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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沉管隧道接头张开量监

测装置及方法，是在隧道接头左、右两侧的混凝

土管节内分别设置一定深度的预留孔洞，在其中

一侧的孔洞内安装一根不锈钢杆，在另外一侧的

孔洞内安装三根不锈钢杆，利用三个无线位移传

感器将两侧的钢杆进行对接，钢杆与位移传感器

之间通过钢丝进行连接，通过三个位移传感器的

位移监测数据，既能推断管节的整体移动状态，

又能推算管节接头的张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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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沉管隧道接头张开量监测装置，包括杆件和连接于杆件之间的位移传感器，在

相邻沉管的接头处具有开口相对的第一预留孔洞和第二预留孔洞，第一预留孔洞内固定安

装第一杆件，第二预留孔洞内固定安装第二杆件，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杆件是底端与第一预留孔洞底壁固定连接且自由端伸出第一预留孔洞的一

根杆件，所述第二杆件是底端与第二预留孔洞固定连接且自由端伸出第二预留孔洞的的三

根杆件，三根杆件的底端呈正三角形分布，所述第一杆件在正三角形上的投影位于其形心

上，所述第一杆件的自由端与第二杆件的自由端相互交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沉管隧道接头张开量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杆件是不锈

钢杆件，第二杆件与第一杆件之间连接钢丝，所述位移传感器串联于钢丝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沉管隧道接头张开量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位移传感器

是无线位移传感器。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沉管隧道接头张开量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杆件的底端

固定连接在可调平钢支座上，所述可调平钢支座与杆件相垂直，所述杆件与沉管的轴线相

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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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沉管隧道接头张开量监测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隧道检测装置，具体涉及一种用于监测沉管隧道接头移动状态和

张开量的监测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沉管隧道接头张开量能直接反映沉管隧道接头处连接构件的运营状态，具体包括

管节接头GINA止水带的压缩状态和剪力键相对位移，能实时评估GINA止水带的止水性能和

剪力键的受力状态。现有的沉管隧道接头张开量是在沉管隧道管节沉放完成后，在接头处

安装位移计支架，通过安装在支座上的三个位移传感器组成三向位移计，可分别测出接头

两侧x、y、z三个方向的相对位移。

[0003] 现有监测方法由于采用刚性连接，对管节水平和垂直移动下的位移监测精度高，

但对管节张开和扭转下的位移监测比较困难，还存在现场安装不方便、侵占建筑界限、测试

传感器外露容易被破坏和测线连接不方便等难题，就成为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便于安装、不占用隧

道内空间、且能监测沉管隧道接头移动状态和张开量的监测装置。

[0005] 技术方案：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沉管隧道接头张开量监测装置，

包括杆件和连接于杆件之间的位移传感器，在相邻沉管的接头处具有开口相对的第一预留

孔洞和第二预留孔洞，第一预留孔洞内固定安装第一杆件，第二预留孔洞内固定安装第二

杆件。

[0006] 具体地，所述第一杆件是底端与第一预留孔洞底壁固定连接且自由端伸出第一预

留孔洞的一根杆件，所述第二杆件是底端与第二预留孔洞固定连接且自由端伸出第二预留

孔洞的的三根杆件，三根杆件的底端呈正三角形分布，所述第一杆件在正三角形上的投影

位于其形心上，所述第一杆件的自由端与第二杆件的自由端相互交错。

[0007] 具体地，所述杆件是不锈钢杆件，第二杆件与第一杆件之间连接钢丝，所述位移传

感器串联于钢丝上。

[0008] 具体地，所述位移传感器是无线位移传感器。

[0009] 具体地，所述杆件的底端固定连接在可调平钢支座上，所述可调平钢支座与杆件

相垂直，所述杆件与沉管的轴线相平行。

[0010] 本发明同时提供基于上述沉管隧道接头张开量监测装置的监测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11] 步骤1，布置沉管隧道接头张开量监测装置，该装置由四根不锈钢杆、钢底座、钢丝

和三个无线位移传感器组成，其中，不锈钢杆分别安装固定在接头两侧的预留孔洞内，一侧

布置一根不锈钢杆，另一侧布置三根不锈钢杆，利用钢丝将两侧的不锈钢杆与无线位移传

感器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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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步骤2，三根不锈钢杆呈等边三角形布置，另一侧的不锈钢杆正对三角形的形心；

采取上部一根下部两根的相对位置布置，下部两根所在平面与水平面平行；三根杆的距离

为位移计与相连钢丝的总长；

[0013] 步骤3，预留孔洞的孔底安装钢底座，钢底座与钢杆之间通过螺纹连接，钢支座具

有调平功能；预留孔洞的深度应不小于GINA止水带的最大压缩量；

[0014] 步骤4，在管节侧面至少四点布置监测装置，综合判别接头的相对位置关系。监测

装置位置的选取是在回避接头部的剪力键以及预应力钢束的同时，反映整个接头部的相对

位置变化。

[0015] 发明原理：在隧道接头左、右两侧的混凝土管节内分别设置一定深度的预留孔洞，

在其中一侧的孔洞内安装一根不锈钢杆，在另外一侧的孔洞内安装三根不锈钢杆，利用三

个无线位移传感器将两侧的钢杆进行对接，不锈钢杆与位移传感器之间通过钢丝进行连

接，通过三个位移传感器的位移监测数据，既能推断管节的整体移动状态，又能推算管节接

头的张开量。

[0016] 有益效果：

[0017] 该装置能全方位监测管段接头的位移，包括管段接头的错动、张开和扭转等；

[0018] 该装置布设在管段结构内的预留孔洞内，不侵占隧道建筑限界，且不容易被破

坏；

[0019] 采用无线位移传感器，无需布设测线。

[0020] 除了上面所述的本发明解决的技术问题、构成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以及由这些技

术方案的技术特征所带来的优点外，本发明所能解决的其他技术问题、技术方案中包含的

其他技术特征以及这些技术特征带来的优点，将结合附图做出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位移传感器固定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预留孔纵断面图；

[0023] 图3是传感器连接平面图；

[0024] 图4是三向位移计计算模型图；

[0025] 图5是管节侧面监测装置的布置示意图；

[0026] 图中：1沉管管节；2管节接头；3GINA止水带；4可调平钢支座；5预留孔洞；6不锈钢

杆；7钢丝；8无线位移传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进行详细的描述。

[0028] 本实施例的沉管隧道接头张开量监测装置如图1、图2和图3所示，是在隧道沉管管

节1的管节接头2的GINA止水带内侧的混凝土管节内分别设置一定深度的预留孔洞，在预留

孔洞内安装可调平钢支座4，在其中一侧的可调平钢支座4上安装一根不锈钢杆6，在另外一

侧的孔洞内安装三根不锈钢杆6，利用钢丝7将三个无线位移传感器8与两侧的钢杆进行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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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三向位移计的计算方法如图4所示，将位移计部分单独拿出来，所形成的部分为一

个三棱锥，AB,AC ,AD表示三根位移计及其相连钢丝。因为三根钢杆的距离是不变的，所以

BC,BD,CD长不变，所围始终是一个等边三角形。且BCD这个平面始终与接头有三根钢杆的侧

面相平行。随着接头两侧面相对位置不断变化，AB,AC,AD的长度发生变化，A点的位置，BCD

的倾向倾角不断发生变化，但形状不发生变化。

[0030] 将A、B、C、D四点放入空间直角坐标系中，BCD在x0y平面上，设B（0,-1,0）C（ ,0,

0）D（0,1,0）A（x,y,z）,设AC长为a，AD长为b，AB长为c，根据A点到B、C、D三点的距离建立方程

解得：

[0031]

[0032]

[0033]

[0034] 同时z的值还代表了点A到达BCD面的距离。

[0035] 这样搭配倾角传感器，即可了解A、B、C、D四点的相对位置。推测接头两侧面的运动

状态。

[0036] 几种情况的数据处理：

[0037] 接头两侧水平向位移

[0038] 三根位移传感器表现为均等比增大或减小，增量相同为△X1

[0039] 位移传感器与相连钢丝总长为X，三根不锈钢杆间距为X，接头两侧水平向位移为

△X，位移计变化量为△X1

[0040]

[0041] 接头两侧竖直向相对错动

[0042] 三根位移传感器表现为1号位移传感器增大，其余两根减小，或1号位移传感器减

小其余两根增大，1号位移传感器增量为△X2

[0043] 位移传感器与相连钢丝总长为X，三根不锈钢杆间距为X，接头两侧竖直向相对位

移为△X，顶部位移计变化量为△X2

[0044]

[0045] 使用时，包括以下步骤：

[0046] 布置沉管隧道接头张开量监测装置，该装置由4根不锈钢杆、钢底座、钢丝和3个

无线位移传感器组成，其中，不锈钢杆分别安装固定在接头两侧的预留孔洞内，一侧布置1

根不锈钢杆，另一侧布置三根不锈钢杆，利用钢丝将两侧的不锈钢杆与无线位移传感器进

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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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三根不锈钢杆呈等边三角形布置，另一侧的不锈钢杆正对三角形的形心；采取

上部一根下部两根的相对位置布置，下部两根所在平面与水平面平行。三根杆的距离为位

移计与相连钢丝的总长。为方便计算说明，与上部杆相连的位移传感器取名为1号位移计。

[0048] 预留孔洞的孔底安装钢底座，钢底座与钢杆之间通过螺纹连接，钢支座具有调平

功能；

[0049] 预留孔洞的深度应不小于GINA止水带的最大压缩量；

[0050] ⑤在管节侧面至少四点布置监测装置，综合判别接头的相对位置关系。监测装置

位置的选取要在回避接头部的剪力键以及预应力钢束的同时，良好反映整个接头部的相对

位置变化，因此选取监测装置布设位置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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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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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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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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