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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图像通信的智慧施

工管理系统和方法，属于施工数字化管理技术。

这种基于图像通信的智慧施工管理系统包括工

程施工区和工程监管区。工程施工区外侧设置图

像采集装置，工程监管区内设置坐标识别单元、

状态分析单元、现场重构单元、第一数据库、第二

数据库以及静态分析单元，图像采集装置经远程

通信单元与坐标识别单元交换数据。本发明通过

相互垂直的两组图像重构脚手架的位置，分析脚

手架静态、动态以及位移状态，将相关图像数据

与可能发生危险的临界值相比对，实现对危险状

态的自动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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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图像通信的智慧施工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工程施工区和工程监管

区，工程施工区外侧设置图像采集装置，工程监管区内设置坐标识别单元、状态分析单元、

现场重构单元、第一数据库、第二数据库以及静态分析单元，图像采集装置经远程通信单元

与坐标识别单元交换数据，其中，

工程施工区具有施工参考点和多个脚手架，脚手架的两端分别具有第一标定点和第二

标定点；

图像采集装置具有控制器、水平滑台和沿该水平滑台移动的第一摄像单元和第二摄像

单元，第一摄像单元和第二摄像单元安装在水平滑台上，该第一摄像单元和第二摄像单元

在相互垂直的位置同时拍摄工程施工区的第一作业图像和第二作业图像，控制器保存第一

摄像单元的拍摄位置和拍摄时间t；

远程通信单元将包含第一作业图像、第二作业图像、拍摄位置和拍摄时间t的现场作业

文件发送至坐标识别单元；

坐标识别单元分别从该第一作业图像和第二作业图像中识别第一标定点和第二标定

点，第一作业图像中的第一标定点和第二标定点相对于施工参考点的平面坐标分别为（x1，

y1）和（x2，y2），第二作业图像中的第一标定点和第二标定点相对于施工参考点的平面坐标

分别为（k1，z1）和（k2，z2）；

状态分析单元判断x1与k1以及x2与  k2是否相等，若x1≠k1或x2≠k2，状态分析单元向远

程通信单元发送调整图像采集装置的通知，若x1＝k1且x2＝  k2，状态分析单元合成第一标

定点的三维坐标（x1，y1，z1）和第二标定点的三维坐标（x2，y2，z2）；

现场重构单元生成该脚手架的现场状态文件，现场状态文件包括拍摄位置、拍摄时间

t、第一标定点的三维坐标（x1，y1，z1）和第二标定点的三维坐标（x2，y2，z2）；

第一数据库存储脚手架的现场标准文件，现场标准文件包括拍摄位置和标准向量（x0，

y0，z0）；

静态分析单元提取该脚手架在拍摄位置相同的现场标准文件，计算该脚手架在拍摄时

间t的静态参数 ，若θ≥ ∆ 1，向远程通信单元发送

调整工程施工区的通知，若θ＜ ∆ 1，将该静态参数θ存储至现场状态文件，将该现场状态文

件存储至第二数据库，∆ 1为静态偏移阈值。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图像通信的智慧施工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动态

分析单元，动态分析单元从第二数据库中提取拍摄位置相同的多个现场状态文件，现场状

态文件中的拍摄时间为tn、静态参数为θn，计算该脚手架的动态参数 ，若max（ψn）

≥ ∆ 2，向远程通信单元发送调整工程施工区的通知，其中，n=1，2，3.  .  .，∆ 2为动态偏移

阈值。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图像通信的智慧施工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位移

分析单元，位移分析单元提取拍摄位置相同的多个现场状态文件，现场状态文件中第一标

定点的三维坐标为（xn1，yn1，zn1）、第二标定点的三维坐标为（xn2，yn2，zn2），计算该脚手架的

位移参数  ，若max（βn）≥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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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远程通信单元发送调整工程施工区的通知，其中，∆ 3为位移偏移阈值。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图像通信的智慧施工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滑

台由相互垂直的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组成，第一摄像单元在第一轨道上移动，第二摄像单

元在第二轨道上移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图像通信的智慧施工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滑

台为圆形轨道，第一摄像单元和第二摄像单元之间设置一连杆，该连杆限定第一摄像单元

和第二摄像单元的间距。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图像通信的智慧施工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标

定点和/或第二标定点、施工参考点具有标记符号，坐标识别单元通过标记符号识别第一标

定点和第二标定点。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图像通信的智慧施工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坐标识别单

元建立坐标系，该坐标系以施工参考点为坐标原点，以垂直于水平滑台的方向为X轴，以第

一作业图像中垂直于X轴的方向为Y轴，以第二作业图像中垂直于X轴的方向为Z轴。

8.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图像通信的智慧施工管理系统的智慧施工管理方法，其特

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在工程施工区设置施工参考点、多个脚手架，脚手架的两端分别具有第一标定

点和第二标定点；

步骤二：将图像采集装置的第一摄像单元和第二摄像单元安装在水平滑台，该第一摄

像单元和第二摄像单元在相互垂直的位置同时拍摄工程施工区的第一作业图像和第二作

业图像，控制器保存第一摄像单元的拍摄位置和拍摄时间t；

步骤三：将包含第一作业图像、第二作业图像、拍摄位置和拍摄时间t的现场作业文件

发送至坐标识别单元；

步骤四：坐标识别单元分别从该第一作业图像和第二作业图像中识别第一标定点和第

二标定点，第一作业图像中的第一标定点和第二标定点相对于施工参考点的平面坐标分别

为（x1，y1）和（x2，y2），第二作业图像中的第一标定点和第二标定点相对于施工参考点的平

面坐标分别为（k1，z1）和（k2，z2）；

步骤五：判断x1与k1以及x2与  k2是否相等，若x1≠k1或x2≠k2，状态分析单元向发送调整

图像采集装置的通知，若x1＝k1且x2＝  k2，状态分析单元合成第一标定点的三维坐标（x1，

y1，z1）和第二标定点的三维坐标（x2，y2，z2）；

步骤六：生成该脚手架的现场状态文件，现场状态文件包括拍摄位置、拍摄时间t、第一

标定点的三维坐标（x1，y1，z1）和第二标定点的三维坐标（x2，y2，z2）；

步骤七：存储脚手架的现场标准文件，现场标准文件包括拍摄位置和标准向量（x0，y0，

z0）；

步骤八：提取该脚手架在拍摄位置相同的现场标准文件，计算该脚手架在拍摄时间t的

静态参数    ，若θ≥ ∆ 1，向远程通信单元发送调整

工程施工区的通知，若θ＜ ∆ 1，将该静态参数θ存储至现场状态文件。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基于图像通信的智慧施工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步骤

九：提取拍摄位置相同的多个现场状态文件，现场状态文件中的拍摄时间为tn、静态参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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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n，计算该脚手架的动态参数  ，若max（ψn）≥ ∆ 2，向远程通信单元发送调整工程

施工区的通知，其中，n=1，2，3.  .  .，∆ 2为动态偏移阈值。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基于图像通信的智慧施工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步

骤十：提取拍摄位置相同的多个现场状态文件，现场状态文件中第一标定点的三维坐标为

（xn1，y n1，zn1）、第二标定点的三维坐标为（xn 2，yn 2，zn 2），计算该脚手架的位移参数 

，若max（βn）≥ ∆ 3，向远程通

信单元发送调整工程施工区的通知，其中，∆ 3为位移偏移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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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像通信的智慧施工管理系统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施工数字化管理技术，尤其涉及一种基于图像通信的智慧施工管理系

统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智慧施工管理可实现在无需人工监工的环境下对处于施工阶段的施工项目进行

远程监视与管控，达成减少人力成本、提高效率的目的。在现有技术中，CN201811182229.6

公开了一项用于野外施工监控邻域的智慧监理系统，包括摄像头模块、智能终端和后台系

统。摄像头模块采集施工现场图像信息传输到后台系统，后台系统对接收的图像信息进行

处理和存储，与相应摄像头的图像标准值进行比较，判断是否发出提示信息。智能终端获取

后台系统的信息，并向用户展示。现场施工图像信息量大，对比图像标准值和施工现场图

像，很难得到有用的信息，需要对施工图像做进一步分析处理。鉴于此，现有技术有进一步

改进的必要。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及时发现不良工程状态以规避危险的发生，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基于图像通信的智慧施工管理系统和管理方法。该系统通过施工现场脚

手架图像远程反映施工现场情景，并将相关图像数据与可能发生危险的临界值相比对，实

现对危险状态的自动识别。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一种基于图像通信的智慧施工管理系统，包括工程施工区和工程监管区，工程施

工区外侧设置图像采集装置，工程监管区内设置坐标识别单元、状态分析单元、现场重构单

元、第一数据库、第二数据库以及静态分析单元，图像采集装置经远程通信单元与坐标识别

单元交换数据，其中，

工程施工区具有施工参考点和多个脚手架，脚手架的两端分别具有第一标定点和

第二标定点；

图像采集装置具有控制器、水平滑台和沿该水平滑台移动的第一摄像单元和第二

摄像单元，第一摄像单元和第二摄像单元安装在水平滑台上，该第一摄像单元和第二摄像

单元在相互垂直的位置同时拍摄工程施工区的第一作业图像和第二作业图像，控制器保存

第一摄像单元的拍摄位置和拍摄时间t；

远程通信单元将包含第一作业图像、第二作业图像、拍摄位置和拍摄时间t的现场

作业文件发送至坐标识别单元；

坐标识别单元分别从该第一作业图像和第二作业图像中识别第一标定点和第二

标定点，第一作业图像中的第一标定点和第二标定点相对于施工参考点的平面坐标分别为

（x1，y1）和（x2，y2），第二作业图像中的第一标定点和第二标定点相对于施工参考点的平面

坐标分别为（k1，z1）和（k2，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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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分析单元判断x1与k1以及x2与  k2是否相等，若x1≠k1或x2≠k2，状态分析单元

向远程通信单元发送调整图像采集装置的通知，若x1＝k1且x2＝  k2，状态分析单元合成第

一标定点的三维坐标（x1，y1，z1）和第二标定点的三维坐标（x2，y2，z2）；

现场重构单元生成该脚手架的现场状态文件，现场状态文件包括拍摄位置、拍摄

时间t、第一标定点的三维坐标（x1，y1，z1）和第二标定点的三维坐标（x2，y2，z2）；

第一数据库存储脚手架的现场标准文件，现场标准文件包括拍摄位置和标准向量

（x0，y0，z0）；

静态分析单元提取该脚手架在拍摄位置相同的现场标准文件，计算该脚手架在拍

摄时间t的静态参数 ，若θ≥ ∆ 1，向远程通信单元

发送调整工程施工区的通知，若θ＜ ∆ 1，将该静态参数θ存储至现场状态文件，将该现场状

态文件存储至第二数据库，∆ 1为静态偏移阈值。

[0005] 在本发明中，还包括动态分析单元，动态分析单元从第二数据库中提取拍摄位置

相同的多个现场状态文件，现场状态文件中的拍摄时间为tn、静态参数为θn，计算该脚手架

的动态参数  ，若max（ψn）≥ ∆ 2，向远程通信单元发送调整工程施工区的通知，其

中，n=1，2，3.  .  .，∆ 2为动态偏移阈值。

[0006] 在本发明中，还包括位移分析单元，位移分析单元提取拍摄位置相同的多个现场

状态文件，现场状态文件中第一标定点的三维坐标为（xn1，yn1，zn1）、第二标定点的三维坐标

为（xn2，yn2，zn2），计算该脚手架的位移参数 

，若max（βn）≥ ∆ 3，向远程通

信单元发送调整工程施工区的通知，其中，∆ 3为位移偏移阈值。

[0007] 在本发明中，所述水平滑台由相互垂直的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组成，第一摄像单

元在第一轨道上移动，第二摄像单元在第二轨道上移动。

[0008] 在本发明中，所述水平滑台为圆形轨道，第一摄像单元和第二摄像单元之间设置

一连杆，该连杆限定第一摄像单元和第二摄像单元的间距。

[0009] 在本发明中，所述第一标定点和/或第二标定点、施工参考点具有标记符号，坐标

识别单元通过标记符号识别第一标定点和第二标定点。

[0010] 在本发明中，坐标识别单元建立坐标系，该坐标系以施工参考点为坐标原点，以垂

直于水平滑台的方向为X轴，以第一作业图像中垂直于X轴的方向为Y轴，以第二作业图像中

垂直于X轴的方向为Z轴。

[0011] 一种所述基于图像通信的智慧施工管理系统的智慧施工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在工程施工区设置施工参考点、多个脚手架，脚手架的两端分别具有第一

标定点和第二标定点；

步骤二：将图像采集装置的第一摄像单元和第二摄像单元安装在水平滑台，该第

一摄像单元和第二摄像单元在相互垂直的位置同时拍摄工程施工区的第一作业图像和第

二作业图像，控制器保存第一摄像单元的拍摄位置和拍摄时间t；

步骤三：将包含第一作业图像、第二作业图像、拍摄位置和拍摄时间t的现场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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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发送至坐标识别单元；

步骤四：坐标识别单元分别从该第一作业图像和第二作业图像中识别第一标定点

和第二标定点，第一作业图像中的第一标定点和第二标定点相对于施工参考点的平面坐标

分别为（x1，y1）和（x2，y2），第二作业图像中的第一标定点和第二标定点相对于施工参考点

的平面坐标分别为（k1，z1）和（k2，z2）；

步骤五：判断x1与k1以及x2与  k2是否相等，若x1≠k1或x2≠k2，状态分析单元向发送

调整图像采集装置的通知，若x1＝k1且x2＝  k2，状态分析单元合成第一标定点的三维坐标

（x1，y1，z1）和第二标定点的三维坐标（x2，y2，z2）；

步骤六：生成该脚手架的现场状态文件，现场状态文件包括拍摄位置、拍摄时间t、

第一标定点的三维坐标（x1，y1，z1）和第二标定点的三维坐标（x2，y2，z2）；

步骤七：存储脚手架的现场标准文件，现场标准文件包括拍摄位置和标准向量

（x0，y0，z0）；

步骤八：提取该脚手架在拍摄位置相同的现场标准文件，计算该脚手架在拍摄时

间t的静态参数  ，若θ≥ ∆ 1，向远程通信单元发送

调整工程施工区的通知，若θ＜ ∆ 1，将该静态参数θ存储至现场状态文件。

[0012] 在本发明中，还包括步骤九：提取拍摄位置相同的多个现场状态文件，现场状态文

件中的拍摄时间为tn、静态参数为θn，计算该脚手架的动态参数   ，若max（ψn）≥

∆ 2，向远程通信单元发送调整工程施工区的通知，其中，n=1，2，3.  .  .，∆ 2为动态偏移阈

值。

[0013] 在本发明中，还包括步骤十：提取拍摄位置相同的多个现场状态文件，现场状态文

件中第一标定点的三维坐标为（xn1，yn1，zn1）、第二标定点的三维坐标为（xn2，yn2，zn2），计算

该脚手架的位移参数  ，若

max（βn）≥ ∆ 3，向远程通信单元发送调整工程施工区的通知，其中，∆ 3为位移偏移阈值。

[0014] 实施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通过远程通信单元，让监管人员可以无需

抵达工程施工区就可监督现场的脚手架状态，提高监管效率和监管安全性。通过相互垂直

的两组图像重构脚手架的位置，分析脚手架静态、动态以及位移状态，将相关图像数据与可

能发生危险的临界值相比对，实现对危险状态的自动识别。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基于图像通信的智慧施工管理系统的框图；

图2为本发明的工程施工区的一个实施例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的工程施工区的另一实施例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的基于图像通信的智慧施工管理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目的、特征、技术方案与功效更易于了解，更加下面将结合本发

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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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脚手架搭设在建筑物外侧，是工程的重要组分。管理脚手架的状态可以保证施工

安全性，现有技术有对脚手架视觉创建的技术方案，例如US8249909B2。作为该专利的进一

步改进，需要对脚手架的模型变化做详细分析和估计。该专利主要分析脚手架CAD模型与当

前脚手架模型，分析施工进度，但是没有对比分析当前脚手架的实际状态与标准状态，预测

精度较低。如图1至图3所示，本发明的这种基于图像通信的智慧施工管理系统包括：工程施

工区和工程监管区，工程施工区外侧设置图像采集装置、远程通信单元，工程监管区内设置

坐标识别单元、状态分析单元、现场重构单元、第一数据库、静态分析单元、动态分析单元、

第二数据库以及位移分析单元。图像采集装置经远程通信单元与工程监管区交换数据，监

管人员可以无需抵达工程施工区就可监督现场的脚手架状态，提高监管效率和监管安全

性。

[0018] 工程施工区具有施工参考点和多个脚手架，脚手架搭设在建筑物外围，用于支撑

防护工程主体。施工参考点可以采用防护工程主体的主要参考点，例如地基等高点。每一脚

手架的两端分别具有第一标定点和第二标定点。第一标定点和/或第二标定点、施工参考点

具有标记符号，坐标识别单元通过标记符号识别第一标定点和第二标定点。标记符号例如

是特定形状或颜色的标记，或者是特定频率的光电信号。

[0019] 图像采集装置具有控制器、水平滑台和沿该水平滑台移动的第一摄像单元和第二

摄像单元。第一摄像单元和第二摄像单元保持在相互垂直的位置。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水

平滑台由相互垂直的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组成，第一摄像单元在第一轨道上移动，第二摄

像单元在第二轨道上移动，如图2。在另一实施例中，水平滑台为圆形轨道，第一摄像单元和

第二摄像单元之间设置一连杆，该连杆限定第一摄像单元和第二摄像单元的间距，如图3。

第一摄像单元和第二摄像单元的拍摄方向均位于水平面。在控制器的控制下，第一摄像单

元和第二摄像单元同时拍摄工程施工区的第一作业图像和第二作业图像。控制器保存第一

摄像单元的拍摄位置和拍摄时间t。

[0020] 远程通信单元与工程监管区的坐标识别单元等远程通信，通信方式例如是互联

网、RF或Bluetooth等。远程通信单元将包含第一作业图像、第二作业图像、拍摄位置和拍摄

时间t的现场作业文件发送至坐标识别单元。

[0021] 坐标识别单元建立坐标系，该坐标系以施工参考点为坐标原点，以垂直于水平滑

台（水平面）的方向为X轴，以第一作业图像中垂直于X轴的方向为Y轴，以第二作业图像中垂

直于X轴的方向为Z轴。可以预料，X轴为垂线，  Z轴与Y轴限定水平面。坐标识别单元分别从

该第一作业图像和第二作业图像中识别第一标定点和第二标定点，第一作业图像中的第一

标定点和第二标定点相对于施工参考点的平面坐标分别为（x1，y1）和（x2，y2），第二作业图

像中的第一标定点和第二标定点相对于施工参考点的平面坐标分别为（k1，z1）和（k2，z2）。

第一作业图像和第二作业图像中的相同标定点的X轴坐标相同，若X轴坐标不同，图像采集

装置存在设置问题。因此状态分析单元判断x1与k1以及x2与  k2是否相等，若x1≠k1或x2≠k2，

状态分析单元向远程通信单元发送调整图像采集装置的通知，例如调整第一摄像单元和第

二摄像单元的间距和拍摄仰角。若x1＝k1且x2＝  k2，状态分析单元合成第一标定点的三维

坐标（x1，y1，z1）和第二标定点的三维坐标（x2，y2，z2）。利用多视点合成算法，根据同一水平

线上不同角度的像素位置，确定像素点在空间中的坐标位置，将该坐标像素值赋给目标图

像映射坐标，形成三维映射图像，实现对施工现场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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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第一数据库存储脚手架的现场标准文件，现场标准文件包括拍摄位置和标准向量

（x0，y0，z0）。标准向量记载该脚手架标准方向。现场重构单元生成该脚手架的现场状态文

件，现场状态文件包括拍摄位置、拍摄时间t、第一标定点的三维坐标（x1，y1，z1）和第二标定

点的三维坐标（x2，y2，z2）。后续操作根据该现场状态文件的参数确定该脚手架的状态。通过

编解码器将图像数据信息分为不同区块存储于现场重构单元中，在计算时可以从中调取数

据，再将该数据信息通过编解码器重新恢复成可视化数据。

[0023] 静态分析单元用于分析该脚手架的当前角度偏差是否在阈值之内。静态分析单元

提取该脚手架在拍摄位置相同的现场标准文件，计算该脚手架在拍摄时间t的静态参数 

。若θ≥ ∆ 1，该脚手架的当前角度偏差大于等于阈

值，静态分析单元向远程通信单元发送调整工程施工区的通知。若θ＜ ∆ 1，该脚手架的当前

角度偏差小于阈值，将该静态参数θ存储至现场状态文件，将现场状态文件保存至第二数据

库，用于进行后续的动态分析。∆ 1为系统预设的静态偏移阈值，例如0.01π，是脚手架的当

前位置与标准位置的最大允许的角度偏差。

[0024] 动态分析单元用于分析该脚手架的角度偏移速度是否在阈值之内。现场重构单元

存储多次同一脚手架的现场状态文件，分析当前现场状态文件与前几次拍摄的现场状态文

件，可以确定该脚手架的动态偏移。动态分析单元从第二数据库中提取拍摄位置相同的多

个现场状态文件，计算该脚手架的动态参数    。若max（ψn）≥ ∆ 2，角度偏移速度

大于等于阈值，向远程通信单元发送调整工程施工区的通知。若max（ψn）＜ ∆ 2，角度偏移速

度小于阈值，角度偏移速度满足要求，不做操作。动态分析单元提取到多个现场状态文件（n

指代相应现场状态文件的序号）。相应的，tn为现场状态文件的拍摄时间，θn为拍摄时间tk的

静态参数，n=1，2，3.  .  .。∆ 2为系统预设的动态偏移阈值，例如0.0005π/h，是脚手架角度

偏移速度的最大值。

[0025] 位移分析单元用于分析该脚手架的当前位移偏差速度是否在阈值之内。位移分析

单 元 提 取 拍 摄 位 置 相同 的 多 个 现 场 状 态 文 件 ，计 算 该 脚 手 架的 位 移 参 数 

。若max（βn）≥ ∆ 3，该脚手架

的当前位移偏差速度大于等于阈值，向远程通信单元发送调整工程施工区的通知。∆ 3为系

统预设的位移偏差速度的阈值，例如0.8cm/24h，是脚手架径向位移偏差速度的最大值。若

max（βn）＜ ∆ 3，该脚手架的位移偏差速度小于阈值，位移偏差速度满足要求，等待图像采集

装置下次图像拍摄。动态分析单元提取到多个现场状态文件（n指代相应现场状态文件的序

号），现场状态文件中第一标定点的三维坐标为（xn1，yn1，zn1）、第二标定点的三维坐标为

（xn2，yn2，zn2）。

[0026] 远程通信单元收到调整图像采集装置、工程施工区的通知后，可以通过报警单元

提示使用者。报警单元例如包括警铃与LED显示屏，所述警铃发出危险提醒，对施工现场的

工人发出直接的警示；所述LED屏发出视觉警示，并将对应坐标的图像投放在屏幕上，以便

周边的工作人员能更快发现危险要素，及时做出应对措施，以规避危险，或尽量减少危险发

生后带来的损害。

[0027] 如图4所示的本发明的基于图像通信的智慧施工管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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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在工程施工区设置施工参考点、多个脚手架，脚手架的两端分别具有第一

标定点和第二标定点；

步骤二：将图像采集装置的第一摄像单元和第二摄像单元安装在水平滑台，该第

一摄像单元和第二摄像单元在相互垂直的位置同时拍摄工程施工区的第一作业图像和第

二作业图像，控制器保存第一摄像单元的拍摄位置和拍摄时间t；

步骤三：将包含第一作业图像、第二作业图像、拍摄位置和拍摄时间t的现场作业

文件发送至坐标识别单元；

步骤四：坐标识别单元分别从该第一作业图像和第二作业图像中识别第一标定点

和第二标定点，第一作业图像中的第一标定点和第二标定点相对于施工参考点的平面坐标

分别为（x1，y1）和（x2，y2），第二作业图像中的第一标定点和第二标定点相对于施工参考点

的平面坐标分别为（k1，z1）和（k2，z2）；

步骤五：判断x1与k1以及x2与  k2是否相等，若x1≠k1或x2≠k2，状态分析单元向发送

调整图像采集装置的通知，若x1＝k1且x2＝  k2，状态分析单元合成第一标定点的三维坐标

（x1，y1，z1）和第二标定点的三维坐标（x2，y2，z2）；

步骤六：生成该脚手架的现场状态文件，现场状态文件包括拍摄位置、拍摄时间t、

第一标定点的三维坐标（x1，y1，z1）和第二标定点的三维坐标（x2，y2，z2）；

步骤七：存储脚手架的现场标准文件，现场标准文件包括拍摄位置和标准向量

（x0，y0，z0）；

步骤八：提取该脚手架在拍摄位置相同的现场标准文件，计算该脚手架在拍摄时

间t的静态参数    ，若θ≥ ∆ 1，向远程通信单元发

送调整工程施工区的通知，若θ＜ ∆ 1，将该静态参数θ存储至现场状态文件。

[0028] 步骤九：提取拍摄位置相同的多个现场状态文件，该现场状态文件中的拍摄时间

为tn、静态参数为θn，计算该脚手架的动态参数  ，若max（ψn）≥ ∆ 2，向远程通信

单元发送调整工程施工区的通知，其中，n=1，2，3.  .  .，∆ 2为动态偏移阈值。

[0029] 步骤十：提取拍摄位置相同的多个现场状态文件，现场状态文件中第一标定点的

三维坐标为（xn1，yn1，zn1）、第二标定点的三维坐标为（xn2，yn2，zn2），计算该脚手架的位移参

数  ，若max（βn）≥ ∆ 3，向远程

通信单元发送调整工程施工区的通知，其中，∆ 3为位移偏移阈值。

[0030] 步骤十一：若θ、max（ψn）、max（βn）均满足要求，第一摄像单元和第二摄像单元进入

下次图像拍摄，返回至步骤二。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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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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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13

CN 112989099 A

1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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