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1137708.3

(22)申请日 2021.05.25

(73)专利权人 石家庄铁道大学

地址 050000 河北省石家庄市北二环东路

17号

(72)发明人 张广远　于天琦　王新敏　严世强　

许宏伟　杨勇　

(74)专利代理机构 石家庄国为知识产权事务所 

13120

代理人 魏笑

(51)Int.Cl.

G01B 21/3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基于传感器阵列的边坡变形监测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基于传感器阵列的

边坡变形监测装置，属于边坡监测技术领域，包

括多个依次首尾串联的刚性段和柔性段，刚性段

上设有MEMS传感器单元和电池，刚性段和柔性段

上均设有用于电连接多个MEMS传感器单元和多

个电池的线缆。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基于传感器阵

列的边坡变形监测装置，通过MEMS传感器单元收

集数据，柔性段顺应外部环境的变形，可描述位

移方向及空间变形的三维坐标；装置内携带电

池，省去外接电源，可随取随用，提高了便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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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传感器阵列的边坡变形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多个依次首尾串联的刚性段和柔性段，所述刚性段上固定设有MEMS传感器单元和电

池，所述刚性段和所述柔性段上均设有用于电连接多个所述MEMS传感器单元和多个所述电

池的线缆。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传感器阵列的边坡变形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刚

性段和所述柔性段为管状，所述MEMS传感器单元和所述电池均设于所述刚性段内部，所述

线缆贯穿所述柔性段用于电连接多个所述MEMS传感器单元和多个所述电池。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传感器阵列的边坡变形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刚

性段和所述柔性段之间密封连接。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传感器阵列的边坡变形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柔

性段为聚氨酯制件，所述刚性段为铝制件。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传感器阵列的边坡变形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刚

性段长度为20‑100cm，所述柔性段长度为3‑8cm。

6.如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基于传感器阵列的边坡变形监测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MEMS传感器单元包括主控模块、通信模块、三轴加速度计和三轴磁力计。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基于传感器阵列的边坡变形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多个所

述刚性段和多个所述柔性段构成第一传感器阵列和第二传感器阵列，所述第一传感器阵列

和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互相垂直构成面式传感器网络，所述面式传感器网络用于测量边坡

表面和边坡内部位移数据。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传感器阵列的边坡变形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与所述MEMS传感器单元电连接的现场边缘计算终端，所述现场边缘计算终端用于解算所述

MEMS传感器单元传输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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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传感器阵列的边坡变形监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边坡监测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是涉及一种基于传感器阵列的

边坡变形监测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每年有数以万计不同规模的滑坡等地质灾害发生，给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等

造成巨大损失，甚至危及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随着人类工程活动的日趋频繁，滑坡灾害也

变得越来越频发，人类的工程活动和极端天气都有可能引发边坡灾害，因此加强边坡监测

意义重大。边坡监测的内容包括变形、地下水、雨量、土压力、应力应变等，其中变形(位移

场)作为边坡稳定的直接判定条件是监测的重点。

[0003] 边坡种类和边坡灾害的类型都是多种多样的，这也造成了边坡变形的复杂性。这

种复杂性其中一方面体现在空间上的差异性，从变形方向上可以分为倾斜、深部水平位移、

表面沉降等等。

[0004] 现有的变形监测方案大多只能解决某一个方向上的变形测量，难以实现全方向的

变形监测，钻孔测斜方法是其中一种有效的测量滑坡位移的方法，可以测量竖向空间分布

上的水平位移，但是仍然存在以下缺陷：钻孔测斜仪难以描述位移方向，无法测量竖直布置

的方向是否产生隆起或沉降，不能给出空间中的三维坐标位置；需要外接电源供电，甚至需

要拉较长供电线供电，耗时且不够便携。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传感器阵列的边坡变形监测装置，旨在解决

现有变形监测装置不能描述空间三维位置坐标且现场使用不够方便、便携性不好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基于传感器阵列的边

坡变形监测装置，包括：

[0007] 多个依次首尾串联的刚性段和柔性段，所述刚性段上固定设有MEMS传感器单元和

电池，所述刚性段和所述柔性段上均设有用于电连接多个所述MEMS传感器单元和多个所述

电池的线缆。

[0008] 作为本申请另一实施例，所述刚性段和所述柔性段为管状，所述MEMS传感器单元

和所述电池均设于所述刚性段内部，所述线缆贯穿所述柔性段用于电连接多个所述MEMS传

感器单元和多个所述电池。

[0009] 作为本申请另一实施例，所述刚性段和所述柔性段之间密封连接。

[0010] 作为本申请另一实施例，所述柔性段为聚氨酯制件，所述刚性段为铝制件。

[0011] 作为本申请另一实施例，所述刚性段长度为20‑100cm，所述柔性段长度为3‑8cm。

[0012] 作为本申请另一实施例，所述MEMS传感器单元包括主控模块、通信模块、三轴加速

度计和三轴磁力计。

[0013] 作为本申请另一实施例，多个所述刚性段和多个所述柔性段构成第一传感器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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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二传感器阵列，所述第一传感器阵列和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互相垂直构成面式传感器

网络，所述面式传感器网络用于测量边坡表面和边坡内部位移数据。

[0014] 作为本申请另一实施例，还包括与所述MEMS传感器单元电连接的现场边缘计算终

端，所述现场边缘计算终端用于解算所述MEMS传感器单元传输的数据。

[0015]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基于传感器阵列的边坡变形监测装置的有益效果在于：与

现有技术相比，该边坡变形监测装置自带电池，不用外接电源，省去了拉线的花费和时间，

现场使用方便，随取随用，便携性好。本实用新型以多段柔性段作为深部位移吸能单元，可

根据需要弯折，通过刚性段上的MEMS(微机电系统)传感器单元得出每个刚性段的位移量，

进而得到边坡的变形数据。将该边坡变形监测装置铺设于边坡表面，可采集布置位置是否

产生隆起或沉降，进而得到具体变形量大小；将该边坡变形检测装置竖直安装在边坡体内

部，一端和基岩锚固，可采集边坡体深部水平的位移，得到具体变形数据。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有技术

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实用新

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

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基于传感器阵列的边坡变形监测装置的结构

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采用的基本传感段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基于传感器阵列的边坡变形监测装置的相互

垂直连接示意图；

[0020] 图4为图3所示的一种基于传感器阵列的边坡变形监测装置的现场铺设示意图。

[0021] 图中：1、基本传感段；2、刚性段；3、柔性段；4、线缆；5、MEMS传感器单元；6、电池；7、

沉孔；8、螺纹孔；9、穿线孔；10、凸台。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及有益效果更加清楚明白，以

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

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3] 请参阅图1及图2，现对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基于传感器阵列的边坡变形监测装

置进行说明。所述基于传感器阵列的边坡变形监测装置，包括

[0024] 多个依次首尾串联的刚性段2和柔性段3，刚性段2上固定设有MEMS传感器单元5和

电池6，刚性段2和柔性段3上均设有用于电连接多个MEMS传感器单元5和多个电池6的线缆

4。

[0025]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基于传感器阵列的边坡变形监测装置，与现有技术相比，

该边坡变形监测装置自带电池6，不用外接电源，省去了拉线的花费和时间，现场使用方便，

随取随用，便携性好。本实用新型以多段柔性段3作为深部位移吸能单元，可根据需要弯折，

通过刚性段2上的MEMS(微机电系统)传感器单元5得出每个刚性段2的位移量，进而得到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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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的变形数据。将该边坡变形监测装置铺设于边坡表面，可采集布置位置是否产生隆起或

沉降，进而得到具体变形量大小；将该边坡变形检测装置竖直安装在边坡体内部，一端和基

岩锚固，可采集边坡体深部水平的位移，得到具体变形数据。

[0026] 具体的，基本传感段根据实际需要串联阵列具体数量。

[0027] 本实施例中，一个刚性段2和一个柔性段3组成一个基本传感段1，八个基本传感段

1为一组，多组传感器链可以组合测量更长的测线。每个刚性段2内部固定设有通过线缆4的

3节电池6，三节电池6旁边固定有一个MEMS传感器单元5。刚性段2还设有穿线孔9，用于连接

电池6和电池6、电池6和MEMS传感器单元5。

[0028] 可选的，基本传感段1阵列外部包裹有柔性保护套，起到密封作用，可保护装置整

体不受外部环境腐蚀或变形影响，延长使用寿命。电池6可选可充电式，也可选择一次性的，

根据可持续性和环保要求，优选可充电式电池。

[0029] 作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基于传感器阵列的边坡变形监测装置的一种具体实

施方式，请参阅图1和图2，刚性段2和柔性段3为管状，MEMS传感器单元5和电池6均固定设于

刚性段2内部，线缆4贯穿柔性段3用于电连接多个MEMS传感器单元5和多个电池6。

[0030] 本实施例中，刚性段2和柔性段3为圆管状，管状刚性段2和柔性段3可保护内部

MEMS传感器单元5、电池6和线缆4不受外部环境影响而损坏。

[0031] 作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基于传感器阵列的边坡变形监测装置的一种具体实

施方式，请参阅图1和图2，刚性段2和柔性段3之间密封连接。

[0032] 本实施例中，柔性段3两端设有凸台10，用于与刚性段2抵接，凸台10与刚性段2内

部过盈配合，以达到密封的目的。刚性段2两端均设有沉孔7，柔性段3两端凸台10上均设有

螺纹孔8，沉孔7和螺纹孔8同心，可通过螺栓将刚性段2和柔性段3固定在一起。

[0033] 可选的，凸台10上设有通孔，刚性段2两端设有与凸台10上通孔对应的圆孔，圆杆

穿过两对应孔后卡住，达到相互固定的目的。

[0034] 作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基于传感器阵列的边坡变形监测装置的一种具体实

施方式，请参阅图1图2，柔性段3为聚氨酯制件，刚性段2为铝制件。

[0035] 本实施例中，柔性段3为聚氨酯，其性质不易拉伸，不易压缩，可弯折，能保证在边

坡变形时传感器阵列可以协调地随边坡变形而不破坏刚性段2，又能很好满足长度方向不

易变形，采集数据后能够得到与实地情况更加相符的计算数据。铝制管不易变形、耐腐蚀且

轻便，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同时，可减少装置整体的重量，提高便携性。

[0036] 作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基于传感器阵列的边坡变形监测装置的一种具体实

施方式，请参阅图1和图2，刚性段2长度为20‑100cm，柔性段3长度为3‑8cm。

[0037] 本实施例中，刚性段2长度为20cm，实际可根据变形测量的空间分辨率确定，柔性

段3长度为5cm。

[0038] 作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基于传感器阵列的边坡变形监测装置的一种具体实

施方式，MEMS传感器单元5包括主控模块、通信模块、三轴加速度计和三轴磁力计。

[0039] 本实施例中，控制模块为单片机，用于对MEMS传感器单元5内的三轴加速度计和三

轴磁力计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初步处理，通信模块用于传输数据，MEMS传感器单元5内置三轴

加速度计和三轴磁力计。考虑线式传感器阵列在空间内的变形，为便于空间内的分析和空

间坐标计算，使用折线模型对传感器阵列进行简化。MEMS传感器单元5中的三轴加速度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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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轴磁力计在应用中，利用被测物体静止时受到重力加速度在MEMS传感器单元5三个轴向

的分量以及测量传感器三个坐标轴与地磁场的夹角来测量角度，并通过夹角与每节刚性硬

管的长度计算自身与竖直、水平方向的位移，进而计算出各个节点相对于参考点的坐标，即

各个节点的位移。

[0040]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陀螺仪是通过对测得的角速度进行积分得到角度，而磁力计

是通过测量传感器的3个坐标轴与地磁场的夹角来测量角度的，陀螺仪的测量动态性好，短

时积分精度较高，长时间积分误差很大。因此考虑到边坡变形测量的应用场景，因此本实用

新型首选三轴磁力计进行测量。

[0041] 作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基于传感器阵列的边坡变形监测装置的一种具体实

施方式，请参阅图3和图4，多个刚性段2和柔性段3构成第一传感器阵列和第二传感器阵列，

第一传感器阵列和第二传感器阵列互相垂直构成面式传感器网络，所述面式传感器网络用

于测量边坡表面和边坡内部位移数据。

[0042] 本实施例中，8个基本传感段为一组，多组传感器链可以组合成测量更长的测线。

当线式传感器阵列水平布设时可以用来测量水平方向上的沉降或隆起，而当线式传感器阵

列竖向布设时可以测量竖向方向上的水平深部位移。将1个线式传感器阵列水平布设而另1

个线式传感器阵列竖向布设可以构成一个基本的测量边坡竖向剖面的面式传感器网络，既

可以测量边坡水平方向的起伏，又可以测量竖向方向上的水平深部位移，从而对边坡深部

和表面的变形进行全面的监测。

[0043] 作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基于传感器阵列的边坡变形监测装置的一种具体实

施方式，还包括与MEMS传感器单元5电连接的现场边缘计算终端，现场边缘计算终端用于解

算所述MEMS传感器单元5传输的数据。

[0044] 本实施例中，本方案的边坡监测装置还包括无线传输模块，通过无线传输模块将

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传输给边缘计算终端，计算终端解算出所有传感器网络坐标后根据预

警指标预警，并将数据通过无线通信方式传至网络云端。

[0045] 可选的，柔性传感器网络可经过RS485/CAN通信传输给现场边缘计算终端。

[0046] 具体的，MEMS传感器单元5完成对边坡监测地带倾角、位移等相关数据的在线、实

时测量，内置的微控制器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初步处理；通过无线或有线的数据传输，将监测

装置的数据传至数据处理模块；数据处理模块完成对采集、传输过来的数据的滤波处理、数

据补偿和边坡监测数据计算，最终将监测数据或预警信息传输至云端。

[0047]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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