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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产品概括  

静压式静力水准仪是监测工程沉降系统中的重要底层监测传感器；静力水准测量系统是通过测量两点间

或多点间液面沉降相对液面高度变化的精密仪器。主要用于大坝、核电站、风力电站、高层建筑、矿山、滑

坡、桥梁等垂直位移和倾斜的监测。静力水准系统一般安装在被测物体等高的测墩（基台）上或被测物体墙

壁等高线上，通常采用模块化自动测量单元采集数据，通过有线或无线通讯与计算机连接，从而实现自动化

观测。 

第二部分 监测系统组成及工作原理 

系统组成 

静力水准监测系统由采集器、一只基准点静力水准仪和若干只监测点静力水准仪，通过水准仪的安装架、

数据传输线缆、液体连通管及固定配件、大气连通管及固定配件、干燥管、液体等组成。安装方式分为测墩

平装式安装和墙壁侧装式安装两种方式，视现场条件和设计要求选定。 

 

系统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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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工作原理 

静力水准监测系统由监测点传感器、基准点传感器、液箱、采集器、数据处理中心组成，传感监测系统

至少由三只传感器组成，其中一个基准点和至少 2 个监测点组成。采集系统实时或按设定时间、频率采集监

测点的数据和基准点的数据传输至数据处理中心，数据处理中心通过对各时间段采集是数据综合分析对比，

得出监测点的沉降数据，以此来判定被监测点是否处于安全状态。 

所有静力水准仪的压力通过管道以串联或并联形式连接至贮液箱的接口上，贮液箱内注入液体后，液体

通过液管传输到每一个静力水准仪的压力腔内，同时排除腔体和管道内的空气以减少空气在冷热状态下对传

感器精度的影响；当液体液面完全静止后系统中所有连通容器内的液面应同在一个大地水准面上，此时每一

容器的液位由传感器测出差异沉降。 

为保证测量的准确性及应用有效性，多个监测点与监测点相邻之间的距离应控制在 30 米以内，具体间

距布设由设计单位依据现场工况确定。 

 

测量原理 

设传感器的测量范围为 0～1000mmH2O，基准点与液箱的液面高度差值为 800mm，液体介质为：水，

密度按 1 代入，则 1000mmH2O 产生的压力为 9.8KPa；基准点固定不变，则基准点传感器检测出液位高度

带来的压力值为 7.84KPa，通过数据中心转换显示液位高度值：800mmH2O，此数据为基准参考数值； 

监测点以基准点为参考，按段位布置后，每个监测点必然存在些许安装误差，此数值不影响后续的数据

分析，在后续的数据对比中代入基准数值即可，可以忽略；假设：1#监测点安装后实际显示高度 815mm，

2#监测点安装后实际显示高度 795mm，3#监测点安装后实际显示高低 815mm，4#监测点安装后时间显示

高度 802mm，则以基准点为数值参考，其余四段监测点的差值作为初始误差补偿，通过软件设定后成为常

态，之后便可以开始实时监测沉降。忽略液体水的日常蒸发，若每天监测的数据对比中，监测点段显示的高

度值与基准点差值成规律差值增加，则可判定地面有缓慢沉降；若监测点段显示的高度值与基准点的差值增

加且不规律，则地面沉降可能存在安全隐患，需要及时反应作出应对措施来避免安全隐患。下图为监测原理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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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准仪参数 

 产品型号：PT124B-226E 

 测量范围：0～500mmH2O；0～1000mmH2O；0～1500mmH2O；0～2500mmH2O； 

 输出信号：RS485 

 精度：0.05%F.S 

 供电：9～24V DC 

 防护等级：IP67 

 压力介质：水、防冻液、硅油 

 电气连接：防水四芯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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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结构图 

 

第三部分 监测系统的安装 

概括 

初次安装监测系统时，需结合现场施工情况遵循先后主次的顺序操作，合理的规划安装顺序可有效避免

安装过程的失误造成的返工； 

正常顺序为： 

1.确定测量基准点的位置和监测点的位置并作出标记； 

2.对基准点进行加固处理，野外条件下需浇筑坚实的基台； 

3.在安装点进行固定螺钉的预设打孔、安装； 

4.分别在各安装点安装静力水准仪传感器和储液箱； 

5.连接液管和气管，并将气管前后端做合理防护； 

6.连接信号输出线； 

7.对监测系统的液管进行注液； 

8.调试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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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基准点 

首先根据设计要求选择基准点，基准点是为监测点做数据支撑依据的基准数据平台，所以，基准点应为

强度坚实可靠的永固体，且不存在沉降的场地。 

安装座或安装架的固定 

安装座为一种特殊定制带防护性能的盒状保护箱，安装支架为“L”形钢板件，在不同的需求场合采用

不同的安装件来固定传感器。在极寒或极热的地区或特殊要求的场地，可以考虑采用带内衬隔温的保护箱；

温差不大的地区，可采用“L”型的安装支架来固定传感器即可，应用在野外的可以匹配一般防护型的护罩。 

保护箱或安装支架与产品的固定是通过四只 M4*8 的内六角螺钉进行固定。 

产品在测点的安装是通过膨胀螺钉或其它适应工况需求的安装方式来固定。 

监测点安装--侧装式 

为适应静力水准仪监测点的安装测量需求，本产品可适应不同工况下的监测点安装形式；例如在大坝的

廊道墙壁、各种隧道墙壁、桥梁、箱梁和桥墩等的测点处以侧装的形式比较合适； 

安装前需先确定标高,根据水准仪的量程和现场工况，传感器高度低于储液罐的高度需控制在测量量程

范围内。安装时，各监测点的位置必然有高低偏差，需注意偏差不能大于测量量程的 1/2。 

各监测点静力水准仪通过用膨胀螺栓固定在墙壁上，静力水准仪墙壁安装时，应考虑观测电缆的走线方

向和保护方法，如果测点与测点之间相距较远时(＞2 米),气管和液管需用线槽或者 PVC 管作为导向支撑并固

定在墙壁上。 

一个断面的距离超过 150 米的时候，应考虑储液箱容量的大小，以便箱内液体可以正常维持测量所需；

特殊场合下，水准仪的需要增加保护罩，炎热地区需在罩内填充隔热泡沫。 

 

 

侧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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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安装--平装式 

平装式测点适用大坝的高铁地基、廊道地基、野外浇筑地基、各种隧道地基等，对于野外浇筑的地基，

需建造相对坚实的测量基台,测量基台的尺寸≥400mm×400mm,高度根据各测点的设计标高而定。 

测量基台的建造有多种应用，简单介绍常用两种：一、混凝土直接浇筑成型，然后在需安装静力水准仪

的位置打孔，安装膨胀螺钉，再将静力水准仪直接固定即可；二、混凝土浇筑时将特定金属底座一并浇筑在

一起，底座的固定螺钉按设定留出，如此，可以安装可拆卸式金属基台，将静力水准仪安装在金属基台上即

可。 

其余安装方式可参照侧装式的安装规范 

若静力水准仪被埋入地下或埋入深度较深，同时，储液箱也被埋入地下的。需在储液箱 上 安 装 一

根通气管引出地面，该条测量线的最后一个水准仪的气管和液管也要引出地面。 

平装式的类型可以依据产品形态分为螺钉固定式和保护箱整体粘接式。 

 

平面安装螺钉固定示意图 

 

平面安装保护箱螺钉固定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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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液容器的安装 

当整个系统各测点的静力水准仪安装地板或安装架固定好后，将静力水准仪贮液筒底板安装在安装地板

或安装架的 3 个调节螺栓上。贮液容器安装完成后应核定和调整各测点高程，使其底板标高基本相同。 

建议传感器安装水平线控制在 400mm 落差范围内，储夜箱安装最佳位置，选择传感器安装位置最高的

一只为参考点，往上平移 300mm 左右的水平位置 

气管头尾需要通大气，做好防水措施，如果太阳直射气管，建议气管做遮阳处理。如总气管长度太长，

可以中间断开，接触大气。 

现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用两个储液箱，头尾各自一个。 

储液箱不要封闭起来，定期检测储液箱液位高度，如液位过低及时补充液位。 

 

      

           大容量液箱安装示意                     标准液罐安装示意 

连接通液管 

产品液管连接的形式为并联式，静力水准仪本体上会设有一条连通支管，支管上有阀门和用以连接水管

的接头，管路连接时将主管道连接在各接头上即可，这种连接的优点为：连接简单、方便、快捷、维护方便

等特点，同时具有防过载的功能。 

因水准仪两测点间距较长，为保持液管内液体平衡，需增加保护液管的线槽或 PVC 管，极热极寒地区需

将管路做隔热/保温处理，同时也可以将气管和信号输出线缆一并保护在内。 

静力水准系统各测点连通后，应将通液管管口与管接头相联处用工具锁紧，防止松动和漏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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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示意图 

连接通气管 

静力水准仪上设计的通气管的作用是使各测点静力水准仪贮液容器内的液面压力保持一致，使整个系统

各测点通气管相互连通并仅在一点(两端选其一)与大气相通。 

静力水准系统中两端测点，任一测点的通气管与干燥管连接，干燥管通大气，另一端用直角弯通接头封

堵气管即可使用。 

根据各测点间的距离，截取通气管的长度，然后将通气管管口与管接头相接把各测点串联在一起，通过

干燥管与大气连通，最后做好通气管的固定工作。 

注意：不可将通气管至于潮湿的地段或雨水可以进入的地方，不可对通气管充液，否

则将会对静力水准仪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 

信号线连接 

每只产品会标配信号输出线缆，线缆为四芯线，其中两根双绞线为信号线，另两根为低压直流电源线，

监测点与监测点之间的线缆已标配插件头，对应插件位置直接拧入即可，相互串联连接；与采集器连接的端

需通过采集系统的端子接线； 

 

线序说明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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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充液 

系统管路中的填充液视应用环境选择防冻液或硅油，管道的液体若为防冻液，可在贮液容器内加入少量

甘油，防止液体挥发. 

注意：充液操作需至少两名工人协同配合进行，最佳入口在整条管路的末端，加液应均匀、缓慢、

不间断的进行。应完全排除通液管内的空气并清除气泡。 

采用泵加压充液时，因泵产生的压力远大于传感器的测量范围，首先需关闭传感器上所有阀门，同时打

开传感器上的排气口；关闭储液罐下的球阀 1，打开溢流管阀门 2，打开管路末端阀门 3，然后按以下步骤

操作： 

1.盛液容器内应有足够液体介质可用，以避免后续操作中因液体介质不足而造成充液失败，至少满足按

管路需求量为基准需求的 10～30 倍； 

2.泵压充液前，不论是直接用桶或是其它容器盛装液体，需待液体静止后，方可进行泵压充液操作，因

晃动后的液体会存在气泡，当以硅油为介质时，必须增加静止时间，确保无气泡后进行泵压操作； 

3.对主管路泵压充液，从管路末端向储液罐方向充液，充液时需确保泵输出的液体无气泡，在溢流管处

观察液体流出时的空气排除情况，并以另一容器接纳溢流管流出的液体，充液过程中同时需注意泵入口的液

体余量和管吸入口不能离开液体，充液过程中若有空气进入则持续泵压循环及增补液体，直至所有气泡排出

溢流管，使得主管路循环无气泡后，则表明主管路排气充液完成，此时，在不停泵的情况下开启储液罐下的

球阀 1，关闭溢流管上的球阀 2，持续充液至储液罐需求高度时，关闭球阀 1，同时，操作球阀 2 处于 1/2

开度；在不停泵的情况下，从末端传感器开始，开启传感器上的球阀，使液体进入传感器液腔并排出液腔空

气，待排气口流出的液体持续 30 秒以上无气泡时，关闭传感器上的球阀，排气口暂时不关闭，重复上述的

操作方式对传感器充液排气，待所有传感器排气操作完成后，从基准点传感器开始，逐个开启传感器上的球

阀并拧紧传感器的排气孔螺钉，以此方式操作逐个完成所以传感器的充液排气操作，当全部传感器完成排气

操作后，需两名工人配合操作，同时关闭溢流管球阀 2 和末端球阀 3，并停泵； 

4.操作完成后，检查管路内液体填充情况，必须确保管内无空气，最后开启储液罐下的球阀 1，再次检

查液罐内的液体余量，不足的需要补足至基准高度； 

5.充液完成后应及时检查系统的密封性能，观察各接头部位有无液体渗出，无渗漏方可进行下一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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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如果管路内有大量残余空气遗留，将会造成传感器测量不准确，尤其是早晚温差较大的时候，

因空气热胀冷缩会带动传感器数值误差非常大，所以，充液过程的空气排除非常重要！ 

                                   

                               管路充液示意图 

第四部分 监测系统测试 

当整个监测系统安装完成后可对系统进行调试操作；首先需将安装时的高低误差值通过数据中心软件补

偿，然后模拟沉降状态对传感器进行高低移动操作，验证数据传输和数据的准确性，同时验证传感器的测量

精度；传感器的测量精度建议在实验室进行，现场工况不适合精度的验证。 

第五部分 注意事项及简单异常维护 

注意事项 

1.数据传输电缆线必须避免贴近大功率电源、射频信号源和其它有噪声的传输线等； 

2.电缆的屏蔽线必须完好无断线，用二次仪表读取数据时传感器的屏蔽线必须连接仪表地端，仪表必须

具备防雷； 

3.在排除液管内空气时，禁止用外力敲击静力水准仪本体； 

4.野外安装时，为防止野生动物对管路及线缆的啃咬，需要对管路和线缆做保护措施； 

5.大气联通管禁止野外露天随意摆放，应做防进水措施保护,放置在保护箱内且通风处； 

6.较长距离的监测点安装时，高低差值不可超过产品的测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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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式静力水准仪            使用安装前请先阅读说明须知 

    

 简单异常及维护                                                            

  故障描述 原因分析 排除方法 

1 每日液位高度值下降较多 可能存在漏液 
检查液罐和各连接点接头，排

除连接点可能存在的漏液 

2 数据传输不稳定 可能存在硬件或软件问题 

1.检查传感器接头是否松动； 

2.检查采集系统； 

3.检查数据中心； 

3 每日上下数值波动较大 可能管道内存在大量气泡 检查管路，排除气泡 

4 个别监测点存在负压情况 管道压力可能因外界因素产生虹吸 检查管路及相邻点位高低差值 

5 
监测点较长的工况下尾端监

测点无数据上传 

供电电源产生压降造成传感器供电

不足 
增加供电电源或升压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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