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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字化CSIRO双温补偿方法的岩体扰动应力
长期监测系统的研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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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围岩应力扰动是引起工程失稳、破坏的直接因素，目前针对应力扰动的获取尚无有效手段和技术。随着
深部岩体力学与开采理论研究的发展，对扰动应力监测成为深地课题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利用空心包体
地应力测量基本理论，提出双温度补偿技术，研发岩体扰动应力长期监测系统，并在工程现场实现对岩体扰动应
力的实时监测。针对长期监测中环境温度影响过大、供电不稳、采集通道调平范围小等不足，研发了断电续采型
数字化采集电路。基于空心包体地应力测量基本理论和完全温度补偿技术原理，提出采集电路的双温度补偿方
法，并用该方法对采集电路进行室内标定。考虑应力监测环境特点，设计了岩体近开挖面测点应变片布片方案，
并基于地应力测量原理推导了测量应变与应力的关系公式。断电续采型数字化采集电路的研发，实现了调平通
道大范围量程的原位同步温度监测，克服了常规采集电路供电不稳造成的监测数据无法接续的问题，室内试验
测定断电20 d数据连续性满足测量精度要求。根据室内标定数据，双温度补偿方法有效地剔除温度变化对监测系
统监测精度的影响，并针对岩体边坡和地下硐室两种不同工程环境设计研发出相应的岩体扰动应力长期监测系
统。现场应用显示，岩体扰动应力长期监测系统充分体现了断电续采和双温度补偿方法的优势，通过应变与应力
关系式计算得出的结果显示，系统能对岩体扰动应力实现有效的监测。
关键词:空心包体；完全温度补偿；应力长期监测；双温度补偿；无线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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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ss Monitoring Techniques Based on the Twin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Method of Digital CSIRO
LI Yuan，LIU Zibin，QIAO Lan *，FU Shuangshuang，WANG Qian，WU Shibing
(Dept. of Civil Eng.，Univ. of Sci. and Technol. 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 The stress disturbance of surrounding rock is the direct factor causing the instability and failure of engineering.However, at present,
there are no effective methods and techniques to obtain the stress disturbance of surrounding rock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eep rock mechanics and mining theory, disturbance stress monitor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ubject. Using the basic theory of CSIRO, this study put forward
the twin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developed the stress monitoring techniques, and realized the real-time monitoring of rock mass disturbance
stress in the engineering. Considering the great temperature effect of the environment, the unstable power supply and the small collection channel
adjustment in the long-term monitoring, the collection system with function of data-connection is developed when the power is cut off and reconnected. Based on the technique of CSIRO cell basic theory and the complete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method, the twin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method was proposed to collect and measure circuits, and to calibrate the acquisition circuit.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ess monitoring environment, the strain gauge cloth plan of the rock mass close to excavating surface was designed, and based on the in-situ stress measurement principle, the measure strain and stress relationship formula was deduced. The improved circuit adjustment is used for measuring the wide
range of the measurement channel, and the high precision thermistor is applied to monitor the measured temperature. Using the function of dataconnection when the power is cut off, the monitoring data of the discontinuous conventional collecting circuit is overcome, and the measured 20
days of power failure in laboratory tests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measuring accuracy. According to the calibrated data in laboratory, the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on the precision of monitoring system is effectively eliminated by the twin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method. Aiming at the rock
收稿日期:2018 – 03 – 16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项目（2016YFC0600703）
作者简介:李

远（1980—），男，副教授. 研究方向：岩土工程. E-mail：liyuan@ustb.edu.cn

* 通信联系人 E-mail：lanqiao@ustb.edu.cn
网络出版时间:2018 – 08 – 30 00 : 58 : 00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1.1773.TB.20180830.0058.017.html

————————— http://jsuese.ijournals.cn

http://jsuese.scu.edu.cn —————————

第5期

李

远，等：基于数字化CSIRO双温补偿方法的岩体扰动应力长期监测系统的研发与应用

19

slope and underground chamber, different rock mass disturbance stress long-term monitoring systems are designed and developed. Field application test displays that, the rock mass disturbance stress long-term monitoring system fully reflects the advantages of power cut and twin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The results calculated b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ain and stress shows that the system can effectively monitor the rock mass
disturbance stress.
Key words: CSIRO cell; complete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long-term stress monitoring; twin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wireless transmission

在原始应力状态基础上的围岩应力扰动是引起
[1]

空心包体应变计地应力测量的温度误差消除。完全

工程体失稳、破坏的直接因素 。目前，国内外针对

温度补偿方法需借助室内温度标定试验，将地应力

真实应力扰动信息的获取尚无有效的手段和技术。

岩芯及其内部粘贴的应变花作为一个整体，测试其

随着深部岩体力学与开采理论研究的发展，强时效、

在温度变化至平衡条件下的应变变化值，并根据地应

强扰动等深部岩体破坏特征成为深地课题需要研究

力解除过程中监测的温度变化情况将温度应变消除。

的重要内容 ，因此需针对深部岩体开展原位、长效、精

常规空心包体应变计结构中，测温方法采用同

[3]

温度系数应变片粘贴在环氧树脂胶片上进行温感平

针对岩体开挖后应力扰动信息的监测，中国地

衡，粘贴应变片的环氧树脂胶片未受到岩石变形限

调局地科院力学所研发了压磁法应力监测技术和设

制，其温度系数与孔壁上的岩石–环氧树脂–应变片

[2]

细观测，构建适用于深部环境的岩石力学模型与理论 。

备，并获取了芦山地震前后的地应力变化 ；王宁波

组合有一定误差；完全温度补偿技术中的测温热敏

等 [5] 采用非电测KS型钻孔应力计对覆岩自重、采动

电阻由于阻值过大无法连接入电桥电路中，若采用

影响、顶煤爆破影响引起的煤体应力扰动进行监测，

并联120 Ω电阻的方式又会大大降低其对温度的敏

[4]

获取了急倾斜煤体内部应力的分布特点；张芳等 研

感性。李远等 [13]研发了瞬接续采型空心包体地应力

发了岩土三向压应力传感器地应力测试技术，并对

测试技术，基于完全温度补偿思想，考虑无线型应变

其性能进行了测试；刘宁等 [7]运用基于地应力空心包

计探头采集电路同时受到温度误差的影响，采用双

[6]

体应变计地应力测量技术，在锦屏二级水电站引水
隧洞TBM掘进施工时，对应力进行监测，得到现场监
测应力演化过程的特征。
岩体应力的长期监测需在岩体地应力测量技术
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以获取岩体内真实扰动应力的
大小和方向。地应力测量技术中，水压致裂法和空心

温度补偿算法进行误差消除。因此需对原采集电路
通道进行改进，以实现敏感性测温电阻的直接接入，
同时保障测温电阻通道示数与温度对应关系的一致
性和稳定性。改进后采集电路图结构如图1所示，应
变仪采集系统见图2。
120 Ω 12 通道
电路调平
120 Ω

Vin

包体应变计法是目前地应力测量中应用较广的两种

12 通道正输出

定量测量方法 [8]。水压致裂法需不断注入高压水，且
需劈裂岩体以判断应力方向，因此难以用于岩体应

12 测量通道

力实时监测。空心包体应变法所使用的空心包体应

120 Ω … …

变计，一次测量即可获得全部的3维应力张量及方向[9]，
原理上能够满足岩体真实应力扰动情况的长期监测[10]；

图1

其结果受到温度条件、供电条件等因素影响，无法满
对岩体应力的长期监测，以空心包体应变计相关技

120 Ω

12 通道负输出

12 个电阻
R1: 热敏测温传感器 R2: 电路温度标定电阻

但由于其采用电阻应变片和惠斯通电桥进行测量，
足应力长期监测中数据精确和稳定的要求。因此，针

R1
R2120 Ω

120 Ω

Fig. 1

改进的电桥电路

Modified electric circuit diagram

9~14 大范围调平测量通道

LED1 LED2

RS485 接口

术为基础，对其长效供电方案、误差分析方法、长期
稳定性进行设计改进，实现对岩体内部应力变化长
期、稳定、有效的监测。

1 数字化空心包体应变计岩体扰动应力监
测技术研究
1.1 基于数字化空心包体技术的扰动应力监测数据
采集系统设计
蔡美峰院士等

1~8 大范围调平测量通道

图2
Fig. 2

RS232 接口 电源接口

改进型原位数字化型空心包体应变仪采集系统
Logging system of advanced local digital CSIRO

双温度补偿算法中，敏感性测温原件只对温度
变化有较高敏感度，不对受力变化产生反应，且其温

[11–12]

提出完全温度补偿方法用于

度敏感性要远高于常规应变片，采集电路温度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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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设计采用2 ppm低温度系数电阻接入采集电路
第14通道，作为温差影响指示通道。
热敏电偶置于测量应变片一侧，并同层固封于
环氧树脂内，同步感受测孔中应变片处温度变化，实
现完全温度监测。电阻尺寸为2.3 mm×2.1 mm×0.9 mm
（ 长 × 宽× 高 ） ， 适 用 工 作 温 度 范 围 广 （ – 5 0 ℃ ～
300℃），适用温度范围内精度高（温度系数TCR为
3 850 ppm/K）。
1.2 基于空心包体地应力测量原理的扰动应力监测
理论研究
在地下岩体、近开挖面和边坡岩体监测中，受边
坡开挖影响一定范围内的岩体垂直临空面方向应力
释放，因此主要针对另外两个方向主应力进行孔壁
应变或应力监测。所以边坡体孔壁应变监测（由地应
力测量理论建立应力–应变关系实现应力监测）采用
3组3环向、3轴向布片，方案如图3所示。

第 50 卷

（1）求和可得：
(εθ(0◦ ) + εθ(120◦ ) + εθ(240◦ ) ) · E = 3[(σx + σy ) − vσz ]

（6）

因此，同一测量环的3个应变片应变和与环向角
度无关。由于布片方案中有3组环向应变布置（9个应
变片），也实现了平行3次测量的试验条件。由式（5）、
（ 6） 可 求 得 轴 向 应 力 σz 和 环 向 应 力 水 平(σx + σy ) 的
大小。
1.3 岩体扰动应力监测系统供电及通讯系统设计
监测过程中环境复杂，需要尽可能地保证纯净
供电的连续，而部分测试现场无法实现人员的定期
维护和数据导出。因此，除断电续采功能的研发之
外，针对现场测试情况对系统供电–续电、无人值守、
无线传输等性能进行开发和标定，实现岩体应力扰
动的长期、稳定监测。
长期监测过程中，根据监测环境和目的不同，监
测间隔和数据传输方式需要有多种选择。针对边坡

Z

体无人工作环境，采用窄带无线数传传输设计
（AS61-DTU30型），电台通过窄带传输，小功率达到

Y

远距离，有RS232/RS485两种电平选择，体积小、操作

X

简单易懂，工作温度–40～85 ℃（具体现场应用参见

θ

第3节）。 边坡岩体应力监测中，测量电路和信号传
图3
Fig. 3

监测探头应变片布置方案

输电路均需稳定电源，其中采集板路工作电压为5 V，

Setting of strain gauges for stress monitoring

根据地应力测量理论，各方向应力与应变关系
可由地应力测量理论给出：
εθ =

γθz =

1
[σz − v(σx + σy )]
E

4
(1 + v)(τxy cos θ − τzx sin θ)
E
ε±45◦

1
= (εθ + εz ± γθz )
2

电压稳压供电系统（X1-20W300型），采集电路为低
耗能电路，一次充电可满足4 d连续测量、30 d待机和

1
{(σx + σy ) + 2(1 − v2 )[(σ x − σy ) cos(2θ)−
E
2τxy sin(2θ)] − vσz }
（1）
εz =

无线模块为8～28 V。根据供电需求，选配太阳能双

（2）
（3）
（4）

测量电路4 d稳定传输，可根据工程需要进行调整选
配蓄电池电压及容量。
岩体边坡应力监测中，信号传输条件便利，可采
用无线数传电台进行窄带信号传输，具有功率小、传
输距离远的优势。但地下硐室岩体应力监测时受围
岩影响且地质条件复杂，监测数据若要进行无线透
地远距离传输或接入巷道、隧道信号环网进行传输，
在技术上仍需解决稳定性和兼容性问题。考虑便携
性、数据传输稳定性和操作简单等方面，选用蓝牙模

式中，εθ为周向应变，εz为轴向应变，ε±45°为与钻孔轴
线成±45°方向的应变值，γθz为剪切应变值，θ为从x轴
逆时针旋转计数为正，E为弹性模量。沿测孔轴向方
向孔壁应变可由轴向应变片测量得到，沿孔周边的
环向合力可由0°、120°和240° 3个环向应变片求和得
到。考虑测量中需有3组重复数据进行最小二乘分
析，由式（2）可知，对3个轴向应变求平均即可实现平
行3次测量的试验标准，取得均值轴向应变公式为：

块配合普通安卓系统手机或IPAD，通过自行设计编

εz平均 · E = σz − v(σx + σy )

（5）

环境中容易损坏，且性价比不高。综合考虑监测环

进行环向应变测量时，同一测量环中3个应变片

境、电压要求、电源防水防潮、采集板路低能耗特点

按等角度分布，角度值分别为0°、120°和240°。带入式

和操作方便性等各方面因素，设计研发出满足现场

写的安卓APP实现数据传输。
巷道、隧道等地下围岩硐室岩体应力长期监测
环境中，无法采用太阳能供电，且还需考虑地下工程
潮湿环境对电源工作稳定性的不良影响。其中，采集
板路需要稳定纯净的5 V工作电压，若由巷道、隧道
电路环网给采集电路供电，还需外置变压器降低电
压以满足采集板路工作要求，这在工程现场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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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要求的系统供电电源。地下硐室岩体长期监测
如图4所示。

21

试验结果显示，最长20 d的断电测试中，在同一
温度下最大续采漂移量为7με。通过后续多次试验
（同一采集电路多次测试和多批次采集电路多次测

监测探头
蓝牙数据传输接口

试），同一温度下的最大续采漂移量均在10με以内，

系统电源

显示了良好的续采稳定性和数据连续性。
2.2 高精度温度传感器稳定性及大量程测温通道温
度系数标定试验
完全温度补偿技术地应力测量中，采用温度标
定试验消除测量过程中的温度误差，需要在岩芯解
除后进行室内的温度标定试验。这就需要在探头出
厂时进行温度标定试验，修正监测过程的温度误差，
建立应变片部位温度与通道示数的关系。
常规应变采集仪通道调平范围为4.8 Ω（20 000με）

Fig. 4

无法满足热敏电偶测试范围要求。为实现测试应变

地下硐室岩体长期监测系统

Underground chamber rock mass long-term monitoring system

2 岩体扰动应力监测系统双温度补偿方法
的试验标定
2.1 采集系统断电续采功能稳定性测试
长期监测中，续采功能的实现可保证断电条件
下数据的可恢复性和连续性，也可使设备出厂标定
数据直接参与监测数据的温度修正。将高精度固定
电阻连接在测试系统通道中，同温度条件下进行断
电续采试验，根据不同时期、同一通道、同一温度下
稳定数据对比可获取采集系统断电续采稳定性数据。
试验中采用高低温试验箱，设置3组不同温度下
的 续 采 性 能 测 试 （ 35、 40、 45 ℃ ） 。 试 验 箱 温 度 误
差+0.5 ℃。试验时，以低温度系数标准电阻模拟应变
数值并设定测试温度，采集间隔10 min，根据《岩土
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 [14]，连续3次读
数之差不超过5 µε 可视为数据稳定。每个温度段平衡
时间为4 h以确保各通道达到稳定标准。稳定后，提取
数据并关机，以待后续测试时间间隔达到预计长度
后再重复测量。试验中测试最长时间间隔为368 h（20 d），
对比同阻值、同温度下稳定后的平均数据，获得断电
续采条件下的数据漂移量，见表1。
表1
Tab. 1

温度标定过程的断电续采数据

Connection evaluation of strain datas after nopower breaktime

续采时间/h

与温度记录的同步、同条件测量，首先使热敏电偶位
于应变花附近以保证同温度条件记录（图5），其次使
热敏电偶通道与应变片采集通道连接至同一电桥供
电以满足同源测试要求，最后研发大范围调平采集电
路以满足热敏电偶温度变化条件下的示数有效测量。
探头编号

Fig. 5

40 ℃

45 ℃

0

–7

130

247

14

—

—

243

168

3

137

—

368

—

123

—

高精度热敏电偶位置

Settlement of thermal transducer

标定试验是将带有高精度温度传感器的监测探
头放入高低温试验箱内，设置不同温度段进行温度
值与测温通道示数的标定。此次试验在10 ℃条件下
开始测量，采集时间为每10 min一次，在保证传感器
受温度影响稳定后（30 min示数浮动在5µε 以内），调
节温度至20 ℃并保持湿度不变，再次稳定后调节温
度至30 ℃，以此测量方法完成10、20、30、40 ℃的标
定测试（数据缩小100倍后见图6）。
−200

40 °C

−400
30 °C

−600
−800
−1 000

微应变通道示数/µε
35 ℃

高精度热敏电偶

图5

温度通道示数

图4

−1 200
00:00

20 °C

10 °C
02:24

04:48

07:12

09:36

12:00

时刻

图6
Fig. 6

高精度温度传感器时间–温度通道示数关系

Relationships of temperature vs time in collation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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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4组平行试验，将4组示数的平均值作为该
温度下所对应的温度通道示数值，见表2。
表2
Tab. 2

温度与温度通道平均示数关系

Relationship of temperature and data of thermal
channel

温度/℃

平均温度通道示数

10

–1 148.775

20

–868.035

30

–579.480

40

–305.795

对温度标定数据进行趋势回归分析，获得温度
与通道示数关系如图7所示。由图7可知，在10～40 ℃
范围内，通道示数与温度值线性相关且相关性达到
0.999 9。由此获取了温度通道示数与温度关系的标
定公式，长期监测中可根据具体温度通道示数直接
算出实际测点温度。
−200

温度通道示数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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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双温度补偿方法对误差进行消除。改进型原位数
字化型空心包体应变采集系统在地应力测量或岩体
应力长期监测过程中，特别是在监测探头埋深较浅
的边坡岩体应力监测过程中环境温度变化较大，这
将影响采集系统的采集精度，造成测量（监测）误差。
双温度补偿技术在完全温度补偿技术基础上对应变
片–环氧树脂胶层–岩体耦合整体受纯温度变化产生
的误差进行剔除的同时，对改进型原位数字化型空
心包体应变采集系统进行室内温度标定，消除应用
现场温度变化对采集系统造成的采集误差。采集系
统室内标定试验中，在第14通道（采集板路补偿通道）
接入以色列Vishay公司2 ppm/℃低温度系数固定电阻。
采集系统温度补偿标定试验过程中，将固定电
阻放置于恒温箱内设定30 ℃恒温状态（鼓风恒温箱
温度误差±1℃）；将采集系统置于高低温恒温箱内
（高低温恒温箱温度误差±0.5℃），设置温度变化梯
度为20、30、40和50 ℃，每个温度段试验中，待示数平
衡后方可进行下一温度段的温度调节。试验布置见
图8，结果（数据缩小100倍）见图9。

−600

采集系统置于
高低温恒温箱

−800

y=28.175x−1 429.9
R2=0.999 9

−1 000
2 ppm 低温度系
数固定电阻置
于鼓风恒温箱

−1 200
10

15

20

25

30

35

40

温度/°C

高精度温度传感器温度与温度通道示数关系

Fig. 7

Fitting results of tem-value vs temperature

重复温度标定试验，采用标定试验关系公式，通
过温度通道示数计算温度数值，将计算温度与试验
实际温度进行比较，结果见表3。
表3

高精度温度传感器计算温度与试验温度对比

Tab. 3

图8
Fig. 8

Collation results of thermal sensor channel

测试温度/℃

平均温度通道示数

计算温度/℃

温度差/℃

10

–1 155.230

9.75

–0.25

20

–861.280

20.18

0.18

30

–576.685

30.28

0.28

40

–303.050

39.99

–0.01

试验结果显示，高精度热敏电偶在10～40 ℃时
能准确反映周围环境温度，误差均在1 ℃以内，精确

Calibration test of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for
acquisition system
10 °C
27 200
20 °C
27 000
30 °C
26 800
26 600
40 °C

度较高。2次室内标定试验得出，高精度热敏电偶能

26 400
00:00

真实、灵敏、精确地反映实际温度的变化情况。

02:24

04:48

07:12

09:36

12:00

时刻

2.3 基于完全温度补偿技术原理的扰动应力监测采
集系统热输出标定
基于完全温度补偿思想，考虑无线型应变计探
头采集电路同时受到温度误差的影响，李远等 [13]提

采集系统温度补偿标定试验

27 400

采集系统补偿通道示数

图7

图9
Fig. 9

采集系统时间–温度通道示数关系

Relationships of temperature vs time for acquisi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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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得到的采集系统温度补偿曲线及温度系数
验箱中，只有采集系统受感知温度变化的影响为采
集系统真实温度补偿曲线，体现了采集系统自身的
温度特征。监测系统工程现场应用采集系统的温度
补偿方法中，将低温度系数固定电阻（2 ppm/℃）接
入采集板路第14通道（采集板路温度补偿通道），两
者同时受测点温度变化影响。重复温度标定试验，测

−200
−400

采集系统补偿通道示数

y=−31.46x+666.1
R2=0.994 3

−800
−1 000
20

25

10 °C

30

35

40

45

50

温度/°C

22 400

图 11

20 °C

Fig. 11

采集板路温度–温度通道示数关系

Fitting results of tem-value vs temperature

22 200

3 岩体扰动应力长期监测系统现场应用研究

30 °C

22 000

3.1 边坡岩体扰动应力现场监测

21 800
40 °C
21 600
00:00

图 10

露天边坡工程中，对基于双温度补偿技术的岩
体扰动应力长期监测系统在露天环境下的监测稳定

02:24

04:48

07:12

09:36

12:00

时刻

Fig. 10

y=−26.435 2x+527.2
R2=0.994

−600

定双温度补偿标定电阻温度系数曲线，如图10所示。
22 600

采集系统温度-温度通道示数关系
采集系统室内标定温度-温度通道
示数关系

0
采集板路补偿通道示数

中，低温度系数固定电阻放置于设定30 ℃的恒温试

23

性进行评测。考虑长期监测中天气变化和温度变化
影响的监测系统稳定性测试，在安徽马鞍山南山铁

采集板路室内标定时间–温度通道示数关系
Relationships of temperature vs time in collation
test

根据《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14]

矿凹山采场–30和–45 m水平进行。
露天边坡岩体受裂隙水渗流、气候温度波动、爆
破开挖、雨雪天气等影响，环境较地下井巷工程更为
复杂，且温度变化较大（现场春季日温度变化约为20 ℃）。

和第2.2节所述方法，分别求出图9和10各温度段对应

监测区域位于安徽东部马鞍山南山矿凹山露天采

的采集系统温度通道平均示数如表4所示。对表4中

场，采场东、南、西3邦为运输邦，台阶高度14～15 m，

数据进行趋势回归分析，得到两者的温度与采集系

固定台阶宽度≥7 m，正在生产的台阶宽度≥20 m，台

统补偿通道示数关系曲线如图11所示。

阶边坡角均为60°，整体边坡角35°～42°。矿体出露最

表4
Tab. 4

温度与温度通道平均示数关系

Relationship of temperature and data of acquisition system thermal channel

高处海拔175 m，向下延伸至–214 m，目前海拔45 m
封闭圈已形成东西向长1 200 m、南北向长980 m、垂
深255 m的凹陷坑。年平均气温16 ℃左右，年温度变

温度/℃

采集系统温度
通道示数

采集系统室内标定
温度通道示数

20

0

0

内布设同心2个测点，分别位于孔深5和10 m处。1、

30

–260

–220.0

2号测孔位于–30 m水平，3号测孔位于–45 m水平，现

40

–577

–492.5

场布置见图12。

50

–943

–802.0

化范围为–15～40 ℃。于现场共布设3处钻孔，每孔孔

2 号测点

图11显示，在20～50 ℃温度段室内标定出的采
集板路真实温度补偿系数为–26.785，即环境温度每

1 号测点

升高1 ℃采集板路温度补偿通道示数会相应减少
26.785。在工程应用采集板路温度补偿方法中，采用
3 号测点

低温度系数固定电阻接入采集板路第14通道，试验
得到的温度补偿系数为–31.46；室内对比试验显示，
在采集板路第14通道接入2 ppm/℃低温度系数电阻
测试得到的采集板路温度系数与真实的采集板路温
度系数误差为5 ppm/℃。

图 12
Fig. 12

现场测点布置

Locations of in-situ monitoring 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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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边坡岩体应力长期监测系统，远程监测系

0

统布设方案见图13。监测信号接收端位于矿区西南

−0.1
−0.2

方位，高程30 m，距离3个信号发射端最近约950 m，

−0.5
−0.6

探头

日期

发射器
边坡

导线

图 15
Fig. 15

1号测孔5 m孔深应力变化监测数据

Stress monitoring datas of 5 m depth spot No. 1
表5

图 13
Fig. 13

2017-04-28

2017-03-24

钻孔
(20~30 m)

km

2017-04-21

−0.8

接收器

2~5

轴向应力
环向应力

−0.7

中数据线损坏，但不影响其他5个探头正常工作。

2017-04-14

时间间隔30 min。1号测孔10 m孔深探头在安装过程

−0.4

2017-04-07

测包体探头后，调整数据采集模式为连续采集，采集

−0.3

应力/MPa

最远约1 300 m，中间空旷，无山体建筑阻隔。安装监

2017-03-31

24

远程监测系统布设方案

Tab. 5

Design of stress monitoring in opening mine pit

测点于2017年3月27日布设调试完毕，1号测孔5 m

各测点30 d应力变化值

Calculated stress values of in-situ monitoring
spots in 30 days
测点

轴向应力变化值/MPa

环向应力变化值/MPa

孔深应变监测数据见图14。采用双温度补偿算法，通

1号测孔5 m孔深

0.17

1.26

过式（5）、（6）计算应力监测数据，见图15。

2号测孔5 m孔深

–0.11

1.09

轴向微应变平均值
环向微应变平均值
温度补偿片微应变
14 通道低温度系数
电阻通道示数

2号测孔10 m孔深

0.28

2.12

3号测孔5 m孔深

0.13

1.44

3号测孔10 m孔深

0.31

2.53

600
500
400
200

3.2 地下硐室岩体扰动应力现场监测

连续阴雨断电

100

问题，岩体应力长期监测系统从布片方式、供电方

−300

式、信号传输和温度补偿等方面进行设计以满足工

2017-04-28

−200
2017-04-21

要考虑监测系统稳定电源、防水防潮和信号传输等

2017-04-14

−100

2017-04-07

地下井巷工程、隧道工程应力监测环境复杂，需

2017-03-31

0

2017-03-24

应变/με

300

连续阴雨断电

日期

图 14
Fig. 14

1号测孔5 m孔深应变监测数据

Strain monitoring datas of 5 m depth spot No. 1

现场1号测孔5 m孔深监测数据显示，分别在4月
8日至4月12日（间隔3 d）和4月21日至4月26日（间隔

程现场复杂的测试环境。
工程应用现场位于安徽李楼铁矿，矿体走向（由
北向南）由北北东向转为北北西向，呈向西突出的弧
形展布。矿石自然类型主要为铁闪（角闪）石英磁铁
矿石、石英镜铁矿石、石英镜铁磁铁矿石及闪石石英
假象赤铁矿石等；矿体底板岩石主要为白云石大理
岩，裂隙、岩溶均不发育，岩石完整性、稳定性较好；

4 d）出现较长时间数据传输中断现象。分析其原因，

含矿带上部岩性主要为片岩、片麻岩、大理岩及石英

调查监测时间段试验现场天气记录及历史天气预

磁铁矿石，裂隙不发育且被充填，矿物蚀变普遍，岩

报，在4月9日和4月22日监测信号传输中断前，有连

石完整性较好、稳定性差。测点位于–400 m水平开挖

续多天的阴雨天气，太阳能蓄电池得不到有效的电

巷道，监测探头孔深5 m，采用蓝牙模块配合普通安

量补充，在电量耗尽后系统停止工作；天气放晴后，

卓系统手机或IPAD进行数据快速便捷传输；采用自

太阳能蓄电池重新蓄电，系统恢复工作状态。断电后

主设计的防水防潮、可并联多个的5 V稳压电池供

续采数据与断电前体现出接续性，数据连续规律，在

电，以实现时间可控、长期无人值守；采集板路断电

供电电源方面还需要根据现场情况进行必要的改

续采功能，供电不足可处于停机状态，待更换电池后

进。根据式（5）、（6）和前期温度标定数据，推导得到

数据可接续。编号为BKM-17-03号监测探头高精度温

各个测点30 d应力变化值见表5。

度传感器室内温度标定结果为 y = 27.119x − 1 420.44，

远，等：基于数字化CSIRO双温补偿方法的岩体扰动应力长期监测系统的研发与应用

采集系统温度系数室内标定结果为y = −37.77x+820.25；
探头于2017年9月安装完成，其中环向第3组和轴向

环向应变2
轴向应变2

400

0

200

−5

0
−200
−400

温度传感器通道示数
14通道低温度系数电阻通道示数

−600

环向应力
轴向应力

5

2017-09-18

应变/με

600

日期

图 18
2017-09-26

2017-09-24

2017-09-22

2017-09-20

2017-09-18

−800

Fig. 18

4 结

日期

图 16
Fig. 16

2017-09-26

环向应变
轴向应变

800

10

2017-09-24

5 m孔深应变监测数据见图16。

15
应力/MPa

第3组采集通道损坏无示数，剩余通道均工作正常，

25

20

2017-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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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号探头应力变化监测数据
Stress monitoring datas of No.3

论

岩体真实应力扰动过程的获取需以地应力测量
理论和技术，针对复杂的井巷环境或地表气候条件

3号探头应变监测数据

Strain monitoring datas of No.3

进行技术更新和研发，解决长期监测中电力不稳、长

图16显示，监测点环向应变呈下降趋势，轴向应
变呈上升趋势；13通道温度传感器通道示数稳定中
有小幅减小，由高精度温度传感器室内温度标定公

期温度变化幅度大、测点应力扰动等技术问题，实现
岩体内部应力扰动过程长期、稳定、准确监测。
结合空心包体地应力测量理论和完全温度补偿

式可求出对应温度值最高为27.87 ℃，最低值为27.18 ℃，

技术，基于蔡美峰院士提出的精确测量理念，结合瞬

满足气候变化趋势及地下岩体环境特征；14通道低

时采集、断电续采数字化技术实现空心包体应变计

温度系数电阻通道示数稳定中有小幅增加，这是由

原位数字化在扰动应力长期监测中的应用。通过室

于监测点环境温度呈下降趋势，满足采集系统温度

内试验和现场测试获取了设备长期监测性能和运行

系数室内标定结果。

可靠性，并取得如下结论：

对同一水平、同一岩性的地应力解除岩芯进行

1）断电续采功能的实现，使基于空心包体地应

围压率定试验，结果如图17所示。由围压率定试验可

力测试技术的应力长期监测克服了现场供电不稳导

得–400 m水平测点大理岩弹性模量为32.35 GPa，泊

致数据无法接续的不足。室内同温度测试结果显示，

松比为0.1；对地应力解除岩芯进行室内温度标定试

在断电20 d后重新供电数据波动最大为7µε ，满足现

验得到岩体–环氧树脂胶–探头在耦合状态下的环向

场监测精度和稳定性要求。

补偿值为–114 µε /℃，轴向补偿值为–5 µε /℃，采用双

2）考虑岩体测量中，垂直开挖面一侧应力已经
释放，改进了应变片布片方案，实现了一次监测同步

见图18。

实现3次平行测量的试验要求。根据地应力测试原理

微应变/με

温度补偿算法，通过式（5）、（6）计算出应力监测数据
200
0
−200
−400
−600
−800
−1 000
−1 200
−1 400 0

推导了长期应力监测中3环–3轴布片方式下应变数
据与应力数据的关系公式。
3）基于完全温度补偿技术原理，改进测量中电
路采集系统通道调平范围，研发同步大范围调平测
温通道。采用高精度铂金热敏电偶，模拟测区大幅度

E=32.35
v=0.10
2.5

温度变化影响标定测温通道温度测量精度。验证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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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压/MPa

图 17
Fig. 17

解除岩芯围压率定试验数据

Fitting results of tem-value vs temperature of temperature sensor

验结果显示，依据标定数据推算环境温度与实际环
境温度误差在10到40 ℃温度区间最大偏差为0.28 ℃，
满足测量中温度记录精度的要求。
4）基于完全温度补偿技术原理提出采集电路和
测量电路的双温度补偿方法，在室内20到50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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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内温度标定试验中能够准确反映采集系统采集
示数受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与真实采集板路的温
度系数误差仅为5 ppm/℃。
5）根据马鞍山露天矿边坡监测数据显示，在一
个月的监测中，受气候影响和坡顶废渣倾倒的影响，
应力变化基本稳定。温度通道显示一天中气温数据
波动但整体温度呈明显上升趋势，各通道经温度补
偿后，轴向应力基本保持不变，环向应力变化约为
1.09～2.53 MPa，与施工情况一致。
6） 针 对 地 下 硐 室 的 岩 体 扰 动 应 力 长 期 监 测 系
统，根据在安徽某铁矿现场监测数据显示，测点温度
基本稳定在27.5 ℃，根据解除岩芯室内围压率定试
验得到测点岩体弹性模量为32.35 GPa，泊松比为
0.1。通过双温度补偿算法，测点半个月内岩体环向应
力变化约5 MPa，轴向应力变化约18 MPa，与施工情
况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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