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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综合国力在不断增强,地铁作为人们出行的一种重要交通工具,其安全性能
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本文首先阐述了静力水准系统的工作原理,之后分析探讨了静力水准系统特点及
使用时注意事项,最后研究分析影响静力水准系统测量精度因素及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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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static level in subway structure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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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my country's socialist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continues to increase, the subway,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for people to travel,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its safety performance.
This article first explains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the static leveling system, then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atic leveling system and the precautions when using it, and finally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measurement accuracy of the static leveling system and the improvement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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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重力异常的影响
由于地球万有引力的作用,静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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