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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通信钢塔技术领域的通信钢塔高精度

形变监测及综合利用算法，包括以下步骤：第一，

根据不同钢塔设计图纸建立不同钢塔类型横向

位移受风速影响模型；第二，根据实际现场安装

情况配置钢塔类型或安装点；第三，实时获得真

实的通信钢塔水平位移、水平位移的方向、垂直

度以及地基沉降相关数据；第四，数据并上传到

云平台，在云平台上进行大数据分析，取得不同

钢塔风速/横向位移、横向位移方向与铁道线路

夹角及与铁道线路距离关系/垂直度不同等级阈

值曲线；第五，根据不同等级阈值曲线，给出不同

报警等级、减少误报。本发明除了注重钢塔本身

测量的准确性以外，还考虑到风速影响、钢塔横

向位移的方向以及钢塔位置与铁路线路之间的

关系这些因素。本发明测量精度高，误报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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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通信钢塔高精度形变监测及综合利用算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根据不同钢塔设计图纸建立不同钢塔类型横向位移受风速影响模型；

第二，根据实际现场安装情况配置钢塔类型或安装点；

第三，实时获得真实的通信钢塔水平位移、垂直度以及地基沉降相关数据；

第四，数据并上传到云平台，在云平台上进行大数据分析，取得不同钢塔风速/横向位

移/垂直度不同等级阈值曲线；

第五，根据不同等级阈值曲线，给出不同报警等级、减少误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信钢塔高精度形变监测及综合利用算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获得真实的通信钢塔水平位移、垂直度以及地基沉降相关数据是通过以下步骤实现的：

第一，在通信钢塔底部布置一个差分卫星定位测点，在通信钢塔顶部布置一个差分卫

星定位测点，在通信钢塔顶部布置一个风速风向传感器，在RTK基站基础上布置一个差分卫

星定位测点；

第二，通过差分RTK和定位服务/或基站分别获得钢塔监测点、钢塔地基监测点的经纬

度和海拔数据；

第三，通过计算得到通信钢塔水平位移值、水平位移的方向和垂直沉降值；

第四，通过地图获取铁轨方向；

第五，通过风速风向传感器获得的数据以及铁轨方向与水平位移方向的夹角判断当时

钢塔状态以及阈值是否有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信钢塔高精度形变监测及综合利用算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给出不同报警等级、减少误报是通过以下步骤实现的：

第一，实时获取不同监测点、不同类型钢塔风速、横向位移以及横向位移的方向；

第二，调取控制阈值曲线；

第三，查表及插值获得各监测点当前横向位移以及相对于铁轨方向夹角等得到安全等

级：安全/警告/危险/非常危险；

第四，根据当前安全等级进行相应处理：发短信、给出告警提示、并在地图上用不同颜

色/尺寸标记不同安全等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信钢塔高精度形变监测及综合利用算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获得真实的通信钢塔水平位移，可以仅通过在通信钢塔顶部布置一个差分卫星定位测点来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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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钢塔高精度形变监测及综合利用算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的是一种通信钢塔技术领域的变形监测方法，特别是一种带有风速风

向传感器的通信钢塔高精度形变监测及综合利用算法。

背景技术

[0002] 通信钢塔属于信号发射塔的一种，也叫信号发射塔或信号塔，主要功能支持信号

发射，为信号发射天线做支撑，用于移动/联通/交通卫星定位系统(GPS)等通信部门。通信

钢塔由塔体、平台、避雷针、爬梯、天线支撑等钢构件组成，并经热镀锌防腐处理，主要用于

微波、超短波、无线网络信号的传输与发射等。为了保证无线通信系统的正常运行，一般把

通信天线安置到最高点以增加服务半径，以达到理想的通信效果。而通信天线必须有通信

塔来增加高度,所以通信钢塔在通信网络系统中起了重要作用。

[0003] 随着高铁建设的加速以及高铁速度的提高，铁路通信钢塔是铁路沿线必不可少的

基础设施。铁路通信钢塔一般都建设在空旷的地区，而且高度比较高，风速也比较大，这样

就容易造成铁路通信钢塔变形。考虑到通信钢塔结构特点，横向位移本身在变形监测过程

中容易受到风速的影响，且不同的钢塔受风速影响不一致，极易造成误报警现象。现有的通

信钢塔变形测量方法和专利，主要注重钢塔本身测量的准确性，而没有或很少考虑到风速

影响这一因素。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通信钢塔高精度形变监测及综合利

用算法，除了注重钢塔本身测量的准确性以外，还考虑到风速影响这一因素，测量精度高，

误报率低。

[0005]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本发明包括以下步骤：第一，根据不同钢塔

设计图纸建立不同钢塔类型横向位移受风速影响模型；第二，根据实际现场安装情况配置

钢塔类型或安装点；第三，实时获得真实的通信钢塔水平位移、垂直度以及地基沉降相关数

据；第四，数据并上传到云平台，在云平台上进行大数据分析，取得不同钢塔风速/横向位

移/垂直度不同等级阈值曲线；第五，根据不同等级阈值曲线，给出不同报警等级、减少误

报。

[0006] 进一步地，在本发明中，获得真实的通信钢塔水平位移、垂直度以及地基沉降相关

数据是通过以下步骤实现的：第一，在通信钢塔底部布置一个差分卫星定位测点，在通信钢

塔顶部布置一个差分卫星定位测点，在通信钢塔顶部布置一个风速风向传感器，在RTK基站

基础上布置一个差分卫星定位测点；第二，通过差分RTK和定位服务/或基站分别获得钢塔

监测点、钢塔地基监测点的经纬度和海拔数据；第三，通过计算得到通信钢塔水平位移值和

垂直沉降值；第四，通过地图获取铁轨方向；第五，通过风速风向传感器获得的数据判断当

时钢塔状态以及阈值是否有效。

[0007] 进一步地，在本发明的实际应用中，给出不同报警等级、减少误报是通过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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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的：第一，实时获取不同监测点、不同类型钢塔风速、横向位移；第二，调取控制阈值曲

线；第三，查表及插值获得各监测点当前横向位移安全等级：安全/警告/危险/非常危险；第

四，根据当前安全等级进行相应处理：发短信、给出告警提示、并在地图上用不同颜色/尺寸

标记不同安全等级。

[000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为：本发明设计合理，方法有效；建立

的模型精度较高，误报率低。

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本发明中模型建立的流程图；

[0010] 图2是本发明中实际应用中实用模型的流程图；

[0011]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水平方向位移算法1；

[0013]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水平方向位移算法2；

[0014]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的计算流程图；

[0015] 附图中的标号分别为：1、通信钢塔，2、第一差分卫星定位测点，3、第二差分卫星定

位测点，4、风速风向传感器，5、RTK基站基础，6、差分卫星定位RTK基站。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作详细说明，本实施例以本发明技术方案为前

提，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程，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下述的实施例。

[0017] 实施例

[0018] 实施例如图1至图6所示，本发明包括通信钢塔1、第一差分卫星定位测点2、第二差

分卫星定位测点3、风速风向传感器4、RTK基站基础5、差分卫星定位RTK基站6，第一差分卫

星定位测点2布置在通信钢塔1的底部，定义为测点一，并放置差分卫星定位移动站，定义在

大地坐标系内的坐标为(X1,Y1,Z1)；第二差分卫星定位测点3布置在通信钢塔1的顶部，定

义为测点二，并放置差分卫星定位移动站，定义在大地坐标系内做的坐标为(X2,Y2,Z2)；风

速风向传感器4布置在通信钢塔1的顶部；差分卫星定位RTK基站6布置在RTK基站基础5的顶

部，定义在大地坐标系内的坐标为(X0,Y0,Z0)。

[0019] 如图4所示，水平位移的算法1为：

[0020] 新建钢塔调整完成后理解为完全垂直于地面，此时塔底和塔顶北斗差分位置传感

器水平方向的分量分别为A1(X1,Y1)，B1(X2,Y2)；随着时间的推移，塔底和塔顶北斗差分位

置传感器水平方向的分量的坐标分别为A1’(X1’,Y1’)，B1’(X2’,Y2’)；则水平方向位移为

一矢量

[0021] 矢量的模 定义为水平方向的位移值。矢量的方向定义为铁塔偏摆方向。

[0022] 钢塔高度H＝Z2-Z1，垂直度＝水平方向的位移值/H，基础沉降为Z1值随着时间的

变变化而变小的量。

[0023] 如图5所示，水平位移的算法2为：

[0024] 新建钢塔调整完成后理解为完全垂直于地面，此时塔顶北斗差分位置传感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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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的分量为B1(X2,Y2)，随着时间的推移，塔顶北斗差分位置传感器水平方向的分量变为

B1’(X2’,Y2’)；则水平方向位移为一矢量 矢量的模 定义为水平方向的位移值。

矢量的方向定义为铁塔偏摆方向。

[0025] 钢塔高度H＝Z2-Z1，垂直度＝水平方向的位移值/H，基础沉降为Z1值随着时间的

变变化而变小的量。

[0026] 具体实施过程见图6，同时启动对测点一、测点二、RTK基站以及风速风向的测量，

通过北斗/GPS/GNSS  RTK厘米级高精度差分定位技术，高速获取横向位移(垂直度)以及风

速数据，通过下位机计算得到时间/风速/位移数据并上传到云平台，在云平台上进行大数

据分析，取得不同钢塔风速/横向位移(垂直度)不同等级阈值曲线；在实际使用中，采集不

同位置钢塔风速/横向位移(垂直度)实测值，比对之前获得的阈值曲线，给出不同报警等

级，减少误报。

[0027]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较佳具体实施例。应当理解，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

需创造性劳动就可以根据本发明的构思做出诸多修改和变化。因此，凡本技术领域中技术

人员依本发明的构思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实验可以得到的

技术方案，皆应在由权利要求书所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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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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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7

CN 111060065 A

7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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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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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5/5 页

10

CN 111060065 A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