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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大型场馆改造中越来越多的使用钢结构插层的方式,这样可以让大空间得到更为广泛的
功能使用,在施工的过程中考虑到大体量钢结构自身及吊装设备、运输设备的重量问题,且该类建筑楼板
跨度普遍较大,因此对楼板进行变形监测成为了这一类型项目中较为关注的问题,本文以某展览馆插层
改造项目为例,详细阐述了楼板变形监测的全过程方法,为类似的项目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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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method of slab deformation monitoring in the intercalation of large-volume
stee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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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reform of the major venues intercalating way more and more use of steel structure, so
that we can make large space to get more extensive use func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considering
DaTiLiang steel structure itself and the weight of the hoisting equipment,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 and the
class building floor span generally bigger, therefore carried out on the floor slab deformation monitoring has
become more concern in this type of project, this article to a gallery intercalating renovation project as an
example, in detail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floor slab deformation monitoring metho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imilar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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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测点布置位置的考虑,首先采
用北京盈建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
YJK1.8建筑结构计算软件进行房屋整体
建模,根据现场调查情况及原始图纸资
料设置计算参数,然后根据模型的竖向
位移计算结果在大跨度楼板内部布置监
测点,同时在四周的角点上布置监测点。
房屋计算模型及竖向位移计算结果如图
1、2所示。
经过比较分析,选择在四层楼板上
部测量楼板竖向变形的方案,另外为保
证测量精度,计划采用水准仪加测微器
进行竖向变形监测,拆除监测点附近的
架空面砖,在楼板上部打膨胀螺栓布置
监测点。4层楼板变形监测点布置建筑、
结构示意图如图3、4所示。

3 楼板变形监测结果及分析
本次变形监测基准点（设在4个核心
图 3 4 层楼板变形监测点布置建筑示意图

筒内)的假定高程值取为4.00000m,以下
变形监测点高程均相对于该高程。监测
点分散布置在结构楼板面上,共18个。采
用水准测量闭合回路法,利用水准仪对
设置在楼板面上各测点的高程进行测量,
自4月至7月共7次,结果见表1,后期由于
装修等原因导致部分监测点无法测量,
根据设计单位的计算及分析,本次楼板
监测报警值设为25mm。
根据监测数据成果制作监测周期完
整的角部测点F1~F4,北部测点F5~F7、
F9~F10,南部测点F13、F16~17变形曲线
图,并据此进行分析,以下为典型测点

图 4 4 层楼板变形监测点布置结构示意图

F2、F4、F5、F16的变形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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