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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深埋油缸套筒的定位施

工装置，在油缸套筒外壁上固定连接护圈，外套

筒位于地槽井孔与油缸套筒之间；在外套筒内壁

上固定连接上支撑板并安装千斤顶和移位传感

器，通过垂准仪、扫描定位仪和位移调整控制器

来调整油缸套筒的中心位置，在外套筒的内底面

上固定定位座套，使油缸套筒底面的定位轴杆插

入定位座套，预定位楔子钢板在油缸套筒中心调

整到位后同时楔入上支撑板和油缸套筒之间，防

止油缸套筒移位。本发明具有降低劳动强度，保

证安装精度，方便施工操作，提高施工效率，保证

施工质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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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深埋油缸套筒的定位施工装置，包括位于长方形地槽（21）底面的地槽井孔（29）

内的油缸套筒（12），在油缸套筒（12）的外底面中心设有固定连接的定位轴杆（3），其特征在

于：还包括护圈（9）、外套筒（11）、上支撑板（6）、纵向千斤顶（8）、纵向移位传感器（10）、下支

撑板（28）、横向千斤顶（27）、横向移位传感器（26）；

所述护圈（9）通过拉筋板固定连接在油缸套筒（12）外壁上，所述外套筒（11）位于地槽

井孔（29）与油缸套筒（12）之间；

所述上支撑板（6）有多个并均布固定连接在外套筒（11）内壁上，所述纵向千斤顶（8）的

数量与上支撑板（6）的数量适配，纵向千斤顶（8）顶装在上支撑板（6）与护圈（9）之间；所述

纵向移位传感器（10）的磁座固定在外套筒（11）内壁上，纵向移位传感器（10）的顶针与护圈

（9）的顶面接触；

所述下支撑板（28）有多个并均布固定在上支撑板（6）以下的外套筒（11）内壁上，所述

横向千斤顶（27）的数量与下支撑板（28）的数量适配，横向千斤顶（8）位于下支撑板（28）上

并顶装在外套筒（11）与油缸套筒（12）之间；所述横向移位传感器（26）的磁座固定在外套筒

（11）内壁上，横向移位传感器（26）的探针与油缸套筒（12）外壁接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埋油缸套筒的定位施工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垂准

仪（17）、扫描定位仪（14）和位移调整控制器（25），所述垂准仪（17）通过定位平台（20）架设

在长方形地槽（21）上面；所述扫描定位仪（14）通过固定架（22）架设在油缸套筒（12）与垂准

仪（17）之间，在扫描定位仪（14）与位移调整控制器（25）之间连接信号控制线（24）。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深埋油缸套筒的定位施工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定位

座套（2），所述定位座套（2）的上端敞口，所述定位座套（2）的下部固定连接在外套筒（11）内

底面的中心。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深埋油缸套筒的定位施工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定位

楔子钢板（7），所述定位楔子钢板（7）的数量与上支撑板（6）的数量适配，定位楔子钢板（7）

在油缸套筒（12）中心调整到位后同时楔入上支撑板（6）和油缸套筒（12）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深埋油缸套筒的定位施工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外侧

注浆管（5）和内侧注浆管（4），所述外侧注浆管（5）的下部管口伸入地槽井孔（29）和外套筒

（11）之间，所述内侧注浆管（4）的下部管口从外套筒（11）与油缸套筒（12）之间向下延伸进

入外套筒（11）底面以下，外侧注浆管（5）和内侧注浆管（4）的上部管口均与注浆泵的输出口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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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深埋油缸套筒的定位施工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地下施工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深埋油缸套筒的定位施工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铸造铝合金板锭车间的基建施工，要安装的核心部件是铸造井油缸套筒，铸造井

油缸套筒要深埋在地下，它的安装精度直接影响铝合金板锭的质量。现有技术中，安装铸造

井油缸套筒的施工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先挖竖井，将油缸套筒吊入井内，依靠油缸套筒自重

调整垂直度，然后进行平面位置调整，此种方法由于油缸套筒的摆动极易造成垂直度偏差，

很难满足垂直度及标高的设计要求；另一种是用钻机成孔，然后将油缸套筒吊入孔内，利用

吊车进行平面位置及标高定位，然后用注水方法，利用筒内浮球监控套筒垂直度，此方法受

地质条件局限，调整油缸套筒的中心位置与标高过程要反复进行且精度不易控制。上述的

两种方法经常因安装精度达不到设计要求而返工，因此控制油缸套筒深埋安装精度的施工

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深埋油缸套筒的定位施工装置，具有降低

劳动强度，保证安装精度，方便施工操作，提高施工效率，保证施工质量的特点。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深埋油缸套筒的定位施

工装置，包括位于长方形地槽底面的地槽井孔内的油缸套筒，在油缸套筒的外底面中心设

有固定连接的定位轴杆，还包括护圈、外套筒、上支撑板、纵向千斤顶、纵向移位传感器、下

支撑板、横向千斤顶、横向移位传感器；所述护圈通过拉筋板固定连接在油缸套筒外壁上，

所述外套筒位于地槽井孔与油缸套筒之间；所述上支撑板有多个并均布固定连接在外套筒

内壁上，所述纵向千斤顶的数量与上支撑板的数量适配，纵向千斤顶顶装在上支撑板与护

圈之间；所述纵向移位传感器的磁座固定在外套筒内壁上，纵向移位传感器的顶针与护圈

的顶面接触；所述下支撑板有多个并均布固定在上支撑板以下的外套筒内壁上，所述横向

千斤顶的数量与下支撑板的数量适配，横向千斤顶位于下支撑板上并顶装在外套筒与油缸

套筒之间；所述横向移位传感器的磁座固定在外套筒内壁上，横向移位传感器的顶针与油

缸套筒外壁接触。

[0005] 上述的一种深埋油缸套筒的定位施工装置，还包括垂准仪、扫描定位仪和位移调

整控制器，所述垂准仪通过定位平台架设在长方形地槽上面；所述扫描定位仪通过固定架

架设在油缸套筒与垂准仪之间，在扫描定位仪与位移调整控制器之间连接信号控制线。

[0006] 上述的一种深埋油缸套筒的定位施工装置，还包括定位座套，所述定位座套的上

端敞口，所述定位座套的下部固定连接在外套筒内底面的中心。

[0007] 上述的一种深埋油缸套筒的定位施工装置，还包括定位楔子钢板，所述定位楔子

钢板的数量与上支撑板的数量适配，定位楔子钢板在油缸套筒中心调整到位后同时楔入上

支撑板和油缸套筒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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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上述的一种深埋油缸套筒的定位施工装置，还包括外侧注浆管和内侧注浆管，所

述外侧注浆管的下部管口伸入地槽井孔和外套筒之间，所述内侧注浆管的下部管口从外套

筒与油缸套筒之间向下延伸进入外套筒底面以下，外侧注浆管和内侧注浆管的上部管口均

与注浆机的输出口连接。

[0009]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深埋油缸套筒的定位施工装置，在油缸套筒外壁上固定连接护

圈，外套筒位于地槽井孔与油缸套筒之间；在外套筒内壁上固定连接上支撑板并安装纵向

千斤顶和纵向移位传感器，在外套筒内壁上固定连接下支撑板并安装横向千斤顶和横向移

位传感器，通过垂准仪、扫描定位仪和位移调整控制器来调整油缸套筒的中心位置，在外套

筒的内底面上固定定位座套，使油缸套筒底面的定位轴杆插入定位座套，预定位楔子钢板

在油缸套筒中心调整到位后同时楔入上支撑板和油缸套筒之间，防止油缸套筒移位，用注

浆机向地槽井孔和外套筒之间以及外套筒底面以下注入水泥砂浆，使油缸套筒永久精准定

位。

[0010] 通过上述系统的施工安装步骤和自动调整控制技术，实现了油缸套筒的高精度安

装。

[0011] 本发明取得的有益技术效果是：

1、地面钻孔后预埋外套筒，解决了地下水位高的施工困难问题。利用垂准仪使底座定

位中心与预设的油缸套筒的中心投射点重合，为精确安装打下基础。利用扫描仪对各方位

参数调整，通过对各千斤顶加压系统进行调整控制最后的安装精度。

[0012] 、各方位参数调整达到最佳状态时，在上支撑板与油缸套筒之间打入定位楔子钢

板，使油缸套筒定位，防止意外事故影响定位精度，然后将定位楔子钢板焊接在油缸套筒

上，保证油缸套筒固定不移位。

[0013] 、本装置降低了劳动强度，方便了地下安装操作，提高了施工效率，加

快了施工进度，避免了返工现象，保证了施工质量。

附图说明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图1中的F部放大图。

[0017] 图3是是图1中的G部放大图。

[0018] 图4是图1中的A-A视图。

[0019] 图5是图1中的B-B视图。

[0020] 图6是图1中的C-C视图。

[0021] 图7是图1中的D-D视图。

[0022] 图8是图1中的E-E视图。

[0023] 图中各部件标号为：外套筒底座定位中心点1、定位座套2、定位轴杆3、内侧注浆管

4、外侧注浆管5、上支撑板6、定位楔子钢板7、纵向千斤顶8、护圈9、纵向移位传感器10、外套

筒11、油缸套筒12、油缸套筒顶面中心13、扫描定位仪14、油缸套筒投影中心点15、透视圆孔

16、垂准仪17、油缸套筒中心点18、透视孔盖板19、定位平台20、长方形地槽21、固定架22、孔

口定位盘23、信号控制线24、位移调整控制器25、横向移位传感器26、横向千斤顶27、下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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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28、地槽井孔29、电子坐标码区30、条码刻度尺31、扫描定位仪滑槽  32。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采用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深埋油缸套筒的定位施工装置施工步骤：

A，在地面挖开长方形地槽21，在地槽底面的设计孔位向下钻地槽井孔29，将外套筒11

吊入地槽井孔29内，使外套筒11顶面高于长方形地槽21底面300～500mm，外套筒11与槽底

沉井29间注浆固定。

[0025] ，架设垂准仪17，使垂准仪17沿着预设的油缸套筒12的中心垂直向下投射至外套

筒底座定位中心点1上，将定位座套2垂直焊接在外套筒11内底上。使外套筒底座定位中心

点1与预设的油缸套筒12的中心投射点重合。

[0026] ，吊放油缸套筒12，将油缸套筒12底面的定位轴杆3嵌入敞口定位座套2内。在上支

撑板6上安装纵向千斤顶8；将纵向移位传感器10的磁座固定在外套筒11内壁上，纵向移位

传感器10的顶针与油缸套筒的护圈9顶面接触。在下支撑板28上安装横向千斤顶27，横向千

斤顶27顶在外套筒11与油缸套筒1之间,将横向移位传感器28的磁座固定在外套筒11内壁

上，横向移位传感器28的顶针与油缸套筒12外壁接触。

[0027] ，在油缸套筒12上方架设装有扫描定位仪14的固定架22，调平扫描定位仪14，将连

接线与各装置连接，使扫描定位仪14与油缸套筒12顶面距离小于500mm，在位移调整控制器

25中设置坐标O点、坐标方向、调整各方向位移值等参数。在油缸套筒12顶部安装带电子坐

标码区30的孔口定位盘23，将坐标码设定为油缸套筒12的中心坐标。

[0028] ，检查安装及设置达到技术要求后，首先开启扫描定位仪14的高程位置调整模式，

根据设计值对高程进行调整，使其最终满足技术要求；然后开启平面位置调整模式，通过计

算控制各个千斤顶加压系统进行调整，逐渐使扫描定位仪14与油缸套筒12的中心重合，通

过重复切换高程位置调整模式和平面位置调整模式，使其高程和平面误差达到设计要求，

在持续15～20分钟后，确认位置保持不变后固定调整模式。

[0029] ，在上支撑板6与油缸套筒12之间楔入定位楔子钢板7，并将定位楔子钢板7焊接在

油缸套筒12上，保证油缸套筒12定位之后不再移位，防止意外事故碰撞，然后将外套筒11顶

部与油缸套筒12外壁间焊接牢固，在油缸套筒12和外套筒11的间隙以及外套筒11底面以下

灌水泥砂浆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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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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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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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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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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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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