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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排架智能监测系统的研制与应用

邓 正 楷,　邓 树 密,　邓　欢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７２)

摘　要:针对高排架系统安全监测需求,防止支架系统在服役过程中发生整体失稳或倒塌,基于 LoRa技术设计了一种钢管

排架位移－应变监测系统.以古瓦水电站边坡加固施工中的碗扣式脚手架为实际工程背景,构建了高排架无线监测系统.

该系统通过钢弦应变传感器和拉线位移传感器的分布布置获取支架立杆的压力和位移数据,利用４G技术传输至PC机终

端.所设计的应变和位移传感器可以用于监测支架立杆的应变和位移动态变化数据.研究表明:高排架应变－位移监测系

统为支架工程的倒塌预警工作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案,在实际工程中取得了良好效果,可供类似项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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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andApplicationofIntelligentMonitoringSystemforHighBent
DENGZhengkai,DENGShumi,DENGHuan

(SinohydroBureau１０Co．,LTD,Chengdu,Sichuan,６１００７２)

Abstract:Inordertomeettherequirementofsafetymonitoringofhighbentsystemandpreventthewhole

supportsystemfromlosingstabilityorcollapsinginservice,adisplacementＧstrainmonitoringsystemofsteel

tubebentisdesignedbasedonLoRatechnology．Inthispaper,awirelessmonitoringsystemofhighbentis

builtbasedonthebowltypescaffoldintheslopereinforcementconstructionofGuwaHydropowerStation．The

systemobtainsthepressureanddisplacementdataofthesupportpolefromthedistributionofthestrainsensor

ofthesteelstringandthedisplacementsensorofthebackguy,andtransmitsthemtothePCterminalby４G

technology．Thedesignedstrainanddisplacementsensorcanbeusedtomonitorthedynamicchangedataofthe

strainanddisplacementofthesupportpole．TheresearchshowsthatthestrainＧdisplacementmonitoringsysＧ

temofhighbentprovidesafeasibleschemeforthecollapseearlywarningofsupportengineering,andhasaＧ

chievedgoodresultsinpracticalengineering,whichcanbeusedasareferenceforsimilar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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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　述

高排架在边坡施工中被广泛使用.常用的满

堂支架主要有门式支架和碗扣式支架.高排架坍

塌事故的发生具有突然性,从出现危险征兆到事

故发生通常只有数分钟时间,加之其本身具有的

高空间、大跨度等特点,导致高支模安全事故一旦

发生往往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经济损

失.在高排架监测研究方面,朵润民等[１]对高速

公路匝道高支模体系进行了预压实时监测,能够

对支撑体系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监测;樊冬冬[２]

针对传统高支模架体变形的监测,探索了变形监

测技术在高支模施工中的应用.笔者基于L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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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４G技术,构建了适用于高排架的无线监

测系统.该系统采用钢弦应变传感器和拉线位移

传感器,能够有效地获取高排架施工期间的排架

立杆压力和水平位移的动态变化数据,进而实现

了对高排架的在线监测.笔者以古瓦水电站为

例,对该系统的研究与应用过程介绍于后.
古瓦水电站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乡城

县境内,是硕曲河干流乡城、得荣段“一库六级”梯
级开发方案中的“龙头水库”电站.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１５日,该电站首部枢纽进水口边坡因自然灾害发

生了大规模的崩塌滑坡破坏,滑坡范围为底部顺

河流长度方向底宽约１１５m,顶宽约９６m,高度

约１００m,古瓦水电站崩塌滑坡体照片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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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边坡稳定与施工人员的安全,工程采

用预应力锚索支护的方式予以防护,脚手架搭设

的整体高度约为９５m,垂直最高立杆高约５２m,
搭设宽度约为１０６m,搭设面积约为１００７０m２.
该区域内的施工荷载主要为钻机及钻具、作业人

员、材料等,在脚手架上进行编锚作业.现场搭设

的高排架照片见图２.鉴于该高排架搭设于倒悬

体高边坡上,为确保高排架的整体稳定性,项目部

技术人员经过反复思考,成功研制出了高排架智

能化监测系统.

图１　古瓦水电站崩塌滑坡体

图２　现场脚手架

２　监测系统的结构

该高排架无线监测系统主要利用LoRa技术

和４G技术,通过使用钢弦应变传感器和拉线式

传感器采集高排架立杆的压力和水平位移数据对

高排架进行实时在线监测.高排架无线监测系统

主要包括无线传感器、路由器、协调器、设备、短信

报警设备和监测软件.无线传感器主要包括钢弦

应变传感器,用于采集支架结构立杆的压力数据;
拉线式传感器用于采集立杆的水平位移;无线传

感器设备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无线射频模块发送

至路由器,路由器将接收数据转发至协调器,协调

器将 接 收 到 的 数 据 通 过 RS２３２ 串 口 传 输 至

GRPS设备,GRPS设备通过ZigBee网络将数据

送至监测软件中进行数据显示、存储和报警.

FMC６１０高排架应变和水平变形在线检测系

统由应变测量仪、位移测量仪、现场通信总线、数
据通信基站、监测电脑和现场供电总线等构成.
该监测系统通过对高排架支撑系统的支架变形和

立杆轴力实施实时监测,可以实现实时监测“超限

预警”危险报警的监测目标;同时,该智能监测系

统测点安装快捷便利.该系统通过无线接收数

据,实时监测警报系统能够做到历史监测数据可

查、操作简便、功能直观,进而提高了工作效率.
传感器系统包括:钢弦应变传感器、拉线位移

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其中,应变传感器的测量范

围为:±２５００με,分辨力可达±１με;全自动拉线位

移变形测量范围为０~８０cm;分辨力可达０．１mm,
精度为１mm;温度测量仪采用工业级的温度测量

设备,测量范围为－７０℃~５００℃,测量精度可达

０．１℃.通信设备包括:通信基站和通信中继站;软
件系统包括:数据库软件和监测软件.主机和无线

通信基站设备安装照片见图３、４.

图３　现场主机安装

图４　无线通信基站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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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监测方案的设计与实施

３．１　监测项目及仪器安装

监测项目的选取遵循传感器实时监测的原

则,监测内容应能覆盖结构评估的要求.根据以

上原则,考虑到支架结构特点并结合支架实际运

营状况,长期监测系统的监测项目见表１,测点布

置情况见图５.
表１　支架监测项目表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项目 监测目的

１

２

支架结构

响应数据

应变

掌握支架在活载作用下的结构应

力应变情况,用以设置响应预警

阈值

水平变形
掌握支架的实时变形情况,以设

置响应预警阈值

３ 环境数据 温度 掌握测点的温度情况

图５　测点布置图

３．２　监测频率

高支模的监测时间为锚杆支护施工开始至锚

杆支护完毕.监测频率为每１~５min/次 .

３．３　监测阀值的确定

脚手架的每根竖杆、横杆及剪刀撑均采用外

径为４８mm,壁厚３mm 的圆环截面.材料选取

弹性模量为２０６×１０３ MPa、泊松比为０．３、密度为

７８５０kg/m３、抗拉强度设计值为２０５ MPa的

Q２３５钢材.选用梁单元对钢管脚手架进行建

模.在考虑边界条件时,由于应用支架节点刚接

理论及铰接理论所得到的计算结果可能差异较

大,故同时建立了钢管脚手架节点刚接模型和节

点铰接模型.由于节点铰接模型计算结果较为保

守,故本监测方案的制定以铰接模型计算结果作

为主要参考依据,节点刚接模型则用于参照对比.

节点铰接模型假设支架竖杆间采用刚接点连接,
横杆、剪刀撑与支架竖杆间采用铰接点连接.

Midas整体计算模型见图６,在恒载和活载组合

作用下的杆件轴力情况见图７.

图６　MidasCivil整体计算模型图

图７　恒载＋活载基本组合作用下的杆件轴力图

笔者将钢管脚手架监测系统进行了位移分

级、分目标预警,对每一监测方向采用分级预警方

式.一级预警值的设立原则为钢管脚手架所承受

的荷载超过设计荷载的１００％,二级预警值的设

立原则为钢管脚手架所承受的荷载达到支架极限

荷载的８０％.根据有限元计算结果可知,以上临

界荷载值所对应的钢管脚手架的应变和横向位移

在设计的预警值范围内.应变阀值的确定:按照

构件在恒载＋活载最不利荷载组合下,应变阀值

为７２με.水平位移阀值的确定:按照构件恒载＋
活载最不利荷载组合下,水平位移阀值取为６０
mm.当监测项目超过其警戒值时,必须迅速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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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施工,待查明原因后方可继续施工.

４　监测结果及分析

４．１　水平位移监测结果及分析

为了分析支架顶部的水平位移,在支架顶部

安装了２个拉线位移传感器进行监测.通过１d
(２４h)不间断地连续监测支架顶部的水平位移,
取得的成果见图８;图９为支架顶部１个月间水

平位移峰值随日变化曲线.

图８　支架顶水平位移随时间变化曲线图

图９　支架顶水平位移每日峰值随日变化曲线图

由图８可知:支架顶部的水平位移在１d(２４
h)内、在日常施工条件下的最大水平位移为４１．２
mm,小于安全预警值,表明支架结构在施工荷载作

用下其结构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同时,结合图９可

知,在一个月时间的监测周期内,支架水平变化峰

值均未超过安全预警值,且其变化虽有一定幅度的

波动但变化幅度不大,表明支架处于安全状态.

４．２　应变监测结果及分析

为了分析支架轴向受力状态,在支架顶部安

装了６个钢弦传感器进行监测.通过１d(２４h)
不间断连续监测支架顶部的水平位移,选取应变

点(３３７７７７)取得的测试结果见图１０;图１１为支架

顶部１个月时内内水平位移峰值随日变化曲线.

图１０　支架应变随时间变化曲线图

图１１　支架应变每日峰值随日变化曲线图

由图１１可知:支架测点应变在１d(２４h)内、
在日常施工条件下的最大水平位移为３４με,小于

安全预警值,表明支架结构在施工荷载作用下其

结构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同时,结合图１１可知,
在一个月时间的监测周期内,支架应变变化峰值

(最大应变峰值为６１με)均未超过安全预警值,且
其变化虽有一定幅度的波动,但变化幅度不大,表
明支架处于安全状态.

５　结　语

综上所述,在对高支模的安全风险控制过程

中,基于LoRa技术和４G技术研发的实时监测警

报系统能有效监测支架的受力和位移状态,将该

系统成功运用于实际项目中,具有高精度、高效率

且操作简单,成本可控等优点,值得推广运用.
(下转第１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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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梁场选址四位置图

　　该预制梁场选址距白龙江大桥处的直线距离

约１５０m,运梁运距约１５０m,运距近.其具有的

优点:
(１)该选址距离白龙江大桥较近,能够节省运

输费用和时间.
(２)该选址距离白龙江大桥主体建设地点较

近,便于整体规划和打造标准化样板工地、智慧工

地,为三基建设树立形象.
(３)将制存梁、钢筋加工、钢筋筒加工、办公生

活营地集中布置建设,便于集中管理,土地利用率

较高[５].
(４)该选址位于即将开发的安全坝城市综合

体地块范围内,可以对安全坝地块和白龙江大桥

南岸建设提前熟悉征拆程度和难易度.
缺点:
(１)征拆时间较长,可能会影响白龙江大桥的

建设工期.
(２)征拆费用较高.
综上所述,从整体施工部署、空间规划、可实

施性多方面考虑选址四方案为最优选址,故将选

址四作为白龙江大桥项目梁场建设的最终选址.

在选址过程中,项目部还对另外两个方案进行了

比选,但因其存在的问题更多,更不符合要求而予

以放弃,在此未进行详述.
４　结　语

白龙江大桥梁场的选址对梁场的整体布局

和建设费用等影响很大,因此需要从多方面进

行综合调查、对比、论证后合理优化,选择最佳

的方案.场地的平面布局,尤其是运梁距离、制
梁区、存梁区、钢筋场、构件场等之间的相互配

合是梁场选址的关键.项目部以提高土地利用

率、整体规划为原则,充分利用各种已有的资

料.合理配备工装设备,充分提高其使用率,以
满足梁场的最大生产能力,才能保证梁场工期、
质量与施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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