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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坑支护桩水平位移的测量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基坑支护桩水平位

移的测量装置，包括：金属杆，沿着其长度方向每

隔一个长度单位标记一个测面；应变片，贴设于

所述测面；每个所述测面环绕设置四个所述应变

片且呈均匀间隔分布；应变测量仪，与每个所述

应变片电连接；位移转角监测仪，能监测所述金

属杆的顶端水平位移与转角；所述金属杆用于埋

置在基坑支护桩内，所述金属杆的顶端露出于所

述基坑支护桩的上表面。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

于：本实用新型只需要在金属杆的每个测面贴设

四个应变片，根据金属杆弯曲时应变片生成的应

变量，计算出对应位置的应力，利用应力推算金

属杆弯曲时的挠度，从而反映出倾斜的基坑支护

桩产生的水平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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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坑支护桩水平位移的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金属杆，沿着其长度方向每隔一个长度单位标记一个测面；

应变片，贴设于所述测面；每个所述测面环绕设置四个所述应变片且呈均匀间隔分布；

应变测量仪，与每个所述应变片电连接；

位移转角监测仪，能监测所述金属杆的顶端水平位移与转角；

所述金属杆用于埋置在基坑支护桩内，所述金属杆的顶端露出于所述基坑支护桩的上

表面。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坑支护桩水平位移的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沿着所述金

属杆的长度方向每隔一米标记一个所述测面。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坑支护桩水平位移的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应

变片都设有一根导线，每根所述导线沿着所述金属杆的杆身向上引出，每根所述导线的另

一端与所述应变测量仪连接。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坑支护桩水平位移的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计算

机，所述计算机与所述应变测量仪、所述位移转角监测仪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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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坑支护桩水平位移的测量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工程监测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基坑支护桩水平位移的

测量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基坑支护，是为保证地下结构施工及基坑周边环境的安全，对基坑侧壁及周边环

境采用的支挡、加固与保护措施。常见的基坑支护形式主要有：1、排桩支护，桩撑、桩锚、排

桩悬臂；2、地下连续墙支护，地连墙+支撑；3、水泥挡土墙等。基坑支护桩在使用过程中可能

会发生倾斜，通过监测倾斜的基坑支护桩产生的水平位移，表示基坑支护桩的倾斜程度。

[0003] 现有的专利文献1：名称《一种用于小井斜下光纤陀螺测斜仪的方位角和工具面角

的精度提高方法》，公开号CN103104251A，公开了利用方位角与工具面角之间的姿态角度关

系用于监测倾斜程度。现有专利文献2：名称《一种线状固定式无线深孔测斜仪及深孔测斜

系统》，公开号CN103498665A，公开了通过每个测量孔倾斜度推算水平位移。现有的监测方

式主要存在如下问题：1、陀螺测斜仪在套管内可能发生滑动，影响监测；2、每个测量孔都需

要布置一个监测倾斜度的元件，价格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基坑支护桩水平位移的测量装置，

能稳定牢固地进行测量。

[0005] 本实用新型是这样实现的：

[0006] 一种基坑支护桩水平位移的测量装置，包括：

[0007] 金属杆，沿着其长度方向每隔一个长度单位标记一个测面；

[0008] 应变片，贴设于所述测面；每个所述测面环绕设置四个所述应变片且呈均匀间隔

分布；

[0009] 应变测量仪，与每个所述应变片电连接；

[0010] 位移转角监测仪，能监测所述金属杆的顶端水平位移与转角；

[0011] 所述金属杆用于埋置在基坑支护桩内，所述金属杆的顶端露出于所述基坑支护桩

的上表面。

[0012] 进一步地，沿着所述金属杆的长度方向每隔一米标记一个所述测面。

[0013] 进一步地，每个所述应变片都设有一根导线，每根所述导线沿着所述金属杆的杆

身向上引出，每根所述导线的另一端与所述应变测量仪连接。

[0014] 进一步地，还包括计算机，所述计算机与所述应变测量仪、所述位移转角监测仪电

连接。

[0015]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本实用新型只需要在金属杆的每个测面贴设四个应变

片，根据金属杆弯曲时应变片生成的应变量，计算出对应位置的应力，利用应力推算金属杆

弯曲时的挠度，从而反映出倾斜的基坑支护桩产生的水平位移；应变片固定在金属杆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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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生滑动；与现有的测量方式中需要专门布置陀螺测斜仪等专门监测倾斜度的元件相

比，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成本更低，测量更稳定。

【附图说明】

[0016] 下面参照附图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中金属杆埋置于基坑支护桩内的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中沿着金属杆长度方向间隔标记测面的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中应变片环绕测面设置的示意图。

[0020]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中基坑支护桩与金属杆发生倾斜的示意图。

[0021] 图5是本实用新型中测面的测点应力分析示意图。

[0022]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基坑支护桩水平位移的测量装置的示意框图。

[0023] 图7是本实用新型的测量装置具体使用方式流程图。

[0024] 附图标记：金属杆100；金属杆101；应变片200；测面300；基坑支护桩400；应变测量

仪500；位移转角监测仪600；计算机700。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通过提供一种基坑支护桩水平位移的测量装置，解决了现有技

术中测量不稳定的技术问题，实现了测量稳定成本低的技术效果。

[0026]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为解决上述问题，总体思路如下：在金属杆的每

个测面贴设四个应变片，根据金属杆弯曲时应变片生成的应变量，计算出对应位置的应力，

利用应力推算金属杆弯曲时的挠度，由于金属杆埋置于基坑支护桩内，从而反映出倾斜的

基坑支护桩产生的水平位移。

[0027] 为了更好地理解上述技术方案，下面将结合说明书附图以及具体的实施方式对上

述技术方案进行详细的说明。

[0028] 参阅图1至图7，本实用新型的基坑支护桩水平位移的测量装置的优选实施例。

[0029] 本实用新型的测量装置，包括：

[0030] 金属杆100，沿着其长度方向每隔一个长度单位标记一个测面300；本实施例中为

每隔一米标记一个测面300，金属杆100的杆身呈圆柱形，测面  300表示为金属杆100的横截

面。

[0031] 应变片200，贴设于所述测面300；每个所述测面300环绕设置四个所述应变片200

且呈均匀间隔分布，形成四个测点，即相邻的两个应变片200  到测面300的圆心的连线呈垂

直关系。

[0032] 应变测量仪500，与每个所述应变片200电连接；每个所述应变片200  都设有一根

导线，每根所述导线沿着所述金属杆100的杆身向上引出，每根所述导线的另一端与所述应

变测量仪500连接。应变测量仪500采用型号为  DH3816的静态应变测试系统。

[0033] 位移转角监测仪600，能监测所述金属杆100的顶端101水平位移与转角；位移转角

监测仪600可利用GNSS技术，GNSS为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如中海达V98  GNSS  RTK系统。位移

转角监测仪也可以包括倾角计与全站仪；倾角计选用ACE5411便携式数字倾角计，用于测量

金属杆的顶端转角；全站仪选用STS-772系列win全站仪，用于测量金属杆的顶端水平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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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所述金属杆100用于埋置在基坑支护桩400内，所述金属杆100的顶端  101露出于

所述基坑支护桩400的上表面。应变测量仪500与位移转角监测仪600都安装在基坑支护桩

400的上方。

[0035] 还包括计算机700，所述计算机700与所述应变测量仪500、所述位移转角监测仪

600电连接。

[0036] 如果基坑支护桩400发生倾斜，内置的金属杆100就会跟着倾斜产生弯曲。弯曲金

属杆100的每个测面300上的四个应变片200就会产生相应的应变，应变测量仪500就会收集

各个应变片200的应变值，应变测量仪500  再将收集的应变数据传给计算机700。位移转角

监测仪600采集金属杆100 的顶端101水平位移与转角，位移转角监测仪600再将采集的位

移转角数据传给计算机700。计算机700再根据预设的公式，计算出此时金属杆100上的每个

测面300的水平位移，反映出基坑支护桩400的水平位移，最后将计算机700将结果显示在屏

幕中。

[0037] 本实用新型的测量装置具体使用方式：

[0038] S10、沿着金属杆100的长度方向，每隔一个长度单位标记一个测面300；本实施例

中为每隔一米标记一个测面300，金属杆100的杆身呈圆柱形，测面300表示为金属杆100的

横截面。

[0039] S20、每个所述测面300都环绕贴设四个应变片200，所述四个应变片  200呈均匀间

隔分布；形成四个测点，即相邻的两个应变片200到测面300 的圆心的连线呈垂直关系。

[0040] S30、将所述金属杆100埋置于基坑支护桩400内，所述金属杆100的顶端101露出于

所述基坑支护桩400的上表面；这样如果基坑支护桩400  发生倾斜，金属杆100就会跟着倾

斜从而弯曲。

[0041] 每个所述应变片200都设有一根导线，每根所述导线沿着所述金属杆  100的杆身

向上引出，每根所述导线的另一端与应变测量仪500连接。应变测量仪500采用型号为

DH3816的静态应变测试系统。在所述支护桩的上表面安装有位移转角监测仪600，所述位移

转角监测仪600能监测所述金属杆  100的顶端101水平位移与转角。位移转角监测仪600可

利用GNSS技术，  GNSS为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如中海达V98  GNSS  RTK系统。位移转角监测仪

也可以包括倾角计与全站仪；倾角计选用ACE5411便携式数字倾角计，用于测量金属杆的顶

端转角；全站仪选用STS-772系列win全站仪，用于测量金属杆的顶端水平位移。

[0042] S40、监测所述金属杆100的顶端101水平位移与转角，收集每个应变片200的应变；

记录这些数据。

[0043] S50、再经过推算得到所述金属杆100上的每个测面300的水平位移；弯曲的金属杆

100的各个测面300与基坑支护桩400的对应位置，从而得到所述基坑支护桩400的水平位

移。稳定地监测基坑支护桩400的倾斜程度；应变片200贴在金属杆100上，并埋置于基坑支

护桩400内，从而应变片  200就不能发生滑动，提高测量的准确性。

[0044] 所述推算过程具体为：

[0045] 与所述金属杆的顶端距离i个长度单位的四个所述应变片的应变值依次为εi1、

εi2、εi3、εi4，其中i为正整数；例如，与金属杆的顶端距离一米的四个应变片的应变依次为

ε11、ε12、ε13、ε14；与金属杆的顶端距离两米的四个应变片的应变依次为ε21、ε22、ε23、ε24；以此

类推。当金属杆发生弯曲时，根据对应位置的应变片的应变量，就能知道金属杆对应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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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是产生拉伸还是压缩。

[0046] 以下的公式参照《材料力学》，由公式(1)σ＝Eε，得到对应所述应变片位置的应力

值为：σi1、σi2、σi3、σi4，其中E为金属杆的弹性模量；即与金属杆的顶端距离一米的测面的四

个测点的应力依次为σ11、σ12、σ13、σ14；与金属杆的顶端距离两米的测面的四个测点的应力依

次为σ21、σ22、σ23、σ24；以此类推。弯曲的金属杆中的测面中四个测点的应力值为正表示拉应

力，应力值为负表示压应力。

[0047] 如图5所示，为某一测面的四个测点，分别标记为A、B、C、D，对应应力为σi1、σi2、σi3、

σi4；测面的圆心标记为O，测面的中性轴标记为Z，测点A到中性轴Z的垂直连线的交点标记为

E，测点B到中性轴Z的垂直连线的交点标记为F。当金属杆受弯时，理想状态下，测点A的应力

σi1与测点C的应力σi3互为相反数，测点B的应力σi2与测点D的应力σi4互为相反数，但实际中

存在偏差，所以取平均值来确定测点A的应力σA与测点σD的应力，即：

[0048]

[0049]

[0050] 由于图5中，△AEO与△DFO是相等的，所以DF的长度等于EO的长度；根据《材料力

学》中的公式： 为等直梁在纯弯曲时横截面上任一点处正应力的计算公式；其中

M为弯矩，IZ为惯性矩，y为应力点的纵坐标；可知测点位置的应力与该测点到中性轴的垂直

距离成正比。所以图  5的圆形横截面中，到中性轴的垂直距离最大即等于圆半径，的点为应

力最大的点，标记为G，该点的应力表示为σi,max，表示最大拉应力。

[0051] 再结合图5，则

[0052]

[0053]

[0054]

[0055]

[0056] 即

[0057]

[0058] 得到公式(2)。

[0059] 由公式(2)计算出每个所述测面的最大拉应力值σi,max；

[0060] 由公式(3)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212772499 U

6



[0061]

[0062] 其中M为弯矩，IZ为惯性矩，y为应力点的纵坐标，d为弯曲杆的横截面直径；计算出

每个所述测面的弯矩Mi，即

[0063]

[0064] 由挠曲线近似微分方程，即

[0065] 公式(4)EIzω＝-∫[∫M(x)dx]dx+C1x+C2，其中ω为弯曲杆的横截面挠度即水平位

移，Iz为惯性矩，C1与C2为常数；边界条件为所述金属杆的顶端水平位移ω0与转角θ0，将以上

得到的每个深度的测面的弯矩离散点带入该微分方程，利用现有的MATLAB工具求解这个离

散数据的微分方程，即可计算出所述金属杆上的每个测面的水平位移ωi。这就反映出基坑

支护桩的水平位移。

[0066] 虽然以上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是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应

当理解，我们所描述的具体的实施例只是说明性的，而不是用于对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的限

定，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依照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所作的等效的修饰以及变化，都应当

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所保护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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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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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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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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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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