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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水下混凝土灌注界面压差

监测装置，它的第一压力传感器和第二压力传感

器的感应端具有预设的高度差，第一压力传感器

和第二压力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分别接入压差

测量模块的两个检测信号输入端，压差测量模块

的信号输出端连接处理器的压差值信号输入端，

姿态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连接处理器的姿态信

号输入端，处理器的数字化压差值及姿态信号通

信端连接地面报警主机信号输入端。本发明可对

水下混凝土灌注工程中有效监测并控制混凝土

在水下的灌注界面，达到工程设计灌注界面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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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下混凝土灌注界面压差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它包括地面报警主机(1)、测

量探头(2)、设置在测量探头(2)底部的第一压力传感器(3)和第二压力传感器(4)，所述测

量探头(2)包括电子腔内的压差测量模块(2.1)和处理器(2.3)，所述第一压力传感器(3)与

第二压力传感器(4)的感应端之间具有预设的高度差，所述第一压力传感器(3)和第二压力

传感器(4)的信号输出端分别接入压差测量模块(2.1)的两个检测信号输入端，压差测量模

块(2.1)的信号输出端连接处理器(2.3)的压差值信号输入端，处理器(2.3)的数字化压差

值通信端连接地面报警主机(1)信号输入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下混凝土灌注界面压差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压

力传感器(3)的感应端与第二压力传感器(4)的感应端之间的高度差范围为50～100毫米。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下混凝土灌注界面压差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压差测

量模块(2.1)用于根据第一压力传感器(3)和第二压力传感器(4)输出的压力信号计算第一

压力传感器(3)与第二压力传感器(4)之间的压力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水下混凝土灌注界面压差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探

头(2)还包括信号放大器(2.2)，所述压差测量模块(2.1)的信号输出端通过信号放大器

(2.2)连接处理器(2.3)的压差值信号输入端；

所述处理器(2.3)用于将信号放大后的压力差信号转换成对应的数字化压差值。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下混凝土灌注界面压差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压

力传感器(3)和第二压力传感器(4)均垂直于水平面。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水下混凝土灌注界面压差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探

头(2)还包括姿态传感器(2.4)，姿态传感器(2.4)的信号输出端连接处理器(2.3)的姿态信

号输入端，处理器(2.3)的数字化压差值及姿态信号通信端连接地面报警主机(1)信号输入

端；

所述姿态传感器(2.4)实时感应测量探头(2)的姿态，并将姿态数据传输给地面报警主

机(1)，当姿态数据显示第一压力传感器(3)和第二压力传感器(4)没有垂直于水平面时，发

出报警信号。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下混凝土灌注界面压差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压

力传感器(3)的感应端位于第二压力传感器(4)的感应端上方。

8.一种基于权利要求1所述装置的水下混凝土灌注界面压差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它

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在测试桶中灌入待灌注的混凝土(6)，将测量探头(2)的第一压力传感器(3)和

第二压力传感器(4)浸没在测试桶的混凝土(6)中，此时，压差测量模块(2.1)根据第一压力

传感器(3)和第二压力传感器(4)传输过来的压力值，得到测试桶中混凝土(6)的压差值，并

将该压差值传输到地面报警主机(1)中进行显示，此时地面报警主机(1)显示的压差值作为

判定水下的混凝土(6)灌注是否达到设计灌注目标位置的压差阈值；

步骤2：在水下的混凝土(6)灌注之前，将测量探头(2)安置在水下的混凝土(6)灌注处，

并将第一压力传感器(3)定位于混凝土灌注所设计的混凝土灌注目标位置；

步骤3：开始向水下灌注混凝土(6)，水下混凝土灌注面不断升高，此时压差测量模块

(2.1)实时测量第一压力传感器(3)与第二压力传感器(4)之间的压差值，当实时的压差值

达到步骤1中确定的压差阈值的设定百分比范围内时，停止灌注混凝土(6)，此时第一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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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3)和第二压力传感器(4)完全浸没在水下的混凝土(6)中，水下的混凝土(6)灌注达

到灌注目标位置。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水下混凝土灌注界面压差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

中，当实时的压差值达到步骤1中确定的阈值电阻值的96～104％范围内时，停止灌注混凝

土(6)，地面报警主机(1)通过灯光或语音进行报警，使操作人员停止混凝土(6)灌注。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水下混凝土灌注界面压差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

～3中，所述姿态传感器(2.4)实时感应测量探头(2)的姿态，并将姿态数据传输给地面报警

主机(1)，当姿态数据显示第一压力传感器(3)和第二压力传感器(4)没有垂直于水平面时，

发出报警信号。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9695261 A

3



水下混凝土灌注界面压差监测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下工程混凝土灌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水下混凝土灌注界面压

差监测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工程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水下基础工程在高层建筑、桥梁、港口码头、

海上采油平台、以及核电站等大型工程中广泛采用，已成为工程建设中最重要的一种基础

工程形式。特别在桥梁、港口、码头和高层建筑的基础都采用水下混凝土灌注。在工程实际

中如何判断混凝土灌注的界面、准确确定混凝土灌注的深度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工程

问题。

[0003] 由于混凝土灌注面以上存在泥浆的混合物因而浇注中的混凝土面的真实标高较

难正确定位控制，在以往的工程施工中往往采用估测的方法，为保证灌注量的可靠性，往往

造成混凝土灌注量的增加。一方面造成混凝土资源的严重浪费，同时增加了基础开挖的难

度，另一方面增加了项目的施工成本和项目建设成本，且带来了如何掩埋处理多余混凝土

弃块的环境污染问题。如果估测不足，则造成混凝土灌注界面不够，影响基础工程质量。

[0004] 水下工程混凝土灌注如何控制好混凝土在水下的灌注界面，达到设计灌注界面的

要求，在国内还没有很好相应的监测方法，也没有实用的监测仪器和设备，采用估测的方

法，准确性极差，浪费大或质量不能保证；在国际上也没有实用的监测仪器或设备。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水下工程混凝土灌注界面压差监测装置及方法，通过

该装置和方法，可对水下混凝土灌注工程中有效监测并控制混凝土在水下的灌注界面，达

到工程设计灌注界面的要求。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公开的一种水下混凝土灌注界面压差监测装置，它

包括地面报警主机、测量探头、设置在测量探头底部的第一压力传感器和第二压力传感器，

所述测量探头包括电子腔内的压差测量模块、处理器和姿态传感器，所述第一压力传感器

和第二压力传感器的感应端具有预设的高度差，所述第一压力传感器和第二压力传感器的

信号输出端分别接入压差测量模块的两个检测信号输入端，压差测量模块的信号输出端连

接处理器的压差值信号输入端，姿态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连接处理器的姿态信号输入端，

处理器的数字化压差值及姿态信号通信端连接地面报警主机信号输入端。

[0007] 一种基于上述装置的水下混凝土灌注界面压差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如

下步骤：

[0008] 步骤1：在测试桶中灌入待灌注的混凝土，将测量探头的第一压力传感器和第二压

力传感器浸没在测试桶的混凝土中，此时，压差测量模块根据第一压力传感器和第二压力

传感器传输过来的压力值，得到测试桶中混凝土的压差值，并将该压差值传输到地面报警

主机中进行显示，此时地面报警主机显示的压差值作为判定水下的混凝土灌注是否达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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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灌注目标位置的压差阈值；

[0009] 步骤2：在水下的混凝土灌注之前，将测量探头安置在水下的混凝土灌注处，并将

第一压力传感器定位于混凝土灌注所设计的混凝土灌注目标位置；

[0010] 步骤3：开始向水下灌注混凝土，水下混凝土灌注面不断升高，此时压差测量模块

实时测量第一压力传感器与第二压力传感器之间的压差值，当实时的压差值达到步骤1中

确定的压差阈值的设定百分比范围内时，停止灌注混凝土，此时第一压力传感器和第二压

力传感器完全浸没在水下的混凝土中，水下的混凝土灌注达到灌注目标位置。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2] (1)在基础工程水下混凝土灌注过程中，采用本发明能有效监测和控制水下混凝

土灌注的位置，并达到设计灌注界面的要求，避免造成混凝土资源的浪费，降低项目的施工

成本和项目建设成本，并有效解决了多余混凝土弃块的环境污染问题。

[0013] (2)采用本发明能将水下混凝土准确灌注到设计的位置，避免造成水下混凝土灌

注没达到设计界面而影响基础工程质量。

[0014] (3)本发明还设置有报警器，当地面报警主机显示的压力差值达到阈值压力差值

的96％～104％范围内时地面报警主机会发出灯光或语音报警，即可停止灌福，操作简单方

便，且及时、准确。

[0015] (4)本发明的装置简单易操作，方便携带；且体积小，不影响整个施工过程。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工作状态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的结构框图。

[0018] 其中1—地面报警主机、2—测量探头、2.1—压差测量模块、2.2—信号放大器、

2.3—处理器、2.4—姿态传感器、3—第一压力传感器、4—第二压力传感器、5—电缆、6—混

凝土。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0] 本发明主要用于高层建筑、桥梁、港口码头、海上釆油平台、以及核电站等大型基

础工程中的水下混凝土灌注过程中混凝土界面的监测。

[0021] 本发明通过对水下工程混凝土灌注过程中混凝土、泥浆、水等介质的比重测量方

法、水下压差测量探头及水下混凝土灌注标高定位的测试方法和测试仪器的研究，提出了

水下工程混凝土灌注标高界面测试方法并研制了水下工程混凝土灌注界面监测装置。该装

置的关键技术原理是水下混凝土灌注过程中，水、泥浆的比重和混凝土的比重具有明显的

差别，通过测量这种差别实现水下混凝土灌注界面(或深度)的定位。

[0022] 本发明的一种水下混凝土灌注界面压差监测装置，如图1和2所示，它包括地面报

警主机1、测量探头2、设置在测量探头2底部的第一压力传感器3和第二压力传感器4，所述

测量探头2包括电子腔内的压差测量模块2.1、信号放大器2.2、处理器2.3和姿态传感器

2.4，所述第一压力传感器3和第二压力传感器4的感应端具有预设的高度差，所述第一压力

传感器3和第二压力传感器4的信号输出端分别通过导线接入压差测量模块2.1的两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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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输入端，压差测量模块2.1的信号输出端连接信号放大器2.2的信号输入端，信号放大

器2.2的信号输出端连接处理器2.3的压差值信号输入端，姿态传感器2.4的信号输出端连

接处理器2.3的姿态信号输入端，处理器2.3的数字化压差值及姿态信号通信端通过电缆5

连接地面报警主机1信号输入端。

[0023]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第一压力传感器3的感应端与第二压力传感器4的感应端之

间的高度差范围为50～100毫米(根据压力传感器的灵敏度和设备使用方便来设定)。

[0024]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压差测量模块2.1用于根据第一压力传感器3和第二压力传

感器4输出的压力信号计算第一压力传感器3与第二压力传感器4之间的压力差。

[0025]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处理器2.3用于将信号放大后的压力差信号转换成对应的

数字化压差值。

[0026]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第一压力传感器3和第二压力传感器4均垂直于水平面(因

混凝土灌注面都是水平面，只有探测探头是垂直的才能准确测量)，有利于灌注目标位置的

准确定位。

[0027]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姿态传感器2.4实时感应测量探头2的姿态，并将姿态数据

传输给地面报警主机1，当姿态数据显示第一压力传感器3和第二压力传感器4没有垂直于

水平面时，发出报警信号。

[0028]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第一压力传感器3的感应端位于第二压力传感器4的感应端

上方。第一压力传感器3和第二压力传感器4均通过连接件固定在测量探头2的外壳上。

[0029] 一种基于上述装置的水下混凝土灌注界面压差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如

下步骤：

[0030] 步骤1：在测试桶中灌入待灌注的混凝土6，将测量探头2的第一压力传感器3和第

二压力传感器4浸没在测试桶的混凝土6中，此时，压差测量模块2.1根据第一压力传感器3

和第二压力传感器4传输过来的压力值，得到测试桶中混凝土6的压差值，并将该压差值传

输到地面报警主机1中进行显示，此时地面报警主机1显示的压差值作为判定水下的混凝土

6灌注是否达到设计灌注目标位置的压差阈值；

[0031] 步骤2：在水下的混凝土6灌注之前，将测量探头2安置在水下的混凝土6灌注处，并

将第一压力传感器3定位于混凝土灌注所设计的混凝土灌注目标位置；

[0032] 步骤3：开始向水下灌注混凝土6，水下混凝土灌注面不断升高，此时压差测量模块

2.1实时测量第一压力传感器3与第二压力传感器4之间的压差值，当实时的压差值达到步

骤1中确定的压差阈值的设定百分比范围内时，停止灌注混凝土6，此时第一压力传感器3和

第二压力传感器4完全浸没在水下的混凝土6中，水下的混凝土6灌注达到灌注目标位置。

[0033] 上述技术方案的步骤3中，当实时的压差值达到步骤1中确定的阈值电阻值的96～

104％(考虑任何测试都有正负误差，正负误差越小，测试结果越可靠)范围内时，停止灌注

混凝土6，地面报警主机1通过灯光或语音进行报警，使操作人员停止混凝土6灌注。

[0034] 上述技术方案的步骤1～3中，所述姿态传感器2.4实时感应测量探头2的姿态，并

将姿态数据传输给地面报警主机1，当姿态数据显示第一压力传感器3和第二压力传感器4

没有垂直于水平面时，发出报警信号。

[0035] 本发明的关键技术是水下工程混凝土灌注过程中，水、泥浆的比重和混凝土的比

重具有明显的差别，通过测量这种差别实现混凝土灌注界面(或深度)的定位，Δp＝r*Δ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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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式中：Δp为第一压力传感器和第二压力传感器之间的压力差；Δh为第一压力传

感器和第二压力传感器之间的高差；r为水、泥浆、混凝土比重。

[0037] 该方法通过测量水下混凝土灌注过程中介质的比重变化来确定水下混凝土灌注

的界面或深度位置，依据水下混凝土灌注过程中混凝土、泥浆等介质的比重差别，采用监测

探头的二个压力传感器监测水下混凝土灌注过程中混凝土、泥浆等介质的比重的变化，当

变化达到阈值时地面报警主机进行报警，此时说明水下混凝土灌注达到预设的界面位置。

[0038] 本说明书未作详细描述的内容属于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公知的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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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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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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