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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桥梁建设有几千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基础建设也突飞猛进,交通领域大
型或特大型桥梁在祖国广袤土地上也雨后春笋般的建成。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有关桥梁建设的大型桥梁
变形监测技术和设备也不断发展,业界对大型桥梁建设管理的经验也不断地丰富,桥梁形变(结构)监测
内容也向着精细化发展,为公路、铁路、城市道路运输的安全性建设与运营及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奠
定了基础。因此为了保障交通顺畅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必须建立健全的桥梁监测体系,选择正确的
桥梁监测技术。基于此本文就桥梁形变监测内容与技术进行分析阐述。
[关键词] 大型桥梁特点；桥梁形变；动态变形；地基 SAR
中图分类号：TU997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f Deformation Monitoring Technology of Large Bridges
Youkai Lao
Ningbo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Co., Ltd
[Abstract] Bridge construction has a history of thousands of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y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has also made rapid progress, and large or super large
bridges in the field of transportation have sprung up in the vast land of the motherlan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deformation monitoring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of large bridges
related to bridge construction are also developing, the industry's experi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large bridges is constantly enriched, and the content of bridge deformation (structure) monitoring is also
developing towards refinement, which has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safety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highway, railway and urban road transportation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refore, in order to ensure smooth traffic and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we must establish a
sound bridge monitoring system and select the correct bridge monitoring technolog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expounds the content and technology of bridge deformation monitoring.
[Key words] large bridge characteristics; bridge deformation; dynamic deformation; foundation 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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