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工建筑物表面位移机器视觉在线监测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水工建筑物表面位移机器视觉在线监测技术规程》团体标准

起草工作组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



1

《水工建筑物表面位移机器视觉在线监测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1 项目背景

水利枢纽为了综合利用水利资源达到防洪、灌溉、发电、给水、航运等目的，需要修建

各种不同类型的水工建筑物，目前，水工建筑物表面位移监测以人工监测为主，存在测量周

期长、受气象和地形条件影响大、精度低、劳动强度大、作业复杂、稳定性差、同步性不好

且连续监测困难等不足，难以满足新时期水工建筑物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要求。

而表面变形自动监测方法应用较多的主要有基于测量机器的人自动化监测系统、基于 GNSS 方

法、引张线—垂线监测方法、静力水准监测方法、真空激光准直法等。其中，测量机器人对

气象条件要求高、GNSS 存在干扰因素多测量周期长、引张线—垂线监测方法和静力水准监测

方法存在土建工程量大、真空激光准直法费用高等不足。

机器视觉测量系统采用物联网技术及智能灾变识别算法将视频数据转化为变形数据，实

现对各类工程结构物的超高精度非接触式实时测量，可以同时测量结构的二维位移，且稳定

性好、精度高、成本低、安装便捷。机器视觉测量系统由机器视觉智能测量仪、相机镜头、

靶标、本地调试 App、数据管理平台组成。通过在待测结构物上布设若干靶标，在变形部位

相对稳定的部位安装机器视觉智能测量仪，由机器视觉智能测量仪识别结构物上的靶标图像。

当被测结构物发生平面位移时，靶标坐标随之变化，从而测量到被测物的水平与垂直双向位

移。机器视觉测量仪通过内置的图像增强边缘计算软件将采集到的图像数据转化为二维位移

数据，上传至数据管理平台，供工作人员实时了解现场结构物的实时健康状况。正常模式下，

机器视觉测量仪仅传输坐标数据至平台，以减小数据流量与功耗，异常时可以在平台上远程

查看现场图片或视频，或者设置自动上传异常图片或视频，通过查看现场状况可以杜绝误警

信号。该系统将高精度、高频次实时获取水工建筑物表面变形，对工程安全预报预警及其相

关理论研究提供数据支撑和技术支撑，具有显著的工程应用价值。

目前该系统已经在多个工程的水工建筑物表面位移监测中获得成功应用，同时在全国各

地的边坡、隧道、桥梁、基坑、建筑物、尾矿库监测场景中广泛应用，部分项目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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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机器视觉测量系统部分应用情况表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1 水利水电工程监测 鱼洞峡水利水电工程监测 贵州省贵阳市

2 水利水电工程监测 九峰水库坝体监测 浙江省金华市

3 水利水电工程监测 缙云县 3座小水库坝体监测自动化改造 浙江省缙云县

4 水利水电工程监测 浙江缙云小水库监测自动化改造（第二批次） 浙江省缙云县

5 水利水电工程监测 高坪桥水库工程自动化监测 浙江省龙游县

6 水利水电工程监测 涿鹿县小型水库监测 河北省涿鹿县

7 水利水电工程监测 丽水外雄电站船闸闸壁监测 浙江省丽水市

8 水利水电工程监测 曹娥江大闸位移监测 浙江省绍兴市

9 桥梁监测 鹰潭大桥 江西省鹰潭市

10 桥梁监测 浙江海盐欤城南桥 浙江省海盐县

11 桥梁监测 天凝市河桥 浙江省嘉善县

12 桥梁监测 黄山市太平湖大桥 安徽省黄山市

13 桥梁监测 温州东瓯大桥 浙江省温州市

14 桥梁监测 上海长江大桥 上海市崇明区

15 桥梁监测 无锡马蠡港桥 江苏省无锡市

16 桥梁监测 洛阳大铁沟特大桥 河南省洛宁县

17 桥梁监测 S96 攀大高速公路（四川境）桥 四川省攀枝花市

18 桥梁监测 S10（温州绕城）高速公路北线乌牛高架桥 浙江省温州市

19 桥梁监测 东阳江大桥 浙江省东阳市

20 桥梁监测 嘉善县桥梁群（9 座桥） 浙江省嘉善县

21 桥梁监测 眉山市公路长大桥隧（7座桥） 四川省眉山市

22 边坡监测 金川县水库边坡 四川省金川县

23 边坡监测 石吉高速 K451 边坡 江西石城至吉安段

24 边坡监测 贵阳云岩区房建边坡 贵州省贵阳市

25 边坡监测 贵阳达康居安居房项目边坡 贵州省贵阳市

26 边坡监测 深圳市东部过境高速林果场隧道左右幅入口边坡 深圳市

27 边坡监测 S324 歙县金山至县城公路改建工程路堑高边坡 安徽省歙县

上海同禾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机器视觉测量系统目前已经申请发明专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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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均已进入实质审查阶段，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5项，获得软件著作权 5项，见表 2。

表 2 机器视觉测量系统专利情况表

序号 类型 名称 备注

1

发明专利

一种结构物位移测量系统及其测量方法

2 一种边坡安全监测系统及其监测方法

3 一种用于桥梁施工期的桥梁动态线型监控系统及其监控方法

4 一种桥梁监测系统及监测方法

5 一种裂缝监测管理系统及监测管理方法

6 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山体灾害预警监测装置及预警监测方法

7 一种隧道多断面测量监测系统及监测方法

8 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位移校核系统及位移校核方法

9 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尾矿库排洪设施监测系统及监测方法

10 一种尾矿库坝体变形监测系统及监测方法 实质审查

11 一种结构物二维位移监测装置及方法

12 桥梁梁板铰缝状态在线识别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1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结构物位移测量系统

2 一种用于桥梁施工期的桥梁动态线型监控系统

3 一种桥梁监测系统

4 一种结构物二维位移监测装置

5 桥梁梁板铰缝状态在线识别装置

1

软件著作权

机器视觉测量仪调试软件 V1.0

2 基于机器视觉的地质灾害监测平台 V1.0

3 基于机器视觉的二维位移算法软件 V1.0

4 同禾机器视觉测量仪嵌入式软件 V3

5 同禾机器视觉智能测量仪嵌入式软件 V1.0

目前，涉及变形监测的相关标准，主要针对人工监测，对于自动化监测的相关技术非常

有限，对于机器视觉测量水工建筑物表面位移的相关规定更是空白，因此有必要制定《水工

建筑物表面位移机器视觉在线监测技术规程》，对现有标准进行补充，填补水利水电工程自

动化监测技术标准的空白。

本标准将提出基于机器视觉测量原理的水工建筑物表面位移在线监测技术标准，包括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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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选型、现场布设、安装、防护及系统运维等的标准化完整操作流程，从而将机器视觉测

量技术更有效、可靠地应用在水工建筑物表面位移监测中。该标准的编制与发布实施，将为

水工建筑物的结构安全控制提供重要的技术手段，进一步规范水工建筑物表面位移自动化监

测技术的应用，对目前水利枢纽的健康保障提供重要的标准基础，也将较大程度地提高水利

枢纽结构安全的信息化管理水平。

1.2 任务来源

上海同禾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结合近年来在机器视觉测量技术、安全监测预警和安全

监测云平台等关键技术研究方面的实践经验积累，联合水利部南京水利水文自动化研究所、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贵州省大坝安

全监测中心、河海大学、同济大学、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广川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等单位提出制定《水利水电工程表面位移机器视觉在线监测技术标准》团体

标准。2022 年 2 月 26 日由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组织相关专家评估后，标准名称改为《水

工建筑物表面位移机器视觉在线监测技术规程》，并同意本标准纳入 2022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

立项计划（计划编号 T/CSPSTC-JH202204），并于 2022 年 3 月 1 日发文予以立项。

1.3 主要工作过程

1.3.1 准备阶段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2 月，项目立项并筹备组织开展标准的制定工作。2022 年 2 月底，

召开工作组启动会议，标准工作组提交工作计划及标准编制组人员组成等方案。

1.3.2 调研阶段

2022 年 3 月至 6月，进入调研阶段，标准编制组收集、整理国内外相关标准、科研成果、

专著、论文等，以及专家的意见与建议并进行分析与探讨。同时，研究工程应用情况。

1.3.3 起草阶段

2022 年 7 月至 10 月，标准编制组经过多次研究和讨论，形成标准草案稿。

1.3.4 草案稿研讨阶段

2022 年 10 月 16 日，召开标准草案稿的研讨会，广泛邀请行业代表、专家、学者对标准

进行研讨、交流，标准编制组根据意见与建议进行梳理和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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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征求意见阶段

2022 年 11 月初，标准编制组完成征求意见稿，网上公示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各方意

见与建议。

1.3.6 送审阶段

标准编制组根据各方意见与建议对标准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形成送审稿，拟定 2022 年

12 月初召开审查会。

1.3.7 报批

标准编制组根据审查专家的意见与建议对标准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拟定 2022 年 12 月

中旬形成报批稿。

1.3.8 发布

拟定 2022 年 12 月底发布。

二、本标准编制原则与依据

2.1 标准编制原则

2.1.1 一致性

本标准的编制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在我国现行法律、政策环境下对《水工建筑物表面位移

机器视觉在线监测技术规程》团体标准施行的可操作性，同时对国内外相关方面的现行标准

给予了应有的关注，以确保本标准与有关法律法规、其他标准的兼容性和一致性，且确保与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的术语和词汇保持一致，采用国家标准中规定的术语和广大用户熟悉

的词汇。

2.1.2 科学合理性

本标准编制遵循“科学、适度、可行”原则，既考虑标准前瞻性又顾及水工建筑物表面

位移机器视觉在线监测技术的应用条件和生产实际，使水工建筑物表面位移机器视觉在线监

测技术的应用有据可依。

2.1.3 可扩充性

本标准的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将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和相关国际标准、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不断完善而进行充实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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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规范性

本标准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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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编写。

2.2 编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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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标准的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

3.1 范围

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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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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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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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要技术内容

3.2.1 监测项目

给出了监测项目的基本要求，对混凝土坝、土石坝、溢洪道、水工隧洞、水闸、渠道及

渠系建筑物、堤防工程、边坡工程的监测做出规定。

3.2.2 监测系统

给出了监测系统的基本要求，对机器视觉测量仪、靶标、照明系统、数据采集与传输系

统、供电系统、数据存储与管理模块、仪器校验做出规定。

3.2.3 系统实施

给出了系统实施的基本要求，对方案设计、设备安装与防护、系统验收做出规定。

3.2.4 数据分析

对水工建筑物表面位移的在线监测数据正负号、计算能力、数据、功能、预警指标等做

出规定。

3.2.5 系统运维

对运维内容、硬件设施检查、软件系统检查等做出规定。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国内同类

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检索到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本标准所应用的机器视觉测量

技术在多个工程多年实践表明，本标准拟提出的系统变形精度均高于现行标准所提出的精度

要求。

再者从采样频次来看，本标准所提出的基于机器视觉的测量方法不仅精度高，而且在适

应结构快速变形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能适应水位快速变化导致的变形变化，满足相应的时间

采样率要求。

最后从技术发展方向和先进性来分析，基于机器视觉测量技术是结构变形监测的发展方

向，具有现有常规变形监测方法无可比拟的优点，包括高精度、动态适应性、低成本以及安

装维护方便等。

经过全网搜索和相关单位调查研究，目前没有内容相近的处于在研、公示、征求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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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国标、行标和团体标准。相关论文和工程应用实际调查表面，即使在可以预见的近期也

不会有类似技术的团体标准提出立项申请。

综上所述，本标准在满足既有标准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为水工建筑物变形监测提供一种

新的可靠监测手段。本标准与现有或在研的标准无任何重合且技术更加先进，是对现有标准

的有效补充和升级提档。本标准顺应国家号召，立足于行业需求，通过新型的坝体表面位移

监测技术，大大提高监测系统可靠性，监测数据有效性及精度，并真正的实现水工建筑物结

构位移远程在线实时监测，是弥补水利水电工程自动化监测短板的标准。标准水平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现有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规定。

六、标准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的分歧意见。

七、标准性质的说明

本标准为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发布的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供会员和社会自愿使用。

八、贯标的措施和建议

建议按照国家有关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和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团体标准管理要求，在会

员中推广采用本标准，鼓励社会各有关方面企业自愿采用该标准。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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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