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110226444.7

(22)申请日 2021.03.02

(71)申请人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200120 上海市浦东新区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33号25-27楼

(72)发明人 朱毅敏　沈阳　徐磊　王舸舟　

(51)Int.Cl.

A61B 5/0205(2006.01)

E04G 3/28(2006.01)

H04W 64/00(2009.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整体钢平台施工人员超高定位装置及

控制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整体钢平台施工人员超高

定位装置及控制方法，属于建筑施工技术领域，

目的是实现实时监测施工人员位置的高精度定

位。该定位装置包括集成定位装置和定位控制系

统，集成定位装置由施工人员随身携带。定位控

制系统包括定位基站、主控制机以及主机天线，

若干所述定位基站分散固定设置于整体钢平台

模架装备顶部，在超高层建筑核心筒结构向上建

造过程中，定位基站能够与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

同步爬升；主控制机为安装于建设项目地面指挥

部室内的高性能计算机及通信模组，主控制机与

设置于建设项目地面指挥部的室外主机天线相

连，主机天线直接接入5G通信网络，与集成定位

装置保持实时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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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整体钢平台施工人员超高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集成定位装置，所述集成定位装置由施工人员随身携带，所述集成定位装置具有UWB信

号接收、5G信号收发、坐标自动计算以及报警指令发布功能；

定位控制系统，所述定位控制系统包括定位基站、主控制机以及主机天线，若干所述定

位基站分散固定设置于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顶部，在超高层建筑核心筒结构向上建造过程

中，所述定位基站能够与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同步爬升；所述主控制机为安装于建设项目

地面指挥部室内的高性能计算机及通信模组，所述主控制机与设置于建设项目地面指挥部

的室外主机天线相连，所述主机天线直接接入5G通信网络，与集成定位装置保持实时通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整体钢平台施工人员超高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集成定

位装置包括保护壳、锂电池、内处理芯片、NB‑IoT通信模块、UWB脉冲信号接收模块、心率监

测传感器、体温监测传感器、血压监测传感器以及扬声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整体钢平台施工人员超高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壳

为包裹并盛纳集成定位装置的硬质塑料盒。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整体钢平台施工人员超高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基

站配置有可以发射UWB脉冲信号的装置和5G通信模块，所述UWB脉冲信号的覆盖区域大于整

体钢平台模架装备的空间区域。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整体钢平台施工人员超高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基

站发射UWB脉冲信号的时间点为基准时刻，发射信号的频率为基准频率，并预设初始基准时

刻与基准频率，所述定位基站的计时通过5G通信网络与国家授时中心标准时间同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整体钢平台施工人员超高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施工人

员通过载具携带集成定位装置，所述载具包括安全盔、移动手环或者反光背心。

7.根据权利要求1至6任一项所述的整体钢平台施工人员超高定位装置的控制方法，其

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S1，实时监控：多台定位基站在基准时刻同时发射UWB脉冲信号，集成定位装置的

UWB脉冲信号接收模块接收到各台定位基站发射的UWB脉冲信号获得基站位置信息，并将基

站位置信息传递给集成定位装置的内处理芯片；集成定位装置的传感器进行同步监测，心

率传感器监测得到施工人员的心跳状态，体温传感器监测得到施工人员的体温状态，血压

传感器监测得到施工人员的血压状态，随后，将监测信息传递给集成定位装置的内处理芯

片；

步骤S2，监测信号发布：集成定位装置的内处理芯片在收到所有信息后，进行信息处理

并打包，通过集成定位装置的NB‑IoT通信模块发布到5G通信网络；

步骤S3，位置计算：主机天线通过5G通信网络接收到集成定位装置发布的全部信息，并

传递给主控制机，主控制机对基站位置信息进行计算，得到施工人员在该基准时刻的空间

位置坐标，同时，主控制机处理分析身体状态信息；

步骤S4，安全判断：首先将计算得到的施工人员的空间位置坐标放入装备信息模型中，

判断施工人员在此基准时刻的位置安全性，如果判断此时施工人员所处位置不安全则跳过

健康安全判断，则直接发布报警信号，如果判断此时施工人员所处位置安全，则继续进行健

康安全判断，如果心跳、体温、血压处于正常范围，则判断为安全并不发生任何报警信号，否

则判断为不安全并发布报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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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S5，报警信号发布：如果经程序判断需发送报警信号，定位系统通过主机天线向5G

通信网络发布报警信号，集成定位装置的NB‑IoT通信模块通过5G通信网络接收到报警信

号，并将其传递给内处理芯片，内处理芯片随后向扬声器发送指令；

步骤S6，实施报警：集成定位装置的扬声器收到指令后，根据报警等级向施工人员发出

报警声和安全指令。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体系包括钢

平台梁、提升导轨钢柱、液压提升装置、内筒脚手架、支撑钢梁、搁置钢牛腿、顶部钢围网、外

挂脚手架、模板组成；所述钢平台梁位于整个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体系的上部，钢平台梁长

度长于核心筒结构的水平宽度，多根钢平台梁横纵交叉固定，上铺行道格栅板，形成供施工

人员行走、施工操作的平台；支撑钢梁位于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体系的最下部，内筒脚手架

是位于核心筒结构内部的筒架式脚手架结构，其上端与下端分别与钢平台梁、支撑钢梁连

接固定，将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体系的上部荷载传递给底部的支撑钢梁，搁置钢牛腿为安

装在支撑钢梁两端的可伸缩装置，搁置钢牛腿伸出时插入核心筒结构内侧的预留孔内。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提升导轨钢柱为格构式钢柱，液压提

升装置为附于提升导轨钢柱上的液压动力装置，由液压油缸和爬升靴组成，液压提升装置

的下端与整体钢平台的钢平台梁牢固相连，在整体钢平台提升阶段，提升导轨钢柱安装在

核心筒结构的顶部，液压提升装置攀附在提升导轨钢柱上向上爬升，从而带动整体钢平台

主体向上爬升。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顶部钢围网安装在钢平台梁形

成的平台四周，对平台上的施工人员形成围挡保护作用；所述外挂脚手架悬挂于钢平台梁

的两端，且附着于核心筒结构的外侧，外挂脚手架分为多个操作层，施工人员可以在外挂脚

手架的每个操作层上行走和进行施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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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整体钢平台施工人员超高定位装置及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施工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整体钢平台施工人员超高定位装置

及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超高层建筑建造技术领域，我国主要采用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和液压爬升模板

两种装备技术体系，其中整体钢平台模架技术得到了工程界的普遍认可，在东方明珠电视

台、上海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和上海中心等重大项目中得到了充分实践，已经在超高层

建筑施工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0003] 然而，在超高层建筑施工过程中应用整体钢平台装备也存在一些安全问题：第一，

作业高度高，整体钢平台一般需要在高达300~600米的高空作业，面临着诸多复杂工况；

第二，整体钢平台在施工过程中需要完成高空爬升和结构变换等操作复杂，需要

多工种配合，施工人员面临安全风险；

第三，在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的安全主要依靠人员自身的安全意识，施工人员很

有可能由于疏忽大意处于整体钢平台上的危险位置。

[0004] 因此，有必要对施工人员的实时位置进行监控，以开展施工人员安全风险的预警

与主动安全控制。目前，在整体钢平台装备的施工实践中，尚未配备成熟的人员安全监控装

置，亟需研制一种能够实时监测施工人员位置的高精度定位装置及安全控制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种整体钢平台施工人员超高定位装置及控制方法，实

现实时监测施工人员位置的高精度定位。本发明提出的整体钢平台施工人员超高定位装置

由集成定位装置和定位控制系统组成。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整体钢平台施工人员超高定位装置，包括：

集成定位装置，所述集成定位装置由施工人员随身携带，所述集成定位装置具有

UWB信号接收、5G信号收发、坐标自动计算以及报警指令发布功能；

定位控制系统，所述定位控制系统包括定位基站、主控制机以及主机天线，若干所

述定位基站分散固定设置于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顶部，在超高层建筑核心筒结构向上建造

过程中，所述定位基站能够与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同步爬升；所述主控制机为安装于建设

项目地面指挥部室内的高性能计算机及通信模组，所述主控制机与设置于建设项目地面指

挥部的室外主机天线相连，所述主机天线直接接入5G通信网络，与集成定位装置保持实时

通信。

[000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有益的技术效果如下：

本发明提供的整体钢平台施工人员超高定位装置，包括集成定位装置和定位控制

系统，集成定位装置由施工人员随身携带，所述集成定位装置具有UWB信号接收、5G信号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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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坐标自动计算以及报警指令发布功能；定位控制系统包括定位基站、主控制机以及主机

天线，若干所述定位基站分散固定设置于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顶部，在超高层建筑核心筒

结构向上建造过程中，所述定位基站能够与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同步爬升；所述主控制机

为安装于建设项目地面指挥部室内的高性能计算机及通信模组，所述主控制机与设置于建

设项目地面指挥部的室外主机天线相连，所述主机天线直接接入5G通信网络，与集成定位

装置保持实时通信。该装置保障了整体模架装备施工人员的安全性：避免了交叉施工，装备

上下关系控制，控制危险区域人数，可以主动预警；通过施工人员编号，可以直接联络，实施

主动控制；而且，提高了整体模架装备施工管理效率：不仅封闭系统的人数实时统计，提高

施工管理效率；可以实现人员空间密度控制，平衡施工资源；装置的先进性：定位精度高，针

对装备特点，提供高精度的定位；完全实现信号的无线传输，装置小巧，可靠度高，不妨碍施

工；装置模块化设计，功能拓展性强，可迭代重复使用。

[0008] 进一步地，集成定位装置包括保护壳、锂电池、内处理芯片、NB‑IoT通信模块、UWB

脉冲信号接收模块、心率监测传感器、体温监测传感器、血压监测传感器以及扬声器。

[0009] 进一步地，所述保护壳为包裹并盛纳集成定位装置的硬质塑料盒。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定位基站配置有可以发射UWB脉冲信号的装置和5G通信模块，所述

UWB脉冲信号的覆盖区域大于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的空间区域。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定位基站发射UWB脉冲信号的时间点为基准时刻，发射信号的频率

为基准频率，并预设初始基准时刻与基准频率，所述定位基站的计时通过5G通信网络与国

家授时中心标准时间同步。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施工人员通过载具携带集成定位装置，所述载具包括安全盔、移动

手环或者反光背心。

[0013] 本发明还提供了前述整体钢平台施工人员超高定位装置的控制方法，该控制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S1，实时监控：多台定位基站在基准时刻同时发射UWB脉冲信号，集成定位装

置的UWB脉冲信号接收模块接收到各台定位基站发射的UWB脉冲信号获得基站位置信息，并

将基站位置信息传递给集成定位装置的内处理芯片；集成定位装置的传感器进行同步监

测，心率传感器监测得到施工人员的心跳状态，体温传感器监测得到施工人员的体温状态，

血压传感器监测得到施工人员的血压状态，随后，将监测信息传递给集成定位装置的内处

理芯片；

步骤S2，监测信号发布：集成定位装置的内处理芯片在收到所有信息后，进行信息

处理并打包，通过集成定位装置的NB‑IoT通信模块发布到5G通信网络；

步骤S3，位置计算：主机天线通过5G通信网络接收到集成定位装置发布的全部信

息，并传递给主控制机，主控制机对基站位置信息进行计算，得到施工人员在该基准时刻的

空间位置坐标，同时，主控制机处理分析身体状态信息；

步骤S4，安全判断：首先将计算得到的施工人员的空间位置坐标放入装备信息模

型中，判断施工人员在此基准时刻的位置安全性，如果判断此时施工人员所处位置不安全

则跳过健康安全判断，则直接发布报警信号，如果判断此时施工人员所处位置安全，则继续

进行健康安全判断，如果心跳、体温、血压处于正常范围，则判断为安全并不发生任何报警

信号，否则判断为不安全并发布报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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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S5，报警信号发布：如果经程序判断需发送报警信号，定位系统通过主机天线

向5G通信网络发布报警信号，集成定位装置的NB‑IoT通信模块通过5G通信网络接收到报警

信号，并将其传递给内处理芯片，内处理芯片随后向扬声器发送指令；

步骤S6，实施报警：集成定位装置的扬声器收到指令后，根据报警等级向施工人员

发出报警声和安全指令。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体系包括钢平台梁、提升导轨钢柱、液压提升

装置、内筒脚手架、支撑钢梁、搁置钢牛腿、顶部钢围网、外挂脚手架、模板组成；所述钢平台

梁位于整个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体系的上部，钢平台梁长度长于核心筒结构的水平宽度，

多根钢平台梁横纵交叉固定，上铺行道格栅板，形成供施工人员行走、施工操作的平台；支

撑钢梁位于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体系的最下部，内筒脚手架是位于核心筒结构内部的筒架

式脚手架结构，其上端与下端分别与钢平台梁、支撑钢梁连接固定，将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

体系的上部荷载传递给底部的支撑钢梁，搁置钢牛腿为安装在支撑钢梁两端的可伸缩装

置，搁置钢牛腿伸出时插入核心筒结构内侧的预留孔内。

[0015] 进一步地，提升导轨钢柱为格构式钢柱，液压提升装置为附于提升导轨钢柱上的

液压动力装置，由液压油缸和爬升靴组成，液压提升装置的下端与整体钢平台的钢平台梁

牢固相连，在整体钢平台提升阶段，提升导轨钢柱安装在核心筒结构的顶部，液压提升装置

攀附在提升导轨钢柱上向上爬升，从而带动整体钢平台主体向上爬升。

[0016] 进一步地，所述顶部钢围网安装在钢平台梁形成的平台四周，对平台上的施工人

员形成围挡保护作用；所述外挂脚手架悬挂于钢平台梁的两端，且附着于核心筒结构的外

侧，外挂脚手架分为多个操作层，施工人员可以在外挂脚手架的每个操作层上行走和进行

施工作业。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定位控制系统在整体模架装备上的安装图；

图2为定位基站空间定位原理示意图；

图3为主动安全控制系统图；

图4为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爬升状态主动安全控制示意图；

图5为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高空形体转换状态主动安全控制示意图；

图6为集成定位装置的载具示意图。

[0018] 图中：

1‑钢平台梁；2‑提升导轨钢柱；3‑液压提升装置；4‑内筒脚手架；5‑支撑钢梁；6‑搁

置钢牛腿；7‑顶部钢围网；8‑外挂脚手架；9‑模板；11‑核心筒结构；12‑预留孔；13‑标准层；

14‑倾斜剪力墙；21‑施工人员；22‑集成定位装置；23‑安全盔载具；24‑移动手环载具；25‑反

光背心载具；31‑定位基站；32‑主控制机；33‑主机天线；34‑UWB脉冲信号；35‑位置信息；36‑

5G通信网络；37‑信号等距面；41‑内处理芯片；42‑NB‑IoT通信模块；43‑UWB脉冲信号接收模

块；44‑心率监测传感器；45‑体温监测传感器；46‑血压监测传感器；47‑扬声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提出的整体钢平台施工人员超高定位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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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控制方法作进一步详细说明。根据下面说明，本发明的优点和特征将更清楚。需说明的

是，附图均采用非常简化的形式且均使用非精准的比例，仅用以方便、明晰地辅助说明本发

明实施例的目的。为叙述方便，下文中所述的“上”、“下”与附图的上、下的方向一致，但这不

能成为本发明技术方案的限制。

[0020] 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是位于超高层建筑核心筒结构11顶端的大型施工装备，在超

高层建筑高空施工阶段，施工人员21在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上从事多种施工作业活动，本

发明提出的整体钢平台施工人员超高定位装置安装于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上，为施工人员

21提供监测、报警服务。

[0021] 实施例一

下面结合图1至图6详细说明本发明的整体钢平台施工人员超高定位装置的结构

组成。

[0022] 请参考图1至图6，一种整体钢平台施工人员超高定位装置，包括集成定位装置22

和定位控制系统。本发明提出的整体钢平台施工人员超高定位装置由集成定位装置22和定

位控制系统组成。

[0023] 该定位控制系统是具有信号收发、人员位置计算处理、主动安全控制功能的核心

系统，由定位基站31、主控制机32、主机天线33组成。

[0024] 定位基站31为小型5G通信基站，定位基站31配置有可以发射UWB脉冲信号34的装

置，UWB脉冲信号34的覆盖区域大于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的空间区域，定位基站31配置有5G

通信模块，定位基站31的数量不少于3台，多台定位基站31同时安装于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

顶部尽量分散位置，在超高层建筑核心筒结构11向上的建造过程中，所有定位基站31随整

体钢平台模架装备同步升高，每台定位基站31均配备独立供电。按照规定：所有定位基站31

发射UWB脉冲信号34的时间点为基准时刻，发射信号的频率为基准频率，事先规定初始基准

时刻与基准频率，定位基站31的计时通过5G通信网络36与国家授时中心标准时间同步。

[0025] 如图2所示，定位基站31在某一时刻发射的定位信号，将呈球面形状向空间扩散，

该信号球面以定位基站31为球心，信号到达集成定位装置22时，信号在平面中可表示为信

号等距面37。

[0026] 主控制机32为安装于建设项目地面指挥部室内的高性能计算机及通信模组，在建

设项目地面指挥部的室外配备有主机天线33，主控制机32与主机天线33相连，主机天线33

直接接入5G通信网络36，与集成定位装置22保持实时通信，主控制机32的计时通过5G通信

网络36与国家授时中心标准时间同步。

[0027] 集成定位装置22是施工人员21随身携带的带有保护壳的装置，具有UWB信号接收、

5G信号收发、坐标自动计算、报警指令发布功能，由保护壳、锂电池、内处理芯片41、NB‑IoT

通信模块42、UWB脉冲信号接收模块43、心率监测传感器44、体温监测传感器45、血压监测传

感器46、扬声器47组成。保护壳为包裹并盛纳集成定位装置22的硬质塑料盒，其保护集成定

位装置22电子元件的作用，锂电池起供电作用，可重复充放电。内处理芯片41为集成定位装

置22的数据处理部件，用于处理由NB‑IoT通信模块42、UWB脉冲信号接收模块43、心率监测

传感器44、体温监测传感器45、血压监测传感器46传递的信息，并将计算处理后的信息通过

NB‑IoT通信模块42、扬声器47进行发布；NB‑IoT通信模块42是基于窄带宽物联网技术的电

子通信部件，可以直接接入5G通信网络36，实现与主控制机32之间的信息交互；UWB脉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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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接收模块43为用于接收UWB脉冲信号34并解码的电子通信部件。

[0028] 多个定位基站31在同一基准时刻发射UWB脉冲信号34，每段UWB脉冲信号34的内容

包括发射定位基站31的空间位置坐标和该基准时刻两个部分，当集成定位装置22的UWB脉

冲信号接收模块43接收到UWB脉冲信号34时，立刻将UWB脉冲信号34携带的信息传递给内处

理芯片41，内处理芯片41处理获得的信息并计算此基准时刻的空间位置坐标，计算原理为：

接收到每段UWB脉冲信号34的时刻Tan减去此基准时刻Tbn得到UWB脉冲信号34传

播时间Δtn，乘以光速c可得此基准时刻Tan集成定位装置22距离发射该UWB脉冲信号34的

定位基站31的直线距离d，而UWB脉冲信号34携带的正是该定位基站31的空间位置坐标，由

至少三个定位基站31至集成定位装置22的距离和这三个定位基站31的空间位置坐标，可以

通过计算唯一确定此时集成定位装置22的空间位置坐标，用该空间位置坐标代表此时施工

人员21的空间位置坐标，从而完成实时定位。

[0029] 心率监测传感器44为监测施工人员21脉搏情况的非接触式传感器，体温监测传感

器45为监测施工人员21体温情况的接触式传感器，血压监测传感器46为监测施工人员21血

压情况的接触式传感器，心率监测传感器44、体温监测传感器45、血压监测传感器46均在基

准时刻将监测到的施工人员21健康状态信息传递给内处理芯片41；集成定位装置22的内处

理芯片41将施工人员21的人员编号、空间位置坐标、健康状态信息打包，通过NB‑IoT通信模

块42向5G通信网络36发布。

[0030] 主控制机32通过主机天线33从5G通信网络36获得集成定位装置22发布的打包信

息，能够立刻计算程序分析该名施工人员21在该位置的安全风险，如果判断该名施工人员

21处于危险状态，则通过5G通信网络36向该名施工人员21携带的集成定位装置22发送报警

信号，集成定位装置22的NB‑IoT通信模块42接收到报警信号后，集成定位装置22的扬声器

47以语音形式向该名施工人员21发布报警信号和安全操作指令。

[0031] 请继续参考图1至图6，基于本发明提出的整体钢平台施工人员超高定位装置，应

用该装置的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控制方法是一种按事先制定的基准频率下自动循环“监测‑

报警”流程，第n次“监测‑报警”流程在第n次基准时刻开始，在第n+1次基准时刻前结束，每

次“监测‑报警”流程包括六个步骤：

步骤S1，实时监控：多台定位基站31在基准时刻同时发射UWB脉冲信号34，集成定

位装置22的UWB脉冲信号接收模块43接收到各台定位基站31发射的UWB脉冲信号34获得基

站位置信息35，并将基站位置信息35传递给集成定位装置22的内处理芯片41。同时地，集成

定位装置22的传感器进行同步监测，心率传感器44监测得到施工人员21的心跳状态，体温

传感器45监测得到施工人员21的体温状态，血压传感器44监测得到施工人员21的血压状

态，随后，将监测信息传递给集成定位装置22的内处理芯片41。

[0032] 步骤S2，监测信号发布：集成定位装置22的内处理芯片41在收到所有信息后，进行

信息处理并打包，通过集成定位装置22的NB‑IoT通信模块42发布到5G通信网络36；

步骤S3，位置计算：定位系统的主机天线33通过5G通信网络36接收到集成定位装

置22发布的全部信息，并传递给主控制机32，主控制机32对基站位置信息进行计算，得到施

工人员21在该基准时刻的空间位置坐标，同时，主控制机32处理分析身体状态信息。

[0033] 步骤S4，安全判断：首先将计算得到的施工人员21的空间位置坐标放入装备信息

模型中，判断施工人员21在此基准时刻的位置安全性，如果判断此时施工人员21所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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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全则跳过健康安全判断，则直接发布报警信号，如果判断此时施工人员21所处位置安

全，则继续进行健康安全判断，如果心跳、体温、血压处于正常范围，则判断为安全并不发生

任何报警信号，否则判断为不安全并发布报警信号。

[0034] 步骤S5，报警信号发布：如果经程序判断需发送报警信号，定位系统通过主机天线

33向5G通信网络36发布报警信号，集成定位装置22的NB‑IoT通信模块42通过5G通信网络36

接收到报警信号，并将其传递给内处理芯片41，内处理芯片41随后向扬声器47发送指令。

[0035] 步骤S6，实施报警：集成定位装置22的扬声器47收到指令后，根据报警等级向施工

人员21发出报警声和安全指令。

[0036] 至此，第n次“监测‑报警”流程结束，至第n+1次基准时刻，触发第n+1次“监测‑报

警”流程结束，形成“监测‑报警”流程的自动循环。

[0037] 本发明提出的整体钢平台施工人员超高定位装置安装于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体

系上，用于建造超高层建筑的核心筒结构11，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体系中，核心筒结构11为

待建超高层建筑的钢筋混凝土承重剪力墙结构，具有超高的结构高度。在某些超高层建筑

核心筒结构中，因设计原因可能有部分剪力墙不是竖直的，剪力墙体向内倾斜收缩，即存在

倾斜剪力墙14。核心筒结构11按设计方案在竖向分为多个标准层13，建造过程中一般按标

准层13高度分段实施阶段式施工，在采用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体系进行施工的核心筒结构

11的每一个标准层13内侧筒壁上，在设计位置留有预留孔12，预留孔12为用于伸入搁置钢

牛腿6的孔洞，搁置钢牛腿6放置在预留孔12内的下缘上，可将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体系的

竖向荷载传给核心筒结构11的已建成部分，为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体系提供稳固的支撑。

[0038] 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体系为建造超高层建筑核心筒结构11所采用的大型施工装

备，安装在核心筒结构11的上部，随着核心筒结构11建造高度的增加，可实现交替式自行爬

升，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体系主要由钢平台梁1、提升导轨钢柱2、液压提升装置3、内筒脚手

架4、支撑钢梁5、搁置钢牛腿6、顶部钢围网7、外挂脚手架8、模板9等主要部分组成。钢平台

梁1位于整个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体系的上部，是核心承力部件，起平台支撑作用；钢平台

梁1长度长于核心筒结构11的水平宽度，具有较大刚度和稳固性，多根钢平台梁1横纵交叉

固定，上铺行道格栅板，形成供施工人员21行走、施工操作的平台；支撑钢梁5位于整体钢平

台模架装备体系的最下部，长度略短于核心筒结构11的净内距，内筒脚手架4是位于核心筒

结构11内部的筒架式脚手架结构，具有较大的刚度，上端与下端分别与钢平台梁1、支撑钢

梁5连接固定，将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体系的上部荷载传递给底部的支撑钢梁5，搁置钢牛

腿6为安装在支撑钢梁5两端的可伸缩装置，搁置钢牛腿6伸出时插入核心筒结构11内侧的

预留孔12预留孔内，起传递荷载作用。

[0039] 提升导轨钢柱2为格构式钢柱，液压提升装置3为附于提升导轨钢柱2上的液压动

力装置，由液压油缸和爬升靴组成，液压提升装置3的下端与整体钢平台的钢平台梁1牢固

相连，在整体钢平台提升阶段，提升导轨钢柱2安装在核心筒结构11的顶部，液压提升装置3

攀附在提升导轨钢柱2上向上爬升，从而带动整体钢平台主体向上爬升。顶部钢围网7安装

在钢平台梁1形成的平台四周，对平台上的施工人员21形成围挡保护作用。外挂脚手架8是

悬挂于钢平台梁1的两端位置的脚手架，附着于核心筒结构11的外侧，外挂脚手架8分为多

个操作层，施工人员21可以在外挂脚手架8的每个操作层上行走和进行施工作业。模板9为

支撑固定现浇混凝土的模具，混凝土浇筑完成后至其凝固成具有一定强度的固体，模板9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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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为其提供定型保护，模板9的高度为一个标准层13的高度，在整体钢平台向上爬升过

程中，模板9固定于已浇筑的标准层13上，待整体钢平台爬升结束，施工人员21使用手拉葫

芦等方法将模板9提升一个标准层13的高度。

[0040] 本发明提出的整体钢平台施工人员超高定位装置的集成定位装置22由施工人员

21随身携带，可有多种载具形式，可以安装在安全盔载具23上、移动手环载具24上、反光背

心载具25上。

[0041] 如果载具形式为安全盔载具23，则心率监测传感器44、体温监测传感器45、血压监

测传感器46处于关闭状态；如果载具形式为移动手环载具24，则心率监测传感器44、体温监

测传感器45、血压监测传感器46处于工作状态；如果载具形式为反光背心载具25，集成定位

装置22安装于反光背心载具25的左胸口位置，则心率监测传感器44处于工作状态，而体温

监测传感器45、血压监测传感器46处于关闭状态。

[0042] 在本发明提出的整体钢平台施工人员超高定位装置及安全控制方法的实时定位

过程中，使用的装备信息模型是在计算机系统中建立的数字模型，用于施工人员21定位参

照的，装备信息模型具有与真实整体钢平台装备一致的三维位置信息、构件信息、尺寸信

息、材料信息；整体钢平台装备在超高层建筑施工过程中逐层爬升，整体钢平台装备的结构

型式会随核心筒结构11的形体改变而发生相应改变，装备信息模型随整体钢平台装备的爬

升改变更新所有的三维位置信息35，随整体钢平台装备的结构型式的改变更新所有的构件

信息、尺寸信息、材料信息。

[0043] 上述描述仅是对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描述，并非对本发明范围的任何限定，本发

明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根据上述揭示内容做的任何变更、修饰，均属于权利要求书的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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