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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基坑一般见于建筑施工场地，起到承接高层建筑地

基的作用，保证建筑物的稳固性，对建筑施工安全起重

要作用。鉴于其重要性，法律规定建设单位必须定时

监测并记录基坑斜度及其变化，以确保施工安全。如

今的基坑测量方案大多是以人工操作为主，形式一般

为现场人工观察并测量结构偏移、结构内力等关键因

素，并分析所测的数据信息，进而以此为依据来估计

基坑失稳的可能性和基坑构件的安全指标。显然，传

统的人工测量费时费力、数据连续性差、测量数据耗

时长、分析周期长、易受环境干扰，无法及时指导施工。

若在中、大型建筑施工场地，基坑数量往往较为巨大，

人工测量得到的数据往往很难具有普适性，具有较明

显的缺点。

基坑自动化监测利用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借助安

装在基坑测量管道上的传感设备实时且无间隔地采集

并向用户呈现数据，为检测人员判断基坑土体结构的实

时受力状态及结构损坏趋势提供一种新的监测办法 [1]。

相较于人工测量，本自动化监测方案的优点如表所示 [2]。

基于自动化基坑监测的原理，我们进行了一个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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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基坑测斜装置系统的研究，最

终使装置能够实现全天候全自动测量，且实现测量数

据自动上传、分析、记录和报警功能；同时搭建数据管

理平台，实现远程监控，达到智能化。

1    基坑倾斜自动测量装置整体方案设计

自动基坑测斜装置固定在被测管道上，根据实际现

场情况可露于地面外，也可埋于地下，不影响路面交通。

每个测斜装置为独立个体，使用者通过设置参数来控

制测斜装置的工作时间、频率及测量数据的传输。其

单个测斜装置由机械结构、测斜传感器探棒及其连接

线缆和控制电路箱组成。在使用时，测斜装置在完成

每一次检测后，会将此时因土体结构位移变化而引发

的倾斜角度变化保存于上位机之中，并且将数据通过

网络传输至阿里云服务器与用户端，为用户提供该基

坑监测点的土体状况。整体方案框图如图 1 所示 [3]。

1.1    测斜装置机构设计

其中机械结构分为框架结构、底部支架、线缆控制

及收放装置和探棒测量轨道角度切换装置四部分，整

体结构如图 2 所示。底部支架、缆线轨道结构、线缆

控制及收放装置和探棒测量轨道角度切换装置都是固

定于框架结构上的。

表    自动化监测方案的优点

影响因素 基坑自动化监测 人工测量

环境因素 基本不受恶劣环境干扰 受天气等环境因素干扰

时间因素
全周期实时检测，准确
反映土体变化的趋势

有一定的周期，以点模拟
线的方式呈现

空间因素 无影响 影响较大

主观因素 设备采集，主观影响少
检测观测人员的主观影响较
大，对采集结果干扰较大

数据分析 连续、实时、不间断
延迟、不同因素数据缺乏

相关性

图 1    整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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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装置的框架结构采用了铝型材，起到维持装置

形状和支撑其他部件的作用，外侧有一防水外罩，以

保护装置。

（2）为了保证装置的平稳性，在底部设计了一个

“工”字型的铝型材支架，支架中部为传感器探棒及其

线缆预留了通道。先通过底部支架抱紧预设的测斜管

道，并用手拧螺丝加固，确定基本固定平面，再在此

基础上进行调平安装 [4,5]。

（3）线缆控制及收放装置即卷扬机。图 2 左侧为线

缆收集存放的滚轮，右侧为用于收放线缆的卷扬机电

动机。通过此装置控制探棒行进。使用编码器加摩擦

滚轮的方式对线缆收放长度进行测量。

（4）探棒测量轨道角度切换装置通过软件设计控制

电动机转动，电动机安装于装置左侧面，电动机转动

带动皮带。运行时，皮带连接着筒状轨道结构装置并

使其转动，旋转 180°停止，使得传感器探棒自身转动

了 180°，为下一步测斜做好准备。

1.2    控制系统与软件设计

1.2.1    控制电路部分

控制电路箱主要包含以下四个部分：主控单元、电

源管理单元、中继器单元、收发器单元。控制电路箱安

装在装置主体防水罩外侧面，电路箱上表面还安装一

块人机交互显示屏，用于用户使用时设置参数和当场

读取数据。硬件部分主要为 STM32 系列主控芯片、步

进电动机及其驱动模块（A4988）、限位开关、舵机驱动、

存储器芯片、串行通信以及以一块交互触摸屏幕作为

输入和输出的人机交互界面 [6]。图 3 为单个基坑测斜装

置的控制部分逻辑示意图。

1.2.2    用户端软件设计

传感器探棒上带有测斜传感器模块，将模块端口与

数据采集节点连接，再利用 GPRS 通信网络与云端检

测服务器平台连接，以传输数据。平台收到测量数据信

息后会自动存储在后台，并且为用户和开发者预留了

数据查询接口。存储在后台的数据会在服务器软件内

进行处理，处理完成后保存在数据库中，供分析和参考。

此外，每一个测斜管道处都会配备一个数据采集结点，

以保证数据的整体性，并且能顺畅地传递至云端数据

库。数据管理流程见图 4。

而面对实时监测所带来的大量数据，进行数据的处

理、分析，实现数据的表格及图像化的功能不可或缺。

大量测量数据通过 MySQL 数据库进行处理。云端的数

据库将采集数据分类、处理 [6,7]。数据将被分类为基坑

（1）框架结构；（2）底部支架；（3）线缆控制及收放装置；
（4）探棒测量轨道角度切换装置

图 2    整体结构

图 3    控制流程示意图

图 4    数据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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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id、位置、施工单位、开工日期），管理员信息

（id、工号、姓名等），传感器信息（id、编号、管道深度、

当前深度、采集距离间隔、采集时间、倾斜角度）三部分。

信息数据通过前端网页与用户进行交互，网页采用

“HTML+CSS+JavaScript”，项目参与的各方可简单通

过电脑网页端对工程进行监督，获取需要的信息。软

件的界面及功能包括参数设置、项目管理、设备管理、

数据统计分析、报警管理、系统设置和实时数据 [8,9]。

2    控制流程

本测斜装置的控制流程如图 5 所示，每完成一次控

制流程即完成一次测量。

图 5    控制程序流程图

3    结语

本文通过采用物联网技术，研究设计并开发了一

种新型自动化基坑倾斜测量装置，可以代替人工测量，

并消除人工测量所带来的误差和工程风险。该装置可

以满足基坑监测的基本需求。另外本文提供的测量方

案与传统监测方法相比，优势更为明显，具有很强的

适应性，而且本装置受到外界干扰因素的影响会更小，

具有更高的精确度，对于基坑安全性保障做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为了进一步推动自动化检测在基坑监测

中的应用，今后还会进一步开展该方面的研究与开发，

努力提高基坑监测中自动化装置的技术水平和应用率，

为工程场所基坑安全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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