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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接触式围岩内部位移量测系统的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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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程围岩内部位移的监控量测一直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特别是在工程断面大、量测距离远以及监测点
供电困难等情况下，观测围岩内部位移尤为困难。为克服上述困难并提高监测效率，提出一套全新的非接触式围
岩内部位移量测方案。方案通过将测点钻孔内的轴向位移转换为一种孔口转盘的旋转量，在该含有观测窗口的转
盘下方装有环向灰度渐变膜片。通过望远光学摄像分析膜片反射光的强度，根据反射光强度模式的变化计算转盘
旋转量，从而实现围岩内部位移的测量。通过室内标定试验，证实膜片的反射光强度模式与转盘转动角度之间有
着很好的线性关系，通过建模，可有效提高围岩内部位移的分析精度。在龙门隧道工程现场对新量测方案进行验
证，通过对比试验及围岩等级调查表明，量测结果与实际相符。新的围岩内部位移量测系统可实现非接触连续监
测并达到工程测量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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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non-contact measurement system of internal
displacement of surrounding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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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onitoring on the deformation of the engineering rock mass is one time and cost consuming task，
especially for the cases with large monitoring section and long monitoring distance and when the power supply is
not properly available. To overcome these difficultie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monitoring，we present
anon-contact measurement system. The principle of this method is converting the internal displacement of
surrounding rock to the rotation angle of the disk. A diaphragm is arranged below the rotating disk with an
observation window. The intensity of the light reflected from the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diaphragm is changed，
and the rotary angle of the disk is calculated by the intensity of reflected light. Through the laboratory test，it
shows that there is a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nsity of the reflected light and the rotary angle of the
disk. By modeling，the monitoring precision of the internal displacement of surrounding rock can be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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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The new measurement scheme was verified in Long men tunnel. Comparison test and surrounding rock
grade survey show that the results of measurement are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 new measurement
system can achieve non-contact measurement and reach the accuracy of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Key words：tunnelling engineering；automatic measurement；surrounding rock internal displacement；displacement
meter；monitoring survey
地，而非一般的工程应用。

1

引

言

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一种基于光学反射
原理的非接触式围岩内部位移量测方案。新量测方

新奥法是现代隧道施工常用的方法，我国的高

案的核心是利用反光膜片灰度沿环向渐变的特点，

速公路隧道也大多采用这一方法进行施工。该方法

通过望远光学摄像得到膜片反光强度模式，计算与

[1]

的特点在于强调预支护和监控量测的配合 。其中，

孔内位移相关联的转盘旋转量，从而实现内部位移

监控量测是现场施工中的重要环节。概括来说，监

的量测。该量测方案能够实现非接触式测量，以适

控量测的目的就是掌握围岩变形的动态信息，根据

应各种不同的工程监测环境。且无需对监测点进行

测量的结果，以反馈信息给设计，从而指导施工、

供电，提高监测可行性和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监测成

验证设计，进而确保施工过程能够安全有序的进行。

本。

[2-5]

从这一意义来说，监控量测显得尤为重要

。

围岩内部位移是指围岩内两点间的相对移动。

2

全新围岩内部位移量测系统方案

因围岩内部各点的位移量能够客观地反应出岩体松
动范围和稳定状态等重要指标，所以在工程中对其

非接触式围岩内部位移量测系统，是通过位移

进行监控量测非常之有必要。目前，针对围岩内部

转换装置，将围岩内部位移转化为围岩表面反光转

位移量测的方法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国内很多学

盘的转动角度。再通过分析转盘角度的变化，最终

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如：的 BM–1 型机械式多

得到围岩内部位移的数值。

点位移计在矿区的应用、利用收敛计进行围岩内部

该系统是在光学反射的理论上，利用灰度渐变

位移的量测、通过对测缝计的改装研制出振弦式多

的反光膜片在不同的灰度区间上反射光强度不同的

点位移计以及利用光纤光栅(FBG)传感器的波长调

原理，将围岩内部位移的变化量转换成光学变量，

制传感信号获取围岩内部信息

[6-10]

等。上述传统方

法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工程条件。但是在一些特定的
量测环境下，这些传统方法就显得不那么方便。例
如在一些大断面的地下工程中，部分监测点由于其

从而完成围岩内部位移的量测工作。该量测系统具
体的表现形式如图 1 所示。
测点锚固头
钢丝绳

孔口支架

位置或者其他某些原因，使量测人员难以接近，这

全站仪

时如继续采用传统的方法进行量测，则显得比较费

计算机

力甚至对量测人员造成危险；又如一些需要在监测
重锤

点位置进行牵线供电的量测方式，伴随着隧道施工
的进行，这些电缆线极易被破坏，大大影响了监测

围岩内部

隧道空间

的效率。又或者根本没有合适的电源对监测点进行
持续供电，如单独设立供电电源，则监测成本又比
较高昂。S. C. Blair 等[11-13]提出了一套基于激光反射

Fig.1

图 1 非接触式量测原理
Non-contact measurement principle

原理的孔内测距系统，针对处置库高温环境下的孔

(1) 孔口支架，固定于围岩表面。其上装有灰

内测距而设计，其主要特点是实现孔内的非接触式

度渐变的反光膜片，膜片被含有窗口的挡板覆盖。

监控量测，从而避免高温条件下的测量失真。但由

(2) 全站仪，利用其望远摄像功能，通过挡板

于需要对监测点进行持续的供电，而且结构复杂，
监测成本昂贵，所以该方案适用于高投入的试验场

的窗口感知膜片的灰度变化，并记录。
(3) 计算机，读取全站仪中的数据，将其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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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位移量。
(4) 测点锚固头，固定于围岩内部，并与围岩

2

3

内部保持同步变形。
(5) 钢丝绳，连接测点锚固头与孔口支架，传

6

递围岩内部位移。

5

(6) 重锤，用于拉紧钢丝绳，保持同步位移。
系统中，孔口支架固定于围岩表面。孔口支架
的中心设置一个可自由转动的转轴，转轴与含有窗

1

4

口的挡板固定连接，保持同步转动。被挡板所覆盖

1—支架主体，2—中心转轴，3—挡板，4—窗口，

的是一张大小与挡板一致、灰度沿环向渐变的反光

5—灰度沿环向渐变的膜片，6—反光片

膜片。反光膜片固定于孔口支架上，不随中心转轴
转动。全站仪可以通过挡板上的窗口捕捉到反光膜
片的即时灰度。测点锚固头与重锤通过钢丝绳连接，
并将钢丝绳与中心转轴接触的地方加以固定以保证
钢丝绳与中心转轴之间没有相对滑动。
全站仪通过挡板上的窗口将自身发射的红色激
光照射到反光膜片上，利用膜片的反光性能，得到
窗口处膜片的即时灰度，当围岩内部有位移产生时，

图2
Fig.2

孔口支架与反光膜片

Orific bracket and reflecting diaphragm

束扩束后打到挡板上，数码相机拍摄并记录；转动
中心转轴，以模拟围岩内部发生的位移。可行性试
验过程中选择每转动 10°进行一次拍摄。拍摄得到
的图片如图 3 所示。整个过程使用数码相机进行记
录。试验结束后，对拍摄的图片进行数据化处理。

通过钢丝绳传递位移，带动挡板及窗口转动。此时，
利用膜片上不同灰度处的反光效果不同，通过反射
回来的光强变化感知挡板窗口处反光膜片灰度的变
化。记录并将数据通过系统内部局域网发送到主控
制机。基于数学软件平台，利用自行编写的程序，
实现灰度的变化到位移变化的转换。程序的工作内
容为：首先利用全站仪的望远摄像功能，获取其
CCD 上的图像，再对图像进行灰度化处理，统计不
同灰度值的像素点，得到像素点峰值图，并对峰值
图进行函数拟合，从而得到每个峰值点的横坐标。
最终通过横坐标的变化来反应膜片即时灰度的变
化，进而得到围岩内部位移的变化量。

3

室内试验

图 3 不同角度下拍摄试验照片
Fig.3 Test photos from different angles

利用数学软件 MATLAB 编写程序，将拍摄的
为了验证该技术方案的可行性，设计了以数码

图片数据化。具体过程为，先将拍摄图片的像素点

相机光学摄像和激光光源为基础的室内试验加以测

转换成灰度模式(rgb2gray)，此步骤是为了便于后续

试。数码相机选用的是 SIGMA 相机，型号为 SD–

的数据统计。然后对所有不同灰度值的像素点进行

1；激光器选用可发射 650 nm 红色激光的二极管激

统计，得到图 4 所示的像素点峰值图。

光器。依据新方案原理，设计并试制了孔口支架、

图 4 中，靠近坐标原点、起伏较大的峰，对应

位移转盘以及灰度渐变的反光膜片(见图 2)。

图 3 试验照片中的黑色区域。该区域具有像素点多

3.1 转盘试验及数据分析

(面积大)、灰度值小(颜色暗)的特点。故将该峰称为

试验过程中，在位移转盘中心转轴和挡板表面

暗峰；像素点峰值图中远离坐标原点且起伏较小的

除窗口处附上一层黑色消光纸，以减少反射光干扰，

峰，是图 3 试验照片中红色窗口部分的数据化体现。

方便后续的数据处理。将孔口支架固定，选定合适

根据该区域像素点少(面积小)、灰度值大(颜色亮)

的位置架设数码相机和激光器。将激光器的红色光

的特点，将其称为亮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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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0

为 YA。以窗口转动角度为横坐标、YL－YA 为纵坐标

1 500

进行回归分析。这里选取 YL－YA 为纵坐标的目的是
消除外界光学因素对拍摄的影响。得到如图 6 所示

1 000

的一元回归曲线。从图 6 中可以看出，窗口转动角
度和 YL－YA 之间有着很好的对应关系。通过建立转

500
亮峰
0

0

50

100

150

200

动角度与亮峰间移动距离的线性关系，就可以利用
250

灰度值

图4
Fig.4

直接测得的灰度变化推算出转盘转动的角度，经换
算即可得到围岩内部位移。

像素点峰值图

Pixel point peak graph

150
140

一次拍摄，在相同条件下拍摄一组窗口位于不同位

YL － YA

试验过程中，挡板每转动固定角度对转盘进行
置的图片。对这些图片分别进行数据化处理，得到

130
120

一组像素点峰值图。单独取出各像素点峰值图中的

110

暗峰与亮峰分别进行比对，发现：不同图片得到的

0

20

像素点峰值图中的暗峰，在同一坐标系中有着很好

到的像素点峰值图中的亮峰，随着窗口处膜片灰度
值的变化，其反射光的强度也相应发生变化。带来
的结果就是在同一坐标系中，不同图片的得到的像
素点峰值图中的亮峰间有较为明显的错动关系。图 5

像素点

为上述亮峰间的错动。

60

80

100

转动角度/(°
)

的重叠关系，这是由于转动拍摄时，除窗口以外的
部分并未发生明显的光学参数变化；而不同图片得

40

图6
Fig.6

反射峰位置与转动角度关系曲线

Relation curve between reflection peak and rotation
angle

3.2 试验精度研究
为了便于问题的表达，前述的可行性验证分析，
是在假设围岩内部发生较大位移变化的前提下进行
的。但是，在实际工程中，围岩内部位移有时会非

50

常微小。为了能够准确地量测出这部分位移，就需

40

要新的量测系统拥有足够的精度。同样的方法，笔
者进行了精度试验，验证拍摄时能够识别的窗口最

30

小角度变化。最终，在保证转动角度和 YL－YA 线性

20

关系的前提下，装置能够识别的最小角度为 0.5°。

10

图 2 中位移转盘中心转轴的直径为 20 mm，计算可

0
100

得，窗口每转动 0.5°对应的线位移为 0.08 mm。工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240

260

灰度值

图5
Fig.5

亮峰间的错动

Movement between the bright peaks

程上，当围岩内部位移小于 0.1 mm 时，其对围岩稳
定性分析意义不大[14]。所以这一精度是满足测量要
求的。精度试验过程与上述可行性试验基本一致，
这里就不再赘述。精度试验的结果如图 7 所示。

图 5 亮峰间的错动，是试验中窗口位置改变的

从图 7 中可得出：在转动角度较小的情况下，

数据化表现。本次可行性试验的目的即探究挡板转

窗口处反光膜片灰度的变化是能够被识别的；在微

动的角度和相应亮峰之间的错动距离是否有较好的

小的灰度变化下，转动角度和 YL－YA 之间仍然保持

对应关系，并且最终能够通过亮峰间的错动距离反

良好的线性关系。

推出挡板转动的角度。将像素点峰值图中的亮峰和

通过以上的论述与研究，分别从理论上和方法

暗峰分别进行函数拟合。这里以拟合函数峰值点的

上证明了该量测方案是可行且有效的。下一步，还

横坐标为计算亮峰间错动距离的基准。定义亮峰处

需要对其在工程现场的有效性进行测试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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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钢丝绳

YL－YA

77

重锤

76
75
74

锚固头

0

1

2

3

4

5

转动角度/(°
)

图7
Fig.7

(a) 锚固连接装置

精度试验中反射峰位置与转动角度关系曲线
Relation curve between reflection peak and rotation

Fig.8

angle in precision test

4

现场试验

4.1 龙门隧道工程地质概况
龙门隧道位于龙岩市新罗区龙门镇西侧约
1 000 m，隧址区属低山–丘陵地貌，隧道轴线近
SN 走向。隧道设计为分离式隧道，左线设计桩号为

(b) 安装于围岩表面的位移转盘

图 8 现场试验仪器安装图
Field test instrument installation

使得锚固力不够支撑重锤，从而影响了监测效果，
则可适当减轻重锤的重量；反之，当围岩条件较好
时，为了增加钢丝绳的稳定性，在不影响监测结果
的前提下，可适当增加重锤的重量。
为了更加直接得到围岩变形数据，将图 7 中的
试验结果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方程：
Y  0.318 44 X  77.265 1

ZK156+457～ZK157+781，长 1 324 m，最大埋深

(1)

110.8 m；右线设计桩号为 YK156+485～YK157+628

式中：Y 为像素点峰值图中的亮峰与暗峰峰值点横

长 1 143 m，最大埋深 92.7 m。隧道洞身结构采用复

坐标的差值，即 YL－YA；X 为窗口转动的角度(°)。

合式衬砌，进出口两端设置明洞洞门，进口为端墙

窗口转动角度 X 与转轴线位移 W 之间的数学关

式洞门，出口为削竹式洞门。本隧道 V 级围岩占

系为

39.4%，IV 级围岩占 9.5%，III 级围岩占 51.1%，隧

W

道洞口段围岩主要为硬塑状坡、残积粉质黏土及全

R
X
180

(2)

风化、强化花岗岩，洞身中部主要为中风化花岗岩。

式中：R 为转轴半径(mm)，W 为中心转轴的线位移

4.2 现场仪器安装及监测数据

(mm)。将式(2)代入式(1)可得

本次现场试验旨在验证新方案的实用性。为了
得到较为明显的试验数据，以便于数据的分析，选

W 

R
(Y  77.265 1)
57.319 2

(3)

择围岩内部位移相对较大的浅部进行试验。试验中，

式 (3) 中直接建立了像素点峰值图中峰值点横

选择测点深度为 1.5 和 3.0 m。根据围岩变形的时

坐标与位移之间的数学关系。标定一个初始值，通

间效应——距离掌子面越近的围岩，其松弛变形越

过 Y 的变化便可直接得出位移变化量。

显著；距离掌子面越远的围岩，相应的松弛变形越
[15-16]

。选择将测点安装于距离掌子面 20 m 处的断

小

面。

在使用新方法量测围岩内部位移时，为了验证
所测数据的准确性与有效性，将设置一个对比测点，
采用传统方法进行测量(见图 9)。具体的操作为：在

选好测量点的位置以后，即开始现场位移转盘

选定测点后，将新量测系统的装置安装完毕。与此

及测点锚固头的安装。按照量测要求打出特定深度

同时，在距离测点 0.5 m、且无明显节理裂隙面处设

的测孔。然后根据测孔深度选择合适长度的钢丝绳

置一个相同深度的测点作为对比点，采用传统的量

(一般钢丝绳长度比孔深大 0.5 m 左右)，并在钢丝绳

测方法同时进行测量，并将两者所测结果进行对比。

两端连接好锚固装置及重锤，将锚固装置推送至锚

试验过程中，现场隧洞内的环境有湿度大、粉

固点，进行锚固。最后，将位移转盘在测孔表面进

尘多等特点，非常不利于光学观测。为此，笔者采

行安装固定，使钢丝绳嵌入位移转盘上中心转轴的

取的方法是加大激光器的工作功率，以使照射激光

卡槽内，即安装完成。图 8 为安装完成后的现场图。

拥有更强的穿透力。对于位移转盘上以及膜片上沾

在选取重锤时，其重量能够使钢丝绳处于拉紧
状态即可。但当围岩条件较差，所选取的重锤过重，

染的灰尘等影响测量结果的，则采取定期擦拭处理
的方式，以保持良好的反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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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m

势，并且最终变化量都在 0.3 mm 左右。地质勘察
结果显示，该量测段围岩等级为 IV 级，微风化、岩
石完整性较好。可以认为量测结果与实际情况是相

A1 A2

符的。
隧道开挖方向

通过本次现场试验证明，采用新的非接触量测
方法在施工隧道中能够测得有效的变形数据。并且

B1 B2

通过分析测点所在区域的围岩条件，与所测数据进
行对比，能够较好的相符。综上可得，使用本文所
提出的方法进行围岩内部位移监测，能够测得有效

0.5 m

图9
Fig.9

并且准确的数据。

测点空间布置图

Space layout of measuring points

5

讨

论

图 10 中纵坐标表示的是孔内测点和孔口之间
的相对位移。图中测点 A1 为孔深 1.5 m 的测点，其

本文旨在探究以位移转盘这种全新方式在实际

位移变化采用本文所述方法测得。测点 A2 即为试

量测围岩内部位移时能否得到准确有效的数据，并

验过程中设置的对比测点，采用常规多点位移计进

且试验的结果是肯定的。这种内部位移监测方式也

行量测。从图中可以看出，测点 A1，A2 基本保持

可以通过全站仪成像分析来完成，通过将本方案整

相同的位移变化趋势，在 6 月 26 日后两测点的位移

合到基于全站仪平台的一体化地下工程监测系统

变化基本趋于稳定，并且累积变化量都在 1.7 mm 左

中，可以增加围岩快速监测的信息多样性，提高实

右。这与两测点位置接近的事实相符合。但是由于

时监测的效率。

测点并未重合，加之量测过程中一些不可避免的误

非接触式量测系统的试验研究最终目的是将其

差，导致测量结果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并不大。

与以全站仪为核心的监测系统相结合，实现围岩内

测点 B1，B2 的孔深为 3 m，其位移量同样分别采

部位移的自动化监测。相对于传统量测方法，自动

用本文所提出的方法与常规的多点位移计测得。从

化监测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实现围岩内部

图 10 中可以看出，两测点保持相同的位移变化趋

位移的自动化监测，能够在各种复杂、危险的监测环
境中减少人力和时间的投入，以提高监测效率[17-18]；

测点 A1

其次，自动化监测具有实时性，现场可根据监测强

测点 A2

1.5

度的需求，实现 24 h 任意密度的监测。对于一些已

1.0

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地下硐室[19-22]，同样需要实施位

0.5

移监测，此时若采用自动化监测，并通过无线网络
0704

0629

0624

0609

0619

将监测数据发送出来，则能为监测工作带来极大的

0.0

0614

围岩内部位移/mm

2.0

便利。本文所提出的非接触式量测系统，为实现自
动化监测提供了前期保障。

日期

6

0.4

结

论

为了满足工程围岩内部位移监测的需求，克服
0704

0629

0624

已有技术方法现场应用的不足，本文提出了一种基
0619

0.0

测点 B1
测点 B2

0614

0.2

0609

围岩内部位移/mm

(a) 测孔深度 1.5 m

日期
(b) 测孔深度 3.0 m

图 10 隧道现场试验围岩内部位移量测数据(2016 年)
Fig.10 Field test data of internal displacement of surrounding
rock(in 2016)

于光学反射原理的非接触式围岩内部位移量测方
案。新量测方案通过望远光学摄像得到位移转盘膜
片反光强度模式，分析计算与孔内位移相关联的转
盘旋转量，从而实现围岩内部位移的量测。
在围岩内部位移量测系统原理的基础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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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设计的室内试验，验证了此方法和装置的可行

散耦合分析[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15，34(9)：1 850–1 858.(LI

性。该测量装置能够识别的最小旋转角度为 0.5°，

Yongbing，ZHOU Yu，WU Shunchuan，et al.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对应的线位移为 0.08 mm，围岩内部位移的监测精

of surrounding rock circular tunnel using coupled continuous-discrete

度优于 0.1 mm，完全可以满足一般地下工程的围岩

method[J].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变形监测精度要求。
通过公路隧道施工现场监测，实现了施工期隧

2015，34(9)：1 850–1 858.(in Chinese))
[6]

道围岩的持续监测，验证了该技术方案的工程现场

规律研究[J]. 岩土力学，2013，34(6)：1 703–1 715.(LI Youyun，

测量稳定性。通过设置对比测点的方式，证实了该

ZHANG Zhigeng，XIE Yongli，et al. Study of site monitoring of

量测系统所测数据的准确性、有效性。

vertical full displacement of vault surrounding rock of tunnels and its

随着隧道施工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超大断面

change law[J]. Rock and Soil Mechanics，2013，34(6)：1 703–1 715.

隧道及高危险环境下的监测工作给传统方法带来的

(in Chinese))

挑战，自动化监测系统必将会得到更加广泛和深入
的应用与发展。本量测方案能够实现非接触式测量，

李又云，张志耕，谢永利，等. 道洞顶围岩竖向全位移量测及变化

[7]

尚岳全，王

清，蒋

军，等. 地质工程学[M]. 北京：清华大学

以适应各种不同的工程监测环境，无需对监测点进

出版社，2006：12–25.(SHANG Yuequan，WANG Qing，JIANG Jun，

行供电，提高监测可行性和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监测

et al.Geological engineering[M]. Beijing：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成本。该技术方案与本课题组已经发展的一体化自

2006：12–25.(in Chinese))

动监测系统结合，将真正实现工程围岩外部到内部

[8]

刘泉声，徐光苗，张志凌. 光纤测量技术在岩土工程中的应用[J].

位移的全自动化监测，为科学研究和常规工程应用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03，22(2)：310–314.(LIU Quansheng，

提供基础数据。

XU Guangmiao，ZHANG Zhiling. Applications of fiber optic sensors
to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monitoring[J].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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