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959426.3

(22)申请日 2017.10.1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76178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3.06

(73)专利权人 浙江煤炭测绘院有限公司

地址 310017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新塘路

342号

(72)发明人 王德传　王孟　王怡　

(51)Int.Cl.

E02D 33/00(2006.01)

审查员 姜海燕

 

(54)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深埋式土压力盒的安装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深埋式土压力盒的

安装工艺，包括以下步骤，S1、选取设有安装孔的

套管；S2、将土压力盒嵌设安装到安装孔内，使土

压力盒固定安装于套管，土压力盒轴向垂直于套

管轴向；S3、将所有套管沿其轴向一节节排好，将

土压力盒对应的电缆线穿设于套管内，且电缆线

上端穿设出最上方的套管，最下方的套管下端呈

封闭设置；S4、将所有套管沿其轴向固定安装在

一起；S5、在套管内灌满标准砂，并压实；S6、采用

钻孔机械设备打足够深度的钻孔；S7、把安装好

土压力盒的套管，依次放入钻孔内，套管外侧用

标准砂灌满缝隙。套管对土压力盒有一个限位作

用，使土压力盒可稳定埋设于土层中，防止由于

土压力盒翻转导致的测量数据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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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深埋式土压力盒的安装工艺，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

S1、选取宽度大于或等于土压力盒(11)的套管(1)，在套管(1)上开设与土压力盒(11)

大小相同的安装孔(7)；

S2、将土压力盒(11)嵌设安装到安装孔(7)内，使土压力盒(11)固定安装于套管(1)，土

压力盒(11)轴向垂直于套管(1)轴向；

S3、将所有套管(1)沿其轴向一节节排好，将土压力盒(11)对应的电缆线(12)穿设于套

管(1)内，且电缆线(12)上端穿出最上方的套管(1)，最下方的套管(1)下端呈封闭设置；

S4、将所有套管(1)沿其轴向固定安装在一起；

S5、在套管(1)内灌满标准砂，并压实；

S6、采用钻孔机械设备打足够深度的钻孔；

S7、把安装好土压力盒(11)的套管(1)，依次放入钻孔内，套管(1)外侧用标准砂灌满缝

隙；

所述套管(1)为方管且土压力盒(11)两侧抵接于套管(1)两侧内侧壁，所述套管(1)内

侧壁固定设置有沿套管(1)径向平面对称设置的第一夹紧板(8)和第二夹紧板(9)，所述套

管(1)与土压力盒(11)抵接的侧壁上均设有第一夹紧板(8)和第二夹紧板(9)，所述第一夹

紧板(8)和第二夹紧板(9)均沿土压力盒(11)周向设置，且所述第一夹紧板(8)和第二夹紧

板(9)抵紧于土压力盒(11)外周壁，两个所述第一夹紧板(8)之间和两个所述第二夹紧板

(9)之间均连接有抵紧弹簧(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深埋式土压力盒的安装工艺，其特征是：所述套管

(1)两端分别固定设置有设有外螺纹的第一连接件(2)和设有内螺纹的第二连接件(3)，所

述套管(1)的第一连接件(2)螺纹连接于另一个套管(1)的第二连接件(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深埋式土压力盒的安装工艺，其特征是：所述套管

(1)靠近第一连接件(2)的一端端面上设有密封圈(4)，所述密封圈(4)沿套管(1)周向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深埋式土压力盒的安装工艺，其特征是：在步骤S7

中，将最上方的套管(1)安装到钻孔机械设备上，通过钻孔机械设备带动套管(1)转动，带动

套管(1)进入钻孔内，套管(1)的转动方向与第一连接件(2)的螺旋方向相同。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深埋式土压力盒的安装工艺，其特征是：最下方的套

管(1)下端固设有刚性圆锥头(5)，所述套管(1)外壁沿螺旋线设有螺纹凸条(6)。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深埋式土压力盒的安装工艺，其特征是：所述套管

(1)由PVC制成。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深埋式土压力盒的安装工艺，其特征是：在步骤S7

中，如果土压力盒(11)需埋设于地连墙两侧，则先将套管(1)捆扎于地连墙的钢筋上，再在

套管(1)外侧用标准砂灌满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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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深埋式土压力盒的安装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深埋式土压力盒的安装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深埋式土压力盒是测定地表以下各类土层的力学参数变化的。测定原状土不同深

度的土压力变化，提前预警，保证施工安全。

[0003] 当前地连墙压力盒埋设方法主要是用先是采用用挂布覆盖在钢筋笼侧面，然后用

铁丝捆扎土压力盒以及电缆线，电缆线捆扎至钢筋笼顶部延伸约1.5米。因土压力盒多为圆

形捆扎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容易造成压力盒翻转，造成以后的监测数据不真实；另外电缆线

困扎是均为裸露线，容易割断线路或由于与周围硬物摩擦造成电缆线断裂，从而影响监测

质量。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深埋式土压力盒的安

装工艺，可使土压力盒稳定安装于土层中，减小检测误差。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用于深埋式土压力盒的安装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07] S1、选取宽度大于等于土压力盒的套管，在套管上开设于土压力盒大小相同的安

装孔；

[0008] S2、将土压力盒嵌设安装到安装孔内，使土压力盒固定安装于套管，土压力盒轴向

垂直于套管轴向；

[0009] S3、将所有套管沿其轴向一节节排好，将土压力盒对应的电缆线穿设于套管内，且

电缆线上端穿设出最上方的套管，最下方的套管下端呈封闭设置；

[0010] S4、将所有套管沿其轴向固定安装在一起；

[0011] S5、在套管内灌满标准砂，并压实；

[0012] S6、采用钻孔机械设备打足够深度的钻孔；

[0013] S7、把安装好土压力盒的套管，依次放入钻孔内，套管外侧用标准砂灌满缝隙。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套管对土压力盒有一个限位作用，使土压力盒可稳定埋

设于土层中，防止由于土压力盒翻转导致的测量数据错误。同时套管对电缆线有一个保护

作用，减小了电缆线被割断或由于与周围硬物摩擦造成电缆线断裂，使土压力盒可更稳定

准确的检测土层压力。同时该土压力盒安装时不需再依附于任何其他物品，故可将土压力

盒安装到多种环境的土层中，扩大了土压力盒的适用性。

[0015]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套管为方管且土压力盒两侧抵接于套管两侧内侧

壁。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进而使套管内壁对土压力盒有一个抵接摩擦力，进而使

套管可更稳定的安装于套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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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当所述土压力盒嵌设于安装孔内时，所述土压力盒一端

嵌设于套管内，且另一端与套管一侧外壁位于同一平面。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进而减小了土壤对土压力盒外周壁的压力，减小了土压

力盒受到的弯矩，使土压力盒可更稳定的安装于套管内。

[0019]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套管两端分别固定设置有设有外螺纹的第一连接件

和设有内螺纹的第二连接件，所述套管的第一连接件可螺纹连接于另一个套管的第二连接

件。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固定连接两个相邻套管时，只需将一个套管的第一连

接件螺纹连接到另一个套管的第二连接件内即可。使套管之间连接的更稳定，且操作方便。

[0021]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套筒靠近第一连接件的一端端面上设有密封圈，所

述密封圈沿套筒周向设置。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套管之间通过螺纹固定连接在一起后，密封圈可同时

抵紧两个套筒端面，进而提高了两个套筒之间的密封性。

[0023]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在步骤S7中，可将最上方的套管安装到钻孔机械设备上，

通过钻孔机械设备带动套管转动，带动套管进入钻孔内，套管的转动方向与第一连接件的

螺旋方向相同。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将套管安装到钻孔内时，可通过钻孔机械设置带动套

管边转动边进入钻孔内，进而使套管可更顺利的进入钻孔内，提高了套管的安装效率。且由

于套管的转动方向与其第一连接件的螺旋方向相同，故套管在进入钻孔内时，各个套管之

间只会越旋越紧，使各个套管之间可稳定连接在一起。

[0025]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最下方的套管下端固设设置有刚性圆锥头，所述套管外

壁沿螺旋线设有螺纹凸条。

[002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使套管在转动进入钻孔内时，刚性圆锥头和螺纹凸条

可在转动过程中对钻孔内掉落的土壤进行切割，并将其分开，使套管可更顺利的进入钻孔

内，提高了套管的安装效率。

[0027]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套管内壁固定设置有沿套管径向平面对称设置的第

一夹紧板和第二夹紧板，所述套管与土压力盒抵接的侧壁上均设有第一夹紧板和第二夹紧

板，所述第一夹紧板和第二夹紧板均沿土压力盒周向设置，且所述第一夹紧板和第二夹紧

板抵紧于土压力盒外周壁，两个所述第一夹紧板之间和两个所述第二夹紧板之间均连接有

抵紧弹簧。

[002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抵紧弹簧使第一夹紧板和第二夹紧板朝向土压力盒变

形，使第一夹紧板和第二夹紧板抵紧于土压力盒外壁，进而使土压力盒可更稳定的安装于

套管内。

[0029]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套管由PVC制成。

[003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减小了套管腐烂的概率，进而使电缆线可一直稳定的被

套管保护，减小了土压力盒失效的可能性。

[0031]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在步骤S7中，如果土压力盒需埋设于地连墙两侧，则先将

套管捆扎于地连墙的钢筋上，再在套管外侧用标准砂灌满缝隙。

[003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地连墙上的钢筋可对套管起到限位的作用，进而使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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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更稳定的安装于地面内，减小了由于土压力盒随着套管移动导致的测量误差。

[0033]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34] 1、防止由于土压力盒翻转导致的测量数据错误；

[0035] 2、减小了电缆线被割断或由于与周围硬物摩擦造成电缆线断裂，使土压力盒可更

稳定准确的检测土层压力；

[0036] 3、扩大了土压力盒的适用性。

附图说明

[0037] 图1为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2为实施例一中套管的结构示意图；

[0039] 图3为实施例一的剖视图；

[0040] 图4为图3中A处的放大图；

[0041] 图5为实施例一的局部示意图；

[0042] 图6为实施例一中套管的剖视图。

[0043] 附图标记：1、套管；2、第一连接件；3、第二连接件；4、密封圈；5、刚性圆锥头；6、螺

纹凸条；7、安装孔；8、第一夹紧板；9、第二夹紧板；10、抵紧弹簧；11、土压力盒；12、电缆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参照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45] 实施例一：

[0046] 如图1所示，一种用于深埋式土压力盒安装的套管组件，套管组件包括若干个套管

1，套管1为方管且套管1由PVC制成。如图2所示，套管1两端分别固定设置有第一连接件2和

第二连接件3。如图3所示，最下方的套管1只设有第一连接件2，最上方的套管1只设有第二

连接件3。如图2所示，第一连接件2外壁设有外螺纹，第二连接件3内壁设有内螺纹。套管1的

第一连接件2可螺纹连接于另一个套管1的第二连接件3。如图3所示，当需连接两个套管1

时，只需将其中一个套管1的第一连接件2螺纹连接到另一个套管1的第二连接件3上即可。

通过该操作，将一节节套管1稳定连接在一起，形成套管组件。

[0047] 如图3所示，套筒靠近第一连接件2的一端端面上设有密封圈4，密封圈4沿套筒周

向设置。密封圈4可提高套管1之间的密封性。如图1所示，最下方的套管1下端呈封闭设置，

且该套管1下端固设设置有刚性圆锥头5，套管1外壁沿螺旋线设有螺纹凸条6。

[0048] 如图5所示，套管1侧壁开设有安装孔7，安装孔7大小等于土压力盒11大小。套管1

内腔宽度等于土压力盒11的直径。当土压力盒11嵌设到安装孔7内时，土压力盒11一端嵌设

于套管1内，且另一端与套管1一侧外壁位于同一平面。且土压力盒11两侧抵接于套管1两侧

内侧壁。

[0049] 如图6所示，为了使土压力盒11可更稳定的安装于套管1内，套管1内壁固定设置第

一夹紧板8和第二夹紧板9。第一夹紧板8和第二夹紧板9沿套管1径向平面呈对称设置，且分

别位于土压力盒11上下两侧。套管1与土压力盒11抵接的侧壁上均设有第一夹紧板8和第二

夹紧板9。第一夹紧板8和第二夹紧板9均沿土压力盒11周向设置，且第一夹紧板8和第二夹

紧板9抵紧于土压力盒11外周壁。两个第一夹紧板8之间和两个第二夹紧板9之间均连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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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紧弹簧10，抵紧弹簧10呈拉伸状态。

[0050] 如图6所示，抵紧弹簧10可驱动第一夹紧板8和第二夹紧板9更好的抵紧土压力盒

11位于套管1内一端外周壁，进而使土压力盒11可更稳定的连接于套管1。

[0051] 实施例二：

[0052] 一种用于深埋式土压力盒的安装工艺，其特征是：使用了实施例一中的套管1，包

括以下步骤，

[0053] S1、将土压力盒11嵌设安装到安装孔7内，使土压力盒11固定安装于套管1，土压力

盒11轴向垂直于套管1轴向；同时第一夹紧板8和第二夹紧板9在抵紧弹簧10的作用下同步

抵紧土压力盒11，使土压力盒11在更稳定的安装于套管1内；

[0054] S2、将所有套管1排好，然后将土压力盒11上的电缆线12穿设过所有套管1，使电缆

线12上端穿设出最上方的套管1，然后将所有套管1一节节固定安装在一起；如图3所示；

[0055] S3、在套管1内灌满标准砂，并压实；

[0056] S4、采用钻孔机械设备打足够深度的钻孔；

[0057] S5、将最上方的套管1安装到钻孔机械设备上，通过钻孔机械设备带动套管1转动，

带动套管1进入钻孔内，套管1的转动方向与第一连接件2的螺旋方向相同，进而使套管1进

入钻孔内；

[0058] 如果土压力盒11需埋设于地连墙两侧，则将套管1捆扎于地连墙的钢筋上，再在套

管1外侧用标准砂灌满缝隙；

[0059] S6、套管1外侧用标准砂灌满缝隙。

[0060] 由于土压力盒11稳定安装于套管1内，故土压力盒11不会翻转，减小了由于土压力

盒11翻转或位移导致的测量数据错误。且套管1对电缆线12有一个保护作用，减小了电缆线

12被割断或由于与周围硬物摩擦造成电缆线12断裂，使土压力盒11可更稳定准确的检测土

层压力。

[0061]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上述实施

例，凡属于本发明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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