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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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1317783.6

(22)申请日 2018.08.16

(73)专利权人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地址 116000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凌河

街42号

(72)发明人 王鹏　闫吉顺　方海超　林霞　

张盼　

(74)专利代理机构 大连非凡专利事务所 21220

代理人 王廉

(51)Int.Cl.

G01N 1/34(2006.01)

G01N 1/10(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海水悬浮物采集过滤一体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海水悬浮物采集过滤

一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装置包括夹持部

分，所述夹持部分由两个对称设置的夹持机构组

成，所述夹持机构包括固定夹板（1），固定夹板

（1）的顶部设置有水平分布的支撑条（2），支撑条

（2）的底部滑动连接有移动夹板（3），在固定夹板

（1）与移动夹板（3）之间同时活动穿接有紧固柱

（4），紧固柱（4）位于固定夹板（1）外侧的一端设

置有堵头，而位于移动夹板（3）外侧的一端则螺

纹连接有旋紧螺套（5），这是一种结构简单，设计

巧妙，能够在简便、快速地进行海水悬浮物的采

样，并对其进行在线过滤的一体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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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海水悬浮物采集过滤一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装置包括夹持部分，所述夹

持部分由两个对称设置的夹持机构组成，所述夹持机构包括固定夹板（1），固定夹板（1）的

顶部设置有水平分布的支撑条（2），支撑条（2）的底部滑动连接有移动夹板（3），在固定夹板

（1）与移动夹板（3）之间同时活动穿接有紧固柱（4），紧固柱（4）位于固定夹板（1）外侧的一

端设置有堵头，而位于移动夹板（3）外侧的一端则螺纹连接有旋紧螺套（5），

在两个夹持机构之间设置有支撑板，支撑板上连接有支撑架（6），支撑架（6）的底端设

置有收卷轮组，所述收卷轮组由同轴的大收卷轮（7）和小收卷轮（8）组成，在支撑板上还设

置有电机（9），电机（9）的工作轴上活动套接有轴套（10），轴套（10）与电机（9）的工作轴之间

键连接且能够在轴向上相对窜动，轴套（10）的外圆周设置有花键段（11），所述大收卷轮（7）

与小收卷轮（8）上则开设有与所述花键段（11）相配的花键套（12），所述轴套（10）的端部位

于小收卷轮（8）之外，在支撑架（6）的顶端设置有定滑轮组，所述定滑轮组包括与大收卷轮

（7）相配的大滑轮和与小收卷轮（8）相配的小滑轮，在大收卷轮（7）上缠绕有瓶体钢丝（13），

所述瓶体钢丝（13）通过大滑轮过渡，在小收卷轮（8）上缠绕有瓶塞钢丝（14），所述瓶塞钢丝

（14）通过小滑轮过渡；

所述瓶体钢丝（13）的底端与瓶体（15）相连，所述瓶塞钢丝（14）的底端与瓶塞（16）相

连，所述瓶塞（16）与瓶体（15）的顶部开口相匹配，

所述瓶体（15）的底端设置有底部开口，底部开口中设置有底塞（17），同时瓶体（15）的

底端还对称地设置有两个连接环（18），在瓶体（15）的下部活动连接有滤膜盒（19），滤膜盒

（19）包括钢质框架网和位于钢质框架网上的滤膜，并且所述的滤膜盒（19）能够从瓶体（15）

的宽度方向上从瓶体（15）中抽出，在滤膜盒（19）上方的瓶体（15）内还设置有浮球（20），所

述浮球（20）的直径大于瓶体（15）顶部开口的直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水悬浮物采集过滤一体装置，其特征在于：与所述的瓶体

（15）相配有推水机构，所述的推水机构包括套体（21），在套体（21）内活动连接有推水棒

（22），推水棒（22）的顶端设置有把手（23），把手（23）的底端则设置有推水部，所述的推水部

由多个铰接在推水棒（22）上的扇形片（24）组成，所有的扇形片（24）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圆

形，且所形成的圆形与瓶体（15）的内径相匹配，扇形片（24）由铰接在推水棒（22）上的支杆

（25）以及连接在两个支杆（25）之间的不透水柔性材料组成，在推水棒（22）的底端还设置有

与所述支杆（25）相配的限位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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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悬浮物采集过滤一体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海洋环境检测领域，特别是一种海水悬浮物采集过滤一体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海水悬浮物含量是测试海水环境优劣的重要指标之一。目前，海水悬浮物的含量

检测一般通过乘船海上作业的方式进行，采集评价区域不同深度海水样品，一般情况至少

需要采集表、中、底三层海水样品，作业时间为25个小时。而这项工作至少需要75个采水瓶。

采集完成后，还需长途运输到实验室进行测试。往往因为工作效率低及其他原因造成水样

在测试之前需存放7天左右，错过了最佳测试时期，影响了测试结果。因此现在需要一种能

够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或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所存在的上述不足，提出一种结构简单，设计巧

妙，能够在简便、快速地进行海水悬浮物的采样，并对其进行在线过滤的一体装置。

[000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解决方案是：一种海水悬浮物采集过滤一体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装置包括夹持部分，所述夹持部分由两个对称设置的夹持机构组成，所述夹持机构

包括固定夹板1，固定夹板1的顶部设置有水平分布的支撑条2，支撑条2的底部滑动连接有

移动夹板3，在固定夹板1与移动夹板3之间同时活动穿接有紧固柱4，紧固柱4位于固定夹板

1外侧的一端设置有堵头，而位于移动夹板3外侧的一端则螺纹连接有旋紧螺套5，

[0005] 在两个夹持机构之间设置有支撑板，支撑板上连接有支撑架6，支撑架6的底端设

置有收卷轮组，所述收卷轮组由同轴的大收卷轮7和小收卷轮8组成，在支撑板上还设置有

电机9，电机9的工作轴上活动套接有轴套10，轴套10与电机9的工作轴之间键连接且能够在

轴向上相对窜动，轴套10的外圆周设置有花键段11，所述大收卷轮7与小收卷轮8上则开设

有与所述花键段11相配的花键套12，所述轴套10的端部位于小收卷轮8之外，在支撑架6的

顶端设置有定滑轮组，所述定滑轮组包括与大收卷轮7相配的大滑轮和与小收卷轮8相配的

小滑轮，在大收卷轮7上缠绕有瓶体钢丝13，所述瓶体钢丝13通过大滑轮过渡，在小收卷轮8

上缠绕有瓶塞钢丝14，所述瓶塞钢丝14通过小滑轮过渡；

[0006] 所述瓶体钢丝13的底端与瓶体15相连，所述瓶塞钢丝14的底端与瓶塞16相连，所

述瓶塞16与瓶体15的顶部开口相匹配，

[0007] 所述瓶体15的底端设置有底部开口，底部开口中设置有底塞17，同时瓶体15的底

端还对称地设置有两个连接环18，在瓶体15的下部活动连接有滤膜盒19，滤膜盒19包括钢

质框架网和位于钢质框架网上的滤膜，并且所述的滤膜盒19能够从瓶体15的宽度方向上从

瓶体15中抽出，在滤膜盒19上方的瓶体15内还设置有浮球20，所述浮球20的直径大于瓶体

15顶部开口的直径。

[0008] 与所述的瓶体15相配有推水机构，所述的推水机构包括套体21，在套体21内活动

连接有推水棒22，推水棒22的顶端设置有把手23，把手23的底端则设置有推水部，所述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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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部由多个铰接在推水棒22上的扇形片24组成，所有的扇形片24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圆

形，且所形成的圆形与瓶体15的内径相匹配，扇形片24由铰接在推水棒22上的支杆25以及

连接在两个支杆25之间的不透水柔性材料组成，在推水棒22的底端还设置有与所述支杆25

相配的限位部26。

[0009] 本实用新型同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0010] 本种结构形式的海水悬浮物采集过滤一体装置，其结构简单，设计巧妙，布局合

理，它针对传统的海水中悬浮物采样以及过滤过程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设计出一种特殊

的结构。它能够将采样瓶置于指定深度，并利用水流压力让海水灌入采样瓶中，并利用其内

设置的浮球将瓶口封闭，使采样瓶内外水压平衡，以保持样品的纯净度。并配合以推水机构

来快速地实现样品海水的过滤工作，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可减少海水样品的存放数

量。其安装流程简易，操作过程简单，解决了海上采集海水样品工作效率低下且存放量过大

时限较长而影响测试结果的关键问题。并且它的制作工艺简单，制造成本低廉，因此可以说

它具备了多种优点，特别适合于在本领域中推广应用，其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夹持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电机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4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瓶体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5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推水棒部分的使用状态示意图（两种状态）。

[0016] 图6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推水棒中支杆与推水棒连接部分的局部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将结合附图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如图1至图6所示：一种海水悬

浮物采集过滤一体装置，包括夹持部分，所述夹持部分由两个对称设置的夹持机构组成，所

述夹持机构包括固定夹板1，固定夹板1的顶部设置有水平分布的支撑条2，支撑条2的底部

滑动连接有移动夹板3，在固定夹板1与移动夹板3之间同时活动穿接有紧固柱4，紧固柱4位

于固定夹板1外侧的一端设置有堵头，而位于移动夹板3外侧的一端则螺纹连接有旋紧螺套

5，

[0018] 在两个夹持机构之间设置有支撑板，支撑板上连接有支撑架6，支撑架6的底端设

置有收卷轮组，所述收卷轮组由同轴的大收卷轮7和小收卷轮8组成，在支撑板上还设置有

电机9，电机9的工作轴上活动套接有轴套10，轴套10与电机9的工作轴之间键连接且能够在

轴向上相对窜动，轴套10的外圆周设置有花键段11，所述大收卷轮7与小收卷轮8上则开设

有与所述花键段11相配的花键套12，所述轴套10的端部位于小收卷轮8之外，在支撑架6的

顶端设置有定滑轮组，所述定滑轮组包括与大收卷轮7相配的大滑轮和与小收卷轮8相配的

小滑轮，在大收卷轮7上缠绕有瓶体钢丝13，所述瓶体钢丝13通过大滑轮过渡，在小收卷轮8

上缠绕有瓶塞钢丝14，所述瓶塞钢丝14通过小滑轮过渡；

[0019] 所述瓶体钢丝13的底端与瓶体15相连，所述瓶塞钢丝14的底端与瓶塞16相连，所

述瓶塞16与瓶体15的顶部开口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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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所述瓶体15的底端设置有底部开口，底部开口中设置有底塞17，同时瓶体15的底

端还对称地设置有两个连接环18，在瓶体15的下部活动连接有滤膜盒19，滤膜盒19包括钢

质框架网和位于钢质框架网上的滤膜，并且所述的滤膜盒19能够从瓶体15的宽度方向上从

瓶体15中抽出，在滤膜盒19上方的瓶体15内还设置有浮球20，所述浮球20的直径大于瓶体

15顶部开口的直径。

[0021] 与所述的瓶体15相配有推水机构，所述的推水机构包括套体21，在套体21内活动

连接有推水棒22，推水棒22的顶端设置有把手23，把手23的底端则设置有推水部，所述的推

水部由多个铰接在推水棒22上的扇形片24组成，所有的扇形片24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圆

形，且所形成的圆形与瓶体15的内径相匹配，扇形片24由铰接在推水棒22上的支杆25以及

连接在两个支杆25之间的不透水柔性材料组成，在推水棒22的底端还设置有与所述支杆25

相配的限位部26。

[0022]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海水悬浮物采集过滤一体装置的工作过程如下：首先利用夹

持部分将本装置整体固定在船帮上，具体过程如下，夹持机构中的固定夹板1和移动夹板3

分别位于船帮的两侧，推动移动夹板3与船帮接触，并利用旋紧螺套5将移动夹板3压紧在船

帮上，即实现了夹持机构在船帮上的固定；

[0023] 然后利用电机9放送瓶体钢丝13，将瓶体15沉入海面之下，并在指定深度停留；电

机9停止转动后，将轴套10向外拔出，让轴套10上的花键段11与小收卷轮8内的花键套12相

匹配，并重新启动电机9，电机9通过小收卷轮8带动瓶塞钢丝14相对于瓶体15上升，将瓶塞

16从瓶体15顶端的开口中拔出，海水灌入瓶体15中；

[0024] 随着水位的上升，瓶体15中的浮球20随同水体一起上升，直至浮球20将瓶口封闭，

此时瓶体15中的水体不会与外界水体发生交换；

[0025] 瓶塞16拔出并静置一段时间后（保证瓶体15中灌满海水），重新利用大收卷轮7将

瓶体15从海水中吊起来，并将其从瓶体钢丝13上摘下；

[0026] 将瓶体15底端的底塞17拔出，瓶体15中的海水会逐步通过瓶体15底部的开口流

出，待海水流净后，将整个滤膜盒19从瓶体15中取出，并重新在瓶体15中插入新的滤膜盒

19，即可进行下一次的海水采样工作；而之前的滤膜盒19则可封存起来；

[0027]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在底塞17拔出后，可利用推水机构加快瓶体15中的过滤速度，

具体过程如下，将推水机构中的套体21放置在瓶体15顶部的瓶口处，让推水棒22的底端插

入到瓶口中，并把持着把手23向下推动推水棒22，在瓶体15中水体的阻力作用下，原本处于

收拢状态的多个扇形片24会打开，并形成一个完整的圆形，由于该圆形与瓶体15的内径相

匹配，因此能够最大限度地对瓶体15中的水体产生压力，促使其快速地经过过滤膜；由于在

推水棒22的底端设置有与每个支杆25相配的限位部26，因此在下推的过程中，多个扇形片

24不会反向翻动；

[0028] 如需要采样的水深比较深，还可以在瓶体15底端的连接环18上悬挂重物，让瓶体

15能够快速、顺利地下沉到指定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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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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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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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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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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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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