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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蓝牙便携式土壤检

测服务系统，包括：土壤取样器；第一土壤传感

器、第二土壤传感器，均设置在土壤取样器的取

样筒的内壁上，且第一土壤传感器与取样筒的插

入端端头之间的第一预设距离大于第二土壤传

感器与取样筒的插入端端头之间的第二预设距

离；信号处理器，设置在取样筒的内壁上，与两个

土壤传感器分别连接；第一蓝牙模块，设置在取

样筒的内壁上，与信号处理器进行通信连接；移

动设备，设置有与第一蓝牙模块之间通信连接的

第二蓝牙模块；服务器，通过远距通讯模块从移

动设备获取两个土壤传感器各自检测到的土壤

参数，因此，本方案提供了一种便于记录土壤检

测结果的技术，提高检测结果记录的准确性，提

高检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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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蓝牙便携式土壤检测服务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土壤取样器；

两个土壤传感器，包括第一土壤传感器和第二土壤传感器，其中，所述第一土壤传感

器、第二土壤传感器均设置在土壤取样器的取样筒的内壁上，其中，所述第一土壤传感器与

所述取样筒的插入端端头之间的距离为第一预设距离，所述第二土壤传感器与所述取样筒

的插入端端头之间的距离为第二预设距离，且第一预设距离大于第二预设距离；

信号处理器，设置在所述取样筒的内壁上，与所述第一土壤传感器、第二土壤传感器分

别连接，用于将所述第一土壤传感器、第二土壤传感器各自检测到的土壤参数分别进行信

号格式转换；

第一蓝牙模块，设置在所述取样筒的内壁上，与所述信号处理器进行通信连接；

锂电池，与所述两个土壤传感器、与所述第一蓝牙模块、与所述信号处理器分别连接，

设置于土壤传感器上；

移动设备，设置有与第一蓝牙模块之间通信连接的第二蓝牙模块，还设置有第一远距

通讯模块和存储器，所述存储器用于存储接收到的所述第一土壤传感器、第二土壤传感器

各自检测到的土壤参数；

服务器，设置有第二远距通讯模块，所述第一远距通讯模块与所述第二远距通讯模块

之间连接，用于通过所述第一远距通讯模块、第二远距通讯模块从所述移动设备获取所述

两个土壤传感器各自检测到的所述土壤参数并将其存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GPS定位器，安装在所述土壤取样器上，且与所述第一蓝牙模块连接；用于获取所述土

壤取样器的位置信息，并通过所述第一蓝牙模块、第一远距通讯模块、第二远距通讯模块将

获取到的所述土壤取样器的位置信息发送到所述服务器。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两个土壤传感器中传感探头采用不锈钢材质，所述两个传感器外部封装采用环氧

树脂纯胶体。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锂电池与一电源开关连接，该电源开关分别与每个土壤传感器连接、与所述第一

蓝牙模块、与所述信号处理器分别连接，且所述锂电池、电源开关安装在所述土壤取样器上

的助推平杆的内腔中。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土壤传感器包括：土壤温度传感器、土壤湿度传感器、土壤PH传感器、土壤水分传

感器、土壤盐度传感器其中一种或多种。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土壤传感器、第二土壤传感器均采用胶水粘贴在土壤取样器的取样筒的内壁

上；或者

所述第一土壤传感器、第二土壤传感器均采用焊接方式固定在土壤取样器的取样筒的

内壁上。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移动设备上设置有显示器，用于将所述第二蓝牙模块接收到的所述土壤参数在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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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器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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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蓝牙便携式土壤检测服务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土壤检测服务系统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蓝牙便携式土壤检测

服务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土壤取样器是广泛用于采集土壤样本的一种工具，通过采集土壤样本对土

壤的理化性质进行测定，但在测定过程中由于人为的记录土壤检测的各项数据，容易出现

数据丢失的情况，而且土壤取样器取完样本在送回实验室内或将样本倒入容器进行测量的

过程中，可能会使得土壤的某些成分损失，导致土壤的测量数据出现误差。

[0003] 所以为了解决因人为原因导致数据丢失及减小测量过程中出现的数据误差，本实

用新型设计了如下方案。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蓝牙便携式土壤检测服务系统，用以提供一种便于记录土壤

检测结果的技术，提高检测效率。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蓝牙便携式土壤检测服务系统，包括:

[0006] 土壤取样器；

[0007] 两个土壤传感器，包括第一土壤传感器和第二土壤传感器，其中，所述第一土壤传

感器、第二土壤传感器均设置在土壤取样器的取样筒的内壁上，其中，所述第一土壤传感器

与所述取样筒的插入端端头之间的距离为第一预设距离，所述第二土壤传感器与所述取样

筒的插入端端头之间的距离为第二预设距离，且第一预设距离大于第二预设距离；

[0008] 信号处理器，设置在所述取样筒的内壁上，与所述第一土壤传感器、第二土壤传感

器分别连接，用于将所述第一土壤传感器、第二土壤传感器各自检测到的土壤参数分别进

行信号格式转换；

[0009] 第一蓝牙模块，设置在所述取样筒的内壁上，与所述信号处理器进行通信连接；

[0010] 锂电池，与所述两个土壤传感器、与所述第一蓝牙模块、与所述信号处理器分别连

接；

[0011] 移动设备，设置有与第一蓝牙模块之间通信连接的第二蓝牙模块，还设置有第一

远距通讯模块和存储器，所述存储器用于存储接收到的所述第一土壤传感器、第二土壤传

感器各自检测到的土壤参数；

[0012] 服务器，设置有第二远距通讯模块，所述第一远距通讯模块与所述第二远距通讯

模块之间连接，用于通过所述第一远距通讯模块、第二远距通讯模块从所述移动设备获取

所述两个土壤传感器各自检测到的所述土壤参数并将其存储。

[0013]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的系统，进一步的，还包括：

[0014] GPS定位器，安装在所述土壤取样器上，且与所述第一蓝牙模块连接；用于获取所

述土壤取样器的位置信息，并通过所述第一蓝牙模块、第一远距通讯模块、第二远距通讯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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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将获取到的所述土壤取样器的位置信息发送到所述服务器。

[0015]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的系统，进一步的，

[0016] 所述两个土壤传感器中传感探头采用不锈钢材质，所述两个传感器外部封装采用

环氧树脂纯胶体。

[0017]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的系统，进一步的，

[0018] 所述锂电池与一电源开关连接，该电源开关分别与每个土壤传感器连接、与所述

第一蓝牙模块、与所述信号处理器分别连接，且所述锂电池、电源开关安装在所述土壤取样

器上的助推平杆的内腔中。

[0019]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的系统，进一步的，

[0020] 所述土壤传感器包括：土壤温度传感器、土壤湿度传感器、土壤PH传感器、土壤水

分传感器、土壤盐度传感器其中一种或多种。

[0021]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的系统，进一步的，

[0022] 所述第一土壤传感器、第二土壤传感器均采用胶水粘贴在土壤取样器的取样筒的

内壁上；或者

[0023] 所述第一土壤传感器、第二土壤传感器均采用焊接方式固定在土壤取样器的取样

筒的内壁上。

[0024]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的系统，进一步的，

[0025] 所述移动设备上设置有显示器，用于将所述第二蓝牙模块接收到的所述土壤参数

在显示器上显示。

[0026] 本实用新型的其它特征和优点将在随后的说明书中阐述，并且，部分地从说明书

中变得显而易见，或者通过实施本实用新型而了解。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和其他优点可通过

在所写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以及附图中所特别指出的结构来实现和获得。

[0027] 下面通过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附图说明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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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9] 在附图中：

[0030]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便携式土壤检测服务系统的结构图。

[0031]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便携式土壤取样器的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优

选实施例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33]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蓝牙便携式土壤检测服务系统，如图1所示，该系统

包括：

[0034] 土壤取样器1；

[0035] 两个土壤传感器，包括第一土壤传感器2和第二土壤传感器3，其中，第一土壤传感

器2、第二土壤传感器3均设置在土壤取样器的取样筒的内壁上，其中，第一土壤传感器2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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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筒的插入端端头之间的距离为第一预设距离，第二土壤传感器3与取样筒的插入端端

头之间的距离为第二预设距离，且第一预设距离大于第二预设距离；

[0036] 信号处理器4，设置在取样筒的内壁上，与第一土壤传感器2、第二土壤传感器3分

别连接，用于将第一土壤传感器2、第二土壤传感器3各自检测到的土壤参数分别进行信号

格式转换；

[0037] 第一蓝牙模块5，设置在取样筒的内壁上，与信号处理器4进行通信连接；

[0038] 锂电池6，与两个土壤传感器、与第一蓝牙模块5、与信号处理器4分别连接，设置于

土壤传感器上；

[0039] 移动设备7，设置有与第一蓝牙模块5之间通信连接的第二蓝牙模块8，还设置有第

一远距通讯模块9和存储器，所述存储器用于存储接收到的所述第一土壤传感器2、第二土

壤传感器3各自检测到的土壤参数；

[0040] 服务器10，设置有第二远距通讯模块11，所述第一远距通讯模块9与所述第二远距

通讯模块11之间连接，用于通过所述第一远距通讯模块9、第二远距通讯模块11从所述移动

设备7获取所述两个土壤传感器各自检测到的所述土壤参数并将其存储。

[0041] 优选地，移动设备上设置有显示器，用于将第二蓝牙模块接收到的土壤参数在显

示器上显示。

[0042] 土壤取样器采集并测量土壤的原理：土壤取样器是采集土壤的一种工具，例如可

以是：便携式土壤取样器，如图2所示，其中，包括：

[0043] 土壤取样器21；两个土壤传感器，包括第一土壤传感器22和第二土壤传感器23，其

中，第一土壤传感器22、第二土壤传感器23均设置在土壤取样器的取样筒24的内壁上，其

中，第一土壤传感器22与取样筒的插入端端头25之间的距离为第一预设距离，第二土壤传

感器23与取样筒24的插入端端头25之间的距离为第二预设距离，且第一预设距离大于第二

预设距离；信号处理器26，设置在取样筒24的内壁上，与第一土壤传感器22、第二土壤传感

器23分别连接，用于将第一土壤传感器22、第二土壤传感器23各自检测到的土壤参数分别

进行信号格式转换；

[0044] 第一蓝牙模块27，设置在取样筒24的内壁上，与信号处理器26进行通信连接；锂电

池28，与两个土壤传感器、与第一蓝牙模块27、与信号处理器26分别连接，设置于土壤传感

器上；第一蓝牙模块27、与所述信号处理器26分别连接。

[0045] 上述便携式土壤取样中的第一土壤传感器22、第二土壤传感器23、信号处理器26、

第一蓝牙模块27、锂电池28之间的电路连接线都贴在取样筒24内壁上，其好处是：土壤检测

员在测量土壤参数时便于获取土壤样本。

[0046] 土壤取样器的取样筒，例如可以是：取样筒由两件外筒件构成，外筒件首尾连接成

一体的筒体，且外筒件的外壁设有刻度线，外筒件的顶部设有环形助推平板，外筒件的底部

连接有插入端端头，取样筒的内径是2-6cm,壁厚1-3cm,其插入端端头包括但不限于：铲子。

[0047] 其中，第一土壤传感器与取样筒的插入端端头之间的距离为第一预设距离，此第

一预设距离例如可以是挨近地表的位置，例如当取样筒的深度为30cm时，第一预设距离可

以是25-30cm；第二土壤传感器与取样筒的插入端端头之间的距离为第二预设距离，此第二

预设距离例如可以是1cm-3cm,设定第一预设距离与第二预设距离是检测同一竖直方向土

壤参数的对比数据，需要说明的是取样筒是由不锈钢材质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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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其中，第一土壤传感器、第二土壤传感器通过数据线路将检测到的土壤参数传输

到信号处理器进行信号格式转换，需要说明的是数字信号处理器可以将土壤传感器检测到

的土壤参数由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土壤传感器包括但不限于土壤水分传感器、土壤

湿度传感器、土壤温度传感器、土壤盐分传感器。

[0049] 其中，服务器获取到土壤取样器上两个土壤传感器采集到的土壤参数之后，可以

将其存储，以备后用。还可以将土壤取样器上两个土壤传感器采集到的土壤参数与预存的

土壤模型数据进行比对，确定出土壤取样器所检测的土壤的土壤类型，上述土壤类型，包括

但不限于红壤、棕壤、褐土、黑土、栗钙土、漠土、潮土、灌淤土、水稻土、湿土、盐碱土、岩性

土、高山土等。

[0050] 上述所描述的移动设备包括但不限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个人台

式电脑等。在实际应用中，上述移动设备的表现形式一般为手机、平板电脑等，使其检测员

携带更加便捷。

[0051] 该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是：通过在土壤取样器内部安装土壤传感器、信号处理器、

第一蓝牙模块可及时将采集的土壤进行土壤参数的测量，并将测量的土壤参数传输到移动

设备，由移动设备存储，并可继续通过移动设备的远距通讯模块将土壤参数发送给网络侧

的服务器进行存储，不需要额外为土壤取样器设置远距通讯模块，成本较低；不需要人工记

录检测到的土壤参数，提高了记录效率、检测效率，可避免因人为记录的一些缺陷例如容易

数据丢失，保证了土壤参数存储的可靠性，完整性。

[0052] 另外，还可以在移动设备的显示屏上显示测量的土壤参数，可让土壤检测员更加

直观的了解该测量土地的实际情况。

[0053]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系统，还包括：

[0054] GPS定位器，安装在土壤取样器上，且与第一蓝牙模块连接；用于获取土壤取样器

的位置信息，并通过第一蓝牙模块、第一远距通讯模块、第二远距通讯模块将获取到的土壤

取样器的位置信息发送到服务器。

[0055] 上述远距通讯模块包括但不限于5G通信模块、4G通信模块、物联网通信模块、WIFI

通信模块、GSM通信模块。

[0056] 该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是：可以获得土壤取样器采集到的土壤参数所对应的土壤

所在位置，便于土壤检测员掌握各个位置处土壤的土壤参数。

[0057]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系统，进一步的，

[0058] 两个土壤传感器中传感探头采用不锈钢材质，两个传感器外部封装采用环氧树脂

纯胶体。

[0059] 该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是：不锈钢材质与环氧树脂纯胶体的完美结合，提高了土

壤传感器的使用寿命。

[0060]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系统，进一步的，

[0061] 所述锂电池与一电源开关连接，该电源开关分别与每个土壤传感器连接、与所述

第一蓝牙模块、与所述信号处理器分别连接，且所述锂电池、电源开关安装在所述土壤取样

器上的助推平杆的内腔中。

[0062] 该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是：通过电源开关控制土壤传感器对锂电池电量的消耗，

提高锂电池的使用寿命，而且将锂电池、电源开关安装在土壤取样器上的助推平杆的内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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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减小锂电池与电源开关的占用面积，节省部分空间。

[0063]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系统，进一步的，

[0064] 土壤传感器包括：土壤温度传感器、土壤湿度传感器、土壤PH传感器、土壤水分传

感器、土壤盐度传感器其中一种或多种。

[0065] 该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是：通过使用不同的传感器或者多种不同传感器的组合，

获得不同的土壤参数，使得检测人员更加了解该测量土地。

[0066]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的系统，进一步的，

[0067] 第一土壤传感器、第二土壤传感器均采用胶水粘贴在土壤取样器的取样筒的内壁

上；或者

[0068] 第一土壤传感器、第二土壤传感器均采用焊接方式固定在土壤取样器的取样筒的

内壁上。

[0069] 其中，胶水粘贴，包括但不限于：AileteCA380胶水、502胶水、AB胶水等；焊接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锡丝焊接、激光焊接等。

[0070] 该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是：通过将传感器固定在取样筒的内壁，可以减小在测量

过程中土壤传感器发生位置变化的可能性，保证土壤参数测量的准确性。

[0071] 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实用新型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型而不脱离本发明

的精神和范围。这样，倘若本实用新型的这些修改和变型属于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及其等

同技术的范围之内，则本实用新型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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