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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深厚回填土地基的深

层沉降观测装置及使用方法，属于基础工程技术

领域。该用于深厚回填土地基的深层沉降观测装

置，包括若干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地面上顶层

的若干个指针和地面下最底层的底盘，每层深层

沉降观测结构均包括测量杆、沉降盘、立杆、土工

格栅、连接套筒、套管、边缘孔和中心孔，地面下

最底层的底盘顶面上设有立杆。本装置结构简便

可靠、安装简单、量测精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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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深厚回填土地基的深层沉降观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若干层深层沉降

观测结构、地面上顶层的若干个指针（1）和地面下最底层的底盘（4），每层深层沉降观测结

构均包括测量杆（2）、沉降盘（3）、立杆（6）、土工格栅（7）、连接套筒（8）、套管（9）、边缘孔

（11）和中心孔（12），地面下最底层的底盘（4）顶面上设有立杆（6），立杆（6）顶部穿过第一层

深层沉降观测结构的沉降盘（3）中心位置的中心孔（12），沉降盘（3）盘面圆周位置处均匀设

有边缘孔（11），边缘孔（11）内插入测量杆（2），第一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中沉降盘（3）中的

边缘孔（11）与测量杆（2）通过螺母（10）固定，每层的沉降盘（3）表面设有土工格栅（7），地面

下的每层测量杆（2）外部均设有套管（9），第二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中第二层深层沉降观测

结构的立杆（6）与第一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的立杆（6）通过连接套筒（8）连接，第二层深层

沉降观测结构的立杆（6）顶部穿过第二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的沉降盘（3）中心位置的中心

孔（12），沉降盘（3）盘面圆周位置处均匀设有边缘孔（11），边缘孔（11）内插入测量杆（2），第

二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的套管（9）与第一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套管（9）通过连接套筒（8）连

接，依次类推，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出若干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直至最顶层中的测量杆（2）

和立杆（6）伸出地面，伸出地面的立杆（6）表面设有刻度尺（5），伸出地面的每个测量杆（2）

上设有一个指针（1），指针（1）指向立杆（6）的刻度尺（5）进行读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深厚回填土地基的深层沉降观测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测量杆（2）为每段长度3~5米、直径1.5厘米的圆钢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深厚回填土地基的深层沉降观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沉降盘（3）为厚度1厘米、直径25厘米的不锈钢质圆盘；沉降盘（3）上的中心孔（12）孔径3.2

厘米；沉降盘（3）的边缘孔（11）孔径2.2厘米，边缘孔（11）分布在以沉降盘（3）中心为圆心、

半径10厘米的圆周线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深厚回填土地基的深层沉降观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底盘（4）为厚度1.5厘米、直径30厘米的不锈钢质圆盘。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深厚回填土地基的深层沉降观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刻度尺（5）为0.5~1.0米长的刻度尺，最小刻度为毫米。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深厚回填土地基的深层沉降观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立杆（6）为每段长度3~5米、直径3厘米的圆钢筋。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深厚回填土地基的深层沉降观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土工格栅（7）为双向拉伸土工格栅，直径为4米的圆形土工格栅。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深厚回填土地基的深层沉降观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套管（9）为外径2.0厘米、内径1.8厘米的普通pvc管。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深厚回填土地基的深层沉降观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最顶层中的测量杆（2）和立杆（6）伸出地面1米。

10.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至9任一所述的用于深厚回填土地基的深层沉降观测装置的使

用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1、装置设计加工，根据回填土厚度及沉降观测分层数，设计测量杆（2）长度、计算

测量杆（2）分段数量，设计立杆（6）长度、计算立杆（6）分段数量；确定沉降盘（3）的数量、不

同深度沉降盘（3）上的边缘孔（11）的数量；

步骤2、开挖试坑，在老土中开挖直径40~50厘米、深度0.5~1.0米的圆试坑，坑底浇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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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厘米的素混凝土垫层找平；

步骤3、安装底盘（4），将底盘（4）放置在圆坑中心，将第一段立杆（6）竖直焊接在底盘

（4）圆心位置；

步骤4、分层安装沉降测点，回填至第一个待测沉降点高度，通过中心孔（12）将第一个

沉降盘（3）套在立杆（6）上；安装第一个测量杆（2），测量杆（2）底端加工有螺纹、用螺母（10）

与沉降盘（3）的边缘孔（11）固定连接；以立杆（6）为中心，在沉降盘（3）上放置一层土工格栅

（7），在土工格栅（7）上进行回填土施工，至第二待测沉降点高度；放置第二个沉降盘（3），在

边缘孔（11）上安装第二个测量杆（2）；同时，第一个测量杆（2）穿过第二个沉降盘（3）的边缘

孔（11），第二个沉降盘（3）及后续沉降盘（3）的可以自由沉降，重复以上操作，直至接近填土

表面的最后一个沉降测点安装完成；

步骤5、在测量杆（2）杆顶部焊接指针（1），在立杆（6）顶端黏贴刻度尺（5），进行深层沉

降观测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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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深厚回填土地基的深层沉降观测装置及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深厚回填土地基的深层沉降观测装置及使用方法，属于基础

工程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程建设蓬勃发展，产生大量高填方工程，如有些山区新建机场

工程回填土厚度达百米。回填土地基如填筑质量控制不好，会产生显著的工后沉降问题，导

致上层建构筑物出现沉降或差异沉降。当（差异）沉降量超过允许值后就可能影响建构筑物

的正常使用，甚至产生安全问题。因此，必须准确量回填土地基的沉降测以判断其发展趋

势。

[0003] 目前，工程中地基深层沉降观测常采用磁环式沉降仪。但磁环式沉降仪存在如下

缺点：1）精度低，一般在1cm；2）磁环随周边土体升降不敏感；3）磁环式沉降仪埋设方法是钻

机成孔后埋设仪器再回填，其测量得到的沉降值是钻孔内回填土的沉降，而不完全是地基

土的实际沉降。

[0004] 发明专利201710884886.4公开了一种土体深层沉降的测量装置及其使用方法，装

置包括：沉降板套筒；上钢板及下钢板；第一齿轮；第二齿轮，其至少为两个，且其可转动的

设置在所述上钢板及下钢板之间，第一齿轮与第二齿轮相互齿合；引伸杆；金属杆，其至少

为两个且与所述第二齿轮一一对应，金属杆的上端固定在与其对应的第二齿轮下表面的中

心，金属杆的下端竖直向下依次穿出所述下钢板及沉降板套筒的下端；沉降扇叶，其至少为

两个且与所述金属杆一一对应，沉降扇叶的一端垂直连接在与其对应的金属杆的下端。该

装置构件复杂、安装精度要求高，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失效。

[0005] 因此，迫切需要研发一套结构简便、量测精度高、安装施工简单的深厚回填土地基

深层沉降观测装置。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及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深厚回填土地基的深

层沉降观测装置及使用方法。本发明解决了深厚回填土地基的土体深层沉降分层量测难

题。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7] 一种用于深厚回填土地基的深层沉降观测装置，包括若干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

地面上顶层的若干个指针1和地面下最底层的底盘4，每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均包括测量杆

2、沉降盘3、立杆6、土工格栅7、连接套筒8、套管9、边缘孔11和中心孔12，地面下最底层的底

盘4顶面上设有立杆6，立杆6顶部穿过第一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的沉降盘3中心位置的中心

孔12，沉降盘3盘面圆周位置处均匀设有边缘孔11，边缘孔11内插入测量杆2，第一层深层沉

降观测结构中沉降盘3中的边缘孔11与测量杆2通过螺母10固定，每层的沉降盘3表面设有

土工格栅7，地面下的每层测量杆2外部均设有套管9，第二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中第二层深

层沉降观测结构的立杆6与第一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的立杆6通过连接套筒8连接，第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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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沉降观测结构的立杆6顶部穿过第二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的沉降盘3中心位置的中心

孔12，沉降盘3盘面圆周位置处均匀设有边缘孔11，边缘孔11内插入测量杆2，第二层深层沉

降观测结构的套管9与第一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套管9通过连接套筒8连接，依次类推，根据

实际情况设计出若干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直至最顶层中的测量杆2和立杆6伸出地面，伸

出地面的立杆6表面设有刻度尺5，伸出地面的每个测量杆2上设有一个指针1，指针1指向立

杆6的刻度尺5进行读数。

[0008] 所述测量杆2为每段长度3~5米、直径1.5厘米的圆钢筋。

[0009] 所述沉降盘3为厚度1厘米、直径25厘米的不锈钢质圆盘；沉降盘3上的中心孔12孔

径3.2厘米；沉降盘3的边缘孔11孔径2.2厘米，边缘孔11分布在以沉降盘3中心为圆心、半径

10厘米的圆周线上。

[0010] 所述底盘4为厚度1.5厘米、直径30厘米的不锈钢质圆盘。

[0011] 所述刻度尺5为0.5~1.0米长的刻度尺，最小刻度为毫米。

[0012] 所述立杆6为每段长度3~5米、直径3厘米的圆钢筋。

[0013] 所述土工格栅7为双向拉伸土工格栅，直径为4米的圆形土工格栅。

[0014] 所述套管9为外径2.0厘米、内径1.8厘米的普通pvc管。

[0015] 所述最顶层中的测量杆2和立杆6伸出地面1米。

[0016] 一种用于深厚回填土地基的深层沉降观测装置的使用方法：

步骤1、装置设计加工，根据回填土厚度及沉降观测分层数，设计测量杆2长度、计算测

量杆2分段数量，设计立杆6长度、计算立杆6分段数量；确定沉降盘3的数量、不同深度沉降

盘3上的边缘孔11的数量；

步骤2、开挖试坑，在老土中开挖直径40~50厘米、深度0.5~1.0米的圆试坑，坑底浇筑15

~20厘米的素混凝土垫层找平；

步骤3、安装底盘4，将底盘4放置在圆坑中心，将第一段立杆6竖直焊接在底盘4圆心位

置；

步骤4、分层安装沉降测点，回填至第一个待测沉降点高度，通过中心孔12将第一个沉

降盘3套在立杆6上；安装第一个测量杆2，测量杆2底端加工有螺纹、用螺母10与沉降盘3的

边缘孔11固定连接；以立杆6为中心，在沉降盘3上放置一层土工格栅7，在土工格栅7上进行

回填土施工，至第二待测沉降点高度；放置第二个沉降盘3，在边缘孔11上安装第二个测量

杆2；同时，第一个测量杆2穿过第二个沉降盘3的边缘孔11，第二个沉降盘3及后续沉降盘3

的可以自由沉降，重复以上操作，直至接近填土表面的最后一个沉降测点安装完成。

[0017] 步骤5、在测量杆2杆顶部焊接指针1，在立杆6顶端黏贴刻度尺5，进行深层沉降观

测并记录。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装置结构简便可靠、安装简单、量测精度高。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深层沉降观测装置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A-A向剖视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测量杆的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立杆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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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图中：1-指针，2-测量杆，3-沉降盘，4-底盘，5-刻度尺，6-立杆，7-土工格栅，8-连

接套筒，9-套管，10-螺母，11-边缘孔，12-中心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2] 实施例1

如图1至4所示，该用于深厚回填土地基的深层沉降观测装置，包括四层深层沉降观测

结构、地面上顶层的四个指针1和地面下最底层的底盘4，每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均包括测

量杆2、沉降盘3、立杆6、土工格栅7、连接套筒8、套管9、边缘孔11和中心孔12，地面下最底层

的底盘4顶面上设有立杆6，立杆6顶部穿过第一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的沉降盘3中心位置的

中心孔12，沉降盘3盘面圆周位置处均匀设有边缘孔11，边缘孔11内插入测量杆2，第一层深

层沉降观测结构中沉降盘3中的边缘孔11与测量杆2通过螺母10固定，每层的沉降盘3表面

设有土工格栅7，地面下的每层测量杆2外部均设有套管9，第二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中第二

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的立杆6与第一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的立杆6通过连接套筒8连接，第

二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的立杆6顶部穿过第二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的沉降盘3中心位置的

中心孔12，沉降盘3盘面圆周位置处均匀设有边缘孔11，边缘孔11内插入测量杆2，第二层深

层沉降观测结构的套管9与第一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套管9通过连接套筒8连接，依次类推，

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出若干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直至最顶层中的测量杆2和立杆6伸出地

面，伸出地面的立杆6表面设有刻度尺5，伸出地面的每个测量杆2上设有一个指针1，指针1

指向立杆6的刻度尺5进行读数。

[0023] 其中测量杆2为每段长度3米、直径1.5厘米的圆钢筋；沉降盘3为厚度1厘米、直径

25厘米的不锈钢质圆盘；沉降盘3上的中心孔12孔径3.2厘米；边缘孔11分布在以沉降盘3中

心为圆心、半径10厘米的圆周线上，第一层沉降盘3边缘设置有1个直径2.2厘米的边缘孔

11，第一层沉降盘3边缘设置有1个直径2.2厘米的边缘孔11，第二层沉降盘3边缘设置有2个

直径2.2厘米的边缘孔11；第三层沉降盘3边缘设置有3个直径2.2厘米的边缘孔11；底盘4为

厚度1.5厘米、直径30厘米的不锈钢质圆盘；刻度尺5为0.5~1.0米长的刻度尺，最小刻度为

毫米；立杆6为每段长度3米、直径3厘米的圆钢筋；土工格栅7为双向拉伸土工格栅，直径为4

米的圆形土工格栅；套管9为外径2.0厘米、内径1.8厘米的普通pvc管；最顶层中的测量杆2

和立杆6伸出地面1米。

[0024] 该用于深厚回填土地基的深层沉降观测装置的使用方法：

步骤1、装置设计加工，根据回填土厚度及沉降观测分层数，设计测量杆2长度、计算测

量杆2分段数量，设计立杆6长度、计算立杆6分段数量；确定沉降盘3的数量、不同深度沉降

盘3上的边缘孔11的数量；

步骤2、开挖试坑，在老土中开挖直径40~50厘米、深度0.5~1.0米的圆试坑，坑底浇筑15

~20厘米的素混凝土垫层找平；

步骤3、安装底盘4，将底盘4放置在圆坑中心，将第一段立杆6竖直焊接在底盘4圆心位

置；

步骤4、分层安装沉降测点，回填至第一个待测沉降点高度，通过中心孔12将第一个沉

降盘3套在立杆6上；安装第一个测量杆2，测量杆2底端加工有螺纹、用螺母10与沉降盘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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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孔11固定连接；以立杆6为中心，在沉降盘3上放置一层土工格栅7，在土工格栅7上进行

回填土施工，至第二待测沉降点高度；放置第二个沉降盘3，在边缘孔11上安装第二个测量

杆2；同时，第一个测量杆2穿过第二个沉降盘3的边缘孔11，第二个沉降盘3及后续沉降盘3

的可以自由沉降，重复以上操作，直至接近填土表面的最后一个沉降测点安装完成。

[0025] 步骤5、在测量杆2杆顶部焊接指针1，在立杆6顶端黏贴刻度尺5，进行深层沉降观

测并记录。

[0026] 实施例2

该用于深厚回填土地基的深层沉降观测装置，包括若干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地面上

顶层的若干个指针1和地面下最底层的底盘4，每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均包括测量杆2、沉降

盘3、立杆6、土工格栅7、连接套筒8、套管9、边缘孔11和中心孔12，地面下最底层的底盘4顶

面上设有立杆6，立杆6顶部穿过第一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的沉降盘3中心位置的中心孔12，

沉降盘3盘面圆周位置处均匀设有边缘孔11，边缘孔11内插入测量杆2，第一层深层沉降观

测结构中沉降盘3中的边缘孔11与测量杆2通过螺母10固定，每层的沉降盘3表面设有土工

格栅7，地面下的每层测量杆2外部均设有套管9，第二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中第二层深层沉

降观测结构的立杆6与第一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的立杆6通过连接套筒8连接，第二层深层

沉降观测结构的立杆6顶部穿过第二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的沉降盘3中心位置的中心孔12，

沉降盘3盘面圆周位置处均匀设有边缘孔11，边缘孔11内插入测量杆2，第二层深层沉降观

测结构的套管9与第一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套管9通过连接套筒8连接，依次类推，根据实际

情况设计出若干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直至最顶层中的测量杆2和立杆6伸出地面，伸出地

面的立杆6表面设有刻度尺5，伸出地面的每个测量杆2上设有一个指针1，指针1指向立杆6

的刻度尺5进行读数。

[0027] 其中测量杆2为每段长度5米、直径1.5厘米的圆钢筋；沉降盘3为厚度1厘米、直径

25厘米的不锈钢质圆盘；沉降盘3上的中心孔12孔径3.2厘米；沉降盘3的边缘孔11孔径2.2

厘米，边缘孔11分布在以沉降盘3中心为圆心、半径10厘米的圆周线上；底盘4为厚度1.5厘

米、直径30厘米的不锈钢质圆盘；刻度尺5为0.5~1.0米长的刻度尺，最小刻度为毫米；所述

立杆6为每段长度5米、直径3厘米的圆钢筋；所述土工格栅7为双向拉伸土工格栅，直径为4

米的圆形土工格栅；套管9为外径2.0厘米、内径1.8厘米的普通pvc管；最顶层中的测量杆2

和立杆6伸出地面1米。

[0028] 实施例3

该用于深厚回填土地基的深层沉降观测装置，包括若干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地面上

顶层的若干个指针1和地面下最底层的底盘4，每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均包括测量杆2、沉降

盘3、立杆6、土工格栅7、连接套筒8、套管9、边缘孔11和中心孔12，地面下最底层的底盘4顶

面上设有立杆6，立杆6顶部穿过第一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的沉降盘3中心位置的中心孔12，

沉降盘3盘面圆周位置处均匀设有边缘孔11，边缘孔11内插入测量杆2，第一层深层沉降观

测结构中沉降盘3中的边缘孔11与测量杆2通过螺母10固定，每层的沉降盘3表面设有土工

格栅7，地面下的每层测量杆2外部均设有套管9，第二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中第二层深层沉

降观测结构的立杆6与第一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的立杆6通过连接套筒8连接，第二层深层

沉降观测结构的立杆6顶部穿过第二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的沉降盘3中心位置的中心孔12，

沉降盘3盘面圆周位置处均匀设有边缘孔11，边缘孔11内插入测量杆2，第二层深层沉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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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结构的套管9与第一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套管9通过连接套筒8连接，依次类推，根据实际

情况设计出若干层深层沉降观测结构，直至最顶层中的测量杆2和立杆6伸出地面，伸出地

面的立杆6表面设有刻度尺5，伸出地面的每个测量杆2上设有一个指针1，指针1指向立杆6

的刻度尺5进行读数。

[0029] 其中测量杆2为每段长度4米、直径1.5厘米的圆钢筋；沉降盘3为厚度1厘米、直径

25厘米的不锈钢质圆盘；沉降盘3上的中心孔12孔径3.2厘米；沉降盘3的边缘孔11孔径2.2

厘米，边缘孔11分布在以沉降盘3中心为圆心、半径10厘米的圆周线上；底盘4为厚度1.5厘

米、直径30厘米的不锈钢质圆盘；刻度尺5为0.5~1.0米长的刻度尺，最小刻度为毫米；所述

立杆6为每段长度4米、直径3厘米的圆钢筋；所述土工格栅7为双向拉伸土工格栅，直径为4

米的圆形土工格栅；套管9为外径2.0厘米、内径1.8厘米的普通pvc管；最顶层中的测量杆2

和立杆6伸出地面1米。

[0030] 以上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

实施方式，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

提下作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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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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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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