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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犘犛监测高层建筑风致振动变形及小波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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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模拟振动实验和工程实测两方面验证了高采样率ＧＰＳ单历元定位技术是一种监测高层建筑风致

振动的有效手段。应用小波对ＧＰＳ观测的振动信号进行提取，结果表明，ＧＰＳ能精确地观测到建筑物２ｍｍ

的风致振动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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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对大型建筑物进行振动变形监测的常

规传感器主要有加速度仪、倾斜仪、自动跟踪全站

仪、位移传感器、激光干涉仪等。这些方法在进行

高精度动态监测时存在一定的局限，不能满足对

大型结构建筑物进行自动、连续、实时动态监测的

需要。与这些常规方法相比，ＧＰＳ具有全天候、

无需通视、自动化程度高且能够测量建筑物的绝

对位移量等优点。特别是近年来，ＧＰＳ卫星和接

收机性能的大幅度提升［１］、高效的ＧＰＳ单历元定

位算法的提出，促使基于ＧＰＳ的工程结构健康监

测成为ＧＰＳ和土木结构工程领域中的一个研究

热点［２，３］。

高层建筑在风的作用下，将产生顺风向和横

风向的振动变形，不对称结构上还可引起弯扭耦

合振动。监测系统同时采用两台高精度的 ＧＰＳ

接收机，一台设在高层建筑的楼顶，用作移动站，

另一台设在楼层较低、受风力影响较小的楼顶，或

者视野较开阔的平地作为固定参考站，并尽可能

使两站的距离较近，从而形成短基线以便最大程

度消除ＧＰＳ误差。通过ＧＰＳ单历元定位算法确

定移动站的坐标时间序列，再与高层建筑静态时

的参考坐标进行比较，从而获得建筑在风作用下

的顺风向变形和横风向变形。本文从模拟振动实

验和工程实测两个方面研究了ＧＰＳ监测高层建

筑风致振动变形的可行性，并应用小波分析技术

从ＧＰＳ单历元定位结果中提取了振动变形信号，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１　应用小波提取信号

由小波变换的定义可知，任意信号狓（狋）∈

犔２（犚）的小波变换为该信号狓（狋）与小波函数

ψ犪，犫（狋）的内积：

犠狓（犪，犫）＝ ｛狓（狋），ψ犪，犫（狋）｝＝狘犪狘
－１／２·

∫
犚

狓（狋）珔ψ
狋－犫（ ）犪

ｄ狋 （１）

式中，ψ（狋）为基本小波函数；犪和犫分别为伸缩和

平移因子；珔ψ（狋）是ψ（狋）的共轭。小波变换通过

ψ（狋）在尺度（频率）上的伸缩和位置（时间）上的平

移来分析信号，只要适当地选取小波函数便可使

小波变换的结果具有很好的时域和频域局部特

性［４］。由此可知，小波变换具有带通滤波的功

能，可将信号分解成不同的频带。小波重构是小

波分解的逆过程。小波应用于信号提取的原理就

是先把信号分解成不同频段，然后依据提取信号

的先验频率信息，重构相应频段的信号。分解过

程先把原信号分解成低频和高频两部分，低频部

分包含的是信号的近似信息，高频部分包含的是

信号的细节信息。接着在下一层分解中，又将上

一层的低频信息分解成低频和高频两部分，如此

递推下去，从而实现对信号低频的逐步细化。小

波包与小波有所不同，它不仅对低频部分进行分

解，还对高频部分进行分解，是一种比小波分解更

为精细的分解方法。本文将采用小波包对 Ｇ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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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算的坐标序列进行分析，进而精确提取建筑物

的风致振动变形量。

２　犌犘犛监测振动变形的模拟实验

　　实验基于笔者设计的模拟振动平台，采用两

台高采样率的ＴＯＰＣＯＮＧＢ１０００双频ＧＰＳ接收

机，一台固定用作参考站，另一台安置在振动平台

上，两者相距约１０ｍ，观测场地开阔，并采用ＣＲ

３型扼流圈天线，用以减弱多路径效应的影响。

为了参考对比，实验还采用了激光测距传感器直

接对振动平台的振动位移进行测量。两观测仪器

的采样率都为２０Ｈｚ，整个模拟振动实验如图１

所示。在伺服马达的控制下，振动平台分别以频

率为０．２Ｈｚ、０．３Ｈｚ、０．５Ｈｚ，振幅为１０ｍｍ、２０

ｍｍ、３０ｍｍ沿正北指向作正弦振动。

图２给出的是模拟振动实验中由ＧＰＳ单历

元解算得到的犖 方向位移与激光位移传感器直

接到观测到的位移的对比。图２表明，在不同的

振幅和振频情况下，ＧＰＳ和激光位移传感器都能准

确地测出振动平台的实际振动，从而证明了高采样

率ＧＰＳ监测结构振动的可行性
［５］。对振幅为１０

ｍｍ的振动实验所得到的数据进行频谱分析，其结

果见图３。从图３中可以看出，即使在振幅很小的

情况下，ＧＰＳ也能准确地测量出振动平台的实际

振动频率，但是它在低频和高频段都表现出比激

光位移传感器更大的噪声，这主要是由ＧＰＳ残余

误差引起的。由于数据采样率为２０Ｈｚ，根据小

波包分解理论，采用 Ｈａａｒ小波包对两组位移信

号进行７级分解，然后对第３频段（０．１５６～０．２３

Ｈｚ）、第４频段（０．２３～０．３１３Ｈｚ）、第７频段

（０．４７～０．５５Ｈｚ）重构，分别获得振频为０．２Ｈｚ、

０．３Ｈｚ和０．５Ｈｚ的振动信号，如图４所示。图２

和图４的结果充分说明，通过小波分解和重构可

以实现频域的滤波去噪，从而准确获取真实的振

动信号。

图１　ＧＰＳ监测振动变形的模拟实验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ＧＰＳ

３　犌犘犛实测高层建筑风致振动变形

香港科技大学风洞实验室和香港理工大学土

地测量与地理资讯学系于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合作对香

港某一高层建筑进行了长时间的动态监测［６，７］。

整个监测系统安装的数据采集仪器包括两台

图２　ＧＰＳ解算的位移与激光位移传感器观测位移的对比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ＰＳａｎｄＬａｓｅｒＳｅｎｓｏｒ

５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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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ＧＰＳ和激光位移传感器观测的振动信号

的频谱密度

Ｆｉｇ．３　Ｐｏｗ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ｏｆ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ＧＰＳａｎｄＬａｓｅｒＳｅｎｓｏｒ

图４　小波提取后ＧＰＳ和激光位移传感器的位移对比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ＰＳａｎｄ

ＬａｓｅｒＳｅｎｓｏｒＡｆｔｅｒＷａｖｅｌｅ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ＰＣＯＮ ＧＢ１０００ 双 频 ＧＰＳ 接 收 机、４ 个

ＨｏｎｅｙｗｅｌｌＱＡ６５０型加速度器、一个ＧＩＬＬ型超

声波风速器。其中，两台ＧＰＳ组成基线用来监测

大厦的风致动态位移，一台安装在大厦的楼顶作

为动态站，另一台安装在香港理工大学作为参考

站，两站之间距离为０．８４ｋｍ。４个加速度器用

来监测大厦风致振动的加速度，分两组分别安装

在大厦顶层的边翼和中心。风速器用来观测大厦

现场的风速和风向，该仪器安装在楼顶的最高点。

３种仪器的数据采样率均设置为１０Ｈｚ，整个系统

为自动连续监测系统。监测大厦共６８层，高度为

２６０ｍ 左右，周围环境相对开阔，易受风载荷影

响，方位为北偏西４２°。建筑整体外形呈长方形，

长宽比例为４∶１。

依据大厦外形可知，大厦犡 轴方向的风敏感

性要远大于犢 轴方向，所以只对建筑犡轴方向的

风致振动数据进行分析。数据采集于２００８年２

月２４日凌晨１点到２点，该时段的平均风速为

１０．５ｍ／ｓ，平均风向为东偏北３１°。图５（ａ）是由

ＧＰＳ解算的犡方向的时间序列，整个时段的最大

位移为２３．１ｍｍ，并且存在１０ｍｍ左右的系统偏

差，该偏差主要是由风压导致的静态变形位移。

图５（ｃ）是安置在大厦边翼犡 方向的加速度器观

测到的加速度序列，整个时段的最大加速度为

０．７５ｃｍ２／ｓ。图５（ｂ）是由图５（ａ）中的位移序列直

接求两次偏导得到的加速度序列，整个时段的最

大值为１５１．３ｃｍ２／ｓ。图５（ｂ）和图５（ｃ）两者在数

值上相差甚远，进而说明了由ＧＰＳ解算得到的位

移序列带有强噪音，在没有进行进一步处理之前，

ＧＰＳ位移推求的加速度与加速度器实测的完全

不匹配。如果对ＧＰＳ位移序列进行小波变换，就

可以得到相应信号的时频。图６是对５００ｓ位移

序列进行分析得到的低频段信号能量变化，从图６

中很容易发现信号的频率主要集中在０．２Ｈｚ左

右。又由于数据采样率为１０Ｈｚ，所以根据小波

图５　高层建筑风致变形时间序列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ｉｍ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

Ｔａｌ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图６　ＧＰＳ观测的位移时间序列时频图

（０～０．５Ｈｚ频段）

Ｆｉｇ．６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ＧＰＳ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Ｔｉｍ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００．５ＨｚＢａｎｄ）

６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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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理论，用 Ｈａａｒ小波包对信号进行５级分解，

再重构第二频段（０．１５６２５～０．３１２５Ｈｚ）的信号

来提取所需信号。图７是用小波包对ＧＰＳ位移

序列和加速度器的加速度序列进行信号提取的结

果。其中，图７（ａ）是小波包提取的大厦风致振动

位移序列，该结果表明，即使大厦振动的振幅为几

个ｍｍ，ＧＰＳ也能清晰地观测到。图７（ｃ）是对

图７（ａ）的位移求两次偏导得到的加速度序列，

图７（ｅ）是用小波包提取的加速度信号，两者在振

动频率上完全一样，在振动加速度数值大小上也

表现一致。图７（ｂ）、７（ｄ）、７（ｆ）是为了更清晰地

对比数值结果而分别对图７（ａ）、７（ｃ）、７（ｅ）进行

时间尺度上的放大。图５和图７的结果充分展现

了小波用于提取ＧＰＳ观测的振动信号的可行性

和可靠性。

图７　小波提取ＧＰＳ观测的风致振动变形与加速度器结果对比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ＰＳａｎｄ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ＡｆｔｅｒＷａｖｅｌｅｔｓ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４　结　语

本文通过模拟振动实验和野外工程实测验证

了利用高采样率ＧＰＳ单历元动态定位技术监测

高层建筑风载振动变形的可行性、可靠性和高效

性。基于小波能将信号分解到任意频段上，并可

以实现信号的任意频段、多频段、窄带滤波这一理

论，将小波应用于ＧＰＳ振动监测中的振动信号提

取。实测数据分析表明，ＧＰＳ单历元定位技术能

清晰地观测到大型结构建筑物２ｍｍ的风致振动

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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