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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同禾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X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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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机器视觉测量技术是通过将识别到的视频或图像信息转化为数字信息进行结构表面位移精确测量

的一项新技术，结合边缘计算可实现水工建筑物表面变形的在线监测，配合在线评估能够实现水工建筑

物的安全风险智慧感知、分析和预警。为适应水工建筑物智慧建设和管理发展的需要，统一机器视觉表

面位移在线监测技术要求，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成果可靠、风险可控，特制定本文件。

本文件主要内容对水工建筑物表面位移机器视觉在线监测技术应用的监测项目、监测系统、系统实

施、数据分析、系统运维做出规定，本文件可指导水工建筑物表面位移机器视觉在线监测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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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建筑物表面位移机器视觉在线监测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水工建筑物表面位移机器视觉在线监测技术应用的总体规定，规定了监测项目、监测

系统、系统实施、数据分析、系统运维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机器视觉测量技术对水工建筑物新建、改建、扩建及运行维护工程的表面位移进

行在线监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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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2385 大坝安全监测系统验收规范

GB 50026 工程测量标准

GB/T 51416 混凝土坝安全监测技术标准

DL/T 2096 水电站大坝运行安全在线监控系统技术规范

DL/T 5178 混凝土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DL/T 5209 混凝土坝安全监测资料整编规程

DL/T 5256 土石坝安全监测资料整编规程

DL/T 5259 土石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DL/T 5796 水电工程边坡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SL 551 土石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SL 601 混凝土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SL 725 水利水电工程安全监测设计规范

SL 764 水工隧洞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SL 766 大坝安全监测系统鉴定技术规范

SL 768 水闸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SL/T 794 堤防工程安全监测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机器视觉测量技术 machine vision measurement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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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影像采集装置获取高质量的视频或图像信息，并采用视觉算法将视频或图像数据转化为变形数

据，从而实现对各类结构物的超高精度非接触式实时测量的技术。

3.2

水工建筑物 hydraulic structures

为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减少水旱灾害而修建、利用的人工建筑物、天然支撑体以及影响人造

建筑物安全的附属结构。

注：包括大坝、水闸、渠系建筑物、输调水建筑物、隧洞、堤防、边坡、基础等。

3.3

在线监测 on-line monitoring

采用自动采集、实时通信结合边缘计算快速分析评价算法，实现建筑物以及边坡和隧道等表面位移

快速获取并实时完成数据处理分析和结构安全评判的活动。

3.4

表面位移 the surface displacement

人工建筑物或天然结构物表层各点的位置的移动（线位移）或截面的转动（角位移）。

注：主要包含垂直位移、水平位移、收敛变形与倾斜等。

3.5

基准值 benchmark value

充当测量值的一致认可的基准。

注：也称为标准值。基准值可通过自动化监测系统在某段时间内连续采集的数据进行计算后得出，作为后续测量值

变化量的参考依据。

3.6

安全预警 safety warning

通过监测系统获取的工程结构状态和环境信息，结合预警指标或数学模型判断结构异常状态和风险

征兆，并提前发出不同级别的安全警报信息。

3.7

视场 field of view

摄像机或照相机在一定距离下能够观察到的最大范围。

4 总体规定

4.1 水工建筑物应根据工程安全等级、保护设施等级、失事概率和风险，本着风险匹配的原则开展结

构本体及与建筑物工程安全有关的基础、边坡等的表面位移在线监测工作。

4.2 水工建筑物表面位移在线监测应与渗流、应力和环境量等监测相互结合从而形成完整监测系统。

监测系统配置和监测项目设置应满足 GB/T 51416、SL 551、SL 601、SL 725、SL 768、SL/T 794、SL 764、

DL/T 2096、DL 5178、DL/T 5259、DL/T 5796 的相应要求。

4.3 水工建筑物表面位移在线监测应保证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基准点的稳定性或可修正，且宜纳入相

应基准网，基准网设置应满足 GB 50026 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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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水工建筑物表面位移在线监测设施施工不应对水工建筑物结构本体造成损伤，运行不应妨碍水工

建筑物的正常施工运行和管理。

4.5 水工建筑物表面位移在线监测系统的设计与实施，除应符合本文件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5 监测项目

5.1 基本要求

5.1.1 水工建筑物表面位移在线监测内容包含垂直位移、水平位移以及洞室收敛。

5.1.2 水工建筑物表面位移在线监测精度应满足 SL 725 的相关要求且满足资料分析的需要。

5.1.3 水工建筑物表面位移在线监测系统的测点和相机之间在观测时应满足通视要求且避免大气折光

的影响。

5.2 混凝土坝

5.2.1 混凝土坝表面位移监测项目包括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倾斜和挠度监测。

5.2.2 重力坝表面位移监测布置遵守下列规定。

a） 纵向监测断面宜沿坝轴线方向布置，高坝沿高程方向宜设在坝顶、坝基和坝体中间高程，低坝

可仅设在坝顶。横向监测断面宜垂直于坝轴线方向布置，应选择地质条件或坝体结构复杂的坝

段、最高坝段和其他有代表性的坝段。

b） 高坝的表面位移监测宜设置纵向和横向监测断面,低坝的表面位移监测可仅设置坝顶纵向监测

断面。

c） 倾斜测点与垂直位移、水平位移测量相结合，应在需要监测的倾斜方向上得出差异位移，经换

算求得倾斜度和倾斜方向。

d） 挠度监测测点应在垂直坝轴线同一横断面水工建筑物的不同高程上。

5.2.3 拱坝表面位移监测布置遵守下列规定。

a） 拱向监测断面宜沿拱坝轴线方向布置，沿高程方向宜设在坝顶和拱向推力较大的高程。梁向监

测断面垂直于拱坝轴线方向布置，应选择拱冠梁坝段、左右 1/4 拱坝段、地质条件或坝体结构

复杂坝段以及其他有代表性的坝段。

b） 高坝的表面位移监测应设置坝体梁向和拱向监测断面及两岸拱座部位，低坝的表面位移监测宜

设置坝体梁向监测断面及两岸拱座部位。

c） 倾斜测点与垂直位移、水平位移测量相结合，应在需要监测的倾斜方向上得出差异位移，经换

算求得倾斜度和倾斜方向。

d） 挠度监测测点应在垂直坝轴线同一横断面上。

5.2.4 除上述规定外，表面变形测点布置和监测频次水库混凝土坝和水电站混凝土坝还应分别满足 SL

601 和 DL 5178 的相关规定。

5.3 土石坝

5.3.1 土石坝表面位移监测项目包括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和不均匀变形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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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土石坝表面变形监测的测线设置遵守下列规定。

a） 1 级～3 级土石坝平行坝轴线的表面变形测线不宜少于 4 条，宜在坝顶设 1 条～2 条；在上游

坝坡正常蓄水位以上设 1条；在下游坝坡 1/2 坝高以上设 1条～3条；在 1/2 坝高以下设 1条～

2条。对 100 m 以上的高心墙坝或坝基地质条件复杂的心墙坝，宜在坝顶心墙中心线设 1条。

对位于深厚覆盖层或软基上的土石坝，宜在下游坝趾外侧增设 1 条～2条测线。上游坝坡正常

蓄水位以下，可视需要设临时测线。对高面板堆石坝，应在各期上游面板顶部和相应部位的垫

层料上设置施工期临时测线。

b） 4 级、5 级土石坝平行坝轴线的表面变形测线不应少于 1 条。

c）平行坝轴线的表面变形测线，应在各条测线与监测横断面相交部位布置测点，并根据坝体结构、

材料分区和地形、地质及坝后观测房布置等情况增设测点。坝轴线长度小于 300 m 时，测点间

距宜取 20 m～50 m；坝轴线长度大于 300 m 时，测点间距宜取 50 m～100 m。对 V 形河谷中的

髙坝和坝基地形变化陡峻的土石坝，坝顶靠近两岸部位的测点适当加密。对坝轴线较长的大坝，

可适当增大测点间距。

d） 不均匀变形监测包括不均匀沉降、不均匀水平位移和变形协调性监测。

5.3.3 除上述规定外，表面变形测点布置和监测频次水库大坝和水电站土石坝还应分别满足 SL 551

和 DL/T 5259 的相关规定。

5.4 溢洪道

5.4.1 溢洪道表面位移监测项目包括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和倾斜监测。

5.4.2 宜在进水渠导墙、控制段、泄槽侧墙表面设水平垂直位移测点；必要时，在高边墙区域等可同

时布置水平垂直位移测点，测点宜成线状排布。

5.4.3 倾斜监测通过不通变形测点结合几何分布采用数学方法计算得到。

5.5 水工隧洞

5.5.1 水工隧洞表面位移监测项目包括隧洞围岩收敛变形和拱顶沉降。收敛变形通过相对变形测点通

过计算得到。

5.5.2 宜根据围岩类别布置监测点，监测断面间距：Ⅲ类围岩不大于 50 m；Ⅳ类围岩不大于 40 m；Ⅴ

类围岩不大于 30 m；断层破碎带处为 5 m～10 m。具体布置时，可根据围岩性态进行调整。收敛变形监

测每个断面不应少于 3 个测点。

5.5.3 除上述规定外，水工隧洞表面变形测点布置和监测频次还应满足 SL 764 的相关规定。

5.6 水闸

5.6.1 水闸表面位移监测项目包括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和倾斜监测。

5.6.2 水闸表面位移测点宜布置在闸墩、岸墙、翼墙顶面的两端和中部，测点宜呈线状排布。

5.6.3 水闸表面变形监测应考虑水闸可能存在的上浮变形。

5.6.4 除上述规定外，水工隧洞表面变形测点布置和监测频次还应满足 SL 764 的相关规定。

5.7 渠道及渠系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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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渠道及渠系建筑物包括承担灌溉、供水、发电、调水等任务的输水渠道、管道及渡槽、倒虹吸、

涵洞等构筑物。

5.7.2 渠道及渠系建筑物表面位移监测包括水平位移与垂直位移监测，其测点宜布设于渠顶，并呈线

状布设。

5.7.3 渡槽变形监测包括水平位移、垂直位移、挠度等，符合下列规定：

a） 渡槽的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测点可布置在槽墩、渡槽顶缘板、岸墙顶部；

b） 渡槽的挠度监测宜在跨中、1/4 跨、跨端布置测点。

5.7.4 倒虹吸、涵洞的表面位移监测包括水平位移与垂直位移监测，其应顺轴线方向选择 1 条～2 条

测线。

5.8 堤防工程

5.8.1 堤防工程表面位移监测项目包括堤身水平位移与垂直位移监测。

5.8.2 表面位移监测断面间距宜为 300 m～500 m，每个断面可布设 3个～6 个测点，测点间距为 20 m～

50 m，测点宜成线状布设。

5.8.3 除上述规定外，堤防工程表面变形测点布置和监测频次还应满足 SL/T 794 的相关规定。

5.9 边坡工程

5.9.1 边坡工程包括工程影响区以及影响工程安全的各种边坡、岸坡和滑坡及其支挡结构。

5.9.2 边坡工程边坡表面位移监测布置遵守下列规定：

a） 表面位移测线宜沿平行于坡体走向方向布设，测线应覆盖整个坡面，测线高程方向的间距宜不

大于 20 m；

b） 平行坝轴线的表面变形测线，应在各条测线与监测横断面相交部位布置测点，测点轴向间距宜

为 20 m～50 m，同时可根据坡体结构、材料分区和地形、地质及水文条件等情况增设测点。

5.9.3 除上述规定外，水电工程边坡表面变形测点布置和监测频次还应满足 DL/T 5796 的相关规定，

水利工程边坡工程参照执行。

6 监测系统

6.1 基本要求

6.1.1 机器视觉表面位移在线监测系统包括机器视觉测量仪、靶标、照明系统、供电系统、信号采集

与数据传输系统、数据存储与管理系统。其系统组成见图 1。

6.1.2 机器视觉表面位移在线监测系统各模块应包含表 1 中所列出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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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机器视觉表面位移在线监测系统组成

名称 组成部件

机器视觉测量仪 应包括机器视觉智能相机、安装基座、连接管线及配套防护部件

靶标 包括测点靶标及对应的安装基座

照明系统 包括照明光源及对应的安装基座

供电系统 包括设备供电系统及防雷模块

信号采集与数据传输系统 应包括信号采集硬件、网络传输硬件、供电模块及配套软件

数据存储与管理系统 应包括数据存储硬件、远程管理平台软件、数据分析与安全预警软件模块

图 1 机器视觉表面位移在线监测系统组成图

6.1.3 机器视觉表面位移在线监测系统可应用于水工建筑物的垂直位移、水平位移、收敛和倾斜的监

测。

6.1.4 机器视觉表面位移在线监测系统应有适当的保护措施和可维护性，能保证系统设计使用寿命。

6.1.5 机器视觉表面位移在线监测系统的软件应与硬件相匹配，具有兼容性、可扩展性、易维护性和

良好的用户使用性能。

6.1.6 自动化监测信息系统软件架构、数据库、应用组件宜采用开源技术。

6.1.7 机器视觉表面位移在线监测系统宜预留数据交互与共享传输接口。

6.2 机器视觉测量仪

6.2.1 机器视觉测量仪由机器视觉智能相机（含镜头）、安装基座、连接管线及配套防护部件组成。

6.2.2 机器视觉测量仪通过识别特定靶标的视频信息，将其转换为二维位移信息输出，异常时应支持

远程查看现场图片或视频。

6.2.3 机器视觉测量仪宜具备边缘计算能力，其处理器的处理速度和算法的处理能力应满足采样频率

及测量精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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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机器视觉智能相机硬件参数宜满足下列要求：

a） 环境温度：-40 ℃～+60 ℃；

b） 环境相对湿度：＜95％；

c） 相机分辨率：不低于 3840×2160；

d） 测量精度：＜1/50000 视场；

e） 位移重复性：0.1 mm；

f） 光谱范围：＞800 nm；

g） 最低照度：彩色模式≤0.1 lx，黑白模式≤0.01 lx；

h） 测量距离：不小于 200m（配合镜头）；

i） 支持靶标数：不小于 20 个；

j） 测量频率：不小于 1 min/次。；

k） 温度控制：成像系统内置恒温控制装置，控制误差不大于±0.2 ℃；

l） 本地存储：存储不少于 100 组位移数据与 2 min 视频数据；

m） 防护等级：不小于 IP65。

6.2.5 机器视觉智能相机应具有 AI（人工智能）算法自动修正转角及距离影响，无需测距与调平的功

能。

6.2.6 机器视觉智能相机配置的镜头宜采用可变焦距镜头，以适应不同视场与景深的要求。

6.3 靶标

6.3.1 靶标由包括特征图案的靶面、安装支架与安装基座组成，可分为自发光靶标与外部补光靶标。

6.3.2 靶面图案应清晰，其尺寸应与机器视觉智能相机的分辨率匹配。

6.3.3 靶标应具有一定的防水及耐腐蚀性能，其防水等级不应低于 IP65。

6.3.4 靶标安装支架与安装基座应稳固可靠，可选择钢制或混凝土材料的安装基座。

6.4 照明系统

6.4.1 照明系统由照明光源及对应的安装基座组成，其功能为向机器视觉智能相机成像提供照明条件。

6.4.2 照明光源的光谱波长宜大于 800 nm，其照度和功率应能根据现场的测量距离与能见度综合选择。

6.4.3 照明系统应具有防水及耐腐蚀性能，其防水等级不宜低于 IP65。

6.5 数据采集与传输系统

6.5.1 数据采集与传输系统包括数据采集模块与数据传输模块，具有数据采集处理、远程通信等功能。

6.5.2 数据采集与传输系统将机器视觉测量仪的原始数据转换为标准数据帧格式，进行远程上传，并

记录上报状态，支持断网、断电续传功能。

6.5.3 数据采集与传输系统宜采用全网通信模组。

6.5.4 数据采集与传输系统宜支持感知控制设备和系统通信协议，支持解析指定的感知数据包和控制

数据包，支持通过协议转换模块进行数据结构的转换，实现感知控制设备与系统之间的数据互通。

6.5.5 数据采集与传输系统硬件布置应根据监测要求和信号传输距离要求确定，不应影响数据质量，

信号采集站之间应考虑信号采集时间的同步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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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 数据物理传输方式符合下列规定。

a） 数据传输线路及电源传输线路的布线应基于现场情况，在满足抗电磁干扰要求的同时，做到统

一规划、安装牢固、维护便捷。根据实际情况宜选用有线、无线相结合的传输方式。

b） 选用有线传输的方式时，宜通过光纤通信网络连接网络传输设备。

c） 光纤网络或以太网络等数据传输线路应按需设置必要的路由器。

d） 选用无线传输的方式时，本地的无线信号传输能力应满足传输要求。

6.5.7 数据接口与协议符合下列规定。

a） 数据提供方和数据接收方之间的接口应具备完整性、规范性、开放性和灵活性；

b） 传输数据时，如突遇网络异常或其他异常情况，具备断点续传和补全历史数据的功能；

c） 交换内容组织格式宜采用 JSON 方式，字符编码宜采用 UTF—8 格式；

d） 接口应支持至少 TCP/IP、Https、MQTT 等协议中的一种；

e） 接口应支持双向通讯，具备数据主动推送及远程遥测功能；

f） 对图像、音频、视频及文本非结构数据特征的抽取应符合 GB/T 32630 的相关规定。

6.6 供电系统

6.6.1 供电系统由供电模块及对应的防护设备组成，为机器视觉测量仪、照明系统及采集与传输系统

供电。

6.6.2 供电系统输出应保证连续稳定，宜具有断电报警的功能。

6.6.3 供电模块分为 220V 交流供电与太阳能供电两种模式，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宜优先使用 220V 交

流供电。

6.6.4 供电模块应根据支持的硬件选择，其额定功率应不低于所支持硬件峰值功率的 1.3 倍。

6.6.5 当使用 220V 交流供电时，宜配置不间断电源（UPS），不间断电源容量应满足 24 h 连续监测的

要求。

6.6.6 当使用太阳能供电时，应根据监测需求及当地的气候条件综合选择太阳能供电系统，系统供电

宜满足连续一周无日照的监测需求。

6.6.7 采集模块的输入电压应兼容直流 12V 与 24V，具备宽压工作功能。

6.7 数据存储与管理模块

6.7.1 数据存储与管理模块应具备数据统一上传、存储、管理、浏览的功能，确保监测数据的完整性。

6.7.2 应采用数据库技术存储监测系统数据，应提供存储调度、存储监控及存储管理可视化功能。数

据库宜采用模块化架构，可按功能对结构信息、监测系统信息和监测数据进行分层、分类存储和管理。

6.7.3 可使用本地数据库与云数据库进行数据存储与管理，宜使用云数据库进行数据存储与管理。

6.7.4 数据存储和管理模块应设置开放式数据接口，可与其他数据库实现无缝衔接。

6.7.5 监测数据应当在系统运营期内完整保存，系统宜采用冷热数据分离技术，热数据的有效时间宜

大于 12 个月。

6.7.6 数据库系统应当支持冗余或集群部署，并能设置自动备份，具备一定的容灾功能。

6.7.7 数据应进行分层设计，原始传感数据与分析处理后的数据独立存储，保证原始传感数据不应修

改。

6.7.8 数据资源需进行鉴权设计，敏感信息应强加密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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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仪器校验

6.8.1 机器视觉测量仪出厂前应对每批次的设备进行精度校验，每批次的设备检验比例不小于 3％，

且不少于 3 台。

6.8.2 机器视觉测量仪校验的环境条件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温度：(20±5)℃；

b） 湿度：不大于 85％ RH；

c） 其他：无振动，无波动气流。

6.8.3 检验时，应严格按照制造商所提供的仪器说明书操作，检查仪器外观无损伤，将仪器稳固的安

装于基座上，将靶标成像于仪器视场中间，设置适当的亮度和采样率，标定后进行检验。

6.8.4 检验内容及设备如表 2 所示。

表 2 机器视觉表面位移在线监测系统检验内容及设备

序号 检验内容 检验用设备

1 竖、横向位移示值误差

位移测量系统（螺旋测微器 MPE：0.05 mm）

2 竖、横向位移重复误差

6.8.5 竖、横向位移示值误差应分别在 20 m、40 m 距离进行检验，检验步骤如下。

a） 将被校仪器放置在距靶标约 20 m 处，连接并精确整平仪器。将靶标固定在位移测量装置的平

台上，用机器视觉测量仪瞄准靶标，调整焦距使靶标清晰成像于屏幕中间。待仪器稳定后开始

标定，竖向移动靶标，位移测量装置移动的距离作为测量的参考值，用机器视觉测量仪测量相

应的竖向位移。按式（1）计算竖向位移示值误差。按测量范围均匀分布 10 个测量位置，测量

各位置的实测位移值。取 10 个位置中示值误差最大值作为 20 m 处竖向位移测量示值误差。检

验过程示意图见图 2。

��� = �� − �0 （1）

式中：

���——第 i 点位移示值误差；

��——第 i 点位移实测值；

�0——位移基准值。

图 2 机器视觉测量仪检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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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将靶标移动到起始位置，重新获取基准点。横向移动靶标，按上述步骤进行横向位移示值误差

的校准，得到 20 m 处横向位移示值误差。

c） 将被校仪器放置在距靶标 40 m 处，按上述步骤进行竖、横向位移示值误差的校准，得到 40 m

处竖、横向位移示值误差。

6.8.6 竖、横向位移重复误差检验按如下方法进行：将被测仪器放置在距靶标约 20 m 处，重复 6.8.5

条的操作，获取基准点。竖向移动靶标 1 mm，测量仪器的实测位移值，重复测量 10 次，按公式（2）

计算竖向位移测量的重复性。

� = �=1
� (��−��)2�
�−1

（2）

式中：

s——竖向位移测量重复性；

��——第 i 次位移实测值；

��——位移测量平均值。

6.8.7 机器视觉测量仪竖、横向位移示值误差及重复性误差应满足 6.2.4 的相关要求。

7 系统实施

7.1 基本要求

7.1.1 系统实施应包括硬件实施、软件部署两部分。

7.1.2 硬件实施包括方案设计、设备安装与调试、设备防护。

7.1.3 采用的设备材料应符合第 6 章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7.1.4 采用的设备应具有出厂检测合格证。

7.2 方案设计

7.2.1 方案的设计应在完成现场踏勘工作后进行。进行方案设计前，应收集下列资料：

a） 工程地质勘察文件；

b） 相关的气象及水文资料；

c） 设计文件；

d） 历史监测资料；

e） 其他相关资料。

7.2.2 测点的数量和布设位置应按第 5 章的要求进行设计，如无法确定时，需进行现场踏勘后确定测

点数量与布设位置。

7.2.3 机器视觉测量仪与测点的安装位置符合下列要求：

a） 应根据测点位置选取机器视觉测量仪的安装位置，综合考虑是否满足景深、物方视场、视场角、

精度、最小靶标尺寸等技术参数的要求；

b） 机器视觉测量仪应选择被测物周边相对稳固且受环境干扰较小的位置进行安装；

c）测点在机器视觉测量仪视场范围内宜沿景深方向布设，测点上靶标应满足成像最小像素的要求，

其排布方式见图 3；

d） 当单台机器视觉测量仪景深不满足测量要求时，应增设机器视觉测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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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机器视觉景深范围内，宜选取稳固的位置，布设一个位移参考点。

图 3 机器视觉测量仪的视场与景深示意图

7.2.4 照明系统、数据采集传输系统、供电系统的选择应根据机器视觉测量仪的数量和安装位置综合

设计，并满足第 6 章的要求。

7.3 设备安装与防护

7.3.1 机器视觉测量仪应安装在相对稳固的位置，如安装位置有稳固的结构物，可直接安装在结构物

上，如无稳固的结构物，需要浇筑基础并埋设立杆进行安装。

7.3.2 机器视觉测量仪采用立杆安装，应按如下步骤进行。

a） 根据设计要求选取安装位置，在安装位置开挖基坑，基坑尺寸不小于 650 mm×650 mm×650 mm，

如基础所在位置为软土层，则应加大基坑的开挖深度与面积。

b） 开挖完成后，制作基础模板，模板尺寸不小于 650 mm×650 mm×650 mm。

c） 浇筑基础。浇筑的混凝土标号不低于 C25。基础上预留立杆安装法兰。

d） 基础的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 80％以后，可以安装立杆。立杆宜采用钢制空心立杆，立

杆尺寸不小于ϕ200 mm×1200 mm，立杆壁厚不低于 2 mm，将立杆底座法兰用螺母固定在立杆

基础上。立杆安装完成后立杆内浇筑混凝土填实。

e） 在立杆顶部安装机器视觉测量仪。利用瞄准器找到靶标的大概方向，调试完成后，固定住机器

视觉测量仪。

f） 安装采集传输系统和供电系统。在现场安装设备机柜，在机柜中按数据传输路径分别安装采集

传输和供电设备。将供电电源引入机柜，强电弱电隔离布线。机柜下端预留通线孔，供电源数

据线的接入。机柜距离地面宜大于或等于 30 cm。

g） 在立杆上安装照明系统，照明系统补光须确保覆盖的靶标清晰可见，调试完成后，固定照明系

统。

h） 加装保护罩，避免机器视觉测量仪本体受外部荷载的作用。

7.3.3 在测点对应的位置安装靶标，靶标安装应遵守下列规定：

a） 靶标应稳固的安装在设计的测点位置，靶标与被测物之间应保证无相对位移；

b） 如采用立杆安装，靶标到地面的高度不小于 0.8 m；

c） 确保靶标与机器视觉测量仪间视线无遮挡，靶标与机器视觉测量仪的相对位置如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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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靶标排布图

7.3.4 硬件系统的防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监测设备的防护等级应不小于 IP65，且所有监测设备均应加设防护装置。

b） 供电、接地、防雷的建设应满足设计及相关规范要求。当电压波动较大、供电不稳时，应在供

电设备输出端加设交流稳压装置，稳压后对监测设备进行供电。

c） 在监测设备处应设置醒目标志，提醒相关人员注意保护。发现监测设备被损坏，应及时修复以

保证数据的连续性。

7.4 系统验收

7.4.1 监测系统验收应包括系统硬件验收、系统软件验收。

7.4.2 监测系统安装调试完成后应进行试运行，稳定运行 3 d 后正式投入使用。

7.4.3 系统硬件验收应满足下列要求：

a） 硬件仪器、材料的数量、规格型号、技术参数等应与设计文件一致；

b） 硬件仪器、材料应具备相应的合格证、质保卡、说明书及出厂检验报告等；

c） 机器视觉测量仪及靶标的安装位置应准确、牢固、端正；

d） 靶标表面应保持平整，且与结构物紧密接触；

e） 硬件仪器应采取必要的防腐防护措施，信号线按要求连接到位；

f） 数据采集设备应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机柜内电力线、信号线、元器件等应布线平直、整齐、固

定可靠、插头牢固、标识清晰，出线管与机柜连接应密封良好，机柜内应无积水、尘土、霉变，

机柜接地应连接可靠，接地引出线无锈蚀。

7.4.4 系统软件验收应满足下列要求：

a） 软件功能完整，能正常采集、存储、转发监测数据，各项功能指标满足设计文件的技术要求；

b） 用户界面软件模块完整，各软件模块功能满足设计文件的技术要求，基础数据、实时监测数据、

历史统计数据等各类数据显示准确、齐全；

c） 软件整体请求响应速度、数据刷新率等性能指标满足设计文件的技术要求；

d） 系统整体安全，系统安全性应满足设计文件中对于网络信息安全的相关技术要求。

7.4.5 表面变形监测系统可以单独验收，也可以与其他监测系统一起验收，当与其他监测系统一起验

收时应满足 GB/T 22385 的相关规定。

8 数据分析

8.1 水工建筑物表面位移的在线监测数据正负号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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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垂直位移：下沉为正，上升为负；

b） 水平位移：向下游为正，向左岸为正，偏向背河侧为正，反之为负；

c） 岸坡变形：向坡外为正，反之为负，向下为正，反之为负；

d） 洞室收敛：向洞内为正，反之为负。

8.2 系统宜具备边缘计算能力，通过相关人工智能算法实现图像和视频数据去噪、滤波、异常剔除和

测点位移的有效提取。

8.3 系统宜具备表面位移数据包括误差诊断、异常值处理、极值统计、相关性分析、趋势性分析、比

对分析等处理分析和图标显示功能。

8.4 监测资料分析图显示功能宜包括：

a） 过程线：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库水位、气温等过程线；

b） 分布图：典型时刻位移平面分布图、横断面分布图、挠度分布图、沿坝轴线分布图等；

c） 相关性分析：水位—变形、气温变形、测点之间等线性相关图；

d） 极值和异常值在过程线及分布图上标示或闪烁。

8.5 监测资料分析表宜包括以下内容：

历年极值、相关变量之间线性相关系数、逐步回归复相关系数、Ｆ检验值和剩余标准差等。

8.6 表面变形监测系统应具有在线分级预警功能和预警信息推送功能，水电站大坝应满足 DL/T 2096

要求，水库大坝可参照执行。表面位移预警指标的拟定宜采用：

a） 根据结构反演计算；

b） 参考原结构设计；

c） 功能类比；

d） 工程经验；

e） 数据驱动统计模型；

f） 数据驱动深度学习模型。

8.7 除上述规定外，水电站大坝资料分析混凝土坝和土石坝还应分别满足 DL/T 5209、DL 5256 的相关

要求，水库大坝可以参照执行。

9 系统运维

9.1 系统完成交付验收后进入运维阶段。应编制监测系统运行维护手册，并制定相关的管理规定，以

及系统发生故障时保证不间断监测的应急预案。应合理制订系统运维计划，建立设备维护台账、备品备

件清单等。

9.2 系统运维内容应包括硬件设施和软件系统的日常检查、定期维护和应急维护。

9.3 硬件设施日常检查应遵守下列规定：

a） 日常检查宜采用机器视觉测量仪的遥测功能，结合日常人工巡查工作开展；

b） 通过设备的遥测功能，查看设备的完好性以及稳定性；

c） 对巡查中发现的设备问题、数据问题及系统软件问题的反馈，应及时处置或通知专业单位进行

处置，并对处置的结果进行记录。

9.4 硬件设施宜每年进行一次定期维护，定期维护应遵守下列规定：

a） 对测量设备、采集设备等表观完好性进行检查，对设备及防护罩的固定情况以及测量设备、采

集设备与传输线路的接头紧固情况进行检查；

b） 对设备精度进行检测，检测方法参照 6.8。

9.5 强（台）风、暴雨等可预见的特殊事件发生前应对系统进行专项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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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软件系统日常检查遵守下列规定：

a） 宜至少每周进行一次日常检查；

b） 日常检查内容包括各软件模块功能工作状态检查、实时数据及历史数据检查、超限数据检查确

认等；

c）在系统不停机状态下进行软件日常检查，确需停机维护操作的，在系统访问低谷时间段开展。

9.7 软件系统定期(专项)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宜至少每月开展一次定期维护；

b） 软件定期维护内容包括软件系统时间同步检查、磁盘存储空间检查及清理、数据库异地备份及

软件运行日志检查等；

c）对于有配置参数修改、更正的维护操作，应提前做好备份，并在维护完成后做好日志记录。

9.8 软件系统应急维护遵守下列规定：

a） 软件应急维护内容宜包括软件模块崩溃恢复、功能异常修复和数据异常更正等；

b） 当发现软件功能故障时，应及时进行确认和修复；

c） 对于非软件因素造成的数据异常或中断等，应联合硬件维护人员进行排查、修复并做好维护记

录。

9.9 表面位移监测系统宜参照 SL 766 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监测系统技术鉴定，确保系统正常稳定运行要

求且满足水工建筑物安全监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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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安装大样图

A.1 机器视觉测量仪

机器视觉测量仪由机器视觉智能相机（含镜头）、安装基座、连接管线及配套防护部件组成。机器

视觉智能相机安装图及大样图如图A.1、图A.2所示。

图 A.1 机器视觉测量仪安装大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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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 机器视觉测量仪大样图

A.2 靶标

靶标分为背光靶标和反光靶标，其中背光靶标的大样图及安装图如图A.3、A.4所示，反光靶标大样

图及安装图如图A.5、A.6所示。

图 A.3 背光靶标大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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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4 背光靶标安装图

图 A.5 反光靶标大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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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6 反光靶标安装图

A.3 照明系统

为保证机器视觉测量仪在光照条件较差时正常工作，宜利用补光灯对机器视觉智能相机成像提供照

明条件。补光灯大样图及安装图如图A.7所示。

图 A.7 补光灯大样图及安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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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数据采集与传输系统

数据采集电气柜具有数据采集处理、远程通信等功能，同时为机器视觉智能相机和补光灯进行供电。

数据采集电气柜大样图及安装图如图A.8所示。

图 A.8 数据采集电气柜大样图及安装图

A.5 一体式安装及设备接线

A.5.1 利用机器视觉测量仪进行水工建筑物表面位移监测时，可将机器视觉智能相机、补光灯、数据

采集电气柜进行一体式安装，安装图如图A.9所示。

图 A.9 相机、补光灯、电气柜一体式安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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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2 将仪器安装完毕后需进行设备接线以满足数据正常传输，设备接线可参考机器视觉测量仪电气

拓扑图，如图A.10所示。

图 A.10 电气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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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安装验收记录表

安装验收记录表如表 B.1 所示。

表 B.1 安装验收记录表

安装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称 建设规模（万元）

监测仪器类型 设计合理使用年限

实际开工日期 年 月 日 实际竣工日期 年 月 日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隐蔽验收情况

工程技术资料核查

情况

工程监理资料

情况

主要功能检查结果

完成工程设计与合

同约定内容

情况

保修书签署

情况

验收意见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实施单位

项目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总监理工程师：

（公章）

年 月 日

项目经理：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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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运维巡查记录表

运维巡查记录表如表 C.1 所示。

表 C.1 运维巡查记录表

运维巡查记录表

项目名称：

测区名称：

时间周期（日/周/月）：

设备总数： 台

测点

名称

设备

编号

设备

类型
品牌 型号

应采数据

量

实际数据

量
在线率

最后一组数据

在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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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监测报表

水工建筑物表面位移机器视觉在线监测日/周/月报表如表 D.1 所示。

表 D.1 水工建筑物表面位移机器视觉在线监测日/周/月报表

水工建筑物表面位移机器视觉在线监测日/周/月报表

项目名称：

测区名称：

时间周期（日/周/月）：

设备总数： 报警总数：

项目负责人： 联系方式：

设备信息 监测信息统计

测点名称 监测设备编号 设备状态 日/周/月变化量 累计变化量 报警值 报警等级 安全评价

测项 1

监测曲线图

测项 2

监测曲线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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