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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多种先进的技术手段诸如光电传感、视觉传感、遥感技术、卫星定位等的日益成熟，

逐步应用于边坡工程安全的多尺度参数信息感知，包括应力、应变、深部位移、地下水位、

振动、表面变形场、降雨量等，有效的解决了边坡工程传统监测技术的低效率、信息化程度

低等一系列问题，在边坡工程安全监测、预测、预警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优势。

目前，指导光电传感技术在边坡安全监测领域的传感技术选择、布设方法、数据采集、

自动化等方面缺乏全面的统一标准，不利于自动化技术在边坡监测领域的应用，因此制定本

文件。

本文件可规范不同的光电传感技术在边坡安全监测领域的应用，指导现场进行不同传感

器设备的选择、使用、布设、数据采集、信息处理与解释，提升边坡监测的质量，促进自动

化传感技术在边坡监测领域的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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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坡光电传感一体化监测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规定了边坡光电传感一体化监测技术的总则、监测对象与监测内容、光电

传感一体化监测方法与要求、监测点布置及监测频率、一体化智能监测平台建设与维护、监

测数据分析与预警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滑坡、崩塌、错落、坍塌、泥石流等边坡地质灾害的光电传感一体化监测

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6722 爆破安全规程

GB 50026 工程测量标准

GB/T 18314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

GB/T 35227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风向和风速

GB 55018 工程测量通用规范

SL 630 水面蒸发观测规范

AQ/T 2063 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高陡边坡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DZ/T 0154—2020 地面沉降测量规范

DZ/T 0223 崩塌、滑坡、泥石流监测规程

DL/T 5807 水电工程岩体稳定性微震监测技术规范

SL/T 183 地下水监测规范

YS/T 5229 岩土工程监测规范

T/CAGHP 014 地质灾害地表变形监测技术规程（试行）

T/CSEB 0008 爆破振动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光电传感一体化监测 photo-electric sensor integrated monitoring

采用雷达、摄影、GNSS、传感器件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监测方法。

3.2

监测频率 monitoring frequency

单位时间内的监测次数。
注：监测频率的确定应满足能系统反映监测对象所测项目的重要变化过程而又不遗漏其变化时刻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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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则

4.1 监测项目

监测项目一般宜包括变形监测、位移监测、应力监测、应变监测、振动监测、裂缝监测、

水文监测、气象监测以及其他监测。

4.2 目的

4.2.1 采用光电传感一体化方法，完善边坡监测手段，提高边坡监测自动化、预警智能化

水平。

4.2.2 支撑边坡灾害风险管理，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4.3 任务

4.3.1 制定监测方案，包括监测对象、监测内容、监测频率、监测设备选取与布设等，监

测边坡变形等地质灾害特征及相关要素。

4.3.2 进行一体化智能监测平台建设，为边坡监测预报预警工作提供全流程信息服务支撑。

4.4 总体要求

4.4.1 应根据不同的监测对象、监测内容、监测等级选用不同的监测方法或多种方法相结

合的方案。

4.4.2 由于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在可靠性和精度上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在

使用前要进行试验和验证。

4.4.3 监测实施前，应做专项方案设计，设计方案需经评审通过后，方可实施。如设计方

案调整，变更方案还应经评审。

5 监测对象与监测内容

5.1 基本要求

边坡监测对象可以是但不一定全是主要预报对象，尤其是对大型滑坡、崩塌或崩滑群。

一般情况下，主要包括下列预报对象：

a） 变形速率大的地段或块体；

b） 产生严重危害的地段或块体；

c） 对整个滑坡、崩塌的稳定性起关键作用的地段或块体；

d） 对整个滑坡、崩塌的变形破坏具有代表性的地段或块体。

5.2 监测对象

5.2.1 滑坡监测对象

5.2.1.1 滑坡监测对象应是致灾体、承灾体、环境。以监测变形和降雨为主，具体包括位

移、裂缝、倾角、加速度、雨量和含水率等测项，按需布置声光报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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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土质滑坡宜测项包括位移、裂缝和雨量等，选测项包括倾角、加速度和含水率。

5.2.1.3 岩质滑坡宜测项包括位移、裂缝和雨量等，选测项包括倾角、加速度。设备类型、

数量和布设位置根据滑坡规模、形态及变形特征等确定。

5.2.1.4 根据实际监测需求，可补充开展物理场监测，如应力应变等。

5.2.2 崩塌监测对象

5.2.2.1 崩塌监测对象以监测变形和降雨为主，具体包括裂缝、倾角、加速度、位移和雨

量等测项，按需布置声光报警仪。

5.2.2.2 土质崩塌宜测项包括裂缝和雨量，选测项包括位移、倾角和加速度。

5.2.2.3 岩质崩塌上述宜测项包括裂缝、倾角、加速度和雨量，选测项包括位移。

5.2.2.4 根据实际监测需求，可补充开展物理场监测，如应力应变等。

5.2.3 泥石流监测对象

5.2.3.1 泥石流监测对象以监测降雨、物源补给过程、水动力参数为主，具体包括雨量、

泥位、含水率、倾角和加速度等测项，按需布置声光报警仪。

5.2.3.2 沟谷型泥石流宜测项包括雨量和泥位，选测项为含水率。

5.2.3.3 坡面型泥石流宜测项为雨量，选测项为倾角、加速度、含水率和泥位。

5.2.3.4 根据实际监测需求，可补充开展物理场监测，如应力应变等。

5.3 监测内容

5.3.1 滑坡监测内容

5.3.1.1 滑坡监测的内容，分为变形监测、相关因素监测。

5.3.1.2 滑坡变形监测一般包括位移监测和倾斜监测，以及与变形有关的物理量监测。

5.3.1.3 位移监测。分为地表的和地下的绝对位移监测和相对位移监测，遵守下列规定。

a） 地表绝对位移监测。监测滑坡的三维（X、Y、Z）位移量、位移方向与位移速率。

b） 地表相对位移监测。监测滑坡重点变形部位裂缝、崩滑面（带）等变形部位与参考

点之间的相对位移量或变形部位两侧点与点之间的相对位移量，包括张开、闭合、

错动、抬升、下沉等。

5.3.1.4 倾斜监测。分为地面倾斜监测和地下（平洞、竖井、钻孔等）倾斜监测，监测滑

坡、崩塌的角变位与倾倒、倾摆变形及切层蠕滑。

5.3.1.5 与滑坡变形有关的物理量监测。一般包括地应力、推力监测和地声、地温监测等。

5.3.1.6 滑坡形成和变形相关因素监测，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a） 地表水动态。包括与滑坡、崩塌形成和活动有关的地表水的水位、流量、含沙量等

动态变化，以及地表水冲蚀情况和冲蚀作用对滑坡的影响，分析地表水动态变化与

滑坡内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的关系，进行地表水与滑坡形成与稳定性的相关分

析。

b） 地下水动态。包括滑坡、崩塌范围内钻孔、井、洞、坑、盲沟等地下水的水位、水

压、水量、水温、水质等动态变化，泉水的流量、水温、水质等动态变化，土体含

水量等的动态变化。分析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及其与地表水、大气降水的关系，

进行地下水与滑坡、崩塌形成与稳定性的相关分析。

c） 气象变化。包括降雨量、降雪量、融雪量、气温等，进行降水等与滑坡、崩塌形成

与稳定性的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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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地震活动。监测或收集附近及外围地震活动情况，分析地震对滑坡、崩塌形成与稳

定性的影响。

e） 人类活动情况。主要是与滑坡、崩塌的形成、活动有关的人类工程活动，包括洞掘、

削坡、加载、爆破、振动，以及高山湖、水库或渠道渗漏、溃决等，并据以分析其

对滑坡、崩塌形成与稳定性的影响。

5.3.1.7 滑坡监测级别应根据滑坡的危害程度、稳定状态按表 1 确定。

表 1 滑坡监测分级

稳定状态

危害程度

严重 中等 轻微

不稳定 一级 一级 二级

欠稳定 一级 二级 三级

基本稳定、稳定 二级 三级 三级

5.3.1.8 不同监测级别的滑坡监测内容应按表 2 确定

表 2 滑坡监测内容

监测内容

监测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地表垂直位移 ● ● ●

地表水平位移 ● ● ●

地表相对位移 ● ● ◎

深部位移 ● ● ◎

裂缝变形 ● ● ●

土壤含水率 ● ◎ ◎

降雨量 ● ◎ ◎

地下水水位 ● ◎ ◎

空隙水压力 ◎ ◎ ◎

注：表中符号●表示应监测；◎表示宜监测。

5.3.2 崩塌监测内容

5.3.2.1 边坡崩塌应进行裂缝位错和降雨量的监测，还可选择多形态、运动轨迹和运动参

数等项目进行监测。具体包括裂缝、倾角、加速度、位移和雨量等测项，按需布置声光报警

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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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 土质崩塌宜测项包括裂缝和雨量，选测项包括位移、倾角和加速度。

5.3.2.3 岩质崩塌上述宜测项包括裂缝、倾角、加速度和雨量，选测项包括位移。

5.3.2.4 根据实际监测需求，可补充开展物理场监测（如应力应变等）。

5.3.2.5 边坡崩塌体外部监测应用大地形变测量、卫星定位系统（GPS）测量、地面倾斜测

量、自动遥测、激光全息摄影等方法监测危岩体位移、裂缝变形和地面变形情况.

5.3.2.6 边坡崩塌体内部监测应用钻孔倾斜仪、声发射测量、电测、地应力测量、地温测

量等方法监测危岩体内部滑动变形、裂缝扩张、地应力场变化、地温场变化情况.

5.3.2.7 边坡崩塌体坍塌活动的动力条件与环境变化,应用气象、水文和微震等观测方法监

测降雨、水文动态、地下水动态、地震活动等；对可能引发崩塌的爆破、采挖、削坡、排水

等人为活动进行监测。

5.3.3 泥石流监测监测内容

5.3.3.1 泥石流监测内容分为形成条件（固体物质来源、气象水文条件等）监测、运动特

征（流动动态要素、动力要素和输移冲淤等）监测、流体特征（物质组成及其物理化学性质

等）监测。

5.3.3.2 泥石流固体物质来源是泥石流形成的物质基础，应在研究其地质环境和固体物质、

性质、类型、规模的基础上，进行稳定状态监测。固体物质来源于滑坡、崩塌的，其监测内

容：固体物质来源于松散物质（含松散体岩土层和人工弃石、弃渣等堆积物）的，应监测其

在受暴雨、洪流冲蚀等作用下的稳定状态。

5.3.3.3 气象水文条件监测包括监测点降雨量和降雨历时等；水源来自冰雪和冻土消融的，

监测其消融水量和消融历时等。

5.3.3.4 泥石流动态要素监测包括爆发时间、历时、过程、类型、流态和流速、泥位、流

面宽度、爬高、阵流次数、沟床纵横坡度变化、输移冲淤变化和堆积情况等，并取样分析，

测定输砂率、输砂量或泥石流流量、总径流量、固体总径流量等。

5.3.3.5 泥石流动力要素监测内容，包括泥石流流体动压力、龙头冲击力、石块冲击力和

泥石流地声频谱、振幅等。

5.3.3.6 暴雨型泥石流应监测气温、风向、风速、降雨量（时段降水量和连续变化降水量）

等。

5.3.3.7 对冰雪消融型泥石流，还应对冰雪消融量进行监测。

5.3.3.8 泥石流监测级别应根据易发性、危害程度，按表 3 划分为三级。有关泥石流易发

性及危害程度评价可参照 DB11/T 893 确定。

表 3 泥石流监测分级

易发性

危害程度

严重 中等 轻微

高易发 一级 一级 二级

中易发 一级 二级 三级

低易发 二级 三级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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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9 不同监测级别的泥石流监测内容应符合表 4。

表 4 泥石流监测内容

监测内容

监测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降雨量 ● ● ●

次声 ● ● ●

泥位 ● ● ●

流速 ● ● ◎

土壤含水率 ● ◎ ○

视频 ● ◎ ○

物源变化 ◎ ◎ ○

注：表中符号●表示应测；◎表示宜测；○表示可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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