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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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386863.6

(22)申请日 2019.12.29

(71)申请人 青岛瑞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266555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庐山路6

号瑞源集团12楼1208室

(72)发明人 张吉庆　刘毅　邵海波　侯中伟　

刘立伟　吴兆柱　高宗宾　高隽　

(51)Int.Cl.

E02D 1/02(2006.01)

E02D 17/02(2006.01)

G06F 30/13(2020.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深基坑全周期动态监测方法

(57)摘要

一种深基坑全周期动态监测方法，包括前期

监测布置，中后期开挖侧壁应力检测和异常数据

识别三个步骤，在基坑布置全周期布置监测点，

包括内圈变形监测点、外圈变形监测点和预设侧

壁监测点，以及通过建立BIM模型数据库动态对

比；针对每一个监测点，若本轮采集的监测值在

预测值的0.88-1 .2倍区间内，确认为正常值，否

则判定为异常值；若本轮判定为正常值，则对预

测的均值进行迭代更新。本发明的优点在于：通

过预测基坑开挖及环境状态参数的变化对监测

值的影响，来确定监测项目的下一采集时刻预测

采集值，并通过比对预测值及实际值来判定实际

值是否异常，得出真实的监测数据，在整个基坑

开挖的预警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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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深基坑全周期动态监测方法，包括前期监测布置，中后期开挖侧壁应力检测和

异常数据识别三个步骤，第一步前期监测布置包括：  (1)、在准备阶段，对需要监测的预开

挖基坑进行放点，通过水平仪或者全站仪精确对监测点进行布置，监测点的布置范围为在

基坑开挖线的外围2米位置布置内圈沉降观测监测点，在基坑外围开挖线的外围4米位置布

置外圈变形监测点，在基坑外20米之内的建筑物上布置建筑沉降观测点；各点进行联测检

核；(2)、所述内圈沉降观测监测点之间的间距不大于3米，外圈变形监测点之间的间距不大

于6米，所述建筑沉降观测点根据周围情况设置，间距30米设置一个；内圈沉降观测监测点

和外圈变形监测点均采用预埋钢件，所述预埋钢件下端采用水泥浆形成锚固体，上端采用

对半螺纹开口钢筋，两个对半螺纹开口钢筋中间设置空隙，空隙中设置十字钢尺，两个对半

螺纹开口钢筋通过外端套设螺母，通过螺母拧紧两个对半螺纹开口钢筋，从而夹紧钢尺；

(3)、所述十字钢尺的上下左右均设置有刻度，水平变形通过直接读测钢尺读数或采用游标

卡尺量测面刻度水平距离与周边建筑墙面的距离的方法进行数据采集，根据数据变化计算

基坑水平位移；沉降变形通过全站仪或水准仪直接读出十字钢尺的刻度，进行计算基坑沉

降量，并将以上数据上传至BIM模型数据库中；

第二步中后期开挖侧壁应力检测的方法包括：(1)、在基坑开挖过程中，随着基坑的深

度变化，在基坑侧壁设置应力检测装置，其用于检测预设侧壁监测点的应力值，并将每个所

述预设侧壁监测点的应力值上传至BIM模型数据库中；  (2)、BIM模型数据库中其预存有待

监测基坑的三维模型；在所述BIM模型数据库中输入对应的预设监测点的应力值，并将所述

应力值按照其所对应的所述预设侧壁监测点的位置信息标记在所述三维模型中；在该预设

侧壁监测点所在的水平线上间隔3-8米确定一侧壁监测点；(3)、应力检测装置还包括设置

测量钢管柱，所述测量钢管柱上端分别设置位移传感器和角度传感器；所述位移传感器用

于测量钢管柱的坐标，该位移传感器采用GPS定位系统；所述角度传感器用于测量所述侧壁

监测点的投影至所述测量钢管柱所在平面时，所述测量钢管柱的竖直方向与所述投影与角

度传感器的夹角值，并将所述夹角值上传至所述BIM模型数据库中；

第三步异常数据识别包括：（1）、BIM模型数据库动态的储存通过前期收集的内圈沉降

观测监测点、内圈沉降观测监测点的水平位移和基坑沉降量，以及通过分析侧壁监测点的

位移和夹角数据；（2）、根据上述数据，获得当天各个监测点的变化曲线，监测值在预测值的

0.88-1.2倍区间内，确认为正常值，否则判定为异常值；（3）、针对每一个监测项目，若本轮

判定为正常值，则对预测的均值进行迭代更新。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基坑全周期动态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计算校核

模块，所述计算校核模块用于校核所述监测点的位置值；所述计算校核模块的具体操作过

程为：所述计算模块将所述位移传感器、所述位移传感器在所述侧壁上的投影和一所述侧

壁监测点构建直角三角形，所述计算校核模块确定所述侧壁监测点在XY坐标系的坐标信

息，并将所述位置信息按照所述侧壁监测点的对应关系标注在所述三维模型上，该坐标信

息用于校核GPS定位的坐标初值。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深基坑全周期动态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位移传感器

和所述角度传感器间隔预定时间t1、t2……tn，将预定时间的检测位移值和夹角值上传至

BIM模型数据库。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深基坑全周期动态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计算校核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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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从所述BIM模型数据库中调取t1、t2……tn时间所述侧壁监测点在所述XY坐标系的坐标

信息(x1，y1)、(x2，y2)……(xn，yn)，并进行如下计算：所述侧壁监测点在tn时间相对于t1

时间的水平位移△x为：△x＝xn—x1；所述监测点在tn时间相对于t1时间的竖直位移△y

为：△y＝yn—y1；所述计算校核模块将所述水平位移△x和所述竖直位移△y上传至中BIM

模型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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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深基坑全周期动态监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深基坑监测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了一种深基坑全周期动态监测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常规基坑工程监测手段不仅耗费大量人力，而且数据采集周期、精度和分析处理

机制和管理方法，远远不能适应科学的管理与决策需求。随着深基坑对全周期监测的要求，

深大基坑工程日益增多，催生了更多新一代传感、传输和监测数据处理技术在基坑工程中

的研究应用；稳定、成熟、可靠的电子信息技术在土建工程中的推广应用，为基坑的自动化

监测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基础。基坑自动化监测通常需要采集钢筋计频率、测斜仪倾角、水

位计压强读数及单点沉降计的沉降数据，基坑监测中的异常数据是监测数据集中与常规数

据不同的数据，它们不符合惯常的数据模式，其产生机制与大多数数据不同。异常数据包括

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真实异常数据，包含着从应用角度看非常有意义的知识；第二种是噪音

异常数据，是采集、传输或存储过程中的错误引起的，会误导分析的结果。目前对于异常数

据的态度主要有两种，一是拒绝，从数据集中删除全部异常数据，优点是可以减少异常数据

的误导作用，但会丢失有意义的信息；二是保留，保留所有异常数据，不会丢失任何信息，但

分析结果会受到异常数据的误导。

[0003] 如何获得更好的监测数据是整个预警系统的关键性资源，有高质量的数据才能更

好地进行预警决策分析。而在大规模监测数据分析中获得清洁可靠的数据是一项困难的工

作，其成本也很高，大约要花费项目中50％到70％的资源。实际监测过程中获取的数据有许

多质量问题。首先，多种原因会产生异常数据，产生异常数据的原因通常包括：将异常数据

从真实数据中区分出来非常困难，虽然有些异常数据可能是测量和记录过程中的错误引起

的，但有些异常数据却代表着真实的监测量的状态，蕴涵着从预警角度看非常有意义的知

识，最终如何识别危险工况是工程上的普遍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深基坑全周期动态监测方法，包括前期监测布置，中后期开

挖侧壁应力检测和异常数据识别三个步骤，第一步前期监测布置包括：(1)、在准备阶段，对

需要监测的预开挖基坑进行放点，通过水平仪或者全站仪精确对监测点进行布置，监测点

的布置范围为在基坑开挖线的外围2米位置布置内圈沉降观测监测点，在基坑外围开挖线

的外围4米位置布置外圈变形监测点，在基坑外20米之内的建筑物上布置建筑沉降观测点；

各点进行联测检核；

  (2)、所述内圈沉降观测监测点之间的间距不大于3米，外圈变形监测点之间的间距不

大于6米，所述建筑沉降观测点根据周围情况设置，间距30米设置一个；内圈沉降观测监测

点和外圈变形监测点均采用预埋钢件，所述预埋钢件下端采用水泥浆形成锚固体，上端采

用对半螺纹开口钢筋，两个对半螺纹开口钢筋中间设置空隙，空隙中设置十字钢尺，两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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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螺纹开口钢筋通过外端套设螺母，通过螺母拧紧两个对半螺纹开口钢筋，从而夹紧钢尺；

(3)、所述十字钢尺的上下左右均设置有刻度，水平变形通过直接读测钢尺读数或采用游标

卡尺量测面刻度水平距离与周边建筑墙面的距离的方法进行数据采集，根据数据变化计算

基坑水平位移；沉降变形通过全站仪或水准仪直接读出十字钢尺的刻度，进行计算基坑沉

降量，并将以上数据上传至BIM模型数据库中；第二步中后期开挖侧壁应力检测的方法包

括：(1)、在基坑开挖过程中，随着基坑的深度变化，在基坑侧壁设置应力检测装置，其用于

检测预设侧壁监测点的应力值，并将每个所述预设侧壁监测点的应力值上传至BIM模型数

据库中；  (2)、BIM模型数据库中其预存有待监测基坑的三维模型；在所述BIM模型数据库中

输入对应的预设监测点的应力值，并将所述应力值按照其所对应的所述预设侧壁监测点的

位置信息标记在所述三维模型中；在该预设侧壁监测点所在的水平线上间隔3-8米确定一

侧壁监测点；(3)、应力检测装置还包括设置测量钢管柱，所述测量钢管柱上端分别设置位

移传感器和角度传感器；所述位移传感器用于测量钢管柱的坐标，该位移传感器采用GPS定

位系统；所述角度传感器用于测量所述侧壁监测点的投影至所述测量钢管柱所在平面时，

所述测量钢管柱的竖直方向与所述投影与角度传感器的夹角值，并将所述夹角值上传至所

述BIM模型数据库中；第三步异常数据识别包括：（1）、BIM模型数据库动态的储存通过前期

收集的内圈沉降观测监测点、内圈沉降观测监测点的水平位移和基坑沉降量，以及通过分

析侧壁监测点的位移和夹角数据；（2）、根据上述数据，获得当天各个监测点的变化曲线，监

测值在预测值的0.88-1.2倍区间内，确认为正常值，否则判定为异常值；（3）、针对每一个监

测项目，若本轮判定为正常值，则对预测的均值进行迭代更新。

[0005] 还包括计算校核模块，所述计算校核模块用于校核所述监测点的位置值；所述计

算校核模块的具体操作过程为：所述计算模块将所述位移传感器、所述位移传感器在所述

侧壁上的投影和一所述侧壁监测点构建直角三角形，所述计算校核模块确定所述侧壁监测

点在XY坐标系的坐标信息，并将所述位置信息按照所述侧壁监测点的对应关系标注在所述

三维模型上，该坐标信息用于校核GPS定位的坐标初值。

[0006] 在进行GPS定位时，可以因为数据遗失或计算故障等问题，需要对坐标初值进行校

核。

[0007] 所述位移传感器和所述角度传感器间隔预定时间t1、t2……tn，将预定时间的检

测位移值和夹角值上传至BIM模型数据库。

[0008] 所述计算校核模块从所述BIM模型数据库中调取t1、t2……tn时间所述侧壁监测

点在所述XY坐标系的坐标信息(x1，y1)、(x2，y2)……(xn，yn)，并进行如下计算：所述侧壁

监测点在tn时间相对于t1时间的水平位移△x为：△x＝xn—x1；

所述监测点在tn时间相对于t1时间的竖直位移△y为：△y＝yn—y1；所述计算校核模

块将所述水平位移△x和所述竖直位移△y上传至中BIM模型数据库中。

[0009] 本发明点优点，在于在基坑布置全周期布置监测点，包括内圈变形监测点、外圈变

形监测点和预设侧壁监测点，以及通过建立BIM模型数据库，通过动态的存储进行监测；针

对每一个监测点，若本轮采集的监测值在预测值的0.9-1.1倍区间内，确认为正常值，否则

判定为异常值；若本轮判定为正常值，则对预测的均值进行迭代更新。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通过预测基坑开挖及环境状态参数的变化对监测值的影响，来确定监测项目的下一采集时

刻预测采集值，并通过比对预测值及实际值来判定实际值是否异常，得出真实的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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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基坑开挖的预警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10] 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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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1] 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深基坑全周期动态监测方法，包括前期监测布置，中后期开

挖侧壁应力检测和异常数据识别三个步骤，第一步前期监测布置包括：(1)、在准备阶段，对

需要监测的预开挖基坑进行放点，通过水平仪或者全站仪精确对监测点进行布置，监测点

的布置范围为在基坑开挖线的外围2米位置布置内圈沉降观测监测点，在基坑外围开挖线

的外围4米位置布置外圈变形监测点，在基坑外20米之内的建筑物上布置建筑沉降观测点；

各点进行联测检核；

  (2)、所述内圈沉降观测监测点之间的间距不大于3米，外圈变形监测点之间的间距不

大于6米，所述建筑沉降观测点根据周围情况设置，间距30米设置一个；内圈沉降观测监测

点和外圈变形监测点均采用预埋钢件，所述预埋钢件下端采用水泥浆形成锚固体，上端采

用对半螺纹开口钢筋，两个对半螺纹开口钢筋中间设置空隙，空隙中设置十字钢尺，两个对

半螺纹开口钢筋通过外端套设螺母，通过螺母拧紧两个对半螺纹开口钢筋，从而夹紧钢尺；

(3)、所述十字钢尺的上下左右均设置有刻度，水平变形通过直接读测钢尺读数或采用游标

卡尺量测面刻度水平距离与周边建筑墙面的距离的方法进行数据采集，根据数据变化计算

基坑水平位移；沉降变形通过全站仪或水准仪直接读出十字钢尺的刻度，进行计算基坑沉

降量，并将以上数据上传至BIM模型数据库中；

水平位移记录表1：

表1

 沉降量记录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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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第二步中后期开挖侧壁应力检测的方法包括：(1)、在基坑开挖过程中，随着基坑的深

度变化，在基坑侧壁设置应力检测装置，其用于检测预设侧壁监测点的应力值，并将每个所

述预设侧壁监测点的应力值上传至BIM模型数据库中；  (2)、BIM模型数据库中其预存有待

监测基坑的三维模型；在所述BIM模型数据库中输入对应的预设监测点的应力值，并将所述

应力值按照其所对应的所述预设侧壁监测点的位置信息标记在所述三维模型中；在该预设

侧壁监测点所在的水平线上间隔3-8米确定一侧壁监测点；(3)、应力检测装置还包括设置

测量钢管柱，所述测量钢管柱上端分别设置位移传感器和角度传感器；所述位移传感器用

于测量钢管柱的坐标，该位移传感器采用GPS定位系统；所述角度传感器用于测量所述侧壁

监测点的投影至所述测量钢管柱所在平面时，所述测量钢管柱的竖直方向与所述投影与角

度传感器的夹角值，并将所述夹角值上传至所述BIM模型数据库中；第三步异常数据识别包

括：（1）、BIM模型数据库动态的储存通过前期收集的内圈沉降观测监测点、内圈沉降观测监

测点的水平位移和基坑沉降量，以及通过分析侧壁监测点的位移和夹角数据；（2）、根据上

述数据，获得当天各个监测点的变化曲线，监测值在预测值的0.88-1.2倍区间内，确认为正

常值，否则判定为异常值；

（3）、针对每一个监测项目，若本轮判定为正常值，则对预测的均值进行迭代更新。

[0012] 第三步异常数据识别，还包括定义监测值，定义监测值的变化由三部分构成：基坑

开挖对监测项目带来的影响，环境状态参数变化给监测项目带来的影响以及误差异常影

响，监测项目的最终监测值是上述三部分的综合体现，记监测项目的监测值为γ，基坑开挖

状态为α，环境状态参数为θ，采集、传输及存储环节的误差为β，则γ＝f(α,θ,β)，函数f表征

监测值是三个状态参数的综合反映，将监测值γ分解为α,θ,β三个影响参数的独立作用之

和，γ＝A  (α)+B(θ)+C(β)，其中函数A表示基坑开挖状态α对监测项目的影响，函数B表示环

境状态参数θ对监测项目的影响，函数C表示采集、传输及存储过程中的误差，不作为对监测

值的预测。

[0013] 还包括计算校核模块，所述计算校核模块用于校核所述监测点的位置值；所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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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校核模块的具体操作过程为：所述计算模块将所述位移传感器、所述位移传感器在所述

侧壁上的投影和一所述侧壁监测点构建直角三角形，所述计算校核模块确定所述侧壁监测

点在XY坐标系的坐标信息，并将所述位置信息按照所述侧壁监测点的对应关系标注在所述

三维模型上，该坐标信息用于校核GPS定位的坐标初值。

[0014] 在进行GPS定位时，可以因为数据遗失或计算故障等问题，需要对坐标初值进行校

核。

[0015] 所述位移传感器和所述角度传感器间隔预定时间t1、t2……tn，将预定时间的检

测位移值和夹角值上传至BIM模型数据库。

[0016] 所述计算校核模块从所述BIM模型数据库中调取t1、t2……tn时间所述侧壁监测

点在所述XY坐标系的坐标信息(x1，y1)、(x2，y2)……(xn，yn)，并进行如下计算：所述侧壁

监测点在tn时间相对于t1时间的水平位移△x为：△x＝xn—x1；

所述监测点在tn时间相对于t1时间的竖直位移△y为：△y＝yn—y1；所述计算校核模

块将所述水平位移△x和所述竖直位移△y上传至中BIM模型数据库中。

[0017]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凡在本发明的内容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10984114 A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