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第三三节节  盾盾构构法法施施工工  

1K413031 盾构机选型要点 

1K413032 盾构施工条件与现场布置 

1K413023 盾构施工阶段划分及始发与接收施工技术 

1K413034 盾构掘进技术 

1K413035 盾构法施工地层变形控制措施 

1K420133 盾构法隧道施工质量检查与验收 

1K420171 盾构法施工安全措施 

四、盾构掘进技术 

 

—、土压平衡盾构掘进（P150） 

(一)土压平衡式掘进特点 

土压平衡盾构，是将开挖下来的土砂充满到开挖面和隔板之间泥土仓，根据需要在其中注入

改良材料，用适当的土压力确保开挖面的稳定性。通过贯穿隔板设置的螺旋输送机，可在推

进的同时进行排土。在施工时： 

①必须在开挖两层隔板之间充满土砂，对其进行加压达到满足开挖面的稳定需要的状态。 

②为了获得适合于盾构推进量的排土量，要对土压力和出土量进行计量，对螺旋式排土器的

转数和盾构的推进速度进行控制，达到平衡状态， 

③同时，还要掌握刀盘扭矩和推力等，进行正确的控制管理以防止开挖面的松动和破坏。 



 

（二）土仓压力管理 

(1)在土压平衡盾构的施工中，为了确保开挖面的稳定，要适当地维持压力舱压力。一般，

如果土仓压力不足，发生开挖面的涌水或坍塌风险就会增大。如果压力过大，又会引起刀盘

扭矩或推力的增大而发生推进速度下降或地面隆起等问题。 

(2)土仓压力管理的基本思路是：作为上限值，以尽量控制地表面的沉降为目的而使用静止

土压力；作为下限值，可以允许产生少量的地表沉降，但可确保开挖面的稳定为目的而使用

主动土压力。 

(3)掌握开挖面的稳定状态，一般是用设置在隔板上的土压计来确定土仓压力。 

(4)推进过程中，土仓压力维持有如下的方法：①用螺旋排土器的转数控制；②用盾构千斤

顶的推进速度控制；③两者的组合控制等。通常盾构设备采用组合控制的方式。 

(5)要根据各施工条件实施良好的管理。另外，需要确认伴随推进所产生的地基的变形、排

土状态、刀盘扭矩以及其变化情况，及时在推进中修正土仓压力。 

（三）排土量管理 

(1)为了一边保持开挖面的稳定一边顺利地进行推进，则需要适量地进行排土，以维持排土

量和推进量相平衡。可是，由于围岩的重度在掘进中会有一定的波动，以及受添加剂的种类、



添加量或排土方式等因素的影响，排出渣土的重度也会发生变化，所以要恰当地掌握排土量

是比较困难的。另外，作为排土，其状态可在半固体状态到流体状态之间变化，其性状是各

种各样的。因此，仅单独根据排土量的管理来控制开挖面坍塌或地基沉降是困难的，最好是

根据压力舱的压力管理和开挖土量管理同时进行。 

(2)排土量管理的方法可大致分为①容积管理法和②重量管理法。作为容积管理法，一般是

采用计算渣土搬运车台数的方法或从螺旋排土器转数等进行推算。重量管理法，一般是用渣

土搬运车重量进行验收。计算渣土搬运车台数的方法是一种粗略式的估计，由于应用简便，

在现场使用较多。 

（四）渣土改良 

土压平衡盾构的渣土排出量必须与掘进的挖掘量相匹配，以获得稳定而合适的支撑压力值，

使掘进机的工作处于最佳状态。当通过调节螺旋输送机的转速仍不能达到理想的出土状态

时，可以通过改良渣土的塑流状态来调整。 

(1)改良渣土的特性： 

在土压平衡工况模式下渣土应具有以下特性： 

1)良好的塑流状态。 

2)良好的黏稠度。 

3)低内摩擦力。 

4)低透水性。 

(2)当渣土满足不了这些要求时，需通过向刀盘、土仓内及螺旋输送机内注入改良材料对渣

土进行改良，常用的改良材料是泡沫或膨润土泥浆。 



（五）土压平衡盾构掘进要点 

(1)开挖渣土应充满土仓，渣土形成的土仓压力应与刀盘开挖面外的水土压力平衡，并应使

排土量与开挖土量相平衡。 

(2)应根据隧道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埋深、线路平面与坡度、地表环境、施工监测结

果、盾构姿态以及始发阶段的经验，设定盾构刀盘转速、掘进速度和土仓压力等掘进参数。 

(3)掘进中应监测和记录盾构运转情况、掘进参数变化和排出渣土状况，并应及时分析反馈，

调整掘进参数和控制盾构姿态。 

(4)应根据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向刀盘前方及土仓注入改良剂，渣土应处于流塑状态。 

（一）泥水加压式掘进特点 

泥水加压盾构掘进过程中，一边用泥浆维持开挖面的稳定，一边用机械开挖方式来开挖。渣

土由泥浆输送到地面。该施工方法是将开挖设备、开挖面稳定系统、渣土处理设备作为一个

整体系统来进行使用的。系统的运行要充分考虑到排土量、泥浆质量、开挖面状态、壁后注

桨、送排泥流量、排泥流速等条件的设定和管理。 



 

（二）泥水仓压力管理 

(1)在泥水加压式盾构施工法中，为了确保开挖面的稳定，需要根据开挖面的土质及土水压

力适当地设定泥浆压力。一般，如果泥浆压力不足，发生开挖面坍塌的危险就会增大，如果

压力过大，又会出现泥浆喷发和地面隆起的可能。 

(2)泥水仓压力管理的基本思路是：作为上限值，以尽量控制地表面的沉降为目的而使用静

止土压力；作为下限值，在允许少量沉降，但以保持开挖面稳定为目的而使用主动土压力。 

(3)掌握开挖面的稳定状态，一般是用设置在隔板上的水压计来确认泥水仓内的泥水压力。 

(4)作为掌握开挖面状态的开挖面探查法，和土压平衡盾构一样，也有使用机械触探法或非

接触性电磁波、超声波调查法的。但两者都是用来探查开挖面前方或上方的局部疏松或空洞，

为判断开挖面稳定状态提供辅助性信息。 

（三）排土量管理 

为了一边保持开挖面的稳定一边顺利地推进开挖，开挖时需要使排出和开挖的土量相平衡。

泥水加压盾构施工，一般是从设置在送泥管和排泥管上的流量计和密度计取得数据，通过计

算求出偏差流量和开挖干砂量，以把握开挖面的状态。这一方法也可用来推断围岩的地质变

化，为此要对前几环的偏差流量和开挖干砂量进行统计计算。 



 

（四）泥水处理系统和仓内破碎技术 

（1）开挖下来的土、砂在泥水仓内经搅拌翼等搅拌混合，通过排泥管道输送到地面。运到

地面的泥浆，用一次分离装置，除去砾、砂等；粉砂、黏土等添加凝固材料等形成块（团粒）。

在此基础上，用机械处理或其他的方法，从泥浆中分离出固粒与砾、砂等排出、运走。分离

后剩余的泥浆，加上水、黏土、蒙脱土、增黏剂等，调整相对密度、浓度、黏性、再被输送

到开挖面循环利用。 

（2）泥水加压盾构维持开挖面稳定的关键是在开挖面形成高质量的泥膜。因此，要对排泥

管排出的泥水进行处理，处理后的泥水经调整后再通过送泥管泵入泥水仓。 

（3）对于大粒径的砾石，需要用安装在泥水仓内的破碎机粉碎。另外，对于无法进入刀盘

开口的砾石，通过刀盘上的滚刀破碎处理。 



（五）泥水加压盾构掘进要点 

(1)泥浆压力与开挖面的水土压力应保持平衡，排出渣土量与开挖渣土量应保持平衡，并应

根据掘进状况进行调整和控制。 

(2)应根据工程地质条件，经试验确定泥浆参数，应对泥浆性能进行检测，并实施动态管理。 

(3)应根据隧道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隧道埋深、线路平面与坡度、地表环境、施工监

测结果、盾构姿态和盾构始发阶段的经验，设定盾构刀盘转速、掘进速度、泥水仓压力和送

排泥水流量等掘进参数。  

(4)泥水管路延伸和更换，应在泥水管路完全卸压后进行。 

(5)泥水分离设备应满足地层粒径分离要求，处理能力应满足最大排渣量的要求，渣土的存

放和运输应符合环境保护要求。 

三、管片拼装 

（一）拼装方法 

1.管片选型  

2.拼装顺序 

一般从下部的标准（A 型）管片开始，依次左右两侧交替安装标准管片，然后拼装邻 接（B

型）管片，最后安装楔形(K 型）管片。 

 



3.盾构千斤顶操作 

拼装时，禁止盾构千斤顶同时全部缩回，否则在开挖面土压的作用下盾构会后退，开挖面将

异常不稳定（开挖面土压损失，并失去平衡），管片拼装空间也将难以保证。因此，随管片

拼装顺序分别缩回该位置的盾构千斤顶非常重要。 

4.紧固连接螺栓 

先紧固环向（管片之间）连接螺栓，后紧固轴向（环与环之间）连接螺栓。采用扭矩扳手紧

固，紧固力取决于螺栓的直径与强度。 

 

5.楔形管片安装方法 

楔形管片安装在邻接管片之间，为了不发生管片损伤、密封条剥离，必须充分注意正确地插

入楔形管片。为方便插入楔形管片，可装备能将邻接管片沿径向向外顶出的千斤顶，以增大

插入空间。拼装径向插入型楔形管片时，先径向重叠顶起，再纵向插入。 

6.复紧连接螺栓 

一环管片拼装后，利用全部盾构千斤顶均匀施加压力，充分紧固轴向连接螺栓。盾构继续掘

进后，在盾构千斤顶推力、脱出盾尾后土（水）压力及失去盾壳约束后管片自重和土压力的

作用下衬砌会产生变形，拼装时紧固的连接螺栓会松弛。为此，待推进到千斤顶推力影响不

到的位置后，用扭矩扳手等再一次紧固连接螺栓。再复紧的位置随隧道外径、隧道线形、管

片种类、地质条件等而不同。 



 

（二）真圆保持 

 管片拼装呈真圆，并保持真圆状态，作用是： 

①确保隧道尺寸精度 

②提高施工速度 

③提高止水性 

④减少地层沉降 

管片环从盾尾脱出后，到注浆浆体硬化并将管片间隙填充密度，达到约束管片变形的条件时，

多采用真圆保持装置。 

 

（三）管片拼装施工要点 

(1)管片拼装前，应对上一衬砌环面进行清理。 

(2)应控制盾构推进千斤顶的推力和行程，并应保持盾构姿态和开挖面稳定。 



(3)应根据管片位置和拼装顺序，逐块依次拼装成环。 

(4)管片连接螺栓紧固扭矩应符合设计要求。管片拼装完成，脱出盾尾后，应对管片螺栓及

时复紧。 

(5)拼装管片时，应防止管片及防水密封条损坏。 

  

(6)对已拼装成环的衬砌环应进行椭圆度抽查。 

(7)当盾构在既有结构内空推并拼装管片时，应合理设置导台，并应采取措施控制管片拼装

质量和壁后填充效果。  

(8)当在富水稳定岩层掘进时，应采取防止管片上浮、偏移或错台的措施。 

(9)当在联络通道等特殊位置拼装管片时，应根据特殊管片的设计位置，预先调整盾构姿态

和盾尾间隙，管片拼装应符合设计要求。 

 

 



（四）管片拼装误差及其控制 

管片拼装时，若管片间连接面不平行，导致环间连接面不平，则拼装中的管片与已拼管片的

角部呈点接触或线接触，在盾构千斤顶推力作用下管片易发生碎裂（见图 1K413034-4)。

为此，拼装管片时，各管片连接面要拼接整齐，连接螺栓要充分紧固。 

盾构纠偏应及时连续，过大的偏斜量不能采取一次纠偏的方法，纠偏时不得损坏管片，并保

证后一环管片的顺利拼装。 

（五）管片修补 

当已拼装完成的钢筋混凝土管片表面出现《盾构法隧道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446— 2017

第 6.6.2 条中规定的一般缺陷时（缺棱掉角、砼剥落、大于 0.2mm 宽裂缝、贯穿裂缝），应

及时修补。修补后质量应符合验收要求。 

管片修补时，应分析管片破损原因及程度，制定修补方案。修补材料强度不应低于管片强度。 



 

四、壁后注浆 

壁后注浆是向管片与围岩之间的空隙注入填充浆液，向管片外压浆的工艺，应根据所建工程

对隧道变形及地层沉降的控制要求来确定。根据工程地质条件、地表沉降状态、环境要求及

设备性能等选择注浆方式。注浆过程中，应采取减少注浆施工对周围环境影响的措施。 

 

（一）壁后注桨的目的 

管片壁后注浆按与盾构推进的时间和注浆目的不同，可分为同步注浆、二次注浆和堵水注浆。 

1.同步注浆 

同步注浆与盾构掘进同时进行，是通过同步注浆系统，在盾构向前推进盾尾空隙形成的同时

进行，浆液在盾尾空隙形成的瞬间及时起到充填作用。①使周围土体获得及时的支撑，②可

有效防止岩体的坍塌，③控制地表的沉降。 



（二）同步注浆方法与工艺 

同步注浆：通过注浆系统及盾尾的内置注浆管，可采用双泵四管路（四注入点）对称同时注

浆（见图 1K413034-5)。注浆可根据需要采用自动控制或手动控制，自动控制方式即预先

设定注浆压力，由控制程序自动调整注浆速度，当注桨压力达到设定值时，自行停止注浆。

手动控制方式则由人工根据掘进情况随时调整注浆流量、速度、压力。 

2.二次注浆 

管片背后二次补强注浆则是在同步注浆结束以后，通过管片的吊装孔对管片背后进行补强注



浆（补充部分未填充的空腔，提高管片背后土体的密实度），以提高同步注浆的效果。  

二次注浆的浆液充填时间要滞后掘进一段时间，①对隧道周围土体起到加固②止水的作用。 

3.堵水注浆 

为提高背衬注浆层的防水性及密实度，在富水地区考虑前期注浆受地下水影响以及浆液固结

率的影响，必要时在二次注浆结束后进行堵水注浆。 

     

盾构推进时，盾尾空隙在围岩塌落之前要及时地进行压浆，以充填空隙、稳定地层，此举不

但可防止地面沉降，而且有利于隧道衬砌的防水。选择合适的浆液、注桨参数、注浆工艺，

在管片外围形成稳定的固结层，将管片包围起来，形成一个保护圈，防止地下水侵入隧道中。

壁后注浆的目的如下： 

（1）使管片与围岩之间的环形空隙尽早建立注浆体的支撑体系，防止隧道周围土体塌陷与

地下水流失造成地层损失，控制地面沉降值。 

（2）尽快获得注桨体的固结强度，确保管片初衬结构的早期稳定性，防止长距离的管片衬

砌背后处于无支承力的浆液环境内，使管片发生移位变形。 

（3）作为隧道衬砌结构加强层，具有耐久性和一定强度。充填密实的注浆体将地下水与管

片隔离，避免或大大减少地下水直接与管片接触的机会，从而成为管片的保护层，避免或减

缓了地下水对管片的侵蚀，提高衬砌结构的耐久性。 

（三）注浆材料与参数 

(1)根据注浆要求，应通过试验确定注浆材料和配合比。可按地质条件、隧道条件和周边环



境条件选用单液或双液注浆材料。 

(2)注浆材料的强度、流动性、可填充性、凝结时间、收缩率和环保等应满足施工要求。 

(3)应根据注浆量和注浆压力控制同步注浆过程，注浆速度应根据注浆量和掘进速度确定。 

(4)注浆压力应根据地质条件、注浆方式、管片强度、设备性能、浆液特性和隧道埋深等因

素确定。 

(5)同步注浆的充填系数应根据地层条件、施工状态和环境要求确定，充填系数宜为 1.30~ 

2.50。 

(6)二次注浆的注浆量和注浆压力应根据环境条件和沉降监测结果等确定。 

（四）壁后注浆施工要点 

（1）注浆前，应根据注浆施工要求准备拌浆、储浆、运浆和注浆设备，并应进行试运转。 

（2）注浆前，应对注浆孔、注浆管路和设备进行检查。 

（3）浆液应符合下列规定： 

1)浆液应按设计施工配合比拌制。 

2)浆液的相对密度、稠度、和易性、杂物最大粒径、凝结时间、凝结后强度和浆体固化收缩

率均应满足工程要求。 

3)拌制后浆液应易于压注，在运输过程中不得离析和沉淀。 

(4)合理制定壁后注浆的工艺，并应根据注浆效果调整注浆参数。 



(5)宜配备自动记录注浆量、注浆压力和注浆时间等参数的仪器。 

(6)注浆作业应连续进行。作业后，应及时清洗注浆设备和管路。 

(7)采用管片注浆口注浆后，应封堵注浆口。 

五、盾构姿态控制 

线形控制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控制盾构姿态，使构建的衬砌结构几何中心线线形顺滑，且位于

设计中心线的容许误差范围内。 

 (一)推进管理测量 

 (1)为了使隧道线路控制在施工容许误差以内，在盾构推进时，需根据隧道内测量进行推进

管理测量。推进管理测量，要根据规定的测量方法，使用适当的测量设备，力求提高作业的

效率。 

(2)在推进时，为了尽早掌握盾构装配的管片与计划线路之间的偏差，立即修正盾构推进方

向，要频繁仔细地实施推进管理测量，原则上每天进行两次；对于已组装的管片，测定盾构

的相对位置，或者测量盾构的纵向偏差、横向偏差和转动偏差等量，以掌握盾构的位置和状

态。 

(3)关于管片和盾构的相对位置，通过测量左右、上下千斤顶的行程差和盾尾空隙，就能确

定大致的情况。盾构的横向偏差、纵向偏差和转动偏差，能通过在盾构上设置测锤、倾斜仪、

回转罗盘，或使用经纬仪等来测量。另外，通过使用自动测量系统，也能实时取得测量结果。 

（二）盾构姿态控制要点 

(1)应通过调整盾构掘进液压缸和铰接液压缸的行程差控制盾构姿态。 

(2)应实时测量盾构里程、轴线偏差、俯仰角、方位角、滚转角和盾尾管片间隙，应根据测

量数据和隧道轴线线型，选择管片型号。 

(3)应对盾构姿态及管片状态进行测量和复核，并记录。 



(4)纠偏时应控制单次纠偏量，应逐环和小量纠偏，不得过量纠偏。 

(5)根据盾构的横向和竖向偏差及滚转角，调整盾构姿态可采取液压缸分组控制或使用仿形

刀适量超挖或反转刀盘等措施。 

 

五五、、盾盾构构法法施施工工地地层层变变形形控控制制措措施施  

一、近接施工与近接施工管理（ P159） 

(1)新建盾构隧道穿越或邻近既有地下管线、交通设施、建（构）筑物（以下简称既有结构

物）的施工被称为近接施工。在城市中建造地铁时近接施工不可避免，且随着地下空间的开

发利用会日益增多，因此，盾构施工必须考虑控制影响区域的地层变形，采取有效的既有结

构物保护措施。 

  



(2)近接施工管理： 

盾构近接施工会引发地层变形，对既有结构物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有害影响，因此有必要采取

系统性措施控制地层变形以保护既有结构物。 

首先，应详细调查工程条件、地质条件、环境条件（即既有结构物现况与安全要求），在调

查的基础上进行分析与预测、制定 防护措施； 

其次，制定专项施工方案； 

最后，施工过程中通过监控量测反馈指导施工而确保既有结构物安全。 

  

二、地层变形与既有结构物变位及变形 

(一)地层变形原因和阶段 

(1)盾构掘进时，引起地层变形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 

1)开挖面的土、水压力与盾构压力仓压力不均衡，引起前方地表沉降或隆起。 

2)由于盾壳摩擦和曲线推进及纠偏对围岩产生扰动，引起地层沉降或隆起。 

3)壁后同步注浆不及时或不充分，导致盾尾空隙的发生，引起地层沉降。 

4)由于接头螺栓紧固不足等原因引起一次衬砌的变形及变位，从而增大地层下沉。 

5)开挖或衬砌渗漏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引起地层固结沉降。 



  

（2）盾构施工引起地层某一断面的变形-时间曲线划分为 5 个阶段： 

第 1 阶段：发生在盾构到达该断面之前。对于砂质土，先期沉降是由地下水位下降引起的；

软弱黏性土的先期沉降则是由于开挖面的过量取土而引起的。 

  

第 2 阶段：盾构通过该断面前，若盾构控制土压（泥水压）不足或过大，由于开挖面土体

变形引起地层沉降或隆起。 

  



第 3 阶段：发生在盾构通过该断面时，由于超挖、曲线掘进或纠偏、盾壳与周围土体的摩

擦等原因而发生地层沉降或隆起。 

  

第 4 阶段：盾构通过该断面后产生的变形，是由于盾尾空隙的出现引起应力释放或壁后注

浆压力过大而产生的。盾构施工引起的地层沉降变形中的大部分都是这类变形。 

 

第 5 阶段：盾构通过该断面后较长时间内仍然持续发生的沉降变形，主要由于盾构掘进造

成的地层扰动、松弛等引起，在软弱黏性土地层中施工表现最为明显，而在砂性土或密实的

硬黏性土中施工基本不发生。 



  

  

(3)盾构施工引起的地层变形大小与地层条件和覆土比（覆土厚度与盾构直径比）等因素有

关。洪积性地层和冲积性砂质土时，地层变形量在传递到地表的过程中减少；冲积性黏性土

正相反，盾构通过后，下沉还长时间继续，即使覆土比大，最终地表下沉与地中下沉一样。

在软土地层施工中，往往用地层损失率来控制盾构施工的效果。 



  

三、盾构掘进地层变形控制措施 

由于盾构掘进引起地层变形的原因不同，各阶段的机理也不相同，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

控制措施。 

(1)防止开挖面的土水压力不均衡引起变形的措施：（变形 2） 

①土压平衡盾构可通过调整推进速度与螺旋出土器的转速，使压力舱压力与开挖面土水压力

相对应。 

②另外，根据需要注入适当的添加剂增加开挖土体的塑流性。 

③泥水加压盾构可根据开挖面土层的透水性来调整泥浆特性，并仔细进行泥浆管理，使压力

舱压力始终对应于开挖面的土水压力。 

实施这些开挖面稳定管理的同时，还应根据需要研究相应的辅助施工方法以保证围岩的稳

定。 

(2)减小盾构穿越过程中围岩变形的措施：（变形 3） 



①控制好盾构姿态，避免不必要的纠偏作业。 

②出现偏差时，应本着“勤纠、少纠、适度”的原则操作。 

③纠偏时或曲线掘进时需要超挖，应合理确定超挖半径与超挖范围，尽可能减少超挖。 

④土压平衡盾构在软弱或松散地层掘进时，盾构外周与周围土体的黏滞阻力或摩擦力较大

时，应采取减阻措施。 

  

(3)减小盾尾脱出导致地层变形的措施：（变形 4） 

①用同步注浆方式，及时填充尾部空隙； 

②根据地质条件、工程条件等因素，合理选择单液注浆或双液注浆，正确选用注浆材料与配

合比，以便及时稳定住拼装好的衬砌结构； 

③加强注浆量与注浆压力控制； 

④及时进行二次注浆。 



  

（4）防止衬砌引起变形的措施：（变形 4） 

①为了防止管片环变形，必须使用形状保持装置等来确保管片组装精度， 

②同时充分紧固接头螺栓。 

  

(5)防止开挖或衬砌渗漏导致地下水位下降的措施： 

为了防止从管片接头、壁后注浆孔等部位漏水，必须精细地进行管片组装及防水作业。 



  

四、地层变形的预测和施工监测  

 (1)为了减少地层变形，推进前应根据过去的施工经验和有限单元法等进行预测，以预测结

果为依据设定土仓压力或泥水仓压力管理基准值。同时，在推进时，要在隧道中心线上及其

两侧范围内设定变形监测点，根据变形监测结果适时地调整管理基准值。这一过程在盾构掘

进施工管理中是很重要的。 

 (2)地面和隧道内监测点宜在同一断面布设；盾构通过后，处于同一断面内的监测数据应同

步采集，并应收集同期盾构掘进参数。 

(3)施工监测项目应符合表 1K413035 的规定。当穿越水域、建（构）筑物及其他有特殊要

求地段时，应根据设计要求确定。 

  

  



(4)竖向位移监测可采用水准测量方法，水准基点应埋设在变形影响范围外，且不得少于 3

个；水平位移监测可采用边角测量或卫星定位等方法，并应建立水平位移监测控制网，水平

位移监测控制点宜采用具有强制对中装置的观测墩和照准装置；当采用物理传感器监测时，

传感器埋设应符合仪器埋设规定和监测方案的规定；当竖向位移监测采用静力水准测量方法

时，静力水准的埋设、连接、观测、数据处理等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要求，测量精度应

与水准测量要求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