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1946335.X

(22)申请日 2020.09.08

(73)专利权人 北京华清博雅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 100089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8号院

1-4号楼1层4102-1

(72)发明人 马俊智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盛凡智荣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616

代理人 李洪波

(51)Int.Cl.

C02F 3/28(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水解酸化池专用取样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水解酸化池专用取

样器，包括漂浮装置一、漂浮装置二和下沉装置，

所述漂浮装置二设于漂浮装置一侧壁外侧，所述

下沉装置设于漂浮装置一底壁外侧，所述漂浮装

置一包括漂浮腔一、漂浮圈一、污泥床区集样瓶、

清水层区集样瓶、蠕动泵、水泵、所述漂浮圈一环

形包裹设于漂浮腔一外圈，所述污泥床区集样瓶

卡接设于漂浮腔一内，所述蠕动泵设于漂浮腔一

内部，所述水泵设于漂浮腔一内部。本实用新型

属于废水处理领域，具体是提供了一种通过蠕动

泵和下沉装置实现对污泥床区的取样，解决对污

泥床区采样困难的问题，避免机器堵塞，避免样

品变质影响数据检测的精准度和有效性的水解

酸化池专用取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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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解酸化池专用取样器，其特征在于：包括漂浮装置一、漂浮装置二和下沉装

置，所述漂浮装置二设于漂浮装置一侧壁外侧，所述漂浮装置二与漂浮装置一平行设置，所

述下沉装置设于漂浮装置一底壁外侧，所述漂浮装置一包括漂浮腔一、漂浮圈一、卡座、污

泥床区集样瓶、清水层区集样瓶、蠕动泵、水泵、污泥床区取样软管、污泥床区送样软管、清

水层区取样软管和清水层区送样软管，所述漂浮圈一环形包裹设于漂浮腔一外圈，所述卡

座设于漂浮腔一内部底壁上，所述污泥床区集样瓶卡接设于卡座上，所述漂浮腔一内底壁

上设有多组卡座，所述蠕动泵设于漂浮腔一内部，所述污泥床区送样软管设于漂浮腔一内

部，所述污泥床区送样软管一端与蠕动泵相连，污泥床区送样软管另一端与污泥床区集样

瓶相连通，所述清水层区集样瓶卡接设于卡座上，所述水泵设于漂浮腔一内部，所述清水层

区送样软管设于漂浮腔一内部，所述清水层区送样软管一端与水泵相连，清水层区送样软

管另一端与清水层区集样瓶相连通，所述污泥床区取样软管一端连通设于蠕动泵输入端

上，污泥床区取样软管的另一端贯穿漂浮腔一底壁设于漂浮腔一下方，所述清水层区取样

软管一端连通设于水泵输入端上，清水层区取样软管的另一端贯穿漂浮腔一侧壁设于漂浮

腔一外，所述下沉装置包括下沉腔、密封腔、电机、电机转轴、搅拌叶片和进样口，所述下沉

腔设于污泥床区取样软管远离蠕动泵的一端，所述密封腔设于下沉腔上壁外侧，所述密封

腔呈密封中空腔体设置，所述电机设于密封腔内，所述电机转轴设于下沉腔内，所述电机的

输出轴与电机转轴相连，所述搅拌叶片环绕设于电机转轴上，所述进样口设于下沉腔侧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解酸化池专用取样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漂浮装置二包

括漂浮腔二、漂浮圈二和浮标，所述漂浮腔二设于清水层区取样软管远离水泵的一端，所述

漂浮圈二环形包裹设于漂浮腔二外圈，所述浮标设于漂浮腔二上壁外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解酸化池专用取样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污泥床区取样

软管的一端与蠕动泵相连，污泥床区取样软管另一端与下沉腔上壁相连通，所述污泥床区

取样软管长度大于水解酸化池的池深，所述清水层区取样软管的一端与水泵相连，清水层

区取样软管另一端依次贯穿漂浮腔二的侧壁和底壁设于漂浮腔二外。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解酸化池专用取样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污泥床区送样

软管靠近污泥床区集样瓶一端连通设有螺旋瓶盖一，污泥床区集样瓶和清水层区集样瓶上

端设有螺纹瓶口，螺旋瓶盖一与污泥床区集样瓶的螺纹瓶口螺纹啮合，所述清水层区送样

软管靠近清水层区集样瓶一端连通设有螺旋瓶盖二，螺旋瓶盖二与清水层区集样瓶的螺纹

瓶口螺纹啮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解酸化池专用取样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漂浮腔一上端

螺纹可拆卸设有旋盖，旋盖设有铝箔涂层，所述旋盖内侧环绕设有密封圈。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水解酸化池专用取样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旋瓶盖一和

螺旋瓶盖二内侧分别设有液位计。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解酸化池专用取样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漂浮腔一内设

有电源、蓝牙模块和控制装置，控制装置分别与蓝牙模块、蠕动泵、水泵和电机电性相连，所

述下沉腔内设有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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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解酸化池专用取样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废水处理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水解酸化池专用取样器。

背景技术

[0002] 水解酸化处理方法是一种介于好氧和厌氧处理法之间的方法，和其它工艺组合可

以降低处理成本，提高处理效率，水解酸化工艺根据产甲烷菌与水解产酸菌生长速度不同，

将厌氧处理控制在反应时间较短的厌氧处理第一和第二阶段，水解酸化池内分污泥床区和

清水层区，污泥床区的污泥床较厚，污泥床内含有大量的微生物、小颗粒物和胶体物质，现

阶段水解酸化池较佳的反应器高度在4到6米，清水层区高度在0.5到1.5米，传统取样装置

主要对清水层区进行取样判断，更多时候是依赖运营及调试人员的现场经验进行尝试调

整，调整周期比较长，效率较慢，对污泥床区采样不足，同时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情况，为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水解酸化池专用取

样器，通过蠕动泵和下沉装置实现对污泥床区的取样，解决对污泥床区采样困难的问题，搅

拌叶片避免了污泥床区因胶质物体过多影响取样或造成机器堵塞，通过水泵和漂浮装置二

实现对清水层区的取样，取样后的样品存于避光的漂浮腔一内部，避免样品在氧气、日照等

因素的影响下而发生的变质问题影响数据检测的精准度和有效性，且不再过度依赖人工，

解决了背景技术中的问题。

[0004] 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水解酸化池专用取样器，包括漂浮装置一、

漂浮装置二和下沉装置，所述漂浮装置二设于漂浮装置一侧壁外侧，所述漂浮装置二与漂

浮装置一平行设置，所述下沉装置设于漂浮装置一底壁外侧，所述漂浮装置一包括漂浮腔

一、漂浮圈一、卡座、污泥床区集样瓶、清水层区集样瓶、蠕动泵、水泵、污泥床区取样软管、

污泥床区送样软管、清水层区取样软管和清水层区送样软管，所述漂浮圈一环形包裹设于

漂浮腔一外圈，漂浮圈一便于漂浮腔一漂浮在酸化池水面上，所述卡座设于漂浮腔一内部

底壁上，所述污泥床区集样瓶卡接设于卡座上，所述漂浮腔一内底壁上设有多组卡座，便于

同时固定多个污泥床区集样瓶，所述蠕动泵设于漂浮腔一内部，蠕动泵便于抽取含有杂质

和胶体物质的污泥床区样品，所述污泥床区送样软管设于漂浮腔一内部，所述污泥床区送

样软管一端与蠕动泵相连，污泥床区送样软管另一端与污泥床区集样瓶相连通，卡座便于

对污泥床区集样瓶进行固定，避免污泥床区集样瓶因蠕动泵和污泥床区送样软管的抖动发

生侧翻，所述清水层区集样瓶卡接设于卡座上，所述水泵设于漂浮腔一内部，水泵便于抽取

清水层区样品，所述清水层区送样软管设于漂浮腔一内部，所述清水层区送样软管一端与

水泵相连，清水层区送样软管另一端与清水层区集样瓶相连通，卡座便于对清水层区集样

瓶进行固定，所述污泥床区取样软管一端连通设于蠕动泵输入端上，污泥床区取样软管的

另一端贯穿漂浮腔一底壁设于漂浮腔一下方，所述清水层区取样软管一端连通设于水泵输

入端上，清水层区取样软管的另一端贯穿漂浮腔一侧壁设于漂浮腔一外，所述下沉装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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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下沉腔、密封腔、电机、电机转轴、搅拌叶片和进样口，所述下沉腔设于污泥床区取样软管

远离蠕动泵的一端，所述密封腔设于下沉腔上壁外侧，所述密封腔呈密封中空腔体设置，所

述电机设于密封腔内，所述电机转轴设于下沉腔内，所述电机的输出轴与电机转轴相连，所

述搅拌叶片环绕设于电机转轴上，电机转动带动电机转轴转动，所述进样口设于下沉腔侧

壁，电机转轴带动搅拌叶片转动对泵入的污泥床区的样品进行搅拌，避免因胶质物体过于

黏稠堵塞机器。

[0005] 进一步地，所述漂浮装置二包括漂浮腔二、漂浮圈二和浮标，所述漂浮腔二设于清

水层区取样软管远离水泵的一端，所述漂浮圈二环形包裹设于漂浮腔二外圈，漂浮圈二便

于漂浮腔二漂浮在酸化池水面上，所述浮标设于漂浮腔二上壁外侧，浮标便于工作人员观

察和确认漂浮腔二所在的位置。

[0006] 进一步地，所述污泥床区取样软管的一端与蠕动泵相连，污泥床区取样软管另一

端与下沉腔上壁相连通，所述污泥床区取样软管长度大于等于水解酸化池的池深，所述清

水层区取样软管的一端与水泵相连，清水层区取样软管另一端依次贯穿漂浮腔二的侧壁和

底壁设于漂浮腔二外，清水层区取样软管便于对清水层区采样。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污泥床区送样软管靠近污泥床区集样瓶一端连通设有螺旋瓶盖

一，污泥床区集样瓶和清水层区集样瓶上端设有螺纹瓶口，螺旋瓶盖一与污泥床区集样瓶

的螺纹瓶口螺纹啮合，螺旋瓶盖一便于污泥床区送样软管与污泥床区集样瓶固定连通，保

证污泥床区集样瓶的密闭性的同时也稳固了污泥床区送样软管使其始终与污泥床区集样

瓶连通，所述清水层区送样软管靠近清水层区集样瓶一端连通设有螺旋瓶盖二，螺旋瓶盖

二与清水层区集样瓶的螺纹瓶口螺纹啮合，螺旋瓶盖二便于清水层区送样软管与清水层区

集样瓶固定连通。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漂浮腔一上端螺纹可拆卸设有旋盖，旋盖便于从漂浮腔一上旋下

从而对取样进行回收检测，旋盖设有铝箔涂层，铝箔涂层便于对采样样本遮光防腐保温，避

免采样因光照发生变质，所述旋盖内侧环绕设有密封圈，密封圈便于密封，避免漂浮腔一进

水影响机器运转。

[0009] 进一步地，所述螺旋瓶盖一和螺旋瓶盖二内侧设有液位计，液位计便于对污泥床

区采样瓶和清水层区采样瓶的样本液面高度进行实时监控。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漂浮腔一内设有电源、蓝牙模块和控制装置，控制装置分别与蓝牙

模块、蠕动泵、水泵和电机电性相连，蓝牙模块分与岸上工作人员的手机通过无线信号相

连，蓝牙模块便于工作人员实现对机器的无线操控，提高采样效率节省人力，控制装置便于

实现对蠕动泵、水泵和电机的控制，所述下沉腔内设有配重，配重便于下沉装置沉入污泥床

区进行取样。

[0011] 采用上述结构后，本实用新型有益效果如下：本实用新型一种水解酸化池专用取

样器，该装置通过漂浮腔一内的蠕动泵、污泥床区取样软管和污泥床区送样软管对水解酸

化池中的污泥床区进行取样检测，避免污泥床区因处于水解酸化池底层而采样困难，通过

水泵和漂浮腔二对水解酸化池的清水层区进行采样，同时进行两种水质的采样大大提高了

采样效率节省了时间，电机和搅拌叶片对污泥床区的胶质物体进行搅拌，避免了机器的堵

塞，保证了实验的连续性可操作性，提高了机器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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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2]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本实用

新型的实施例一起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水解酸化池专用取样器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水解酸化池专用取样器旋盖剖视图。

[0015] 在附图中：1、漂浮腔一，2、水泵，3、污泥床区送样软管，4、旋盖，5、漂浮装置一，6、

电源，7、浮标，8、漂浮装置二，9、漂浮圈二，10、漂浮腔二，11、清水层区取样软管，12、蓝牙模

块，13、配重，14、密封腔，15、电机，16、进样口，17、电机转轴，18、搅拌叶片，19、下沉装置，

20、污泥床区取样软管，21、蠕动泵，22、污泥床区集样瓶，23、卡座，24、清水层区集样瓶，25、

螺纹瓶口，26、螺旋瓶盖二，27、控制装置，28、漂浮圈一，29、清水层区送样软管，30、螺旋瓶

盖一，31、密封圈，32、下沉腔，33、液位计。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17]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

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

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

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

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所固有的要素。

[0018]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水解酸化池专用取样器，包括漂浮装置一5、漂浮装置二8和

下沉装置19，所述漂浮装置二8设于漂浮装置一5侧壁外侧，所述漂浮装置二8与漂浮装置一

5平行设置，所述下沉装置19设于漂浮装置一5底壁外侧，所述漂浮装置一5包括漂浮腔一1、

漂浮圈一28、卡座23、污泥床区集样瓶22、清水层区集样瓶24、蠕动泵21、水泵2、污泥床区取

样软管20、污泥床区送样软管3、清水层区取样软管11和清水层区送样软管29，所述漂浮圈

一28环形包裹设于漂浮腔一1外圈，所述卡座23设于漂浮腔一1内部底壁上，所述污泥床区

集样瓶22卡接设于卡座23上，所述漂浮腔一1内底壁上设有多组卡座23，所述蠕动泵21设于

漂浮腔一1内部，所述污泥床区送样软管3设于漂浮腔一1内部，所述污泥床区送样软管3一

端与蠕动泵相连，污泥床区送样软管3另一端与污泥床区集样瓶22相连通，所述清水层区集

样瓶24卡接设于卡座23上，所述水泵2设于漂浮腔一1内部，所述清水层区送样软管29设于

漂浮腔一1内部，所述清水层区送样软管29一端与水泵2相连，清水层区送样软管29另一端

与清水层区集样瓶24相连通，所述污泥床区取样软管20一端连通设于蠕动泵21输入端上，

污泥床区取样软管20的另一端贯穿漂浮腔一1底壁设于漂浮腔一1下方，所述清水层区取样

软管11一端连通设于水泵2输入端上，清水层区取样软管11的另一端贯穿漂浮腔一1侧壁设

于漂浮腔一1外，所述下沉装置19包括下沉腔32、密封腔14、电机15、电机转轴17、搅拌叶片

18和进样口16，所述下沉腔32设于污泥床区取样软管20远离蠕动泵21的一端，所述密封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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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设于下沉腔32上壁外侧，所述密封腔14呈密封中空腔体设置，所述电机15设于密封腔14

内，所述电机转轴17设于下沉腔32内，所述电机15的输出轴与电机转轴17相连，所述搅拌叶

片18环绕设于电机转轴17上，所述进样口16设于下沉腔32侧壁。

[0019] 其中，所述漂浮装置二8包括漂浮腔二10、漂浮圈二9和浮标7，所述漂浮腔二10设

于清水层区取样软管11远离水泵2的一端，所述漂浮圈二9环形包裹设于漂浮腔二10外圈，

所述浮标7设于漂浮腔二10上壁外侧，所述污泥床区取样软管20的一端与蠕动泵21相连，污

泥床区取样软管20另一端与下沉腔32上壁相连通，所述污泥床区取样软管20长度大于等于

水解酸化池的池深，所述清水层区取样软管11的一端与水泵2相连，清水层区取样软管11另

一端依次贯穿漂浮腔二10的侧壁和底壁设于漂浮腔二10外，所述污泥床区送样软管3靠近

污泥床区集样瓶22一端连通设有螺旋瓶盖一30，污泥床区集样瓶22和清水层区集样瓶24上

端设有清螺纹瓶口25，螺旋瓶盖一30与污泥床区集样瓶22的清螺纹瓶口25螺纹啮合，所述

清水层区送样软管29靠近清水层区集样瓶24一端连通设有螺旋瓶盖二26，螺旋瓶盖二26与

清水层区集样瓶24的清螺纹瓶口25螺纹啮合，所述漂浮腔一1上端螺纹可拆卸设有旋盖4，

旋盖4设有铝箔涂层，所述旋盖4内侧环绕设有密封圈31，所述螺旋瓶盖一30和螺旋瓶盖二

26内侧分别设有液位计33，所述漂浮腔一1内设有电源6、蓝牙模块12和控制装置27，控制装

置27分别与蓝牙模块12、蠕动泵21、水泵2和电机15电性相连，蓝牙模块12分别与电源6、控

制装置27和岸上工作人员的手机通过无线信号相连，所述下沉腔32内设有配重13。

[0020] 具体使用时，通过漂浮圈一28和漂浮圈二9将漂浮腔一1和漂浮腔二10漂浮在水解

酸化池的清水层区，将下沉装置19放入水解酸化池内，在配重13的作用下下沉腔32下沉并

沉入污泥床区，工作人员通过手机蓝牙与漂浮腔一1内的蓝牙模块12无线连接，工作人员通

过蓝牙模块12发送指令给控制装置27使蠕动泵21、水泵2和电机15工作，蠕动泵21通电后工

作，电机15转动带动电机转轴17转动，电机转轴17带动搅拌叶片18转动，对污泥床区的样本

进行搅拌，避免胶质物体过多堵塞机器影响采样效率，蠕动泵21将污泥床区的样本从进样

口16泵入至下沉腔32内，蠕动泵21工作，通过污泥床区取样软管20和污泥床区送样软管3将

污泥床区的样本泵入至污泥床区集样瓶22，水泵2工作，通过清水层区取样软管11和清水层

区送样软管29将清水层区的样本泵入至清水层区集样瓶24，浮标7便于观察漂浮腔二10所

在的位置，液位计33实时监测采样容量，当达目标容量时，液位计33给控制装置27发送信

号，控制装置27控制蠕动泵21、水泵2和电机15停止工作，工作人员旋开旋盖4，从卡座23上

取出污泥床区集样瓶和清水层区集样瓶24，将螺旋瓶盖一30和螺旋瓶盖二26分别旋开，取

走样本进行上岸检测。

[0021]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

改、替换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总而言之如果本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受其启示，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创造宗旨的情况下，不经创造性的设计出

与该技术方案相似的结构方式及实施例，均应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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