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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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607935.7

(22)申请日 2020.04.22

(73)专利权人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地址 430010 湖北省武汉市黄浦大街23号

(72)发明人 陈冲　丁秀丽　张宜虎　张雨霆　

李玉婕　

(74)专利代理机构 武汉楚天专利事务所 42113

代理人 孔敏

(51)Int.Cl.

G01B 2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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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极软岩隧洞围岩变形测量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极软岩隧洞围岩变形

测量装置，包括护管、多点位移计、内密封圈、外

密封圈和孔外辅助装置，护管用于在测孔施工过

程中支撑测孔的孔壁，多点位移计安装于护管内

部，多点位移计的传感器基座位于隧洞围岩与隧

洞结构的交界面处，内密封圈和外密封圈用于在

护管内注浆后分别封堵护管和测孔内充填的浆

液，护管采用多个小分段可拆卸串接，孔外辅助

装置用于在保证测孔内充填浆液的同时取出护

管。本实用新型测孔施工时先采用护管支撑孔壁

以防塌孔，在护管内安装测量设备并注浆，封堵

孔口并取出护管后即可进行围岩变形测量，可避

免钻进过程中出现因孔壁围岩塌陷导致钻杆被

卡的现象，测量结果也能反映隧洞不同深度围岩

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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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极软岩隧洞围岩变形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护管(1)、多点位移计(2)、内

密封圈(3)、外密封圈(4)和孔外辅助装置，所述护管(1)用于在测孔施工过程中支撑测孔的

孔壁，所述多点位移计(2)安装于护管(1)内部，所述多点位移计(2)的传感器基座位于隧洞

围岩(10)与隧洞结构(11)的交界面处，内密封圈(3)和外密封圈(4)用于在护管(1)内注浆

后分别封堵护管(1)和测孔内充填的浆液，所述护管(1)采用多个小分段可拆卸串接，所述

孔外辅助装置用于在保证测孔内充填浆液的同时取出护管(1)。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极软岩隧洞围岩变形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孔外辅助装置

包括基座(5)、液压千斤顶(6)、传力垫板(7)、门式框架(8)，所述液压千斤顶(6)和门式框架

(8)安装并固定于基座(5)，门式框架(8)上滑动设有传力垫板(7)，液压千斤顶(6)位于传力

垫板(7)与基座(5)之间，护管(1)的末端可依次从基座(5)、传力垫板(7)中穿过并与传力垫

板(7)固定。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极软岩隧洞围岩变形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传力垫板(7)上部

设有紧固螺帽，用于与护管(1)的外螺纹连接，从而实现护管(1)与传力垫板(7)固定。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极软岩隧洞围岩变形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孔外辅助装置

还包括止动杆(9)，所述止动杆(9)包括上部的圆盘(9a)、与圆盘(9a)连接的位于下部的圆

杆(9b)，圆盘(9a)与多点位移计(2)的传感器基座接触，圆杆(9b)另一端可从门式框架(8)

上的框梁穿出并使用止动销(9d)限位。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极软岩隧洞围岩变形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圆杆(9b)下部与门

式框架(8)的框梁之间的位置设有圆形孔(9c)，圆形孔(9c)中对应设有止动销(9d)，止动销

(9d)用于限位圆杆(9b)，防止多点位移计(2)随护管(1)一同从测孔中拔出。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极软岩隧洞围岩变形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多点位移计(2)上

设有进浆管(2a)和排气管(2b)，进浆管(2a)的一端位于孔外、另一端位于测孔孔口，排气管

(2b)的一端位于孔外、另一端位于测孔孔底。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极软岩隧洞围岩变形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力垫板(7)

横截面设计为长方形，传力垫板(7)中心为圆形孔(7a)，作为护管(1)的通道，两侧设有两个

方形孔(7b)，作为门式框架(8)两侧框柱(8a)的通道；框梁上设有圆形孔(8b)，作为止动杆

(9)的圆杆(9b)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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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极软岩隧洞围岩变形测量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隧洞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极软岩隧洞围岩变形测量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水利水电工程的发展，为解决水资源分布不均衡问题，大型跨流域调引

水工程如引汉济渭工程、新疆ABH输水隧洞工程等陆续建设，在极软弱岩体中修建输水工程

也是近些年遇到的特殊问题。根据我国国家标准《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岩石单轴

饱和抗压强度小于5MPa的为极软岩，代表性岩体为砂岩和泥岩，如引大入秦盘道岭隧洞，围

岩为单轴抗压强度仅0.2MPa～0.8MPa的砂岩，给工程设计和施工带来极大困难。

[0003] 极软岩隧洞围岩物理力学性质差，在极软岩地层中修建的地下工程易发生不同程

度的塌方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失等。安全监测工作是保证安全施工的关键性措施，

对极软岩隧洞的设计和施工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极软岩隧洞围岩变形测量时，测量设备

埋设在隧洞围岩表面或者隧洞衬砌结构中，测量隧洞表面岩体向隧洞内部空间的变形，测

量结果无法反应隧洞不同深度围岩的变形。

[0004] 极软岩隧洞由于围岩性质差，在围岩中监测设备安装时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困难：

一是施工测孔时，孔壁易塌陷卡钻，导致测孔难以施工到设计深度；二是测孔施工后，孔壁

围岩迅速发生变形、封堵测孔，导致测孔中无法安装监测设备和回填注浆。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极软岩隧洞围

岩变形测量装置，测孔施工时先采用护管支撑孔壁以防塌孔，在护管内安装测量设备并注

浆，封堵孔口并取出护管后即可进行围岩变形测量，可避免钻进过程中出现因孔壁围岩塌

陷导致钻杆被卡的现象。

[0006] 一种极软岩隧洞围岩变形测量装置，包括护管、多点位移计、内密封圈、外密封圈

和孔外辅助装置，所述护管用于在测孔施工过程中支撑测孔的孔壁，所述多点位移计安装

于护管内部，所述多点位移计的传感器基座位于隧洞围岩与隧洞结构的交界面处，内密封

圈和外密封圈用于在护管内注浆后分别封堵护管和测孔内充填的浆液，所述护管采用多个

小分段可拆卸串接，所述孔外辅助装置用于在保证测孔内充填浆液的同时取出护管。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孔外辅助装置包括基座、液压千斤顶、传力垫板、门式框架，所述液

压千斤顶和门式框架安装并固定于基座，门式框架上设有传力垫板，液压千斤顶位于传力

垫板与基座之间，护管的末端可依次从基座、传力垫板中穿过并与传力垫板固定。

[0008] 进一步的，传力垫板上部设有紧固螺帽，用于与护管的外螺纹连接，从而实现护管

与传力垫板固定。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孔外辅助装置还包括止动杆，所述止动杆包括上部的圆盘、与圆盘

连接的位于下部的圆杆，圆盘与多点位移计的传感器基座接触，圆杆另一端可从门式框架

上的框梁穿出并使用止动销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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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的，圆杆下部与门式框架的框梁之间的位置设有圆形孔，圆形孔中对应设

有止动销，止动销用于限位圆杆，防止多点位移计随护管一同从测孔中拔出。

[0011] 进一步的，多点位移计上设有进浆管和排气管，进浆管的一端位于孔外、另一端位

于测孔孔口，排气管的一端位于孔外、另一端位于测孔孔底。

[0012] 进一步的，所述传力垫板横截面设计为长方形，传力垫板中心为圆形孔，作为护管

的通道，两侧设有两个方形孔，作为门式框架两侧框柱的通道；框梁上设有圆形孔，作为止

动杆的圆杆的通道。

[0013] 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4] (1)本实用新型在极软岩隧洞围岩中施工测孔时，采用钻进与安设护管交替进行

的方式，钻进过程中不会出现因孔壁围岩塌陷导致钻杆被卡的现象，测孔施工完成后，孔壁

围岩也能保持长时间的稳定性，多点位移计测点可安装在围岩不同深度，相比传统仅测量

隧洞围岩表面变形的方式，其测量结果能反映隧洞不同深度围岩的变形，具有更强的可靠

性和安全性；

[0015] (2)本实用新型孔外辅助装置采用液压千斤顶出力，以门式框架的框柱为轨道，推

动传力垫板朝孔外滑动，不需冲击振动就能稳定地取出测孔中的护管，可有效地避免损坏

或者松动测孔孔口的封堵装置，孔口密封性好、不漏浆，有效提高了测量装置的有效性和准

确性；

[0016] (3)本实用新型孔外辅助装置采用可滑动式的止动杆，止动杆一端抵住护管内多

点位移计的传感器基座、另一端穿过门式框架框梁中部，在护管取出时采用止动销固定止

动杆，防止孔内多点位移计随护管一起拔出，护管拔出后松开止动销，从门式框架框梁中部

拉出止动杆后即可拧下护管，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合理，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0017] (4)本实用新型孔内多点位移计采用高精度振弦式传感器，且能自动化观测，测量

结果连续性强、精确度高，及时对极软岩隧洞围岩大变形做出预警，避免塌方事故带来的人

员伤亡和设备损失等，有利于节约工程造价并节省工期。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极软岩隧洞围岩变形测量装置的横截面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孔外辅助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孔外辅助装置中基座的仰视图；

[0021] 图4为图2中A-A向截面视图；

[0022] 图5为本实用新型孔外辅助装置中传力垫板的仰视图；

[0023] 图6为本实用新型孔外辅助装置中门式框架的横截面示意图；

[0024] 图7为本实用新型孔外辅助装置中止动杆的横截面示意图；

[0025] 图8为本实用新型中外密封圈的仰视图。

[0026] 图中附图标记分述如下：

[0027] 1—护管，2—多点位移计，2a—进浆管，2b—排气管，3—内密封圈，4—外密封圈，

4a—上环，4b—下环，5—基座，5a—圆形凹孔，  5b—方形凹孔，5c—圆形孔，5d—止动螺栓，

5e—止动螺栓，6—液压千斤顶，7—传力垫板，7a—圆形孔，7b—方形孔，8—门式框架，8a—

框柱，8b—圆形孔，9—止动杆，9a—圆盘，9b—圆杆，9c—圆形孔，9d—止动销，10—隧洞围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211954101 U

4



岩，11—隧洞结构。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

描述。

[0029] 请参阅图1，本实用新型极软岩隧洞围岩变形测量装置其中一个实施例包括护管

1、多点位移计2、内密封圈3、外密封圈4和孔外辅助装置。护管1用于在测孔施工过程中支撑

测孔的孔壁且作为多点位移计2安装的容器；内密封圈3和外密封圈4分别封堵护管1和测孔

内充填的浆液；孔外辅助装置用于在保证测孔内充填浆液的同时取出护管1。

[0030] 具体在施工时，首先采用测孔钻进与护管1安装交替进行的方式，施工测孔到设计

深度，其次在护管1内安装多点位移计2并注浆，再次采用内密封圈3和外密封圈4分别封堵

护管1和测孔内充填的浆液，最后采用孔外辅助装置在保证测孔内充填浆液的同时取出护

管1  即完成安装，测点可安装在围岩不同深度，测量结果能反映隧洞不同深度围岩变形，具

有更强的准确性、有效性和可靠性。

[0031] 所述护管1可采用相同长度的小分段上下螺纹连接，每个分段上端头为内螺纹、下

端头为外螺纹，所述护管1采用合金钢材质制成，测孔施工时支撑孔壁围岩防止塌陷，同时

是安装多点位移计2的容器。

[0032] 所述多点位移计2安装在护管1内，传感器基座位于隧洞围岩  10与隧洞结构11的

交界面处，传感器基座内设有振弦式传感器，测点位于护管1内不同深度处。多点位移计2上

设有进浆管2a和排气管2b。进浆管2a的一端位于孔外、另一端位于测孔孔口，排气管2b 的

一端位于孔外、另一端位于测孔孔底。

[0033] 所述内密封圈3用于密封护管1与多点位移计2之间的间隙，防止护管1内充填的浆

液漏出。所述内密封圈3设计为环形，采用橡胶材质制成，左右两侧对称分布有两个圆形的

小孔，作为进浆管2a和排气管2b进入护管1的通道。

[0034] 如图8所示，所述外密封圈4设计为环形，采用橡胶材质制成，分为上下两个环形结

构(即上环4a和下环4b)，上环4a和下环4b 的内圈直径相同，下环4b的外圈直径较大，上环

4a用于密封护管1  与隧洞围岩10之间的间隙，下环4b用于密封护管1与孔外辅助装置的基

座5之间的间隙，防止测孔内充填的浆液漏出。

[0035] 请一并参阅图2-4，所述孔外辅助装置包括基座5、液压千斤顶6、传力垫板7、门式

框架8和止动杆9。所述基座5的轴截面设计为凹形，凹形结构左侧壁和右侧壁的四个顶角处

设有四个圆形凹孔5a和四个止动螺栓5d，用于安装并固定液压千斤顶6，凹形结构左侧壁和

右侧壁的中部设有两个方形凹孔5b和两个止动螺栓5e，用于安装并固定门式框架8，固定门

式框架8上设有传力垫板7，护管1的末端从传力垫板7中穿过并与传力垫板7固定，液压千斤

顶6位于传力垫板7与基座5之间；基座5的中心设有圆形孔5c，作为护管1的通道。

[0036] 所述液压千斤顶6安装在基座5的圆形凹孔5a内，油缸加油后，液压千斤顶6的顶部

托座推动传力垫板7移动，由于护管1从传力垫板7中穿过并与传力垫板7固定，传力垫板7以

门式框架8两侧框柱  8a为轨道从测孔中拉出护管1。

[0037] 如图5所示，所述传力垫板7横截面设计为长方形，传力垫板7 中心为圆形孔7a，作

为护管1的通道，两侧设有两个方形孔7b，作为门式框架8两侧框柱8a的通道，传力垫板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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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设有紧固螺帽，与护管1的外螺纹连接。

[0038] 如图6所示，所述门式框架8两侧的框柱8a为传力垫板7上下移动的轨道，框梁上设

有圆形孔8b，作为止动杆9的圆杆9b的通道。

[0039] 如图7所示，所述止动杆9包括上部的圆盘9a、与圆盘9a连接的位于下部的圆杆9b，

圆杆9b用于支撑圆盘9a，圆杆9b另一端从门式框架8中框梁的圆形孔8b穿出(如图6所示)。

圆杆9b下部与门式框架8的框梁之间的位置设有三个圆形孔9c，圆形孔9c中对应设有止动

销9d，止动销9d用于固定圆杆9b，防止圆杆9b从门式框架8的框梁中脱出。止动销9d穿过圆

杆9a上的圆形孔9c，两端紧挨门式框架8的框梁。圆盘9a抵住多点位移计2的传感器基座和

内密封圈3，同时由于圆杆9b被止动销9d限位，可防止多点位移计2随护管1一同从测孔中拔

出。

[0040] 利用本实用新型进行极软岩隧洞围岩变形测量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1] 步骤一、测孔施工及护管安装：使用地质钻机或者潜孔钻孔，在待测量点采用测孔

钻进与护管1安装交替进行的方式，施工测孔到设计深度；具体步骤如下：

[0042] 开孔时先钻进0.5m，然后移出钻杆及钻头，往测孔内放入最上段护管1；

[0043] 伸入钻杆及钻头继续钻进，待钻进深度达到一根分段护管1的长度后停止钻进，移

出钻杆及钻头；

[0044] 将下一段分段护管1的上端头内螺纹拧入最上段护管1的外螺纹上，在护管1外端

口垫上垫板，然后使用钻杆将护管1压入测孔中；

[0045] 伸入钻杆及钻头继续钻进，依次往复，直到测孔达到设计深度；

[0046] 此时测孔内壁围岩由护管1进行支撑且不会塌孔，采用高压水泵冲洗护管1内壁，

冲洗干净后采用压缩空气机吹出测孔中积水。

[0047] 步骤二、孔内测量装置安装：在隧洞内部平整的场地上组装多点位移计2，然后放

入护管1中，多点位移计2的传感器基座位于孔口，测点位于护管1内不同深度，多点位移计2

的进浆管2a的一端位于孔外、另一端位于孔口，排气管2b一端位于孔外、另一端位于孔底。

[0048] 步骤三、孔口封堵装置安装：进浆管2a和排气管2b分别穿过内密封圈3中的两个圆

孔，然后将内密封圈3塞入护管1和多点位移计  2之间的空隙，将外密封圈4从护管1外端口

套入，移动到测孔孔口。

[0049] 步骤四、孔外辅助装置安装：

[0050] 首先组装孔外辅助装置，组装流程如下：

[0051] 基座5的四个圆形凹孔5a中分别放入四个液压千斤顶6，并采用止动螺栓5d固定液

压千斤顶6；

[0052] 止动杆9的圆杆9a上带圆形孔9c的端头插入门式框架8的圆形孔8b中，直到圆盘9a

与门式框架8的框梁接触；

[0053] 传力垫板7的两个方形孔7b穿过门式框架8的两个框柱8a，直到传力垫板7上的紧

固螺帽与止动杆9的圆盘9a接触；

[0054] 门式框架8的两个框柱8a插入到基座5的两个方形凹孔5b中，并采用止动螺栓5e固

定门式框架8；

[0055] 其次安装孔外辅助装置：基座5中的圆形孔5c从护管1外端口套入，移动基座5直到

外密封圈4充填护管1与基座5圆形孔5c之间的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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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步骤五、护管内注浆：从多点位移计2进浆管2a注入水泥浆液、排气管2b排出孔内

气体，持续注浆直到排气管2b排出水泥浆液，此时护管1内充满水泥浆液，封堵进浆管2a和

排气管2b。

[0057] 步骤六、护管取出及封孔：

[0058] 步骤601、连接最外侧分段护管1：

[0059] 以门式框架8的两个框柱8a为轨道，滑动传力垫板7，直到最外侧护管1穿过传力垫

板7的圆形孔7a，将紧固螺帽套在最外侧护管1的外螺纹上；

[0060] 推动止动杆9的圆杆9b，直到圆盘9a与多点位移计2的传感器基座接触，将止动销

9d插入圆形孔9c中固定止动杆9；

[0061] 步骤602、取出最外侧分段护管1：

[0062] 给千斤顶加油，推动传力垫板7往测孔外移动并拉出测孔中的护管1，待最外侧分

段护管1移出测孔后停止加油，取出止动杆9圆形孔9c中的止动销9d，往测孔外移动止动杆9

直到圆盘9a移出护管1，依次拧下紧固螺帽和最外侧分段护管1；

[0063] 步骤603、多次重复步骤步骤601、步骤602，直到取出所有的护管1，立即封闭测孔，

将监测电缆牵引到附近的观测站即可实现自动化观测。

[0064] 所述孔外辅助装置组装完成后，可采用钢管脚手架进行固定，也可以固定在凿岩

台车上以便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操作性。

[0065] 本实用新型在极软岩隧洞围岩中施工测孔时，采用钻进与安设护管交替进行的方

式，钻进过程中不会出现因孔壁围岩塌陷导致钻杆被卡的现象，测孔施工完成后，孔壁围岩

也能保持长时间的稳定性，多点位移计测点可安装在围岩不同深度，相比传统仅测量隧洞

围岩表面变形的方式，其测量结果能反映隧洞不同深度围岩的变形，具有更强的可靠性和

安全性；另外，孔外辅助装置采用液压千斤顶出力，以门式框架的框柱为轨道，推动传力垫

板朝孔外滑动，不需冲击振动就能稳定地取出测孔中的护管，可有效地避免损坏或者松动

测孔孔口的封堵装置，孔口密封性好、不漏浆，有效提高了测量装置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0066]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

于此，任何属于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

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

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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