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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桥梁塔柱三维激光扫描

仪变形监测方法，包括步骤：在桥面两侧的人行

道架设三个扫描站点，在桥塔附近的附属设施上

固定四个拟合标靶球；各扫描站点按设定的间隔

周期完成桥塔扫描得到桥塔点云数据模型；将多

次桥塔点云数据模型进行对齐后建立参考模型

与对比模型的偏差色谱图；对比模型中每个Z向

剖面与所述三条棱线的交点在X和Y方向相对参

考模型的偏差值即为该Z向位置的挠度值；对偏

差值进行二项式曲线拟合得到X和Y方向的扰度

监测结果曲线图。本发明利用三维激光扫描仪技

术快速、高效地获得了大桥桥塔的3条棱线在横、

顺桥向的变化情况，解决了桥塔无预制反射棱镜

与测点有限的问题，为桥梁长期的变形监测提供

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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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桥梁塔柱三维激光扫描仪变形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步骤：

在桥面两侧的人行道架设三个安装三维扫描仪的扫描站点，在桥塔附近的附属设施上

固定四个拟合标靶球；

各扫描站点的三维扫描仪按设定的间隔周期完成桥塔扫描后，将储存在SD卡中的三站

点云数据分别导入三维存档软件Scene中进行识别和配准后建立三个站点视角下的桥塔点

云数据模型并导出为xyz格式文件输入三维检测软件Qualify；

将多次检测的每期桥塔点云数据模型进行对齐，对齐时前一期的桥塔点云数据模型为

参考作对齐，后一期桥塔点云数据模型作对比模型；

令桥塔横梁处为原点O，横桥向为X方向，顺桥向为Y方向，竖直向为Z方向；在Qualify的

处理中，建立参考模型与对比模型的偏差色谱图；

利用空间平面与桥塔相交标定三条棱线，沿偏差色谱图的Z轴(桥塔竖直)方向每隔2-

3m生成一个剖面，采用3d偏差测试对比模型中每个剖面与所述三条棱线的交点在X和Y方向

相对参考模型的偏差值即为X和Y方向在该Z轴位置的挠度值；

对每期检测中各剖面的X和Y方向的偏差值进行二项式曲线拟合得到X和Y方向的扰度

监测结果曲线图。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塔柱三维激光扫描仪变形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扫描站点距桥塔顶端45-50m，距塔底18-22m，距四个拟合标靶球10～20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塔柱三维激光扫描仪变形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扫描

前还包括步骤：

设置三维扫描仪的分辨率、扫描范围的水平角和竖直角，将扫描时间控制在半小时以

内且能容纳被扫描物。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塔柱三维激光扫描仪变形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三

维扫描仪在架设后通过仪器内部电子水平气泡和倾角传感器进行自动调平，保证水平倾角

在±5°以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塔柱三维激光扫描仪变形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四个拟合标靶球固定在远离桥塔或箱梁底面并且可让扫描站点相互通视的位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塔柱三维激光扫描仪变形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各扫描

站点的三维扫描仪在正式扫描前还包括步骤：

利用全站仪及TSP定位系统定位进行精度验证，确定三维扫描仪对点测量精度，保证所

有点云模型都能统一到绝对坐标下。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桥梁塔柱三维激光扫描仪变形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利

用全站仪及TSP定位系统定位进行精度验证，确定三维扫描仪对点测量精度的步骤具体包

括：

在已知坐标点布置一个同心标靶球，以贴合实际监测距离；

通过全站仪及TSP定位系统测定双棱镜基座和棱镜标靶球的坐标为基准，计算出绝对

坐标系下三维扫描仪激发点和同心棱镜标靶球的相对位置与角度；

然后让三维扫描仪对同心棱镜标靶球进行多次扫描，求得球心坐标中误差；

TSP定位系统生成csv文件导入三维存档软件scene中，用于协助每一期的拼成的整体

点云模型统一到绝对坐标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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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塔柱三维激光扫描仪变形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三站点

云数据进行识别和配准前还包括步骤：

通过三维存档软件Scene对扫描得到的三站点云数据进行进行配准、滤波和降噪处理，

手动删除不相关的点云，去除冗余部分。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塔柱三维激光扫描仪变形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进行二

项式曲线拟合时，多项式的阶数k可根据AIC准则确定：

在线性模型的拟合中，选择使AIC值达到最小的变量子集即为最优模型，

使拟合准确。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塔柱三维激光扫描仪变形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三维激光扫描仪采用Faro  Focus  X330三维激光扫描仪。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9520439 B

3



一种桥梁塔柱三维激光扫描仪变形监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桥梁变形监测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桥梁塔柱三维激光扫描仪变形监测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桥梁结构的变形监测对象虽然繁多，但总体而言不外乎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位

移两种。为了满足监测对象的要求，目前桥梁变形监测主要沿用传统的监测方法，即大地测

量方法和物理传感器方法。传统上采用光学或电子测量仪器，包括水准仪、经纬仪、全站仪

等，周期而重复性地对既定测点的三维坐标进行检测，从而监测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该方

法从80年代起一直沿用至今，精度和灵活性都较高，但自动化程度和监测速度都较低。而物

理传感器是针对桥梁结构局部的变形，通过应变计、位移计、电子水平仪的金属丝电阻应变

效应，使得传感设备获取监测点的局部变形信息。该方法虽然实现自动监测，但无法掌握变

形的整体情况，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的出现为桥梁变形监测提供了一种

思路，该技术具有非接触测量，数据密度大、精度高，数字化、配合性好等特点

[0003] 该桥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南郊，呈南北走向，其上部结构为不对称钢砼混合体系独

塔单索面斜拉桥。桥塔高43.88m，为H型截面；主桥长150m，纵向分跨为30m(钢箱梁)+80m(钢

箱梁)+40m(砼箱梁)，于2004年通车。桥塔通过4根拉索承担主跨自重和部分行车荷载，在不

同荷载下会产生不同挠曲，因此观测桥塔的几何形态变化能反映桥塔结构受力的变化情

况。随着交通量的与日俱增，为确保桥梁的安全运营以及提供维护的科学依据，该桥亟需进

行健康监测。而该桥塔顶端上并未设置反射棱镜，无法采用全站仪等传统方法直接观测桥

塔。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于桥塔上未设

置反射棱镜，无法采用全站仪等传统方法直接观测桥塔，以替代全站仪等传统方法对桥塔

进行变形监测。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桥梁塔柱三维激光扫描仪变形监测方法，包括步骤：

[0007] 在桥面两侧的人行道架设三个安装三维扫描仪的扫描站点，在桥塔附近的附属设

施上固定四个拟合标靶球；

[0008] 各扫描站点的三维扫描仪按设定的间隔周期完成桥塔扫描后，将储存在SD卡中的

三站点云数据分别导入三维存档软件Scene中进行识别和配准后建立三个站点视角下的桥

塔点云数据模型并导出为xyz格式文件输入三维检测软件Qualify；

[0009] 将多次检测的每期桥塔点云数据模型进行对齐，对齐时前一期的桥塔点云数据模

型为参考作对齐，后一期桥塔点云数据模型作对比模型；

[0010] 令桥塔横梁处为原点O，横桥向为X方向，顺桥向为Y方向，竖直向为Z方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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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fy的处理中，建立参考模型与对比模型的偏差色谱图；

[0011] 利用空间平面与桥塔相交标定三条棱线，沿偏差色谱图的Z轴(桥塔竖直)方向每

隔2-3m生成一个剖面，采用3d偏差测试对比模型中每个剖面与所述三条棱线的交点在X和Y

方向相对参考模型的偏差值即为该Z轴位置的挠度值；

[0012] 对每期检测中各剖面的X和Y方向的偏差值进行二项式曲线拟合得到X和Y方向的

扰度监测结果曲线图。

[0013] 进一步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扫描站点距桥塔顶端45-50m，距塔底18-22m，距四个

拟合标靶球10～20m。

[0014] 进一步优选的方案中，在扫描前还包括步骤：

[0015] 设置三维扫描仪的分辨率、扫描范围的水平角和竖直角，将扫描时间控制在半小

时以内且能容纳被扫描物。

[0016] 进一步优选的方案中，所述三维扫描仪在架设后通过仪器内部电子水平气泡和倾

角传感器进行自动调平，保证水平倾角在±5°以内。

[0017] 进一步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四个拟合标靶球固定在远离桥塔或箱梁底面并且可

让扫描站点相互通视的位置。

[0018] 进一步优选的方案中，各扫描站点的三维扫描仪在正式扫描前还包括步骤：

[0019] 利用全站仪及TSP定位系统定位进行精度验证，确定三维扫描仪对点测量精度，保

证所有点云模型都能统一到绝对坐标下。

[0020] 进一步优选的方案中，所述利用全站仪及TSP定位系统定位进行精度验证，确定三

维扫描仪对点测量精度的步骤具体包括：

[0021] 在已知坐标点布置一个同心标靶球，以贴合实际监测距离；

[0022] 通过全站仪及TSP定位系统测定双棱镜基座和棱镜标靶球的坐标为基准，计算出

绝对坐标系下三维扫描仪激发点和同心棱镜标靶球的相对位置与角度；

[0023] 然后让三维扫描仪对同心棱镜标靶球进行多次扫描，求得球心坐标中误差；

[0024] TSP定位系统生成csv文件导入三维存档软件scene中，用于协助每一期的拼成的

整体点云模型统一到绝对坐标系下。

[0025] 进一步优选的方案中，三站点云数据进行识别和配准前还包括步骤：

[0026] 通过三维存档软件Scene对扫描得到的三站点云数据进行进行配准、滤波和降噪

处理，手动删除不相关的点云，去除冗余部分。

[0027] 进一步优选的方案中，进行二项式曲线拟合时，多项式的阶数k可根据AIC准则确

定：在线性模型的拟合中，选择使AIC值达到最小的变量子集即为最优模型。使拟合准确。

[0028] 进一步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三维激光扫描仪采用Faro  Focus  X330三维激光扫

描仪。

[0029] 相比现有技术，本发明的优势包括：

[0030] 本发明利用三维激光扫描仪技术快速、高效地获得了大桥桥塔的3条棱线在横、顺

桥向的变化情况，解决了桥塔无预制反射棱镜与测点有限的问题。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凭借

着高精度、便捷性和非接触式等优势，整体而连贯地获取桥梁表面的数据，为桥梁长期的变

形监测提供了新的方向。此外，该技术可应用于不同桥型或不同结构的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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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本发明中原桥索塔立面示意图。

[0032] 图2是本发明中桥面控制网布设示意图。

[0033] 图3是本发明中桥塔三条特征棱线示意图。

[0034] 图4是本发明中桥塔X方向长期扰度监测结果曲线图。

[0035] 图5是本发明中桥塔Y方向长期扰度监测结果曲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37] 本实施例对广州某大桥塔柱进行长期监测从2017年3月16日开始至8月18日共计6

次，并记录当时交通量水平与风力、温度，该大桥的结构如图1所示，所述桥梁桥塔为独塔单

索、面斜拉桥，“H”型截面，共设4根斜拉索承担主跨自重和部分行车荷载。由于该桥塔顶端

上并未设置反射棱镜，无法采用全站仪等传统方法直接观测桥塔，因此采用本实施例的检

测方法进行该桥塔的变形监测。

[0038] 一种桥梁塔柱三维激光扫描仪变形监测方法，包括步骤：

[0039] 步骤1、如图2所示，在桥面两侧的人行道架设三个安装三维扫描仪的扫描站点A、

B、C，在桥塔附近的附属设施上固定四个拟合标靶球1、2、3、4，用于后续各站点云的拼接，所

述的三维激光扫描仪采用Faro  Focus  X330三维激光扫描仪(标称25m内点位精度为±

2mm)，所述三维扫描仪在架设后通过仪器内部电子水平气泡和倾角传感器进行自动调平，

保证水平倾角在±5°以内；所述的四个拟合标靶球固定在远离桥塔或箱梁底面并且可让扫

描站点相互通视的位置。各扫描站点距桥塔顶端约50m，距塔底约20m，距4个拟合标靶球均

在10～20m以内。为了提高扫描效率以及降低拼接误差，在人行道设置三个扫描站点即可。

[0040] 步骤2、在三维扫描仪正式扫描前采用全站仪辅以TSP系统进行精度验证，确定三

维扫描仪对点测量精度，保证所有点云模型都能统一到绝对坐标下，具体为：将一个同心棱

镜标靶球放置于人行道上距扫描仪20m处，以贴合实际监测距离；以全站仪读出双棱镜基座

和棱镜标靶球的坐标为基准，计算出扫描仪激发点和标靶球的相对位置；然后让三维扫描

仪对棱镜标靶球进行5次扫描，求得球心坐标中误差。经计算，点位中误差为4.0mm，高程中

误差为0.7mm。由规范得知，该三维扫描仪对点测量精度满足等级三要求(变形观测点的点

位中误差≤6mm，高程中误差≤1mm)，即可对大型桥梁实施长期监测。TSP定位系统生成csv

文件导入三维存档软件scene中，用于协助每一期的拼成的整体点云模型统一到绝对坐标

系下。

[0041] 步骤3、将三维扫描仪分辨率设置为1/1.4倍质量，并根据实际需要设置扫描范围

的水平角和竖直角，将每站扫描时间控制在半小时以内。调整的过程可通过在正式扫描开

始前应进行预扫描来实现：选定最低分辨率与质量快速判定水平角与竖直角是否可以容纳

被扫物，若有不足则相应调整角度，包裹扫描物；若有冗余则相应缩小范围，节省时间，扫描

范围水平角与竖直角根据预扫描实际情况作出调整。

[0042] 步骤4、三维扫描仪开扫描，扫描完成后，将储存在SD卡中的三站点云数据分别导

入三维存档软件Scene中，由于桥塔的初始点云数据在空间上非常庞大，并含有大量冗余点

和噪点，需要进行配准、滤波和降噪处理，手动删除不相关的点云，去除冗余部分，再将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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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点云进行基于标靶球的识别与配准建立三个站点视角下的桥塔点云数据模型并导出为

xyz格式文件输入三维检测软件Qualify；

[0043] 步骤5、为反映桥塔在挠度上的变化，选取点云数据模型中的三条特征棱线a、b、c

作为研究对象，计算挠度值，如图3所示。但特征棱线的点云并不能精确落在棱线上，而是落

在棱线附近，故需先进行提取。

[0044] 步骤6、将多次检测的每期桥塔点云数据模型进行对齐，在共计6次的长期监测的

模型对齐中，将每期桥塔模型以M1到M6的顺序命名，它们分别根据前一期的模型为参考作

对齐，如“M1M2”是M1作参考模型，M2作对比模型。

[0045] 步骤7、令桥塔横梁处为原点O，横桥向为X方向，顺桥向为Y方向，竖直向为Z方向；

在Qualify的处理中，建立参考模型，对比模型的偏差色谱图，采用3d偏差测试对比模型上

任意点到参考模型上的最短距离。本实施例利用空间平面与桥塔相交标定三条棱线，沿Z轴

(桥塔竖直)方向每隔2m生成一个剖面，每个剖面上与棱线的交点在X和Y方向的偏差值即为

该方向的挠度值，应注意的是，每一次偏差值应该叠加累积，最终形成累计观测的结果。

[0046] 步骤8、由于点云获得的偏差值呈折线状，故需对其进行二项式曲线拟合得到X和Y

方向的扰度监测结果曲线图，如图4和图5所示。为使拟合准确，多项式的阶数k可根据AIC准

则确定：在线性模型的拟合中，选择使AIC值达到最小的变量子集即为最优模型。

[0047] 如图4和图5所示，从整体上来看，三条棱线的斜率都非常接近说明桥塔在拉索与

桥面荷载的影响下呈整体摆动，具有较好的几何变化相似性与一致性。对于横桥X向而言

(见图4)，3月～8月的桥塔棱线挠度在0附近呈增长和回调的变化，幅度均在8mm内，没有明

显积累于一个方向的趋势，故其稳定性较好；在6月到7月之间挠度变化最大，三条棱线△X

均在8mm以上，其中以b棱线△X＝9.3mm为最大，倾斜角约为44”。

[0048] 对于顺桥Y向而言(见图5)，3月～8月的桥塔棱线挠度仅在0以上增长和减少，幅度

均在9mm以内，说明桥塔仅向主跨挠曲；仍以6月到7月之间挠度变化最大，三条棱线△Y均在

5mm以上，其中b棱线△Y＝5.8mm为最大，倾斜角约为27”。综上说明，6、7月份的交通量与日

照等因素对该桥塔影响最大，但仍在允许范围内，证明桥梁处于健康运营。

[0049] 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

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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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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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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