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031470.7

(22)申请日 2019.01.14

(71)申请人 邢华铭

地址 15000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珠

江路21号黑龙江省农产品质量检验检

测中心

(72)发明人 邢华铭　李思捷　张凤彬　潘思杨　

高淑杰　李莹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龙图腾专利代理有限公

司 44541

代理人 赖灿彬

(51)Int.Cl.

G01N 1/0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农业重金属检测取样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农业检测领域，具体的公开了一

种农业重金属检测取样装置，包括安装板、固定

支腿、升降杆、升降板、导向杆、踏板、锥形支脚和

电机；在升降杆的下端固定水平的升降板，所述

电机固定安装在升降板的下侧，安装套筒的下端

同轴固定有开口朝下的取样头；在所述取样头的

外侧壁上固定套设有一圈外筒，外筒上安装有在

竖直方向上抽出的抽拉门，抽拉门内部对应的取

样头侧壁上开设有横向取样口。本发明通过设置

的在取样头外侧抽拉门，能够从取样头的侧壁打

开，对内部取出的土壤从侧面取样，能够保证土

壤层的完整，不受到其他土壤层的影响，使取出

的土壤样品更加真实，保证检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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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农业重金属检测取样装置，包括安装板（1）、固定支腿（2）、升降杆（3）、升降板

（4）、导向杆（5）、踏板（6）、锥形支脚（7）和电机（8）；在安装板（1）的四角上均固定竖直的固

定支腿（2），在固定支腿（2）的下端固定锥形支脚（7），锥形支脚（7）为倒置的圆锥结构，其上

端直径与固定支腿（2）的直径相同；所述升降杆（3）位于安装板（1）的中心，且竖直向下穿过

安装板（1）在其上升降，在升降杆（3）的下端固定水平的升降板（4），升降板（4）的两侧均滑

动穿设有竖直的固定在安装板（1）上的导向杆（5）；踏板（6）固定在安装板（1）上表面；其特

征在于，所述电机（8）固定安装在升降板（4）的下侧，电机（8）的输出轴竖直向下，在其输出

轴下端固定套设有安装套筒（20），安装套筒（20）的下端同轴固定有开口朝下的取样头

（10）；在所述取样头（10）的外侧壁上固定套设有一圈外筒（12），取样头（10）、外筒（12）的下

端固定有向下的破土刀片（11），外筒（12）上安装有在竖直方向上抽出的抽拉门（13），抽拉

门（13）的两侧固定有滑块条，滑块条对应的外筒（12）上开设有滑槽（14），滑块条竖直向下

插入到滑槽（14）内，抽拉门（13）内部对应的取样头（10）侧壁上开设有横向取样口（1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业重金属检测取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筒（12）内

设置有一圈水箱（17），水箱（17）位于外筒（12）的下部，水箱（17）的上端连通有竖直向上的

注水管（18），注水管（18）的上端从外筒（12）的顶部伸出；在水箱（17）对应的侧壁上开设有

渗水孔，渗水孔穿出外筒（12）的侧壁，在外筒（12）的侧壁上固定有一圈与渗水孔对应的海

绵带（16）。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业重金属检测取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取样头（10）

与安装套筒（20）之间焊接有加强筋（19）。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业重金属检测取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抽拉门（13）

的高度为外筒（12）高度的1/2-2/3。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所述的一种农业重金属检测取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

杆（3）的上端侧壁上固定有水平的固定把手（21），固定把手（21）的上方对应的升降杆（3）上

套设有在竖直方向上移动的按压板（22），按压板（22）与固定把手（21）之间的升降杆（3）上

套设支撑弹簧（23），按压板（22）的两侧均固定有与固定把手（21）平行的按压把手（27）；在

按压板（22）的下侧安装有两个第二触点（25），两个第二触点（25）通过导线（26）电性连接，

在每个第二触点（25）的正下方对应的固定把手（21）上均固定有第一触点（24），两个第一触

点（24）连接在电机（8）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农业重金属检测取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板（1）

内固定安装有蓄电池（9），电机（8）连接在蓄电池（9）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业重金属检测取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向杆（5）

的下端固定有直径大于导向杆（5）的限位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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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农业重金属检测取样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检测领域，具体是一种农业重金属检测取样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农业种植过程中，土壤的情况直接关系到农业种植的收入，而现如今土壤环境

面临严峻形势，我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在重污染企业

或工业密集区、工矿开采区及周边地区、城市和城郊地区出现了土壤重污染区和高风险区；

土壤污染类型多样，呈现出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复合污染的局面；土壤污染途径多，

原因复杂，控制难度大；土壤环境监督管理体系不健全，土壤污染防治投入不足，全社会土

壤污染防治的意识不强；由土壤污染引发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和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

成为影响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0003] 中国专利（公告号：CN  206583629  U，公告日：2018.10.24）公开的一种土壤取样器

及土壤取样装置，，打开电动机使驱动转轴转动，通过驱动转轴依次带动钻杆和钻头转动，

钻头通过设置于钻头前端的铣齿刀破开并深入土层，使土层内的土壤进入钻头的中空腔

内，从而完成土壤种质库的采集工作。取样时，将分层插板依次从下往上插入钻头的第一分

层插口或第二分层插口，然后再用小锤轻轻敲打钻头可将样品抖入土壤收集器中，取一层

样，拔一层分层插板，逐层取出样品。对全部土壤层进行取样，而无法针对其中一定深度的

土壤精准的取样，插板在纵向移动时，最下端的土壤也会粘附在插板表面被向上带入到其

他土层，影响实验结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农业重金属检测取样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

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农业重金属检测取样装置，包括安装板、固定支腿、升降杆、升降板、导向杆、踏板、

锥形支脚和电机；在安装板的四角上均固定竖直的固定支腿，在固定支腿的下端固定锥形

支脚，锥形支脚为倒置的圆锥结构，其上端直径与固定支腿的直径相同，通过锥形支脚能够

轻松的将锥形支脚插入到土壤中，便于装置固定；所述升降杆位于安装板的中心，且竖直向

下穿过安装板在其上升降，实现高度调节，在升降杆的下端固定水平的升降板，升降板的两

侧均滑动穿设有竖直的固定在安装板上的导向杆，使升降板仅能够在竖直方向上移动；踏

板固定在安装板上表面，能够通过脚踩踏板提供更大的下压力；所述电机固定安装在升降

板的下侧，电机的输出轴竖直向下，在其输出轴下端固定套设有安装套筒，可以通过销钉、

螺钉等进行固定，安装套筒的下端同轴固定有开口朝下的取样头；在所述取样头的外侧壁

上固定套设有一圈外筒，在取样头、外筒的下端固定有向下的破土刀片，通过旋转带动破土

刀片破土，实现取样头以及外筒的进给，外筒上安装有在竖直方向上抽出的抽拉门，抽拉门

的两侧固定有滑块条，滑块条对应的外筒上开设有滑槽，滑块条竖直向下插入到滑槽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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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拉门仅能够在竖直方向上移动，抽拉门内部对应的取样头侧壁上开设有横向取样口，打

开抽拉门，透过横向取样口能够直接取用取样头内不同位置的土壤层，不会破坏横向的土

壤层成分。

[0006] 进一步的：所述外筒内设置有一圈水箱，水箱位于外筒的下部，水箱的上端连通有

竖直向上的注水管，注水管的上端从外筒的顶部伸出，工作人员将水直接通过注水管注入

到水箱内，为水箱内加水；在水箱对应的侧壁上开设有渗水孔，渗水孔穿出外筒的侧壁，渗

水孔较小，使内部水缓慢向外流动，在外筒的侧壁上固定有一圈与渗水孔对应的海绵带，水

箱内水渗入到海绵带上，使外筒的下端外壁潮湿，避免旋转时土壤粘附在外筒外壁上，便于

进给。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取样头与安装套筒之间焊接有加强筋，增加连接处的强度，延长使

用寿命。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抽拉门的高度为外筒高度的1/2-2/3。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升降杆的上端侧壁上固定有水平的固定把手，固定把手的上方对

应的升降杆上套设有在竖直方向上移动的按压板，按压板与固定把手之间的升降杆上套设

支撑弹簧，通过支撑弹簧支撑按压板，使按压板在向下压动后松手能够复位，按压板的两侧

均固定有与固定把手平行的按压把手，使用时人手同时握住固定把手和按压把手，将按压

把手下压；在按压板的下侧安装有两个第二触点，两个第二触点通过导线电性连接，在每个

第二触点的正下方对应的固定把手上均固定有第一触点，两个第一触点连接在电机上，第

一触点与第二触点接触时电机的电路接通，使电机转动，松手后在支撑弹簧的作用复位，第

一触点、第二触点分离，导致电机断电，使装置仅在进给使试压后通电，其他情况下不易启

动，使装置安全携带、使用。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安装板内固定安装有蓄电池，电机连接在蓄电池上，为电机供电。

[0011] 进一步的：所述导向杆的下端固定有直径大于导向杆的限位块，避免升降板从导

向杆上脱落。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通过设置的在取样头外侧抽拉门，

能够从取样头的侧壁打开，对内部取出的土壤从侧面取样，能够保证土壤层的完整，不受到

其他土壤层的影响，使取出的土壤样品更加真实，保证检测的准确性；侧壁上安装有海绵

带，其中沾有水，使取样头在土壤中旋转进给时更加省力，使电机工作更加顺畅，延长电机

的使用寿命；电机的开启受使用状态控制，手持装置向下进给时才能够使电机带电，向下进

给钻取土壤，使用安全，携带方便。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一种农业重金属检测取样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一种农业重金属检测取样装置中取样头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图1中A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1-安装板，2-固定支腿，3-升降杆，4-升降板，5-导向杆，6-踏板，7-锥形支

脚，8-电机，9-蓄电池，10-取样头，11-破土刀片，12-外筒，13-抽拉门，14-滑槽，15-横向取

样口，16-海绵带，17-水箱，18-注水管，19-加强筋，20-安装套筒，21-固定把手，22-按压板，

23-支撑弹簧，24-第一触点，25-第二触点，26-导线，27-按压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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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实施例1

请参阅图，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农业重金属检测取样装置，包括安装板1、固定支腿2、

升降杆3、升降板4、导向杆5、踏板6、锥形支脚7和电机8；在安装板1的四角上均固定竖直的

固定支腿2，在固定支腿2的下端固定锥形支脚7，锥形支脚7为倒置的圆锥结构，其上端直径

与固定支腿2的直径相同，通过锥形支脚7能够轻松的将锥形支脚7插入到土壤中，便于装置

固定；所述升降杆3位于安装板1的中心，且竖直向下穿过安装板1在其上升降，实现高度调

节，在升降杆3的下端固定水平的升降板4，升降板4的两侧均滑动穿设有竖直的固定在安装

板1上的导向杆5，导向杆5的下端固定有直径大于导向杆5的限位块，避免升降板4从导向杆

5上脱落，使升降板4仅能够在竖直方向上移动；踏板6固定在安装板1上表面，工人在使用

时，能够通过脚踩踏板6提供更大的下压力。

[0018] 所述电机8固定安装在升降板4的下侧，电机8的输出轴竖直向下，在其输出轴下端

固定套设有安装套筒20，可以通过销钉、螺钉等进行固定，安装套筒20的下端同轴固定有开

口朝下的取样头10，取样头10与安装套筒20之间焊接有加强筋19，增加连接处的强度，延长

使用寿命。所述安装板1内固定安装有蓄电池9，电机8连接在蓄电池9上，为电机8供电。

[0019] 在所述取样头10的外侧壁上固定套设有一圈外筒12，在取样头10、外筒12的下端

固定有向下的破土刀片11，通过旋转带动破土刀片11破土，实现取样头10以及外筒12的进

给，外筒12上安装有在竖直方向上抽出的抽拉门13，抽拉门13的两侧固定有滑块条，滑块条

对应的外筒12上开设有滑槽14，滑块条竖直向下插入到滑槽14内，使抽拉门13仅能够在竖

直方向上移动，抽拉门13的高度为外筒12高度的1/2-2/3，抽拉门13内部对应的取样头10侧

壁上开设有横向取样口15，打开抽拉门13，透过横向取样口15能够直接取用取样头10内不

同位置的土壤层，不会破坏横向的土壤层成分。

[0020] 所述外筒12内设置有一圈水箱17，水箱17位于外筒12的下部，水箱17的上端连通

有竖直向上的注水管18，注水管18的上端从外筒12的顶部伸出，工作人员将水直接通过注

水管18注入到水箱17内，为水箱17内加水；在水箱17对应的侧壁上开设有渗水孔，渗水孔穿

出外筒12的侧壁，渗水孔较小，使内部水缓慢向外流动，在外筒12的侧壁上固定有一圈与渗

水孔对应的海绵带16，水箱17内水渗入到海绵带16上，使外筒12的下端外壁潮湿，避免旋转

时土壤粘附在外筒12外壁上，便于进给。

[0021] 实施例2

所述升降杆3的上端侧壁上固定有水平的固定把手21，固定把手21的上方对应的升降

杆3上套设有在竖直方向上移动的按压板22，按压板22与固定把手21之间的升降杆3上套设

支撑弹簧23，通过支撑弹簧23支撑按压板22，使按压板22在向下压动后松手能够复位，按压

板22的两侧均固定有与固定把手21平行的按压把手27，使用时人手同时握住固定把手21和

按压把手27，将按压把手27下压；在按压板22的下侧安装有两个第二触点25，两个第二触点

25通过导线26电性连接，在每个第二触点25的正下方对应的固定把手21上均固定有第一触

点24，两个第一触点24连接在电机8上，第一触点24与第二触点25接触时电机8的电路接通，

使电机8转动，松手后在支撑弹簧23的作用复位，第一触点24、第二触点25分离，导致电机8

断电，使装置仅在进给使试压后通电，其他情况下不易启动，使装置安全携带、使用。

[0022] 使用时，将装置至于需要取样的土壤上，通过固定支腿2刺入土壤而将装置固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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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上；工作人员用双手同时紧握固定把手21和按压把手27，使按压板22向下移动压紧在

固定把手21上，此时第一触点24和第二触点25接触，与其连接的电机8通电后转动，工人手

握固定把手21、按压把手27推动升降杆3向下移动，转动的取样头10通过破土刀片11破土后

进入到土壤中，在取样头10向下进给的过程中水箱17内的水渗入到海绵带16上，海绵带16

使外筒12的外侧潮湿，减小与外部土壤的摩擦，使取样头10进给更加节省力气；取土结束

后，将取样头10从土壤中取出，当需要其中一定深度的土壤时，只需要向上将抽拉门13向上

抽出，再通过相关的取样板或工具水平插入到所需深度的土壤中进行取样即可。

[0023]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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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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