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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三号的船闸高精度变形监测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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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大型船闸运行过程中对位移安全监测的实际需要,结合基于北斗三号的高精度形变监测
技术,以广西贵港、桂平船闸监测应用为例,阐述变形监测系统组成及关键技术,综合分析超过一个月的
变形监测数据,为相关高精度变形监测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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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alysis of High-precision Deformation Monitoring of Ship Lock Based on Beido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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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needs of displacement safety monitoring during the operation of large locks,
combined with the high-precision deformation monitoring technology based on Beidou-3, this paper takes
ship lock monitoring in Guiping and Guigang, Guangxi as an example, expounds the composition and key
technologies, and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deformation monitoring data for more than one month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high-precision deformation monitoring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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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监测解算结果在站心地平坐标系下的
北、东、高坐标,单位为 米(m)；
n——获得的单点定位坐标个数。
监测坐标精度解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1 监测点坐标精度统计表(RMS)
监测点

N(mm)

E(mm)

2D(mm)

U(mm)

下游右侧

1.06

1.03

1.48

2.75

上游左侧

1.33

1.15

1.76

2.96

上游右侧

1.22

1.20

1.71

2.58

下游左侧

0.88

0.91

1.27

2.06

平均值(mm)

1.12

1.07

1.55

2.59

4 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基于北斗三号的北
斗船闸形变监测系统,能够实现自动化
变形监测数据计算、存储和分析,监测坐
标实测精度可达毫米级,能够满足船闸
安全监测实际需要,具备进一步广泛推
广的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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