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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GPS测定大型桥梁动态特性的试验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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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 GPS 测定桥梁结构自振特性的可行性 , 结合武汉长江二桥开展了一次 GPS 动态监测试验工

作 ,介绍了试验实施方案及其监测结果。通过应用频谱分析法 ,有效地获取了斜拉桥跨中的振动特征 , 其结果

与竣工时采用加速度计实测的值十分吻合。研究表明 ,应用高采样率的 GPS 接收机和合理的数据处理方法 ,

完全可以高精度地实现桥梁结构自振特性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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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建筑结构动态特性测量的常用仪器设

备是采用具有惯性传感器的加速度计 ,测试方法

一般采用环境随机振动法(即利用建筑结构所处

的环境引起的微小振动 ,检测并分析结构的动力

特性)。但是 ,在应用加速度计获取高精度的振幅

和实现实时数据处理方面还存在缺陷
[ 1 ,2]

。随着

GPS软硬件的发展和 GPS接收机采样率的提高 ,

应用GPS 连续 、实时 、高精度监测工程建筑物的

动态变形已成为可能 ,有关研究见文献[ 1 ～ 4] 。

本文以武汉长江二桥 GPS 动态监测试验采集的

数据为例 ,介绍了 GPS 实施方案 、数据分析过程

及实测结果 ,旨在研究动态GPS 技术确定桥梁结

构动态特性的可行性 。

1　桥梁工程 GPS动态监测试验

武汉长江二桥的组成结构见文献[ 5] 。

1.1　试验方案

试验中采用 3 台 Trimble 5700双频 GPS接收

机 ,其中 ,一台接收机设置在南岸 ,作为基准站;一

台接收机设置在北岸 ,作为参考点;另一台接收机

固定在正桥主跨中央的桥梁上游人行道内侧栏杆

上 ,作为监测点 ,如图 1所示。试验中 ,设置两个

参考站的目的在于对比分析监测点与参考点相对

于基准站的观测数据序列的变化及质量情况 。图

1中 , 3点之间的间距分别为 657m(WH01-WH02)、

1 730m(WH01-WH03)、1 078m(WH02-WH03)。

图 1　GPS 动态监测方案示意图

Fig.1　GPS Dynamic Monitoring Scheme

设置的 3个测站的周边环境均较好 ,周围无

明显遮挡和干扰源 。监测点上的 GPS 天线是采

用测杆与斜拉桥跨中的桥梁栏杆固联在一起 ,能

够完全反映桥梁的振动状态。

数据采集时间是 2002 年 1 月 23 日下午 ,采

用环境随机振动法 ,天气状态良好。GPS 接收机

的数据采样率设置为 10Hz ,卫星高度角限值设置

为15°。按动态观测模式连续观测 , 3个测站同步

观测约1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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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观测数据处理

按整周模糊度动态解算法对观测数据进行处

理 ,将WH01点作为固定基准 ,可以同时获得监测

点(WH02)和参考点(WH03)相对于基准站(WH 01)

在WGS-84坐标系下每个历元的三维大地坐标(B i ,

Li ,Hi)。然后进行投影变换 ,将大地坐标(B i , Li)

变换为平面坐标(xi , yi), 这样 ,就可以得到点位的

三维坐标(xi , yi ,Hi)数据序列 。需说明的是 ,由于

受数据处理软件本身的限制 ,目前还只能按 0.5 s

采样间隔处理原始观测数据。

分析 3台 GPS 接收机同步观测数据 ,0.5s间

隔的公共历元数有 7 078 个 , 图 2 为监测点

(WH02)的三维数据序列经均值化后的时程曲线。

由图 2可知整个时程曲线的变化量 ,水平方向的

标准偏差为±3.9mm(x)和±2.7mm(y),最大值

为14.2mm(x)和 8.1mm(y);垂直方向的标准偏

差为±16.2mm ,最大值为 53.3mm ,这符合动态

GPS测量的正常精度 ,表明GPS 观测质量是好的 ,

数据处理结果可靠。但从图中不能直观地看出桥

梁结构的自振特性。

图 2　监测点的数据处理结果

Fig.2　Data Processing Results of Monitoring Point

2　频谱分析及结果

频谱分析法是将时域内的随机数据序列通过

傅立叶(Fourier)级数转换到频域内进行分析 ,它

有助于准确确定数据序列的频率和幅值 。频谱分

析的基本原理见文献[ 6] 。

采用频谱分析法 ,可以对试验所获取的三维

数据序列时程曲线分别进行处理 ,计算出相应的

频谱特征 。

对于桥梁等建筑结构 ,由于质量巨大 ,其结构

刚度与其质量相比显得较小 ,因此 ,建筑结构固有

的频率较低 ,一般在 0.1 ～ 10Hz。采用空间有限

元分析程序可以对武汉长江二桥正桥主跨的自振

特性进行计算分析 ,其竖向弯曲的基振频率理论

计算值为 0.255 8Hz[ 8] 。而 GPS 观测数据序列是

按0.5s(即 2Hz)时间采样率进行计算得到的 ,该

数据序列所包含的频率范围在 0 ～ 1Hz ,用于分析

零点几Hz的固有频率是可行的。

为了直观起见 ,图 3和图 4给出的是监测点

(WH02)相对于基准站(WH01)和参考点(WH03)在H

方向的频谱图 ,所对应的频率范围为 0.24 ～ 0.30Hz。

作为对比 ,同时给出了参考点(WH03)相对于基准站

(WH01)在 H方向的频谱图(见图5)。

分析图 3与图 4不难发现 ,图 3中最大幅值

(0.47mm)所对应的频率与图 4 中最大幅值

(0.49mm)所 对 应 的 频 率 是 相 同 的 , 均 为

0.270 7Hz ,而且 ,两者的最大幅值非常接近。可

见 ,由基准站(WH01)或由参考点(WH03)计算监

测点(WH02)在 H 方向的动态特征是一致的 ,这

一特性在图5中不存在。

参照文献[ 7] ,武汉长江二桥于 1995年 6月

实施通车静动载试验时 ,采用加速度计按照环境

随机振动方法 ,对正桥主跨自振特性进行了测试。

其竖向弯曲基振频率的实测值为 0.269 8Hz ,该

数值与上述GPS试验结果非常吻合 ,也很接近于

图 3　WH02相对于WH01在 H

方向的频谱图

Fig.3　Spectrum in H-direction for

WH02 Relative to WH01

图 4　WH02相对于WH03在 H

方向的频谱图

Fig.4　Spectrum in H-direction for

WH02 Relative to WH03

图 5　WH03 相对于WH01 在 H

方向的频谱图

Fig.5　Spectrum in H-direction for

WH03 Relative to WH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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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计算值(0.255 8Hz)。

3　结　语

虽然桥梁建筑结构的自振幅值较小 ,完全被

GPS多路径效应和其他误差所掩盖 ,但是通过频

谱分析法对观测数据序列作变换 ,可以有效地确

定桥梁结构的动态特征。

结合武汉长江二桥正桥主跨的 GPS 动态监

测试验 ,其竖向一阶固有频率的 GPS 实测值与通

车试验时采用加速度计的实测值十分吻合 ,也很

接近于理论计算值 ,表明应用动态 GPS 监测大型

桥梁的动态特性是可行的 ,为桥梁自振特性测试

提供了一种新的 、有效的测量手段 。

限于篇幅 ,水平横向的试验结果未列出 ,其效

果与竖向测试结果相类似 。下一步研究工作的重

点是利用能够处理0.1s(即10Hz)时间采样率GPS

观测数据的软件 ,深入分析高阶振型自振特性确

定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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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and Result for Measuring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Bridge Using 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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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proceedes the actual test work for GPS dynamic monitoring , and introduces the

experimental implementing scheme , data processing method and monitoring result.This paper availably

obtains the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middle span of cable-stayed bridge by using the spectral analytic

approach.The result and the surveying value obtained by the accelerometer when the bridge was completed

are very identical.The results have shown that , with GPS receiver of the high sampling rate and suitable

data processing method , the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ridge structure can be determined with high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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