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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面板堆石坝填筑施工的质量控制需要，利用全球卫星定位技术、无线数据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

和数据处理与分析技术，结合碾压机械进行集成，研制了一套ＧＰＳ实时监控系统，可用于填筑工程碾压施工

质量的实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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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堆石坝填筑施工的质量管理主要采取

控制碾压参数和试坑法检测的“双控”制，即主要

依靠人工控制施工碾压参数（包括铺层厚度与平

整度、碾压机械的运行速度与碾压遍数）和人工现

场挖坑取样检测等手段。这种管理方法对促进我

国面板堆石坝的建设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

着混凝土面板堆石坝规模的提高，这种质量管理

机制已满足不了现代化机械施工和进度的要求。

正在建设中的湖北清江水布垭混凝土面板堆石坝

作为当前同类坝型世界第一高坝，对填筑施工质

量控制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及时、快速地监控

大坝填筑施工质量，研制一种具有实时性、连续

性、自动化、高精度等特点的堆石坝填筑碾压施工

质量监控系统很有必要，它对提高水布垭工程施

工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填筑工程碾压施工质量控制的技术要

求，利用全球卫星定位技术、无线数据通讯技术、

计算机技术和数据处理与分析技术，并结合碾压

机械进行集成，武汉大学和湖北省清江水电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联合研制开发

出一套适用于填筑工程碾压施工质量实时监控的

系统，即填筑碾压施工质量 ＧＰＳ实时监控系统

（以下简称系统）。该系统已具备对碾压工程施工

质量进行实时、高精度、连续、自动化监控等主要

功能，可应用于大坝、道路、防护堤、机场等工程填

筑碾压质量的实时监控，是保障工程施工质量的

有效助手。

１　犌犘犛实时监控系统的组成及特点

１．１　系统组成

本系统的硬件设施主要包括以下３部分：

① ＧＰＳ卫星信号接收系统；② 无线网络数据通

讯系统；③ 计算机系统。图１是系统网络结构示

意图。

图１　系统网络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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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　监控中心

监控中心是本系统的核心。系统通过无线数

据通讯方式，将ＧＰＳ基准站的差分数据连续、实

时地发布给各ＧＰＳ流动站，同时，接收各流动站

反馈的位置信息。在监控中心实时显示大坝各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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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创面碾压机械（以及工程监理车）的精确运行位

置和状态信息，远程监视填筑工程碾压施工质量

情况。系统的数据处理、分析、储存等工作均在监

控中心实现。

１．１．２　现场分控站

现场分控站是系统中心控制室的延伸，为现

场监理人员提供方便。监理人员可在施工现场的

监理房中通过访问监控中心的系统信息，及时掌

握工程施工状态和施工质量情况。

１．１．３　ＧＰＳ基准站

ＧＰＳ基准站是为了提高系统的监控精度而

设置的。在一般情况下，为便于供电、管理和维

护，ＧＰＳ基准站应建立在监控中心。为确保监控

精度，ＧＰＳ基准站与施工区的距离应控制在５～６

ｋｍ范围。

１．１．４　移动远端

移动远端包括安装在工程监理车和各碾压机

械上的系统所需设备。

１）安装在碾压机械上的移动远端

安装在碾压机械上的移动远端主要由系统集

成机箱、ＧＰＳ接收天线和无线通讯天线所组成。

系统机箱集成了工业平板计算机、ＧＰＳ主机和无

线通讯等主要设备。移动远端与ＧＰＳ流动站相

类似，作为移动监测点，进行ＧＰＳ移动观测，其观

测项目主要是碾压机械的运行轨迹、运行速度和

碾压遍数，并将有效的观测结果连续、实时地反馈

到监控中心。同时，在碾压机械驾驶室内的机箱

中，平板计算机也用图表方式实时反映了本碾压

机械的运行工作状态。碾压机械的操作人员可通

过显示屏查看自己的工作是否满足质量要求。

２）安装在工程监理车上的移动远端

工程监理车是为工程监理单位专门配备的施

工质量监理工作车，它的主要任务是进行ＧＰＳ移

动观测和现场质量监控。其主要观测项目是摊铺

层碾压前后的堆石料厚度的变化，为控制摊铺层

厚度与平整度、计算压实率提供数据，并将观测结

果发送回中心控制室。另外，根据系统监控数据，

从质量管理角度指导现场施工。安装在工程监理

车上的移动远端设备与安装在碾压机械上的移动

远端设备相类似。

１．２　系统的主要特点

ＧＰＳ实时监控系统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１）连续、实时监控。通讯数据实现了真正意

义上的双向实时传送。无论在监控中心、现场分

控站，还是在移动远端，均可实时显示碾压机械的

运行轨迹和运行速度，在显示屏上实时反映系统

１ｓ采样率的三维位置信息。

２）自动化程度强。在整个系统中，基准站的

差分数据发送至移动远端、移动远端的位置信息

反馈到监控中心、各碾压运行的运行轨迹和运行

速度显示、监控中心的总控屏幕上显示所有碾压

运行的轨迹和速度以及数据存储、数据处理与反

馈分析等整个过程是全自动的。

３）操作简便。系统监控中心和网络中继站

完全是按照全自动化要求设计的，需要人工操作

的部分主要集中在移动远端。移动远端的操作过

程非常简便，仅涉及到开机和关机等几个必要步

骤。另外，移动远端设备简洁，体积小，重量轻，安

装和拆卸也非常简便。

４）精度高。系统的数据解算采用的是ＧＰＳ

ＲＴＫ技术，其精度足以满足碾压施工平面位置的

监控质量要求，可以有效地监控碾压机械的运行

轨迹、运行速度和碾压遍数。而在高程方面，只要

移动远端按照一定的操作方式，并采用合理的高

程拟合模型，其高程精度能够满足碾压施工摊铺

层厚度与平整度的控制需要，可达±（１～２）ｃｍ

（其分析见后）。

５）多个移动远端全天候工作。系统在同时

使用１０个移动远端的情况下，其通讯速率不会低

于１００Ｋｂ／ｓ，可支持点对点、点对多点以及网络

中继应用。系统不受天气状况的影响，符合大坝

工程全天候２４ｈ作业的需要。

２　主要技术问题及解决方案

１）碾压参数的实时监控。碾压参数主要涉

及到各移动远端碾压机械的运行轨迹、运行速度

和碾压遍数，要求实时监视来控制质量。为此，无

线通讯的数据链必须具有点对多点、双向的高通

讯速率功能，以确保定位数据的实时反馈。解决

此问题最理想的方案是选用电台或ＧＳＭ 手机方

式。考虑到经济和实用性，系统采用了无线扩频

通讯技术，实现基准站的ＧＰＳ差分信息实时传输

给各移动远端，移动远端将各自的三维空间位置

信息也实时反馈到监控中心，每间隔１ｓ提供一

次位置解算结果。这样，不仅在各碾压机械的系

统显示屏上可实时反映出各自碾压状况，而且在

监控中心和现场分控站，也可对各移动远端的碾

压状况进行实时监视。

２）观测数据的精度。ＧＰＳ载波相位实时差分

定位的一般精度为ｃｍ级，考虑到水布垭工程的移

动远端距离ＧＰＳ基准站不超过３ｋｍ，其平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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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足以满足碾压机械的运行轨迹、运行速度和碾

压遍数的计算精度要求。为解决摊铺层厚度与平

整度控制的高程精度问题，除了选择高性能、抗干

扰性强的双频ＧＰＳ接收机之外，对碾压创面的摊

铺前、摊铺后以及碾压后三次高程数据的采集方法

以及高程拟合模型作适当考虑，可以有效提高测高

精度。经分析，其高程精度可达±（１～２）ｃｍ，能够

满足摊铺层厚度与平整度的控制需要。

３）系统的稳定性问题。由于现代面板堆石

坝的填筑施工是全天候２４ｈ不间断的，而且是多

台碾压机械同时作业，要求系统的监控中心、网络

中继站和各移动远端都能够长期稳定运行。由于

系统的监控中心和网络中继站是固定安置的，只要

有工作电源保障，没有人为破坏和误操作，正常使

用情况下一般不会出问题。而设置在碾压机械上

的移动远端，不仅受冲击滚动碾的振动影响，而且

驾驶人员因工作疲劳容易误操作，所以，移动远端

系统集成机箱的稳定性设计成为问题的关键。

４）供电措施。由于基准站设置在监控中心，

其ＧＰＳ主机、收发电台、监控微机的供电不存在

问题。而对于各移动远端，涉及到ＧＰＳ主机、收

发电台、平板计算机和散热风扇等供电问题。在

系统正式运行中，有必要采用车载（碾压机械）供

电。供电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用，确保对系统设备

不造成毁坏，为此，设计并制作了专用电源模块及

有关电缆线和接头。

３　系统的高程精度分析

为评价系统的测高精度，结合碾压试验场的

某一创面，采用轻型车，按照运行轨迹基本均匀并

覆盖整个创面的方式，获取了同一高程面的三组

数据，其中一组的行车轨迹如图２所示，图中单位

为ｍ。针对试验所采集的三组数据，由于其行车

速度和错距不尽相同，使得三组数据的点数不等，

分别为９０６、９２２和６３９。

图２　一组数据的行车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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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图２中实测数据点的不规则性，有必

要采用网格法进行拟合。网格法是由小的正方形

排成矩阵式的网格，每个网格点的高程以不规则

数据点为依据，按距离加权平均或最小二乘曲面

拟合地表面等方法求得。本文采用距离加权平均

法求网格点的高程。该方法是基于一种假设，即

在区域内任一点的高程受周围点高程的影响，其

影响的大小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为求网格

点的高程，逐次对每个网格点，以网格点为圆心，

以某一限定半径作为一个搜索圆，并要求搜索圆

内有一定的数据点数，据这些数据点来计算网格

点的高程。

如果某一网格点的坐标为狓０、狔０，在搜索圆

内某一数据点的坐标为狓犻、狔犻，该点到网格点的距

离为：

犇犻＝ （狓犻－狓０）
２
＋（狔犻－狔０）槡

２ （１）

网格点的高程为：

犎０ ＝∑
（犎犻／犇犻）

∑（１／犇犻）
（２）

　　针对试验所采集的三组数据的实际情况，为

便于建网格进行分析，首先作适当的平面坐标变

换，然后可以建立长３２ｍ、宽１１ｍ的１ｍ×１ｍ

网格点图（图略），其总网点数为３１０个。

采用上述的距离加权平均法，可以分别求得

三组数据所对应的网格点高程。为评价系统的高

程精度，如果视各组网格点高程是同精度的，则可

以计算出两组数据中相同网格点高程的较差犱犼犽，

据此按下式计算其外符合精度：

犿犎 ＝
［狆犱犱］

２槡狀
（３）

式中，狆＝１，取犱
（１２）
犻 ＝犎

（１）
犻 －犎

（２）
犻 、犱

（２３）
犻 ＝犎

（２）
犻 －

犎
（３）
犻 （犻＝１，２，…，３１０），狀＝２×３１０＝６２０，［狆犱犱］

＝∑
３１０

犻＝１

（犱１２犻 ·犱
１２
犻 ＋犱

２３
犻 ·犱

２３
犻 ）。

如果取搜索圆半径犚分别为１．０ｍ、１．５ｍ

和２．０ｍ，按上述方法对系统的网格点高程精度

犿犎 进行统计计算，其结果分别为±１．３７ｃｍ、

±１．３２ｃｍ和±１．３０ｃｍ。搜索圆半径的扩大对

系统高程精度有使改善，但改善幅值不大。可见，

系统测试的高程精度可达±１．４ｃｍ，能够满足摊

铺层厚度与平整度的质量控制需要。

４　系统的初步应用情况

由于大坝填筑碾压施工质量ＧＰＳ实时监控

系统的研制在我国尚属首例，国际上有关的技术

报道也少见，没有现成的经验供仿效。因此，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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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研制开发过程中，研制小组多次深入施工工

地，了解填筑碾压施工工艺，与施工、监理和管理

技术人员进行广泛交流，熟悉碾压机械的工作性

能，并结合填筑碾压施工的实际工程和水布垭工

程的碾压试验场进行反复测试，为本系统的产品

定型奠定了基础。目前，已研制开发出移动远端

集成机箱的样机四套，均已投入水布垭工程碾压

施工的试运行。同时，系统的进一步完善与产品

开发工作也正在积极准备之中。图３为安置有移

动远端监控集成系统的碾压机械，图４为监控中

心系统的软件界面。

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帷幕的拉开及大量基础

建设项目的启动，在公路、铁路、机场、水利、电站

等建设项目中，有规模巨大的土石方工程及相应

的压实工程，本系统的成功研制不仅适用于土石

料填筑碾压施工质量的控制需要，而且也适合于

局域工程安全和运动载体的实时监控，应用市场

前景广阔。

图３　移动远端监控集成系统的应用　　　　　　　　　　　　　图４　系统监控中心的界面

　　　　Ｆｉｇ．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ｏｖｉｎｇＲｅｍｏｔｅ　　　　　　　　　Ｆｉｇ．４　Ｍａｉｎ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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