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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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458174.8

(22)申请日 2021.03.03

(73)专利权人 蔡德所

地址 443000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大成路

三峡大学教师公寓

(72)发明人 蔡德所　郑天翱　陈声震　

(74)专利代理机构 武汉维盾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42244

代理人 蒋悦

(51)Int.Cl.

G01B 21/32(2006.01)

G01B 7/16(2006.01)

G01P 15/18(2013.01)

G01P 15/125(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阵列式位移监测装置及监测节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阵列式位移监测装置

及监测节，包括多个监测节，监测节之间通过柔

性连接管连接，在监测节内设有加速度传感器，

加速度传感器与采集装置电连接，采集装置与运

算装置电连接，运算装置与数据发送装置电连

接，在监测节内设有一个一轴加速度传感器，一

轴加速度传感器的监测方向沿着监测节的轴向

方向；在监测节的两端位置还设有两个二轴加速

度传感器，两个二轴加速度传感器的监测方向沿

着监测节的横截面方向。通过采用阵列的加速度

传感器对监测节的姿态进行监测，通过对多节监

测节的联合解算，得出被监测物体的变形量。采

用五轴的方案，达到同样精度要求的情况下，降

低了对加速度计的精度要求，实际反而大大降低

了监测系统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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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阵列式位移监测装置，包括多个监测节（1），监测节（1）之间通过柔性连接管（2）

连接，其特征是：在监测节（1）内设有加速度传感器（100），加速度传感器（100）与采集装置

（105）电连接，采集装置（105）与运算装置（106）电连接，运算装置（106）与数据发送装置电

连接；

在监测节（1）内设有一个一轴加速度传感器（104），一轴加速度传感器（104）的监测方

向沿着监测节（1）的轴向方向；

在监测节（1）的两端位置还设有两个二轴加速度传感器，两个二轴加速度传感器的监

测方向沿着监测节（1）的横截面方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阵列式位移监测装置，其特征是：两个二轴加速度传感器

的监测方向在圆周上相差30~6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阵列式位移监测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柔性连接管（2）

为不锈钢波纹管，不锈钢波纹管的两端通过螺纹与监测节（1）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阵列式位移监测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柔性连接管（2）

为耐压胶管，耐压胶管内设有钢丝网骨架。

5.根据权利要求3或4任一项所述的一种阵列式位移监测装置，其特征是：在柔性连接

管（2）内填充有直径在1~12mm之内的球状颗粒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阵列式位移监测装置，其特征是：数据发送装置还与无线

传输装置（5）电连接，无线传输装置（5）与云服务器（6）连接；

云服务器（6）通过交互系统（7）与终端（8）连接。

7.一种监测节，其特征是：在监测节（1）内设有一个一轴加速度传感器（104），一轴加速

度传感器（104）的监测方向沿着监测节（1）的轴向方向；

在监测节（1）的两端位置还设有两个二轴加速度传感器，两个二轴加速度传感器的监

测方向沿着监测节（1）的横截面方向。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监测节，其特征是：两个二轴加速度传感器的监测方向在

圆周上相差10~80°。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监测节，其特征是：两个二轴加速度传感器的监测方向在

圆周上相差30~60。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监测节，其特征是：两个二轴加速度传感器的监测方向

在圆周上相差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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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列式位移监测装置及监测节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岩土工程、大坝工程、地质工程等监测系统领域，特别是一种阵列

式位移监测装置及监测节。

背景技术

[0002] 位移监测系统是用于岩土工程、大坝工程、地质工程监测的系统，通过内置的加速

度传感器来监测边坡或大型构件物的变形量，用于预防地质灾害和确保大型构件物的变形

在许可的范围内。现有新技术中通常采用陀螺仪来的转角变化，对变形进行测量。例如中国

专利文献CN1558181A中记载的大坝面板挠度或坝体内部变形监测方法及其装置。但是该方

案对陀螺仪的精度要求较高，设备成本较高。CN103727911A中还记载了一种基于MEMS阵列

的组装式深部位移监测设备及系统，采用)倾角传感器阵列来获得地下深部位移监测结果。

如前述的倾角传感器是基于转角的监测来获得位移结果，对精度要求较高。这些方法都还

需要埋设安装监测系统特殊的运行管道，导致设备整体成本仍然较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阵列式位移监测装置及监测节，能够

在确保监测精度的前提下，大幅降低设备成本。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阵列式位移监测装

置，包括多个监测节，监测节之间通过柔性连接管连接，在监测节内设有加速度传感器，加

速度传感器与采集装置电连接，采集装置与运算装置电连接，运算装置与数据发送装置电

连接；

[0005] 在监测节内设有一个一轴加速度传感器，一轴加速度传感器的监测方向沿着监测

节的轴向方向；

[0006] 在监测节的两端位置还设有两个二轴加速度传感器，两个二轴加速度传感器的监

测方向沿着监测节的横截面方向。

[0007] 优选的方案中，两个二轴加速度传感器的监测方向在圆周上相差30～60°。

[0008]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柔性连接管为不锈钢波纹管，不锈钢波纹管的两端通过螺

纹与监测节固定连接；

[0009]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柔性连接管为耐压胶管，耐压胶管内设有钢丝网骨架；

[0010] 优选的方案中，在柔性连接管内填充有直径在1～12mm之内的球状颗粒物。

[0011] 优选的方案中，数据发送装置还与无线传输装置电连接，无线传输装置与云服务

器连接；

[0012] 云服务器通过交互系统与终端连接。

[0013] 一种监测节，在监测节内设有一个一轴加速度传感器，一轴加速度传感器的监测

方向沿着监测节的轴向方向；

[0014] 在监测节的两端位置还设有两个二轴加速度传感器，两个二轴加速度传感器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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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方向沿着监测节的横截面方向。

[0015] 优选的方案中，两个二轴加速度传感器的监测方向在圆周上相差10～80°。

[0016] 优选的方案中，两个二轴加速度传感器的监测方向在圆周上相差30～60。

[0017] 优选的方案中，两个二轴加速度传感器的监测方向在圆周上相差45°。

[0018]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阵列式位移监测装置及监测节，通过采用阵列的加速度传

感器对监测节的姿态进行监测，通过对多节监测节的联合解算，得出被监测物体的变形量。

优选的方案中，本实用新型通过降低对传感器精度的需求，以及优选方案中的误差补偿，能

够在确保监测精度的前提下，大幅降低整个系统的成本，也能够降低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例

如磁性和温度等因素对系统的影响，提高系统的稳定性。优选的，采用五轴的方案，克服了

三轴传感器测量精度较低的问题，虽然增加了两个轴的加速度计，但达到同样精度要求的

情况下，降低了对加速度计的精度要求，实际反而大大降低了监测系统的成本。

附图说明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单节监测节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单节监测节另一优选方案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1为图3的横截面示意图。

[0024]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二轴加速度传感器的电路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主控电路示意图。

[0026]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数据发送装置电路示意图。

[0027]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阵列式位移监测装置的数据传输框图。

[0028] 图8为本实用新型实验过程中阵列式位移监测装置测试图。

[0029] 图9为本实用新型的监测信号降噪后的示意图。

[0030] 图10为本实用新型在某水利工程中实际使用时的监测三维姿态图。

[0031] 图11为本实用新型在某水利工程中实际使用时的X‑Y投影图。

[0032] 图12为本实用新型在某水利工程中实际使用时的X‑Z投影图。

[0033] 图13为本实用新型在某水利工程中实际使用时的Y‑Z投影图。

[0034] 图14为本实用新型在某水利工程中的布置示意图。

[0035] 图中：监测节1，加速度传感器100，三轴加速度传感器101，第一二轴加速度传感器

102，第二二轴加速度传感器103，一轴加速度传感器104，采集装置105，运算装置106，第一

数据发送装置107，第二数据发送装置108，柔性连接管2，线缆3，柔性监测装置4，无线传输

装置5，云服务器6，交互系统7，终端8，水利工程9。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实施例1：

[0037] 如图1、4～6、10中，一种阵列式位移监测装置，包括多个监测节1，监测节1  之间通

过柔性连接管2连接，在监测节1内设有加速度传感器100，如图4中，加速度传感器100与采

集装置105电连接，采集装置105用于采集信号，并对采集的电信号进行滤波降噪处理，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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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105与运算装置106电连接，运算装置106用于将电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运算装置106

与数据发送装置电连接，数据发送装置采用485  或CAN总线发送数据。由此结构，将本实用

新型如图14中所示的设置在水利工程9  中，包括竖直方向和沿水流方向，其中竖直方向的

阵列式位移监测装置用于监测水利工程9或者大型闸门的竖向变形，而沿水流方向的阵列

式位移监测装置用于监测水利工程9或者大型闸门的不均匀沉降导致的变形。通过加速度

传感器100测量监测节1 的姿态变化从而获得水利工程9或者滑坡等的内部变形量。

[0038] 实施例2：

[0039]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优选的方案如图2中，在监测节1内设有一个三轴加速度传感

器101，用于监测x、y、z三轴位移数据。三轴加速度传感器101采用例如ADXL3  系列三轴加速

度传感器，在三轴加速度传感器中设有质量块，质量块在x、y、z三轴正交方向被弹性支承，

并设有差动式电容检测电路以检测质量块的位移，从而计算得到x、y、z三轴位移数据。

[0040] 实施例3：

[0041]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为避免实施例2中的x、y、z三轴之间的互相影响，尤其是z轴

对x、y轴的监测精度影响。例如，集成3轴存在正交干扰，即其中一个轴有较大输出时，即使

另外两个轴实际没有变化，但由于共用解调电路等问题，会使实际加速度无变化的两轴也

会产生干扰输出，从而影响测量精度。进一步的，加速度在接近1g附近时，或者倾斜测量在

60‑90°区间时，由于正弦曲线函数特性：越接近90  度曲线斜率会越小，测量精度会迅速退

化，极大影响测量结果。

[0042] 进一步优选的方案如图3中，在监测节1内设有一个一轴加速度传感器104，例如

ADXL1系列加速度传感器，一轴加速度传感器104的监测方向沿着监测节1的轴向；由于各个

监测节1之间设有柔性连接管2，而且在整个阵列式位移监测装置的变形过程中，柔性连接

管2不可避免的会发生拉伸、收缩或弯折变形，因此采用一轴加速度传感器104获取监测节1

沿轴向的位移，监测精度大幅提高。优选的，一轴加速度传感器104的轴线与监测节1的轴线

对齐。本例中监测节1采用不锈钢圆管。一轴加速度传感器104通过放射状的支撑架安装在

监测节1内。在监测节1的内的空隙中还填充有近圆形的颗粒物，以在自变形的前提下还能

够提供支撑，或者使监测节1的管体变形尽可能的圆滑。

[0043] 如图3中，在监测节1的两端位置还设有两个二轴加速度传感器，例如ADXL2  系列

加速度传感器，两个二轴加速度传感器的监测方向沿着监测节1的横截面方向。由于监测节

1为杆状刚体，当监测节1的姿态发生变化，其两端的位移必定最大，因此将二轴加速度传感

器设置在监测节1的两端能够监测到较大的位移量，从而降低对加速度传感器的精度要求，

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高的监测精度。本方案使监测节1  构成一个5轴加速度传感器。

[0044] 优选的方案中，两个二轴加速度传感器的监测方向在圆周上相差10～80°，进一步

优选的为30～60°，更进一步优选的45°。如图3‑1中所示，由此结构，使测量的死点位置互相

错开。

[0045] 优选的方案中，标定时，首先做一个二轴加速度传感器和一轴加速度传感器104 

的正交标定，然后再做另一个二轴加速度传感器和一轴加速度传感器104的正交标定，以使

系统内测量轴正交；

[0046] 加速度阈值判断，以0.866为阈值，决定选取哪个轴为测量轴，超过该阈值就切换

另外一组测量轴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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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优选的方案如图1中，所述的柔性连接管2为不锈钢波纹管，不锈钢波纹管的两端

通过螺纹与监测节1固定连接。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柔性连接管2为耐压胶管，耐压胶管内

设有钢丝网骨架。上述的方案中，优选的，在柔性连接管2还填充有近圆形的颗粒物，避免受

挤压时柔性连接管2在弯折处形成锐角，损坏其内的线缆3。在柔性连接管2内填充有直径在

1～12mm之内的球状颗粒物。优选采用5～6mm直径的小卵石。

[0048] 优选的方案如图7中，数据发送装置还与无线传输装置5电连接，无线传输装置  5

与云服务器6连接；本例中的无线传输装置5选择例如USR‑G780v2支持移动网络通讯的设

备。

[0049] 云服务器6通过交互系统7与终端8连接。本例中的交互系统采用基于浏览器的  OA

交互系统。终端包括台式机和移动终端。由此结构，能够在终端对数据进行应用。

[0050] 优选的方案中，在使用过程中，对监测信号进行降噪处理，具体步骤为：

[0051] S1、信号分解：根据原始信号的特征选取合适的小波基函数，并确定分解的阶数和

分解后的各层小波系数，选择合适的分解阶数避免信号降噪不彻底或者过渡降噪；

[0052] S2、小波系数阈值量化处理：根据获得的各层小波系数的特征，选择合适的阈值函

数与阈值准则，对分解后的高频噪声信号进行阈值量化处理；

[0053] S3、小波重构还原：将第i层分解的低频近似系数和经过阈值量化处理的高频细节

系数进行小波重构，还原后的信号即为降噪后的信号。

[0054] 优选的方案中，阈值准则采用无偏风险估计准则、固定阈值准则、极大极小阈值准

则和启发式的阈值准则中的一种。

[0055] 优选的方案中，加速度传感器的误差数学模型为：

[0056]

[0057] 其中：Ax、Ay、Az为监测节1X、Y、Z轴的实际测量值；ax、ay、az为真实加速度值；Ax0、

Ay0、Az0为零偏；Sx、Sy、Sz为标度因数；Kij  i，j＝X,Y,Z；i≠j为安装误差系数，对应加速度计

敏感轴与正交方向的失准角；Kii  i＝X,Y,Z为二阶非线性系数。

[0058] 以三轴加速度传感器101为例，含有噪声的信号一维输出模型可以表示为：

[0059] S(x)＝A(x)+λe(x)

[0060] 其中：S(x)为三轴加速度传感器的实际测量信号；A(x)为真实的测量信号；λ为噪

声信号的标准差；e(x)为实际测量过程中噪声信号。

[0061] 通常来说，噪声信号e(x)一般存在于高频信号中，真实有用的信号A(x)一般存在

于低频信号中。对原始信号进行了i次小波分解，每一次分解都会分出高频噪声信号和低频

有用信号，其中A1,A2,A3,......,Ai为低频信号，D1,D2,D3,......,Di为高频信号。对于每次

分解中的高频噪声信号进行处理，舍弃掉其中含有噪声的部分。最后再将高频噪声信号D1,

D2,D3,......,Di和Ai进行小波重构。降噪后的信号如图9中所示，图中深色部分为降噪后的

信号，浅色部分为原始信号。采样点为1500个。

[0062] 经测试，降噪前后信号均值与方差对比为：

[0063] X轴滤波前,均值969.93580978 方差  0.0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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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X轴滤波后，均值969.93576757 方差  0.00036

[0065] Y轴滤波前，均值‑185.61674988 方差  0.00111

[0066] Y轴滤波后，均值‑185.61668668 方差  0.00024

[0067] Z轴滤波前，均值‑3.21273165 方差  0.00097

[0068] Z轴滤波后，均值‑3.21270108 方差  0.00021

[0069] 可以看出，三轴加速度计X、Y、Z轴测量信号滤波前后均值变化幅度不大，而滤波后

X、Y、Z轴测量信号的方差有明显减小，证明经过小波滤波之后，能够很好的抑制原始测量信

号中的随机噪声。

[0070] 将经过降噪后的测量信号取平均后得到个六个位置的输出值如表所示：

[0071]

[0072] 将六个位置的实际测量值带入误差模型方程，误差系数为：

[0073]

[0074] 三轴加速度计的误差补偿模型为：

说　明　书 5/9 页

7

CN 214372397 U

7



[0075]

[0076] 标定前后的输出对比如下：

[0077]

[0078] 补偿前三轴加速度计的X、Y、Z输出分别为969.936mg，‑185.617mg，‑3.213mg，经过

误差数学模型补偿后输出分别为999.128mg，‑0.0423mg，0.0358mg，与理论值1000mg，0mg，

0mg十分接近。说明该方案能够很好的提高三轴加速度计的精度，效果比较明显。优选的，与

前述的5轴加速度传感器结合，本实用新型能够大幅降低对单个加速度传感器元器件的精

度要求，降低使用成本。

[0079] 以滑坡体监测为例，本实用新型的柔性监测装置4垂直测量步骤为：

[0080] 根据参考向量n建立与其坐标系重合的笛卡尔坐标系XYZ。当某载体坐标系X、Y、  Z

发生旋转时，在载体坐标系中存在一可测物理量M，则载体在运动过程中可测物理量M可以

表示为：

[0081]

[0082] 其中：b为载体坐标系的平移量，M为绕坐标原点纯转动量，C为两个坐标系之间的

旋转矩阵。因此，在三维空间中的姿态测量只要构造出固定的参考向量n和测量载体转动之

后的物理M，便可以求出旋转矩阵C，也就是载体在三维空间中的姿态。

[0083] 当被测结构体产生变形时，三轴MEMS加速度计的三个敏感轴发生转动，转动后坐

标系为X2Y2Z2。根据欧拉角法核心思想，转动后坐标系X2Y2Z2可由初始坐标系X0Y0Z0通过三次

空间旋转来得到，则旋转矩阵C可以表示为：

[0084]

[0085] 则三轴MEMS加速度计的测量值A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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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

[0087] 其中：A分别表示在转动后XYZ轴上的加速度，初始状态下 假

设两个坐标系不存在平移只存在转动关系，b恒等于0，则有：

[0088]

[0089] 其中：θ＝ax， 当柔性位移计垂直埋设在结构体中，不考虑竖直

方向的沉降和膨胀，即Z轴方向的重力加速度不用测量，则上式保留了如下参数：

[0090]

[0091]

[0092]

[0093] 其中：ax，ay为沿着X轴和Y轴方向的倾斜角。

[0094] 单个测控单元L内的沿X、Y轴方向倾斜角在水平面的投影即为水平位移，可以表示

为：

[0095]

[0096] 其中：Dx,Dy分别为沿X和Y轴的位移，D为沿着αtilt方向的整体位移。整个柔性位移

计由N个固定长度L的测控单元组成，则整个测线上的第M节测控单元的水平位移可以表示

为：

[0097]

[0098] 式中：i为各个测控单元单元的编号。当原点设置在远端固定节时，远端固定端测

控单元编号为1，顺着轴向从下往上依次递增。当M＝N时的位移为整个柔性位移计测线上的

总体累积水平位移。

[0099] 滑坡运动方向是根据柔性位移计表面刻画的X标记确定。规定以X轴正方向作为标

定的0度方向，计算出的滑坡合位移方向与X轴方向为ader，通过测量柔性位移计  X轴方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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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方位的夹角a1，便可以判断滑坡体内部位移变化的绝对方向。其中  ader计算公式如下：

[0100]

[0101] 以大型构建物沉降为例，本实用新型的装置水平测量步骤为：

[0102] 柔性监测装置4可以水平埋设在构建物内部测量基础的不均匀沉降。其中沿着柔

性监测装置4的方向为X轴方向，水平侧向为Y轴方向，竖直方向为Z轴方向。设置柔性监测装

置4近端固定节为坐标原点，固定端坐标为0,0。则单节测控单元的沉降值可以表示为：

[0103]

[0104] Dy＝L×sinθx

[0105] 其中：Ax为三轴加速度传感器X轴输出值，θx为X敏感轴与水平面夹角，Dy为垂直于

XOY平面内的位移。计算出每节测控单元垂直方向的位移，进行逐节位移累加便可得出沿整

个水平测线上的沉降曲线。

[0106] 实施例2：在某水力工程的水闸中采用了本实用新型的方案，该水闸闸门建成年限

较早，截止应用本实用新型的方案之前接近50年。经安全鉴定认为存在严重安全问题，无法

按原设计正常使用。新建的闸门采用了本实用新型的阵列式位移监测装置对水闸的变形进

行监测。将阵列式位移监测装置近端固定在水闸左岸启闭机室外的预留混凝土盖板上，设

置为测量原点。为了方便柔性监测装置4的线缆3牵引端保护和安装，需要提前在室外混凝

土钢板与启闭机室内之间预埋一根钢管。预埋保护管采用镀锌钢管，镀锌钢管外径50mm，壁

厚3.5mm，长度为10000mm，混凝土盖板尺寸为20cm  ×20cm×5cm，镀锌钢管在混凝土盖板表

面外露的长度不得小于5cm。为了保证柔性监测装置4在镀锌钢管里不产生晃动，需将镀锌

钢管露出端与混凝土盖板之间焊接固定牢固，同时将柔性监测装置4的与混凝土盖板之间

焊接固定牢固。预埋镀锌钢管端口采用土工布包裹进行封闭，防止管口杂物进入管内和损

坏仪器。

[0107] 为了方便柔性监测装置4的安装与固定，测线布置在原来的引张线水平位移计的

沟槽处。为了防止柔性位移计直接与启闭机室地面直接接触，柔性位移计与启闭机室地面

之间采用加工定制的304不锈钢支座架高。在制作304不锈钢支座时，首先通过激光水平仪

对水平高程进行定位，根据激光水平仪定位的高度进行每个304不锈钢支座的制作。304不

锈钢支架在加工制作时，应满足如下质量要求：

[0108] 1不锈钢平板要做到平整、平直、无毛刺。

[0109] 2不锈钢平板与下部支撑结构焊接牢固，形成一个整体结构。

[0110] 3不锈钢平板下部的不锈钢方管制作应保证垂直度，不能产生倾斜的情况。

[0111] 4每个不锈钢支架的长度与柔性位移计的单个测控单元长度要严格匹配，每个支

架长度为1m。

[0112] 当水闸产生变形时，传递到每个不锈钢支架，进而柔性位移计测控单元感受位移

的变化。柔性位移计于2019年12月14日固定安装完成，安装完成后进行第一次监测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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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图11～14中分别为柔性位移计在空间的三维姿态和二维的投影图。以第一次监测数

据为测量基准值，后续监测数据分别与基准值相比较。其中参考坐标系  X轴为垂直于水流

方向、Y轴为顺水流方向，Z轴为垂直于柔性位移计方向。从图12 中可以看出，最大的水平位

移为14.276mm，从图13中可以看出，柔性位移计前10  节，也就是处于镀锌钢管中的部分，向

上最大变形量为136.714mm。柔性位移计在水闸启闭机室内的部分比较平稳，向下变形最大

量为‑354.728mm。

[0113] 管理局大堤安全信息化平台可以查询柔性监测装置4的每个测点的实时位移值、

变形速率、累计变形量、当前水位等信息。通过选取不同时间段的监测数据，可以动画演示

柔性位移计的位移变化过程，操作非常简单和方便。

[0114] 在安全信息化系统中可以设置变形速率和累计变形量的阈值。当柔性位移计的实

时监测数据超过设定的阈值时，监测平台可以自动向有关管理单位人员发送预警信息。

[0115] 从约5个月的连续监测结果中，柔性监测装置4监测曲线的疏密程度上可以看出，

水闸沉降变形速率先逐渐增大后逐渐减小最后趋于稳定，且沉降最大值均出现在闸门之间

的结构缝位置附近。说明在闸门启闭过程中，结构缝处的变形最大，符合水闸变形的一般规

律。总体来看，柔性监测装置4的监测成果能很好反应水闸沿轴向沉降的变形规律，同时表

明柔性监测装置4的安装固定工艺能保证与水闸很好的同步协调变形。

[0116] 上述的实施例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技术方案，而不应视为对于本实用新型的限

制，本申请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在不冲突的情况下，可以相互任意组合。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应以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方案，包括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方案中技术特征的

等同替换方案为保护范围。即在此范围内的等同替换改进，也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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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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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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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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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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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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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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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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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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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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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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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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