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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
本发明涉及工程变形监测技术领域，
一种基于无人车和倾角传感器的变形巡测方法，
根据监测的区域的地质条件及相关建筑物或构
筑物位置信息，
布置无人车轨道，
无人车轨道的
布置过程为首先在需要监测的区域内选取至少
两个基准点 ，然后在基准点之间均匀规划监测
点，
再在基准点和监测点上设置固定桩，
最后在
相邻的固定桩之间放置导轨，
无人车搭载倾角传
感器在无人车轨道上移动，
无人车搭载倾角传感
器包括无人车，
无人车首尾两节为动力模块和电
源模块，
中间一节为主控模块、倾角传感器和数
据存储模块，
由外部终端控制无人车对监测的区
域进行数据采集，
远程终端对采集的收据进行提
取，
远程终端对传感器数据进行处理。本发明结
构简单，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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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基于无人车和倾角传感器的变形巡测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S1：
根据监测的区域的地质条件及相关建筑物或构筑物位置信息，
布置无人车轨道 ,所
述无人车轨道的布置过程为首先在需要监测的区域内选取至少两个基准点，
然后在基准点
之间间距半米或一米均匀规划监测点，
再在基准点和监测点上设置固定桩(1) ，
所述固定桩
(1)与被监测对象同步移动，
所述固定桩(1)由下半部分的方钢管和上半部分的金属万向软
接管组成，
最后在相邻的所述固定桩(1)之间放置导轨(2) ，
所述固定桩(1)滑动连接在所述
导轨(2)上，
所述固定桩(1)可进行角度调节，
将所有基准点和监测点用所述导轨(2)连通；
S2：
无人车搭载倾角传感器在无人车轨道上移动，
由外部终端控制无人车对监测的区
域进行数据采集 ,所述数据采集过程为无人车从基准点处出发，
两个基准点处都安装由充
电接口和数据读取接口，
无人车从基准点处出发后，
沿所述导轨(2)运动，
在所述导轨(2)中
间位置停留5秒后采集所述导轨(2)倾角数据，
停留是为了保证数据采集的无干扰性，
无人
车运动到另一个基准点处停止，
并和基准点处的接口接触，
充电接口对无人车进行充电 ，
数
据读取接口读取传感器数据并上传至服务器；
S3：
远程终端对采集的收据进行提取；
S4：
远程终端对传感器数据进行处理 ,所述传感器数据处理过程为记录无人车第一次
采集的倾角，
在基准点附近建立局部坐标系，
其中z轴竖直向下，
并计算倾角传感器在该坐
标系中的三个分量，
每一次采集倾角数据后，
与第一次的数据相比较，
得到每段所述导轨
(2)的三维倾角改变量，
根据倾角改变量在坐标系三个方向上的线积分计算出各个监测点
的三维位移分量，
从而实现了变形巡测。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无人车和倾角传感器的变形巡测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无人车搭载倾角传感器包括无人车，
所述无人车分为三节小车厢，
首尾两节为动力模
块和电源模块，
中间一节为主控模块、
倾角传感器和数据存储模块，
主控模块通过导线连接
动力模块、
电源模块、倾角传感器和数据存储模块，
主控模块上设有信号发射接收器，
与外
部控制终端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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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无人车和倾角传感器的变形巡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工程变形监测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基于无人车和倾角传感器的变
形巡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常规的工程变形监测主要有点式监测和面状监测。
点式监测主要有全站仪测量法
和倾角传感器测量法。全站仪测量法是在被监测物上建造观测墩，
通过测量离散点的变形
代替被监测物的整体变形，
这种方式测量结果精确、
变形部位表达明确，
但存在野外工作劳
动强度大、周期长且耗时耗力、连续性不足、细节性缺乏和接触式不便等缺点。倾角传感器
测量法是通过在被监测区域内间距半米或一米均匀布设倾角传感器，
通过倾角的线积分来
计算出各个监测点相对初始点的位置。其优点是精度高，
可将传感器数据无线传输到服务
器上供用户实时查看。但高精度的倾角传感器价格昂贵，
对于超过百米的监测区域总的设
备费用超百万。面状监测主要有近景摄影测量法、
地面三维激光扫描法和地基SAR干涉测量
法等。近景摄影测量法成本低，
但由于边坡表面纹理不足，
容易受到距离和环境的限制，
难
获得较好的精度和较全面的信息。地面三维激光扫描法和地基SAR干涉测量法虽然测量结
果精度较高，
但由于设备附件多，
价格昂贵，
运输、
安装和迁站困难，
也难以在大型工程中实
施。
[0003] 现有的角度传感器变形监测方法测量的精度角度，
成本高，
而且操作过程复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测量的精度较低，
成本高，
操作复杂的
缺点，
而提出的一种基于无人车和倾角传感器的变形巡测方法。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设计一种基于无人车和倾角传感器的变形巡测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0007] S1：
根据监测的区域的地质条件及相关建筑物或构筑物位置信息，
布置无人车轨
道 ,所述无人车轨道的布置过程为首先在需要监测的区域内选取至少两个基准点，
然后在
基准点之间间距半米或一米均匀规划监测点，
再在基准点和监测点上设置固定桩，
所述固
定桩与被监测对象同步移动，
所述固定桩由下半部分的方钢管和上半部分的金属万向软接
管组成，
最后在相邻的所述固定桩之间放置导轨，
所述固定桩滑动连接在所述导轨上，
所述
固定桩可进行角度调节，
将所有基准点和监测点用所述导轨连通；
[0008] S2：
无人车搭载倾角传感器在无人车轨道上移动，
由外部终端控制无人车对监测
的区域进行数据采集 ,所述数据采集过程为无人车从基准点处出发，
两个基准点处都安装
由充电接口和数据读取接口，
无人车从基准点处出发后，
沿所述导轨运动，
在所述导轨中间
位置停留秒后采集所述导轨倾角数据，
停留是为了保证数据采集的无干扰性，
无人车运动
到另一个基准点处停止，
并和基准点处的接口接触，
充电接口对无人车进行充电 ，
数据读取
接口读取传感器数据并上传至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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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S3：
远程终端对采集的收据进行提取；
[0010] S4：
远程终端对传感器数据进行处理 ,所述传感器数据处理过程为记录无人车第
一次采集的倾角，
在基准点附近建立局部坐标系，
其中z轴竖直向下，
并计算倾角传感器在
该坐标系中的三个分量，
每一次采集倾角数据后，
与第一次的数据相比较，
得到每段所述导
轨的三维倾角改变量，
根据倾角改变量在坐标系三个方向上的线积分计算出各个监测点的
三维位移分量，
从而实现了变形巡测。
[0011] 优选的，
所述无人车搭载倾角传感器包括无人车，
所述无人车分为三节小车厢，
首
尾两节为动力模块和电源模块，
中间一节为主控模块、
倾角传感器和数据存储模块，
主控模
块通过导线连接动力模块、
电源模块、
倾角传感器和数据存储模块，
主控模块上设有信号发
射接收器，
与外部控制终端相连。
[0012]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基于无人车和倾角传感器的变形巡测方法，
有益效果在于：
本
发明通过无人车搭载倾角传感器在轨道上移动，
对检测点进行数据采集，
由外部终端进行
控制，
在数据采集后，
完成对数据的提取和对数据的处理，
不仅保证了测量的高精度，
还具
容易实施，
操作简单以及成本低廉等优点。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中固定桩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中导轨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中：
固定桩1、
导轨2。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 ，
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
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17] 参照图1-2，
一种基于无人车和倾角传感器的变形巡测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0018] S1：
根据监测的区域的地质条件及相关建筑物或构筑物位置信息，
布置无人车轨
道，
无人车轨道的布置过程为首先在需要监测的区域内选取至少两个基准点，
然后在基准
点之间间距半米或一米均匀规划监测点，
再在基准点和监测点上设置固定桩1，
固定桩1与
被监测对象同步移动，
固定桩1由下半部分的方钢管和上半部分的金属万向软接管组成，
最
后在相邻的固定桩1之间放置导轨2，
固定桩1滑动连接在导轨2上，
固定桩1可进行角度调
节，
将所有基准点和监测点用导轨2连通；
[0019] S2：
无人车搭载倾角传感器在无人车轨道上移动，
无人车搭载倾角传感器包括无
人车，
无人车分为三节小车厢，
首尾两节为动力模块和电源模块，
中间一节为主控模块、倾
角传感器和数据存储模块，
主控模块通过导线连接动力模块、
电源模块、
倾角传感器和数据
存储模块，
主控模块上设有信号发射接收器，
与外部控制终端相连，
由外部终端控制无人车
对监测的区域进行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过程为无人车从基准点处出发，
两个基准点处都安
装由充电接口和数据读取接口，
无人车从基准点处出发后，
沿导轨2运动，
在导轨2中间位置
停留5秒后采集导轨2倾角数据，
停留是为了保证数据采集的无干扰性，
无人车运动到另一
个基准点处停止，
并和基准点处的接口接触，
充电接口对无人车进行充电 ，
数据读取接口读
取传感器数据并上传至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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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远程终端对采集的收据进行提取，
数据提取是通过信号传输，
将采集的数据通
过数字信号的方式传递给远程终端；
[0021] S4：
远程终端对传感器数据进行处理，
传感器数据处理过程为记录无人车第一次
采集的倾角，
在基准点附近建立局部坐标系，
其中z轴竖直向下，
并计算倾角传感器在该坐
标系中的三个分量，
每一次采集倾角数据后，
与第一次的数据相比较，
得到每段导轨2的三
维倾角改变量，
根据倾角改变量在坐标系三个方向上的线积分计算出各个监测点的三维位
移分量，
从而实现了变形巡测。
以上所述，
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
但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
根据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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