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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地铁建设迅速发展,已运营地铁隧道结构安全及保护工作也越发重要,目前隧道内自动化
监测技术以其高精度、实时等优点逐渐替代传统人工监测技术,在隧道外部基坑、穿越等施工影响既有
地铁隧道监测中占据重要地位。本文主要讲述一种较为少见的外部作业施工-在建地铁隧道盾构长距
离并行施工影响既有运营地铁隧道的监测方法,通过对该项目监测方案的实施及后续自动化监测数据
分析,总结并积累一定经验,为后续类似监测项目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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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镜相互之间的遮挡或干扰,尽量呈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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