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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北斗定位的多矢量边坡监测锚杆及监

测方法。该边坡监测锚杆由4个部件构成：端部信

号接收输出器、多节传感器内芯、液压三尖锚固

头、外套护筒。端部信号接收输出器主要接收北

斗卫星定位信号。多节传感器内芯是核心部件，

它如锚杆一样打设到边坡内部，并通过锚固圈与

周围土体或岩体多点锚固，内置轴向应力传感

器、扭矩传感器和轴向应变传感器，通过线缆汇

集到端部信号接收输出器中。液压三尖锚固头在

多节传感器内芯内部将锚固圈顶出膨胀，与周围

土体或围岩锚固起来。外套护筒是成孔后打设多

节传感器内芯时作为保护之用。本发明采用北斗

定位导航初步监测滑坡发生的趋势，再通过精细

传感器确定滑坡危险位置，为滑坡预警和工程抗

滑处置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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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北斗定位的多矢量边坡监测锚杆，其整体结构包含4个部分：1)端部信号接

收输出器、2)多节传感器内芯、3)液压三尖锚固头、4)外套护筒，其特征是：

1)、所述的端部信号接收输出器由北斗卫星定位接收器、无线数据发射传输单元组成，

通过北斗卫星定位接收器接收北斗卫星的信号，实时确定位置信息，并通过无线数据发射

传输单元发送到远端数据采集点，端部信号接收输出器与多节传感器内芯末端相连，所有

传感器的信号电缆汇总连接到端部信号接收输出器；

2)、所述的多节传感器内芯由多个金属锚固圈和柔性连接段组成，连成一节一节的圆

柱状结构，金属锚固圈通过液压三尖锚固头向外扩大，与周围的土体或者围岩锚固在一起，

柔性连接段处于两个金属锚固圈之间，上面布置轴向应力传感器、扭矩传感器和轴向应变

传感器，通过线缆汇集到端部信号接收输出器中；

3)、所述的液压三尖锚固头是金属长杆状结构，液压三尖锚固头内部有液压油管路，端

部有三尖顶杆，在液压的作用下向外顶出，将金属锚固圈顶出变形，与周围土体或者围岩形

成锚固咬合，多节传感器内芯的线缆从液压三尖锚固头上的三尖顶杆间隙穿过，不影响液

压三尖锚固头的移动和向外顶出；

4)、所述的外套护筒是圆筒形结构，两端均不封口，在锚孔成孔后插入孔内，将外套护

筒内残留土体清理干净后放入多节传感器内芯，然后拔出外套护筒，使得多节传感器内芯

直接接触土体或者围岩。

2.基于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北斗定位的多矢量边坡监测锚杆的监测方法：

1)、确定监测锚杆打设位置和打设深度，按照打设深度制作相应长度的多节传感器内

芯；

2)、在预定位置钻孔到预定深度，放入外套护筒后清孔，在外套护筒内放入多节传感器

内芯，将外套护筒拔出；

3)、将液压三尖锚固头深入多节传感器内芯内部，注意避开线缆，找准多节传感器内芯

上的金属锚固圈，顶撑三尖顶杆，向外将金属锚固圈顶出变形，与周围土体或者围岩形成锚

固咬合，以此方式从深处向外依次将每个金属锚固圈顶出变形咬合到土体或围岩中；

4)、将传感器线缆与端部信号接收输出器相连接，将端部信号接收输出器与多节传感

器内芯的末端相连接；

5)、开启端部信号接收输出器上的卫星信号接收开关和数据传输开关，监测端部信号

接收输出器上的位置信息，当位置变化过快或者过大时则意味着边坡变形较快或者已经出

现裂缝，此时分析多节传感器内芯每段传感器上的应力值、扭矩值与应变值，找出应力值最

大或者扭矩、应变值较大的部位，则滑坡破坏发生在这个部位附近的深度区域；根据上述数

据分析，考察是否需要报警或者提前进行工程边坡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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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北斗定位的多矢量边坡监测锚杆及监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北斗定位的多矢量边坡监测锚杆及监测方法。在需要进行监

测的边坡坡面或坡肩设置监测锚杆，当边坡有滑动趋势或者产生裂缝变形时，可以通过端

部信号接收输出器接收北斗卫星定位信号，确定整个坡面的大致变形方向，然后根据多节

传感器内芯的传感器数据，获得滑动变形或裂缝产生的具体部位和深度，为边坡加固和滑

坡预警提供决策数据。本发明采用无人值守的工作形式，所有数据均通过无线传输，在室内

定期接收相关数据即可进行分析，减少了人员在野外危险区域逗留的时间。本发明采用北

斗定位导航初步监测滑坡发生的趋势，再通过精细传感器确定滑坡危险位置和可能滑动

面，为滑坡预警和工程抗滑处置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撑。属于边坡工程、岩土工程等技术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边坡稳定问题由于受其复杂的地质条件的影响，一直是岩土工程界关注的焦点问

题。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的工程活动必然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同时，由

于工程场地的可选余地正在减少，工程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地质条件。因

此，在进行边坡设计时需要更多的考虑边坡的地质条件对其稳定性的影响及其变化趋势。

长期以来，工程地质界、岩土力学界对边坡稳定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至今仍难以找

到准确评价的理论和方法。比较有效地处理这类问题的方法，就是理论分析、专家群体经验

知识和监测控制系统相结合的综合集成的理论和方法。可见边坡监测与反馈分析是边坡工

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为了使监测与反馈符合岩土工程动态优化设计和信息化施工

的要求，需要建立监测信息快速反馈分析技术。因此本发明针对边坡监测信息快速获取与

传递分析，提出了北斗卫星定位外加应力、扭矩、应变等多矢量传感器监测仪器及监测方

法，能够快速获取边坡的变形信息与稳定情况，为快速预警与反馈分析提供了及时的数据

支撑。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出一种基于北斗定位的多矢量边坡监测锚杆及监测方法。该边坡监测锚

杆由4个部件构成：端部信号接收输出器、多节传感器内芯、液压三尖锚固头、外套护筒。端

部信号接收输出器主要接收北斗卫星定位信号，同时将多节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无线传输

到处理站。多节传感器内芯是核心部件，它如锚杆一样打设到边坡内部，并通过锚固圈与周

围土体或岩体多点锚固，内置轴向应力传感器、扭矩传感器和轴向应变传感器，通过线缆汇

集到端部信号接收输出器中。液压三尖锚固头在多节传感器内芯内部将锚固圈顶出膨胀，

与周围土体或围岩锚固起来。外套护筒是成孔后打设多节传感器内芯时作为保护之用。当

边坡有滑动趋势或者产生裂缝变形时，可以通过端部信号接收输出器接收北斗卫星定位信

号，确定整个坡面的大致变形方向，然后根据多节传感器内芯的传感器数据，获得滑动变形

或裂缝产生的具体部位和深度，为边坡加固和滑坡预警提供决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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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 本发明的解决方案

[0005] 本发明提出一种基于北斗定位的多矢量边坡监测锚杆，其整体结构包含4个部分：

1)端部信号接收输出器、2)多节传感器内芯、3)液压三尖锚固头、4)外套护筒。

[0006] 其中1)端部信号接收输出器由北斗卫星定位接收器、无线数据发射传输单元组

成，通过北斗卫星定位接收器接收北斗卫星的信号，实时确定位置信息，并通过无线数据发

射传输单元发送到远端数据采集点，端部信号接收输出器与多节传感器内芯末端相连，所

有传感器的信号电缆汇总连接到端部信号接收输出器；

[0007] 其中2)多节传感器内芯由多个金属锚固圈和柔性连接段组成，连成一节一节的圆

柱状结构，金属锚固圈可以通过液压三尖锚固头向外扩大，与周围的土体或者围岩锚固在

一起，柔性连接段处于两个金属锚固圈之间，上面布置轴向应力传感器、扭矩传感器和轴向

应变传感器，通过线缆汇集到端部信号接收输出器中；

[0008] 其中3)液压三尖锚固头是金属长杆状结构，液压三尖锚固头内部有液压油管路，

端部有三尖顶杆，在液压的作用下向外顶出，将金属锚固圈顶出变形，与周围土体或者围岩

形成锚固咬合，多节传感器内芯的线缆可以从液压三尖锚固头上的三尖顶杆间隙穿过，不

影响液压三尖锚固头的移动和向外顶出；

[0009] 其中4)外套护筒是圆筒形结构，两端均不封口，在锚孔成孔后插入孔内，将外套护

筒内残留土体清理干净后放入多节传感器内芯，然后拔出外套护筒，使得多节传感器内芯

直接接触土体或者围岩；

[0010] 2、如前所述的一种基于北斗定位的多矢量边坡监测锚杆的监测方法：

[0011] 1)、确定监测锚杆打设位置和打设深度，按照打设深度制作相应长度的多节传感

器内芯；

[0012] 2)、在预定位置钻孔到预定深度，放入外套护筒后清孔，在外套护筒内放入多节传

感器内芯，将外套护筒拔出；

[0013] 3)、将液压三尖锚固头深入多节传感器内芯内部，注意避开线缆，找准多节传感器

内芯上的金属锚固圈，顶撑三尖顶杆，向外将金属锚固圈顶出变形，与周围土体或者围岩形

成锚固咬合，以此方式从深处向外依次将每个金属锚固圈顶出变形咬合到土体或围岩中；

[0014] 4)、将传感器线缆与端部信号接收输出器相连接，将端部信号接收输出器与多节

传感器内芯的末端相连接；

[0015] 5)、开启端部信号接收输出器上的卫星信号接收开关和数据传输开关，监测端部

信号接收输出器上的位置信息，当位置变化过快或者过大时则意味着边坡变形较快或者已

经出现裂缝，此时分析多节传感器内芯每段传感器上的应力值、扭矩值与应变值，找出应力

值最大或者扭矩、应变值较大的部位，则滑坡破坏发生在这个部位附近的深度区域；根据上

述数据分析，考察是否需要报警或者提前进行工程边坡加固。

[0016] 本发明的优点

[001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基于北斗定位的多矢量边坡监测锚杆及监测方法。在

需要进行监测的边坡坡面或坡肩设置监测锚杆，当边坡有滑动趋势或者产生裂缝变形时，

可以通过端部信号接收输出器接收北斗卫星定位信号，确定整个坡面的大致变形方向，然

后根据多节传感器内芯的传感器数据，获得滑动变形或裂缝产生的具体部位和深度，为边

坡加固和滑坡预警提供决策数据。本发明采用无人值守的工作形式，所有数据均通过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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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在室内定期接收相关数据即可进行分析，减少了人员在野外危险区域逗留的时间。本

发明采用北斗定位导航初步监测滑坡发生的趋势，再通过精细传感器确定滑坡危险位置和

可能滑动面，为滑坡预警和工程抗滑处置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撑。。

附图说明

[0018] 附图1为端部信号接收输出器的示意图

[0019] 附图2为多节传感器内芯的示意图

[0020] 附图3为液压三尖锚固头的示意图

[0021] 附图4为三尖顶杆顶撑工作的示意图

[0022] 附图5为外套护筒的示意图

[0023] 附图6为整体锚杆工作的示意图

[0024] 图中：1)端部信号接收输出器，2)北斗卫星定位接收器，3)多节传感器内芯，4)金

属锚固圈，5)柔性连接段，6)轴向应力传感器、扭矩传感器和轴向应变传感器，7)线缆，8)液

压三尖锚固头，9)三尖顶杆，10)外套护筒。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一种基于北斗定位的多矢量边坡监测锚杆，其整体结构包含4个部分：端部信号接

收输出器、多节传感器内芯、液压三尖锚固头、外套护筒。

[0026] 结构中的端部信号接收输出器1)由北斗卫星定位接收器2)、无线数据发射传输单

元组成，通过北斗卫星定位接收器2)接收北斗卫星的信号，实时确定位置信息，并通过无线

数据发射传输单元发送到远端数据采集点，端部信号接收输出器1)与多节传感器内芯3)末

端相连，所有传感器的信号电缆汇总连接到端部信号接收输出器1)；

[0027] 结构中的多节传感器内芯3)由多个金属锚固圈4)和柔性连接段5)组成，连成一节

一节的圆柱状结构，金属锚固圈4)可以通过液压三尖锚固头8)向外扩大，与周围的土体或

者围岩锚固在一起，柔性连接段5)处于两个金属锚固圈4)之间，上面布置轴向应力传感器、

扭矩传感器和轴向应变传感器6)，通过线缆7)汇集到端部信号接收输出器1)中；

[0028] 结构中的液压三尖锚固头8)是金属长杆状结构，液压三尖锚固头8)内部有液压油

管路，端部有三尖顶杆9)，在液压的作用下向外顶出，将金属锚固圈4)顶出变形，与周围土

体或者围岩形成锚固咬合，多节传感器内芯3)的线缆7)可以从液压三尖锚固头8)上的三尖

顶杆9)间隙穿过，不影响液压三尖锚固头8)的移动和向外顶出；

[0029] 结构中的外套护筒10)是圆筒形结构，两端均不封口，在锚孔成孔后插入孔内，将

外套护筒10)内残留土体清理干净后放入多节传感器内芯3)，然后拔出外套护筒10)，使得

多节传感器内芯3)直接接触土体或者围岩；

[0030] 如前所述的一种基于北斗定位的多矢量边坡监测锚杆的监测方法：

[0031] 1)、确定监测锚杆打设位置和打设深度，按照打设深度制作相应长度的多节传感

器内芯3)；

[0032] 2)、在预定位置钻孔到预定深度，放入外套护筒10)后清孔，在外套护筒10)内放入

多节传感器内芯3)，将外套护筒10)拔出；

[0033] 3)、将液压三尖锚固头8)深入多节传感器内芯3)内部，注意避开线缆7)，找准多节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9518736 A

5



传感器内芯3)上的金属锚固圈4)，顶撑三尖顶杆9)，向外将金属锚固圈4)顶出变形，与周围

土体或者围岩形成锚固咬合，以此方式从深处向外依次将每个金属锚固圈4)顶出变形咬合

到土体或围岩中；

[0034] 4)、将传感器线缆7)与端部信号接收输出器1)相连接，将端部信号接收输出器1)

与多节传感器内芯3)的末端相连接；

[0035] 5)、开启端部信号接收输出器1)上的卫星信号接收开关和数据传输开关，监测端

部信号接收输出器上的位置信息，当位置变化过快或者过大时则意味着边坡变形较快或者

已经出现裂缝，此时分析多节传感器内芯3)每段传感器上的应力值、扭矩值与应变值，找出

应力值最大或者扭矩、应变值较大的部位，则滑坡破坏发生在这个部位附近的深度区域；根

据上述数据分析，考察是否需要报警或者提前进行工程边坡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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