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10506254.0

(22)申请日 2021.05.1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3447056 A

(43)申请公布日 2021.09.28

(73)专利权人 四川省地质工程勘察院集团有限

公司

地址 610000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西青路

119号

(72)发明人 舒中潘　高政　张军　陈近中　

黄小东　李大鑫　邓韧　李飞　

汪留洋　魏栋　侯艳玲　周宇　

张国强　胡一川　冉耀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紫晴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44646

专利代理师 梁彦

(51)Int.Cl.

G01D 11/30(2006.01)

G08B 21/10(2006.01)

H02J 7/35(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11006610 U,2020.07.14

CN 211452270 U,2020.09.08

CN 212989256 U,2021.04.16

CN 211875545 U,2020.11.06

CH 642499 A5,1984.04.13

赵建明等.滑坡预警伸缩仪的安装使用.《浙

江国土资源》.2010,(第01期),全文.

侯金武等.用科技引领地灾防治  地质灾害

监测预警示范基地建设与展望.《资源与人居环

境》.2009,(第16期),全文.

审查员 曹水清

 

(54)发明名称

一种可通过地面紧实度自动调整的地质监

测预警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通过地面紧实度自动

调整的地质监测预警装置，包括地质监测仪本

体，所述地质监测仪本体底部设有支撑柱，所述

支撑柱与地质监测仪本体固定连接，所述支撑柱

底部设有安装固定机构，所述安装固定机构包括

支撑板，所述支撑板设在支撑柱底端，所述支撑

板与支撑柱固定连接，所述支撑板外侧设有支撑

架，所述支撑架与支撑板固定连接，所述支撑架

底部设有活动板，所述支撑架底部四角均设有安

装柱，所述安装柱与支撑架固定连接，所述安装

柱贯穿活动板并延伸出活动板底部。本发明通过

根据地面的紧实度不同而自动调节活动柱的位

置，进而使其一直可以通过连接杆对支撑架进行

支撑，无需专门对其的进行调节，使用更方便。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4页  附图6页

CN 113447056 B

2022.05.27

CN
 1
13
44
70
56
 B



1.一种可通过地面紧实度自动调整的地质监测预警装置，包括地质监测仪本体(1)，其

特征在于：所述地质监测仪本体(1)底部设有支撑柱(2)，所述支撑柱(2)与地质监测仪本体

(1)固定连接，所述支撑柱(2)底部设有安装固定机构；

所述安装固定机构包括支撑板(3)，所述支撑板(3)设在支撑柱(2)底端，所述支撑板

(3)与支撑柱(2)固定连接，所述支撑板(3)外侧设有支撑架(4)，所述支撑架(4)与支撑板

(3)固定连接，所述支撑架(4)底部设有活动板(6)，所述支撑架(4)底部四角均设有安装柱

(5)，所述安装柱(5)与支撑架(4)固定连接，所述安装柱(5)贯穿活动板(6)并延伸出活动板

(6)底部，所述安装柱(5)与活动板(6)滑动连接，所述活动板(6)外侧设有四个活动柱(7)，

四个活动柱(7)关于活动板(6)呈十字对称分布，所述活动柱(7)与支撑架(4)之间设有连接

杆(8)，所述连接杆(8)两端均设有活动套(9)，所述活动套(9)与连接杆(8)固定连接，两个

活动套(9)分别套设在活动柱(7)和支撑架(4)外部，两个活动套(9)分别与活动柱(7)和支

撑架(4)通过轴承转动连接，所述活动板(6)与活动柱(7)之间设有限位组件；

所述限位组件包括四个限位板(10)，四个限位板(10)分别与四个活动柱(7)相对应，所

述限位板(10)设在活动柱(7)靠近活动板(6)的一侧，所述限位板(10)与活动柱(7)固定连

接，所述活动板(6)内部开设有滑槽(11)，所述限位板(10)一端延伸入滑槽(11)内部，所述

限位板(10)与滑槽(11)滑动连接，所述限位板(10)顶端开设有限位槽(13)，所述活动板(6)

顶部设有紧固螺钉(12)，所述紧固螺钉(12)依次贯穿活动板(6)和多个限位板(10)上的限

位槽(13)，所述紧固螺钉(12)底端设有螺母(14)，所述螺母(14)与紧固螺钉(12)螺纹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通过地面紧实度自动调整的地质监测预警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活动板(6)顶部设有固定套(15)，所述固定套(15)贯穿活动板(6)并延伸入滑

槽(11)内部，所述固定套(15)与活动板(6)固定连接，所述紧固螺钉(12)贯穿固定套(15)并

与固定套(15)活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通过地面紧实度自动调整的地质监测预警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活动板(6)底部设有限位套(16)，所述限位套(16)贯穿活动板(6)并延伸入滑

槽(11)内部，所述螺母(14)设在限位套(16)内部，所述螺母(14)与限位套(16)滑动连接，所

述螺母(14)设在限位板(10)底部，所述螺母(14)的宽度大于限位槽(13)的宽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通过地面紧实度自动调整的地质监测预警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活动柱(7)外部两侧均套设有滚轮(17)，所述滚轮(17)与活动柱(7)通过轴承

转动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通过地面紧实度自动调整的地质监测预警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安装柱(5)底部设有尖端插头(18)，所述尖端插头(18)与安装柱(5)固定连接，

所述尖端插头(18)形状设置为圆锥状。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通过地面紧实度自动调整的地质监测预警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活动柱(7)与活动板(6)之间设有两个弹簧(19)，所述弹簧(19)两端分别与活

动板(6)和活动柱(7)固定连接，所述活动板(6)底部四角均设置有支撑脚(2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通过地面紧实度自动调整的地质监测预警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地质监测仪本体(1)顶部设有连接柱(21)，所述连接柱(21)顶端设置有光伏发

电组件(22)，所述光伏发电组件(22)包括光伏板、蓄电池和逆变器，所述光伏发电组件(22)

用于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并进行存储，用于向地质监测仪本体(1)提供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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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可通过地面紧实度自动调整的地质监测预警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地质监测仪本体(1)外部套设有防护套(23)，所述防护套(23)与地质监测仪本

体(1)滑动连接，所述连接柱(21)贯穿防护套(23)并与防护套(23)滑动连接，所述连接柱

(21)外部套固定套(15)设有磁铁(24)，所述磁铁(24)设在防护套(23)顶部，所述防护套

(23)顶部固定连接有磁吸块(25)，所述磁吸块(25)与磁铁(24)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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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通过地面紧实度自动调整的地质监测预警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地质监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可通过地面紧实度自动调整的地质监测

预警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地质灾害简称地灾是以地质动力活动或地质环境异常变化为主要成因的自然灾

害，目前在地质灾害危险区需要安装地质监测预警装置来对地质灾害进行预警。

[0003] 目前，地质监测预警装置通常使用插桩插入地面进行固定，然后通过地质监测预

警装置四周安装倾斜的支架对其进行支撑，随后对附近地质进行监测，然而不同区域地面

的紧实度是不同的，插桩在不同紧实度的地面上插入深度不同，需要不断调整倾斜的支架

的角度，使其可以对地质监测预警装置进行固定，导致地质监测预警装置安装不便。

[0004] 因此，发明一种可通过地面紧实度自动调整的地质监测预警装置来解决上述问题

很有必要。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可通过地面紧实度自动调整的地质监测预警装置，通过

根据地面的紧实度不同而自动调节活动柱的位置，进而使其一直可以通过连接杆对支撑架

进行支撑，无需专门对其的进行调节，使用更方便，以解决技术中的上述不足之处。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可通过地面紧实度自动调整

的地质监测预警装置，包括地质监测仪本体，所述地质监测仪本体底部设有支撑柱，所述支

撑柱与地质监测仪本体固定连接，所述支撑柱底部设有安装固定机构；

[0007] 所述安装固定机构包括支撑板，所述支撑板设在支撑柱底端，所述支撑板与支撑

柱固定连接，所述支撑板外侧设有支撑架，所述支撑架与支撑板固定连接，所述支撑架底部

设有活动板，所述支撑架底部四角均设有安装柱，所述安装柱与支撑架固定连接，所述安装

柱贯穿活动板并延伸出活动板底部，所述安装柱与活动板滑动连接，所述活动板外侧设有

四个活动柱，四个活动柱关于活动板呈十字对称分布，所述活动柱与支撑架之间设有连接

杆，所述连接杆两端均设有活动套，所述活动套与连接杆固定连接，两个活动套分别套设在

活动柱和支撑架外部，两个活动套分别与活动柱和支撑架通过轴承转动连接，所述活动板

与活动柱之间设有限位组件；

[0008] 所述限位组件包括四个限位板，四个限位板分别与四个活动柱相对应，所述限位

板设在活动柱靠近活动板的一侧，所述限位板与活动柱固定连接，所述活动板内部开设有

滑槽，所述限位板一端延伸入滑槽内部，所述限位板与滑槽滑动连接，所述限位板顶端开设

有限位槽，所述活动板顶部设有紧固螺钉，所述紧固螺钉依次贯穿活动板和多个限位板上

的限位槽，所述紧固螺钉底端设有螺母，所述螺母与紧固螺钉螺纹连接。

[0009] 优选的，所述活动板顶部设有固定套，所述固定套贯穿活动板并延伸入滑槽内部，

所述固定套与活动板固定连接，所述紧固螺钉贯穿固定套并与固定套活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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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优选的，所述活动板底部设有限位套，所述限位套贯穿活动板并延伸入滑槽内部，

所述螺母设在限位套内部，所述螺母与限位套滑动连接，所述螺母设在限位板底部，所述螺

母的宽度大于限位槽的宽度。

[0011] 优选的，所述活动柱外部两侧均套设有滚轮，所述滚轮与活动柱通过轴承转动连

接。

[0012] 优选的，所述安装柱底部设有尖端插头，所述尖端插头与安装柱固定连接，所述尖

端插头形状设置为圆锥状。

[0013] 优选的，所述活动柱与活动板之间设有两个弹簧，所述弹簧两端分别与活动板和

活动柱固定连接，所述活动板底部四角均设置有支撑脚。

[0014] 优选的，所述地质监测仪本体顶部设有连接柱，所述连接柱顶端设置有光伏发电

组件，所述光伏发电组件包括光伏板、蓄电池和逆变器，所述光伏发电组件用于将太阳能转

化为电能并进行存储，用于向地质监测仪本体提供电能。

[0015] 优选的，所述地质监测仪本体外部套设有防护套，所述防护套与地质监测仪本体

滑动连接，所述连接柱贯穿防护套并与防护套滑动连接，所述连接柱外部套固定套设有磁

铁，所述磁铁设在防护套顶部，所述防护套顶部固定连接有磁吸块，所述磁吸块与磁铁相匹

配。

[0016]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效果和优点：

[0017] 1、通过活动柱与支撑架之间的连接杆对支撑架进行支撑，进而支撑地质监测仪本

体，随着安装柱的向下移动，活动柱不断向外扩张，同时活动柱一直紧贴地面，可以根据地

面的紧实度不同而自动调节活动柱的位置，进而使其一直可以通过连接杆对支撑架进行支

撑，无需专门对其的进行调节，使用更方便；

[0018] 2、通过光伏发电组件对地质监测预警装置进行供电，方便安装在偏远的无法供电

的地区，提高该发明的适用性，同时更加节能、环保；

[0019] 3、通过向上滑动防护套，使防护套与地质监测仪本体脱离，然后通过防护套顶部

的磁吸块和磁铁配合，将防护套进行固定，然后方便对防护套内部的地质监测仪本体进行

操作，通过防护套的设计，可以避免户外雨雪对地质监测仪本体造成损伤，提高了整体的适

用寿命，降低了检修、维护的成本。

附图说明

[002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中记载的一

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的整体后视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防护套开启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限位板之间的配合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发明活动板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为本发明滑槽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7] 附图标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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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1地质监测仪本体、2支撑柱、3支撑板、4支撑架、5安装柱、6活动板、7活动柱、8连接

杆、9活动套、10限位板、11滑槽、12紧固螺钉、13限位槽、14螺母、15固定套、16限位套、17滚

轮、18尖端插头、19弹簧、20支撑脚、21连接柱、22光伏发电组件、23防护套、24磁铁、25磁吸

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了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

明作进一步的详细介绍。

[0030] 本发明提供了如图1‑6所示的一种可通过地面紧实度自动调整的地质监测预警装

置，包括地质监测仪本体1，所述地质监测仪本体1底部设有支撑柱2，所述支撑柱2与地质监

测仪本体1固定连接，所述支撑柱2底部设有安装固定机构；

[0031] 所述安装固定机构包括支撑板3，所述支撑板3设在支撑柱2底端，所述支撑板3与

支撑柱2固定连接，所述支撑板3外侧设有支撑架4，所述支撑架4与支撑板3固定连接，所述

支撑架4底部设有活动板6，所述支撑架4底部四角均设有安装柱5，所述安装柱5与支撑架4

固定连接，所述安装柱5贯穿活动板6并延伸出活动板6底部，所述安装柱5与活动板6滑动连

接，所述活动板6外侧设有四个活动柱7，四个活动柱7关于活动板6呈十字对称分布，所述活

动柱7与支撑架4之间设有连接杆8，所述连接杆8两端均设有活动套9，所述活动套9与连接

杆8固定连接，两个活动套9分别套设在活动柱7和支撑架4外部，两个活动套9分别与活动柱

7和支撑架4通过轴承转动连接，所述活动板6与活动柱7之间设有限位组件；

[0032] 所述限位组件包括四个限位板10，四个限位板10分别与四个活动柱7相对应，所述

限位板10设在活动柱7靠近活动板6的一侧，所述限位板10与活动柱7固定连接，所述活动板

6内部开设有滑槽11，所述限位板10一端延伸入滑槽11内部，所述限位板10与滑槽11滑动连

接，所述限位板10顶端开设有限位槽13，所述活动板6顶部设有紧固螺钉12，所述紧固螺钉

12依次贯穿活动板6和多个限位板10上的限位槽13，所述紧固螺钉12底端设有螺母14，所述

螺母14与紧固螺钉12螺纹连接。

[0033] 进一步的，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活动板6顶部设有固定套15，所述固定套15贯

穿活动板6并延伸入滑槽11内部，所述固定套15与活动板6固定连接，所述紧固螺钉12贯穿

固定套15并与固定套15活动连接，通过设置固定套15，对紧固螺钉12进行支撑，同时限位紧

固螺钉12，使紧固螺钉12可以沿着固定套15上下移动和转动。

[0034] 进一步的，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活动板6底部设有限位套16，所述限位套16贯

穿活动板6并延伸入滑槽11内部，所述螺母14设在限位套16内部，所述螺母14与限位套16滑

动连接，通过限位套16对螺母14限位，使转动紧固螺钉12时，螺母14不会随之转动，从而使

螺母14沿着限位套16上下移动，使螺母14向上挤压四个限位板10，方便对限位板10进行固

定，所述螺母14设在限位板10底部，所述螺母14的宽度大于限位槽13的宽度，方便螺母14向

上推动限位板10。

[0035] 进一步的，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活动柱7外部两侧均套设有滚轮17，所述滚轮

17与活动柱7通过轴承转动连接，通过滚轮17的设置，使活动柱7可以沿着地面移动，同时滚

轮17减少了活动柱7与地面的摩擦力，方便减小安装时的阻力。

[0036] 进一步的，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安装柱5底部设有尖端插头18，所述尖端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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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与安装柱5固定连接，所述尖端插头18形状设置为圆锥状，通过将尖端插头18设置为圆锥

状，方便将尖端插头18插入地面中，从方便对安装柱5进行固定。

[0037] 进一步的，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活动柱7与活动板6之间设有两个弹簧19，所述

弹簧19两端分别与活动板6和活动柱7固定连接，所述活动板6底部四角均设置有支撑脚20，

通过弹簧19拉动活动柱7，方便拆卸时活动柱7自动复原，通过支撑脚20对活动板6进行支

撑，更适用于各种不平整的地面。

[0038] 实施方式具体为：使用时，首先将本发明装置移动到安装地点，然后下压支撑架4，

从而使支撑架4下压安装柱5，从而使安装柱5底部的尖端插头18插入地面，随着安装柱5的

插入活动板6逐渐接近地面，然后活动板6底部的支撑脚20抵在地面上，然后活动板6停止移

动，随着支撑架4的下压，支撑架4逐渐靠近活动板6，支撑架4与活动柱7之间的连接杆8推动

活动柱7远离活动板6，使活动柱7外部的滚轮17沿着地面滚动，使活动柱7始终与地面接触，

当安装柱5插紧后，通过转动紧固螺钉12，从而使螺母14向上运动，使螺母14挤压限位板10，

使限位板10相互挤压，最后对限位板10进行固定，从而固定活动柱7，通过活动柱7与支撑架

4之间的连接杆8对支撑架4进行支撑，进而支撑地质监测仪本体1，随着安装柱5的向下移

动，活动柱7不断向外扩张，同时活动柱7一直紧贴地面，可以根据地面的紧实度不同而自动

调节活动柱7的位置，随后只需要拧动紧固螺钉12对四个活动柱7进行固定，使用更方便。

[0039] 如图1‑3所示，所述地质监测仪本体1顶部设有连接柱21，所述连接柱21顶端设置

有光伏发电组件22，所述光伏发电组件22包括光伏板、蓄电池和逆变器，所述光伏发电组件

22用于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并进行存储，用于向地质监测仪本体1提供电能，通过光伏发电

组件22对地质监测预警装置进行供电，方便安装在偏远的无法供电的地区，提高该发明的

适用性。

[0040] 进一步的，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地质监测仪本体1外部套设有防护套23，所述

防护套23与地质监测仪本体1滑动连接，所述连接柱21贯穿防护套23并与防护套23滑动连

接，所述连接柱21外部套固定套15设有磁铁24，所述磁铁24设在防护套23顶部，所述防护套

23顶部固定连接有磁吸块25，所述磁吸块25与磁铁24相匹配。

[0041] 实施方式具体为：当需要对地质监测仪本体1进行各种操作时，通过向上滑动防护

套23，使防护套23与地质监测仪本体1脱离，然后通过防护套23顶部的磁吸块25和磁铁24配

合，将防护套23进行固定，然后方便对防护套23内部的地质监测仪本体1进行操作，通过防

护套23的设计，可以避免户外雨雪对地质监测仪本体1造成损伤。

[0042] 以上只通过说明的方式描述了本发明的某些示范性实施例，毋庸置疑，对于本领

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偏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对所

描述的实施例进行修正。因此，上述附图和描述在本质上是说明性的，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

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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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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