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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深基坑监测技术领域，目的是提

供一种基于BIM深基坑基建风险自动监测的系

统，本发明包括感知层、网络层、平台层和应用

层，所述感知层通过所述网络层与所述平台层连

接，所述平台层与所述应用层连接，所述应用层

上有与待测深基坑相匹配的BIM模型；将所述感

知层安装在待测深基坑的工作基点上，所述感知

层采集所述工作基点上的位移量并通过所述网

络层的传输将所述位移量发送给所述平台层，所

述平台层上预设有多种模式，其中所述平台层将

所述位移量进行计算，并将计算后的数据对应于

模式显示在所述BIM模型所对应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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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BIM深基坑基建风险自动监测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感知层、网络层、平

台层和应用层，所述感知层通过所述网络层与所述平台层连接，所述平台层与所述应用层

连接，所述应用层上有与待测深基坑相匹配的BIM模型；

将所述感知层安装在待测深基坑的工作基点上，所述感知层采集所述工作基点上的位

移量并通过所述网络层的传输将所述位移量发送给所述平台层，所述平台层上预设有多种

模式，其中所述平台层将所述位移量进行计算，并将计算后的数据对应于模式显示在所述

BIM模型所对应的位置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BIM深基坑基建风险自动监测的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感知层上设置有水平位移监测模块、沉降监测模块、测斜监测模块和轴力监测模块，所

述水平位移检测模块设置在所述待测深基坑拐角处的工作基点上；所述沉降监测模块设置

在所述待测深基坑外部的工作基点上；所述测斜监测模块设置在所述待测深基坑中变形大

的工作基点上；所述轴力监测模块设置在所述待测深基坑中内支撑的工作基点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BIM深基坑基建风险自动监测的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水平位移监测模块中选用极坐标法进行测量位移量，其中选用所述待测深基坑长边为

X轴，选用垂直所述待测基坑的长边为Y轴。

4.一种基于BIM深基坑基建风险自动监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权利要求1至3任意

一项所述的一种基于BIM深基坑基建风险自动监测的系统，包括以下步骤：

S1:将传感器设置在待测深基坑上的工作基点上，用以采集所述待测深基坑中的各项

数据；

S2:所述传感器采集的数据输送给平台层进行处理，所述平台层能够将数据转换成特

定的格式，并将采集的数据进行计算后的各项指标发送至所述应用层；

S3：所述应用层结合所述待测深基坑建立的BIM模型，用于显示与所述待测深基坑上对

应的指标。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BIM深基坑基建风险自动监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S1中，通过采用小角度法和极坐标法对所述深基坑的水平位移进行监测，通过埋设沉

降观测点对所述深基坑的沉降观测点进行监测。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BIM深基坑基建风险自动监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S2中，所述传感器与所述平台层之间通过有线连接进行数据的传输。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BIM深基坑基建风险自动监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S2中，所述传感器与所述平台层之间通过无线连接进行数据的传输。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BIM深基坑基建风险自动监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S1中，所述待测深基坑内还设置有声光报警器和烟雾报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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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BIM深基坑基建风险自动监测的系统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深基坑风险监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BIM深基坑基建风险自动监

测的系统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深基坑工程是国家规定的具有较大危险性的工程之一。深基坑工程开挖施工过程

中往往会引起支护结构内力和位移以及基坑内外土体变形等情况发生，因此风险性较大，

稍有不慎，不仅将危及基坑本身安全，而且会殃及临近的建筑物、构筑物、道路桥梁和各种

地下设施，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往往十分严重。基坑监测不到位，往往会造成重大的

地铁安全事故发生。由于深基坑工程技术复杂,涉及范围广,事故频繁,因此在施工过程中

应进行监测。通过施工监测对现场所得的信息进行分析、进行信息反馈、临界报警，以便及

时调整设计、改进施工方法，制定应变(或应急)措施保证基坑开挖及结构施工安全，达到动

态设计与信息化施工的目的。

[0003] CN201810823920.1 ,建筑深基坑智能监测装置,该发明提供了建筑深基坑智能监

测装置，该系统包括深基坑监测模块和设置于深基坑监测区域的数据处理模块；深基坑监

测模块被配置为对深基坑区域地层地质、水文实时进行数据采集，深基坑监测模块包括由

汇聚节点和多个部署于该深基坑监测区域内的传感器节点构建的无线传感器网络，传感器

节点采集所在监测位置的深基坑环境数据，汇聚节点主要被配置为汇聚各传感器节点采集

的深基坑环境数据，并发送至所述数据处理模块进行存储和显示,但该发明对于设置在深

基坑上的建筑物的变形情况做到实时的监测并显示在移动端上。

[0004] 因此,需要一种深基坑基建风险自动监测的方法，能够具体对工地上的深基坑上

的检测仪器的安装进行完整的布局，通过全面的采集现场的数据，通过BIM模型在显示端进

行显示深基坑的状态。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BIM深基坑基建风险自动监测的系统和方法，应用

层结合BIM模型形象展示数据，平台层能够将数据转换成特定的格式并根据传感器的测量

值进行计算，网络层用于建立稳定的连接用于传输数据，感知层由传感器报警器控制器组

成负责采集数据；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基于BIM深基坑基建风险自动

监测的系统，包括感知层、网络层、平台层和应用层，所述感知层通过所述网络层与所述平

台层连接，所述平台层与所述应用层连接，所述应用层上有与待测深基坑相匹配的BIM模

型；将所述感知层安装在待测深基坑的工作基点上，所述感知层采集所述工作基点上的位

移量并通过所述网络层的传输将所述位移量发送给所述平台层，所述平台层上预设有多种

模式，其中所述平台层将所述位移量进行计算，并将计算后的数据对应于模式显示在所述

BIM模型所对应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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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优选的，所述感知层上设置有水平位移监测模块、沉降监测模块、测斜监测模块和

轴力监测模块，所述水平位移检测模块设置在所述待测深基坑拐角处的工作基点上；所述

沉降监测模块设置在所述待测深基坑外部的工作基点上；所述测斜监测模块设置在所述待

测深基坑中变形大的工作基点上；所述轴力监测模块设置在所述待测深基坑中内支撑的工

作基点上。

[0008] 优选的，所述水平位移监测模块中选用极坐标法进行测量位移量，其中选用所述

待测深基坑长边为X轴，选用垂直所述待测基坑的长边为Y轴。

[0009] 一种基于BIM深基坑基建风险自动监测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S1:将传感器设置在待测深基坑上的工作基点上，用以采集所述待测深基坑中的

各项数据；

[0011] S2:所述传感器采集的数据输送给平台层进行处理，所述平台层能够将数据转换

成特定的格式，并将采集的数据进行计算后发送至所述应用层；

[0012] S3：所述应用层结合所述待测深基坑建立的BIM模型，用于显示与所述待测深基坑

上的各项数据。

[0013] 优选的，所述S1中，通过采用小角度法和极坐标法对所述深基坑的水平位移进行

监测，通过埋设沉降观测点对所述深基坑的沉降观测点进行监测。

[0014] 优选的，在所述S2中，所述传感器与所述平台层之间通过有线连接进行数据的传

输。

[0015] 优选的，在所述S2中，所述传感器与所述平台层之间通过无线连接进行数据的传

输。

[0016] 优选的，在所述S1中，所述待测深基坑内还设置有声光报警器和烟雾报警器。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8] 1.通过建立深基坑的BIM模型，可以直接显示出深基坑风险点；

[0019] 2.通过对深基坑包括深基坑建筑物进行水平位移监测、沉降监测、测斜监测和轴

力监测，从各个方面的监测保证深基坑的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一种基于BIM深基坑基建风险自动监测的系统的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本发明的附图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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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发明中的

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

[0022]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逆时针”、“顺时针”“纵向”、“横向”、

“上”、“下”、“前”、“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

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而不是指示或暗

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

本发明的限制。

[0023] 图1为本发明一种基于BIM深基坑基建风险自动监测的系统的结构图；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12187843 A

4



[0024] 一种基于BIM深基坑基建风险自动监测的系统，包括感知层、网络层、平台层和应

用层，所述感知层通过所述网络层与所述平台层连接，所述平台层与所述应用层连接，所述

应用层上有与待测深基坑相匹配的BIM模型；

[0025] 将所述感知层安装在待测深基坑的工作基点上，所述感知层采集所述工作基点上

的位移量并通过所述网络层的传输将所述位移量发送给所述平台层，所述平台层上预设有

多种模式，其中所述平台层将所述位移量进行计算，并将计算后的数据对应于模式显示在

所述BIM模型所对应的位置上。

[0026] 值得说明的是，本实施例中的感知对象包括有深基坑的位移、应力、土压、轴力、水

压、倾角，全方位的监测，及时发现深基坑的安全隐患。

[0027] 值得说明的是，所述感知层上设置有水平位移监测模块、沉降监测模块、测斜监测

模块和轴力监测模块，所述水平位移检测模块设置在所述待测深基坑拐角处的工作基点

上；所述沉降监测模块设置在所述待测深基坑外部的工作基点上；所述测斜监测模块设置

在所述待测深基坑中变形大的工作基点上；所述轴力监测模块设置在所述待测深基坑中内

支撑的工作基点上，所述水平位移监测模块中选用极坐标法进行测量位移量，其中选用所

述待测深基坑长边为X轴，选用垂直所述待测基坑的长边为Y轴。

[0028]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实施原理为：应用层结合BIM模型形象展示数据，平台层能够

将数据转换成特定的格式并根据传感器的测量值进行计算，网络层用于建立稳定的连接用

于传输数据，感知层由传感器报警器控制器组成负责采集数据，感知对象可以是自然界中

的任何可被感知的对象与实际基坑相吻合，比如压力、角度、位移。

[0029] 一种基于BIM深基坑基建风险自动监测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0] S1:将传感器设置在待测深基坑上的工作基点上，用以采集所述待测深基坑中的

各项数据；

[0031] S2:所述传感器采集的数据输送给平台层进行处理，所述平台层能够将数据转换

成特定的格式，并将采集的数据进行计算后发送至所述应用层；

[0032] S3：所述应用层结合所述待测深基坑建立的BIM模型，用于显示与所述待测深基坑

上的各项数据。

[0033] 值得说明的是，还包括具体的感知层中采集装置的具体安装方法，关于水平位移

监测：土建施工基坑形状大多数为长方形和不规则基坑，在基坑周边相对稳定的区域内布

设2－4个工作基点，因基坑拐角处变形最小，工作基点墩位置一般布置在基坑拐角处；根据

设计确定的支护结构桩(墙)顶水平位移点的位置和数量，在基坑支护结构的冠粱顶上布设

观测点,观测点采用埋设观测墩的形式；在建立好工作基点墩后,将仪器架设在工作基点墩

上,沿基坑边布设观测墩,观测点位置必须选择在通视处,要避开基坑边的安全栏杆等影响

视线的物体。

[0034] 值得说明的是，水平位移检测方法主要有五点：第一：基坑水平位移监测可采用小

角度法和极坐标法进行水平位移观测。对工作基点的稳定性宜采用前方交会、导线测量和

后方交会法观测。第二：在基坑变形监测中，对于基坑的位移变化量，利用极坐标法进行基

坑水平位移监测，一般选择基坑长边为X轴，垂直基坑长边为Y轴。第三：小角度法主要用于

基坑水平位移变形点的观测。小角度法必须设置观测墩，采用强制对中方式。第四：前方交

会观测法，尽量选择较远的稳固目标作为定向点，测站点与定向点之间的距离要求一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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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交会边的长度，观测点应埋设在适合不同方向观测的位置。第五：导线测量法主要用于

基坑周边建筑物、构筑物密集,对工作基点稳定性检查用前方交会法和后方交会法都难以

实现的情况下,通过导线测定工作基点的稳定性。

[0035] 值得说明的是，关于沉降监测基点的布设：沉降监测点布设：在基坑外相对稳定且

不受施工影响的地点埋设基点3个，利用这3个基点相互检核其稳定性；支撑立柱沉降监测

点设置:在支撑立柱的顶部焊接符合要求的钢制加工件；周边建(构)筑物沉降监测点设置:

在建筑物或构筑物的拐角处,离地面20㎝，且避开雨水管、窗台线、电路开关等有碍设标与

观测的障碍物，并应视立尺需要离开墙(柱)面一定距离；周边土体沉降监测点:沉降观测点

应埋设原状土层中，加设保护装置，沉降观测点稳定后，方可进行初始观测和一般观测。

[0036] 值得说明的是，沉降监测方法主要有四点。第一：沉降监测工作基点埋设后根据监

测点的分布情况，首先沿监测点规划一条水准线路，采用闭合水准路线，观测时应满足变形

监测路线固定、仪器固定、人员固定的“三定”要求。第二：依据水准控制线路，观测周围的各

建(构)筑物沉降点、支撑立柱沉降点、采用闭合水准线路测量各沉降点高程。建筑物沉降点

观测时，各观测也可采用支点观测，但支点不得超过2站，且支点观测必须进行两次观测。为

保证高程基点的可靠性，每次观测前应对基准点进行检测，并作出分析判断，以保证观测成

果的可靠性。第三:监测系统对监测原始数据进行数据改正、平差计算、生成监测报表和变

形曲线图、计算各点的高程及沉降量、累计沉降量。第四：建筑物倾斜观测的方法是通过测

量建筑物基础相对沉陷的方法来确定建筑物的倾斜，利用沉降观测数据进行建筑物倾斜计

算。

[0037] 值得说明的是，测斜管埋设：测斜管宜选在变形大或危险的位置埋设，一般在基坑

的中部。测斜管埋设的方法有三种：钻孔埋设、绑扎埋设、预制埋设。

[0038] 钻孔埋设：钻孔埋设主要用于围护桩、连续墙已经完成的情况和土层钻孔测斜。钻

孔孔径应略大于测斜管外经，孔深要求穿出结构体3～8米，根据地质条件确定钻孔深度。测

斜管与钻孔之间的空隙回填细沙或水泥与膨润土拌合的灰浆。埋设就位的测斜管必须保证

有一对凹槽与基坑边沿垂直。

[0039] 绑扎埋设：通过直接绑扎或设置抱箍将测斜管固定在钢筋笼上，绑扎间距不宜大

于1.5米。测斜管与钢筋笼的绑扎必须牢靠，以防浇筑混凝土时测斜管脱落。同时必须注意

测斜管的纵向扭转，防止测斜仪探头被导槽卡住。

[0040] 预制埋设：主要用于打入式预制桩的测试。在预制排桩时将测斜管置入桩体钢筋

笼内，应进行局部保护防止沉桩时捶击对测斜管的破坏。

[0041] 值得说明的是，测斜方法有两点。第一：测斜观测分为正测与反测，观测时先进行

正测，然后进行反测。一般每0.5米读数一次，测斜探头放入测斜管底部应等候5分钟待探头

适应管内水温后读数，应注意仪器探头和电缆线的密封性，防止进水。第二：测斜观测时每

0.5米标记读数点一定要卡在相同的位置，电压值稳定后才能读数，确保读数的准确性。

[0042] 值得说明的是，关于轴力监测：对设置内支撑的基坑工程，一般选择部分典型支撑

进行轴力监测，以掌握支撑系统的受力情况；钢筋混凝土支撑其内力和轴力通常是测定构

件受力钢筋的应力然后根据钢筋与混凝土的共同受力状态下变形协调条件计算得到，钢筋

应力一般通过在构件受力钢筋上串联钢筋应力传感器予以测定，钢弦式，电阻应变式传感

器。钢筋计在使用前必须进行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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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值得说明的是，在本实施例中，通过具体的设置采集的方法如下：关于桩顶、围护

结构顶部水平位移：在顶部安装倾角传感器，通过测倾斜角度计算水平位移，在顶部安装激

光位移传感器，监测激光发射点到围墙之间的距离变化。

[0044] 值得说明的是，关于土体深层水平位移：在基坑旁每隔10至20米距离设置一个测

斜孔,测斜孔需要比基坑深度深,孔底需要到基岩稳定处,孔里安装好测斜管,测斜管里每

一米安装一个固定式测斜仪,每个固定式测斜仪通过连接杆连接,数据线串联到孔口,通过

采集每个固定式测斜仪的倾斜角度计算出每个点的水平位移。

[0045] 值得说明的是，关于桩顶、围护结构、地面沉降(竖向位移)：在基坑顶部每隔10至

20米设置一个监测点,每个监测点的传感器通过水管/气管/及通讯电缆串联后接到接坑旁

边的一个基准点上,通过监测每个点传感器的压力变化从而计算出每个点相对于基准点的

沉降变化量，关于钢筋应力：将钢筋计焊接到被测钢筋上，通过测试钢筋计频率的变化计算

出钢筋的受力变化情况，关于锚索应力：将锚索计穿过锚索固定后，通过测试锚索计频率的

变化计算锚索受力的变化，关于支撑轴力：将轴力计直接安装到钢支撑的一端，通过测试轴

力计频率的变化计算支撑轴力的变化；将表面应变计固定到混凝土支撑表面，通过测试应

变计频率的变化计算支撑轴力的变化，关于土压力：将土压力盒埋到被测点位置，通过测土

压力盒频率的变化计算被测点土压力的变化，关于孔隙水压力：将空隙水压计埋入到被测

深度，通过测传感器频率的变化计算水压的变化。

[0046]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实施原理为,结合具体的深基坑的工作基点的铺设以及各项

传感器等采集装置的安装,通过水平位移、轴力、沉降和测斜四个方面对深基坑的各项数据

进行实时的记录，并将实时采集的数据与系统预存的标准值进行计算比较，匹配到深基坑

所对应的位置的状态，并将这一状态展示在深基坑模型的BIM模型上的相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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