连接

杆和底泥土钻；卸下底泥土钻的上盖，将底泥土钻腔体内的底泥倒出至采样袋。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在岸斜钻式采集底泥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

采样点离岸边距离、采样点水深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式中，D是采样点离岸边距离、H是采样点水深、l1是底泥土钻长度、l2是从底泥土钻到把

手之间连接杆的总长、l3是把手到套管支点的水平距离、l4是把手到套管支点之间连接杆的

长度、l5是把手到岸边的水平距离、l6是从连接杆触水点到把手之间连接杆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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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在岸斜钻式采集小型水体底泥的装置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土壤环境监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在岸斜钻式采集水体底泥的装置和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山水田林湖草的系统保护和修复已经成为政府行动指南和全社会共识。在系统保

护和修复过程中，土壤是重要的保护和修复对象，土壤质量是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的重要指

标。因此，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生态环境监测、农田建设评价、地质环境治理、水污染治理

过程中，采集土壤样品成为必要程序。按照土壤与水体的相对赋存状态，可划分为陆地上的

土壤和水体下的土壤。其中，陆地上的土壤样品可以直接挖取，较为方便。相比之下，由于水

体覆盖、底泥松软，水体中土壤(水体底泥)的采集则较为困难。

[0003] 采集水体底泥，主要有人工涉水采集、排水疏干后采集、非接触式设备采集。前两

种方法需要人力和时间成本耗费大，在实际土壤监测中，多采用非接触式设备采集底泥。这

些设备中，有基于活塞原理抽取底泥的装置，如，一种用于采集浅型水体底泥的柱状采泥装

置，授权公告号CN203811422U；一种采集水体底泥原状样的装置及其采集方法，申请公布号

CN107817124A。还有的是在水体下将土壤冷冻并提起的装置，如，一种野外水体底泥采样方

法及其装置，申请公布号CN102445363A。还有的是抓斗式垂直抓取底泥的装置，如，箱式深

水底泥分层采样器，授权公告号CN203824800U。

[0004] 这几种设备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直立式，即，在采样的时候，都是将采样设备垂

直水面放入水体中，采集底泥。这就要求在采集水体底泥的时候，利用船载、机械辅助设备

将采样装置送达采样点上方进行采样。然而，对于小型水体来说，如河沟、水渠、农田、坑塘

等，水体小且连通性差，不利于船只、机械辅助设备的进入和转场，就难以实现水体底泥的

直立式采样。因此，小型水体底泥的采样成为技术难题。

[0005] 技术方案

[0006]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岸斜钻式采集小型水体底泥的装置和方法，

来克服直立式采样装置在小型水体底泥采样过程中难以实施的问题，提供一种简易可行、

有效采集小型水体底泥的装置和操作方法。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在岸斜钻式采集小型水体底泥的装置,包括把手、支架、连接杆、底泥土钻；所

述支架包括套管、地钎、角度固定架；角度固定架的底端固定连接地钎，套管与角度固定架

转动连接；所述连接杆一端设有螺柱、一端设有螺孔，多个连接杆螺纹连接，连接杆上设有

刻度；所述连接杆穿过套筒，连接杆的一端与把手螺纹连接，连接杆的另一端与底泥土钻螺

纹连接；所述把手在转动时，带动连接杆和底泥土钻转动。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套管外侧焊接有螺柱，螺柱与角度固定架转动连接，螺柱的端部螺

纹连接紧固螺帽，旋紧螺帽后固定套管的倾斜角度，用于控制采样连接杆和土钻的倾斜角

度和底泥钻取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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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地，所述底泥土钻包括土钻腔体、土钻上盖和连接螺柱，土钻上盖的上方设

有连接螺柱，土钻腔体与土钻上盖通过螺纹连接；土钻腔体上部设有泄水孔，底泥进入后，

水从该孔挤出；土钻腔体下部设有止回阀，防止钻取的底泥漏出，所述止回阀只能向土钻腔

体内侧开启，靠近土钻腔体内壁设有复位弹簧，止回阀在开启后自动弹回关闭；土钻腔体底

端设置土钻切口。

[0011] 一种在岸斜钻式采集底泥的方法，该方法依次包括以下步骤：

[0012] 1)在小型水体岸边安装支架，组装连接杆、把手和底泥土钻，测量底泥土钻长度。

[0013] 2)推动把手，将底泥土钻推送至采样点水体的上方，让底泥土钻沉入水中，直至探

底，然后调整角度固定架，使套管倾角固定。

[0014] 3)测量连接杆总长度、把手到套管支点的水平距离、把手到套管支点之间连接杆

的长度、把手到岸边的水平距离、从连接杆触水点到把手之间连接杆的长度；结合土钻长度

计算采样点离岸边距离和采样点水深。

[0015] 4)转动把手，使底泥土钻向斜下方钻入水体底部，采集底泥。

[0016] 5)当钻进距离不小于底泥土钻长度后，松开套管的角度固定架，抬起并回拉把手、

连接杆和底泥土钻；卸下底泥土钻的上盖，将底泥土钻腔体内的底泥倒出至采样袋。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3)中采样点离岸边距离、采样点水深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0018]

[0019]

[0020] 式中，D是采样点离岸边距离、H是采样点水深、l1是底泥土钻长度、l2是从底泥土钻

到把手之间连接杆的总长、l3是把手到套管支点的水平距离、l4是把手到套管支点之间连接

杆的长度、l5是把手到岸边的水平距离、l6是从连接杆触水点到把手之间连接杆的长度。

[0021] 进一步地，在所述步骤5)完成之后，可重复步骤2)、3)、4)和5)，调整采样点离岸边

距离，实现对不同距离采样点的水体底泥采样。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3] 1)装置的结构简单，容易架设，适用于河沟、水渠、农田、坑塘等水体小且连通性差

的地方，具有可移动性好的优点。2)通过调整连杆长度、套管倾角和方向，可采集到预定位

置的土壤样品，实现定向定位采集。3)经济实用，在岸上采集实体底泥，不用船载或辅助机

械动力设备，具有节能动力和成本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的在岸斜钻式采集小型水体底泥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是本发明的支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是本发明的底泥土钻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把手1，支架2，连接杆3，底泥土钻4；套管21，角度固定架22，地钎23；链接螺

柱41，土钻上盖42，泄水孔43，土钻腔体44，止回阀45，土钻切口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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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例用于进一步详细说明本发明，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29] 实施例1

[0030] 如图1所示，一种在岸斜钻式采集小型水体底泥的装置包括把手1、支架2、连接杆

3、底泥土钻4。

[0031] 如图2所示，所述支架包括套管21、角度固定架22、地钎23。套管21外侧有焊接的螺

柱，螺柱与角度固定架22铰接，螺柱的端部设有螺帽，旋紧螺帽后可以固定套管的倾斜角

度，用于控制采样连接杆和土钻的倾斜角度和底泥钻取的位置。

[0032] 如图3所示，所述底泥土钻上端是土钻上盖42，土钻上盖的上方设有连接螺柱41。

底泥土钻中部是土钻腔体44，土钻腔体44与土钻上盖42通过螺纹连接。土钻腔体44上部设

有泄水孔43，底泥进入后，水从该孔挤出。土钻腔体44下部设有止回阀45，防止钻取的底泥

漏出，所述止回阀44只能向土钻腔体44内侧开启，靠近土钻腔体44内壁设有复位弹簧，止回

阀45在开启后自动弹回关闭。底泥土钻下端是土钻切口46。

[0033] 所述连接杆3一端设有螺柱、一端设有螺孔，多个连接杆3相互连接在一起，连接杆

3上设有刻度。在组装装置的时候，所述连接杆1穿过套管21，连接杆的一端与把手1的螺孔

连接，连接杆的另一端与底泥土钻4连接。所述把手1在转动时，可以带动连接杆3和底泥土

钻4转动。根据采样点到岸边距离的长短，可以连接多个连接杆。

[0034] 实施例2

[0035] 实施例1中所述的在岸斜钻式采集装置的小型水体底泥采集方法，详细实施步骤

包括：

[0036] 1)将整套装置运送到在小型水体岸边。然后，安装支架1，包括利用重物敲击使地

钎23嵌入岸中，再安装角度固定架22和套管21，此时，使套管21保持可上下调整倾角的状

态。利用米尺测量底泥土钻长度。估计采样点的距离，组装多个连接杆，使连接杆穿过套管，

在连接杆两段分别安装把手1和底泥土钻4。

[0037] 2)推动把手1，将底泥土钻4推送至采样点水体的上方，让底泥土钻4自由沉入水

中，直至探底，然后利用扳手旋紧调整角度固定架22上的螺帽，使套管21的倾角固定。

[0038] 3)根据连接杆上的刻度，读取从底泥土钻到把手之间连接杆的总长、把手到套管

支点之间连接杆的长度、从连接杆触水点到把手之间连接杆的长度，利用米尺测量把手到

套管支点的水平距离、把手到岸边的水平距离。然后计算采样点离岸边距离、采样点水深。

[0039]

[0040]

[0041] 式中，D是采样点离岸边距离、H是采样点水深、l1是底泥土钻长度、l2是从底泥土钻

到把手之间连接杆的总长、l3是把手到套管支点的水平距离、l4是把手到套管支点之间连接

杆的长度、l5是把手到岸边的水平距离、l6是从连接杆触水点到把手之间连接杆的长度。

[0042] 4)转动把手1，使底泥土钻4向斜下方钻入水体底部，采集底泥，此时止回阀45向底

泥土钻内侧开启，底泥通过止回阀45进入土钻腔体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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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5)当钻进距离不小于底泥土钻4长度后，旋开角度固定架的螺帽，使得套管松开，

可以上下改变倾角。然后，将连接杆2和底泥土钻4抬起，回拉把手1、连接杆2和底泥土钻4，

此时止回阀在复位弹簧的作用下关闭。待底泥土钻4回收到岸边，卸下底泥土钻的上盖42，

将底泥土钻腔体44内的底泥倒出至采样袋。

[0044] 6)需要采集附近其他样点的底泥时，可重复步骤2)、3)、4)和5)，调整连杆1长度、

套管21倾角和方向，实现对不同距离采样点的水体底泥采样。需要转移至于其他采样点时，

可拆卸装置，运送至其他采样点后重新组装。

[0045] 尽管上面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可以理解的是，上述实施例是示例

性的，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能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宗

旨的情况下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对上述实施例进行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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