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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基于ＧＩＳ的路面养护管理信息系统的集成方案的总体框架和关键技术。该系统利用自动化

的路况快速检测设备采集各种原始路况数据，经过加工、筛选、过滤和综合，形成路面养护管理综合数据仓库，

与公路路网的空间与属性数据融合，实现基于ＧＩＳ的多源数据一体化管理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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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面养护管理信息系统是集系统分析、工程

经济、专家预测、公路养护及计算机技术等为一体

的计算机辅助决策系统［１］，而地理信息系统则是

养护系统中进行路面使用性能评价、养护对策研

究、养护计划制定、分配和实施的关键部分［２］。路

面养护管理信息系统（ＰＭＳ）是基于地理信息系

统（ＧＩＳ）的管理系统，分为空间数据模块和业务

数据模块，其中空间数据模块主要处理ＧＩＳ中用

到的公路地图及其相关的地理位置信息，业务数

据模块主要处理路面的几何参数、路面状况、附属

设施状况以及修建维护资料等。

我国交通部公路研究所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

考察和引进国外道路养护管理系统的基础上，编

制了ＣＰＭＳ路面管理系统
［２］。该系统在公路宏

观管理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对具体的

养护管理单位并不能满足要求：① 当前的路面管

理信息系统与我国的国情联系不是十分紧密，与

用户的实际工作流程有一定的距离，限制了其推

广与应用；② 用户的数据采集设备和路面管理软

件系统缺乏统一的数据结构标准，采集的数据不

方便入库，往往需要人工进行格式转换；③ 很多

数据采集设备使用效率低下，不适合普查检测，不

能建立完整全面的路况数据库；④ 公路养护业务

与病害数据相割裂，公路养护管理宏观控制和规

划水平难以提高。

因此，有必要研究路面养护管理信息系统的建

设理论、技术和方法，建立数据采集、生产加工、管理

和分析的一体化的系统，实现路面数据采集、处理、

管理与应用的集成，推动公路养护管理的信息化，为

公路交通事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技术保障。

１　路面养护管理信息系统总体框架

路面养护管理信息系统的总体框架如图１所

示。该框架具有多层体系结构，包括原始数据采

集层、数据预处理层、数据管理层、数据分析层和

数据应用层。其中原始数据采集层利用综合道路

检测车采集路面图像、前方资产图像、平整度数据

和车辙数据；数据预处理层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加

工、处理，得到路面病害并进行自动分类入库；数

据管理层利用数据库技术和ＧＩＳ技术，存储和管

理养护业务数据、公路空间地理数据和路面设施

空间与属性数据，并且负责数据的安全、完整性、

一致性管理和并发控制，实现公路空间数据与路

面各种属性数据的关联；数据分析层由数学模型

库、专家知识库和养护规则库等组成，为养护预

测、决策提供技术支持和基础；应用层由一系列应

用服务组成，提供查询、统计、分析、预测功能，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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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行政办公等。系统逻辑结构如图２所示。

图１　路面养护管理信息系统的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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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路面养护管理信息系统逻辑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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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养护管理信息系统利用 ＧＩＳ数据作为

联系纽带管理各类道路数据，构成统一基础平台，

对外提供统一的数据展现和功能服务。该平台集

中管理协调各养护管理单位和处室的日常业务，

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数据挖掘、智能分析，为道路养

护管理部门提供辅助决策支持，减少不合理的养

护投资，节约养护费用，保证所有路面状况数据的

一致性和准确性。

２　路面养护管理信息系统的关键技术

２．１　犌犐犛技术

在路面养护管理信息系统中，ＧＩＳ技术体现

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１）公路网的空间数据管理，主要涉及公路的

路段、路线、区间、节点、桩号等公路空间信息。

２）公路沿线设施的空间信息及属性数据的

管理，主要涉及公路的桥涵、交通工程设施、收费

站等各类设施的空间位置及属性。

３）公路路面状况数据的管理，主要涉及到路

面的平整度、病害、弯沉值、摩擦系数等，这些数据

与其空间位置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４）基于ＧＩＳ系统的公路路面的可视化表达，

包括在 ＧＩＳ基础平台上以颜色和图表方式显示

公路路面的各分项指标以及综合指标，支持地图

放大、缩小、平移、查询等功能；在 ＧＩＳ基础平台

上显示某一路段的详细路面图像和道路周边图像

信息；在ＧＩＳ基础平台上以虚拟行车的方式浏览

详细的路面及前方道路图像信息等。

２．２　路面数据采集的多传感器集成技术

路面养护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应用迫切需

要详细、真实且具有现势性的路面状况数据资料，

这些数据资料的采集与获取需要测量快速、数据

准确、定位精确、无损路面的检测仪器设备。随着

计算机、电子、激光测量、图像采集与处理、ＧＰＳ

精密空间定位等技术的发展，路面无损检测设备

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涌现出一些实用的系统，

这其中包括由武汉大学交通研究中心研发的Ｓｍ

ａｒｔＶ路面综合检测车，如图３所示。

图３　ＳｍａｒｔＶ路面综合检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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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ｍａｒｔＶ的基本功能包括路面图像采集、前

方图像采集、平整度测量和车辙测量４个方面，其

测量传感器包括ＧＰＳ、车轮编码器、路面相机、前

方相机、激光测距机、激光扫描仪等。图４为Ｓｍ

ａｒｔＶ的多传感器集成控制示意图。

图４　ＳｍａｒｔＶ多传感器集成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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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路面病害自动识别技术

路面病害自动识别技术是指运用计算机图像

处理技术来自动或半自动识别路面的各种病害。

路面病害主要表现为各种结构类破损，如裂缝、破

碎、坑槽等，以及变形类病害，如沉陷、拥包、车辙

等。对结构类路面破损病害识别，主要对路面图

像采用灰度分析、纹理分析的算法提取病害的区

域及几何参数，然后再以自适应模糊聚类和人工

神经网络等算法实现对病害进行分类与识别，如

图５所示。对变形类病害的识别，通过对激光扫

描仪获取的路面三维空间数据，以曲面拟合、等高

线计算等空间分析算法来识别与量化。

图５　病害识别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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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病害自动识别软件的优劣直接关系到路

面养护管理信息系统的基础业务数据采集与更新

的速度、效率、时效性、真实性和准确性。优秀的

路面病害自动识别软件可大大提高路面病害数据

采集入库的效率和精度，并有效降低劳动强度。

２．４　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

数据仓库是用于管理决策支持的面向主题

的、集成的、稳定的、随时间变化的数据集合［８］。

通过数据仓库，可以把养护管理单位不同业务系

统的数据集成起来，提供一个统一的视图，获得有

关路面状况、道路沿线设施状况和路面通行指数

变化趋势等更为综合的路面信息。

在建立数据仓库的基础上，可以进行联机分

析处理（ＯＬＡＰ）和数据挖掘，从不同的角度观察

路面的运行数据，查找规律，获取知识，使海量数

据的潜在价值得以充分发挥，最大限度地支持决

策和规划。

通过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技术，采用灰色模

型、回归模型等方法，可以进行交通量以及交通结

构对路面通行指数变化趋势的预测；通过关联规

则挖掘、分类预测、规则推理等方法，根据路面信

息数据库中关于该段路面各项数据指标，结合公

路养护专家的经验，建立相关的公路养护方案模

型，可以帮助管理部门进行养护方案辅助决策并

制定养护预算；在总结长期路面各项指标的变化

规律的基础上，结合路面的结构、交通量及养护支

出等各项参数，建立道路通行指数预测模型；根据

公路路面当前的各项指标以及各项指标演化的规

律，结合前期路面养护的支出及路面的结构、交通

量等各项参数，可以建立道路养护预测模型，辅助

养护方案决策。

３　结　语

路面养护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要充分发挥

ＧＩＳ在路面养护数据的标准化、空间化、可视化方

面的作用。另外，需要建立完善的法规和管理制

度，在相关技术手段的配合下，确保源数据信息的

完整性和准确性，保证数据安全和数据的动态更

新。

随着国家加大对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路

面养护管理正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基于ＧＩＳ

的路面养护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方案的研究和应

用，将丰富完善数字化路面养护理论架构和实践

经验，有利于推动路面养护信息系统大范围深层

次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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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ＳＷＤＣ４数码航空相机虚拟影像生成　　　　　　　　　　李　健，等

 图形简化过程中空间拓扑关系抽象的规律 郭庆胜，等

 顾及测站点上重力场信息的大地水准面高的拟合方法 程芦颖，等

 基于整体最小二乘法的线性回归建模和解法 鲁铁定，等

 利用ＧＮＳＳＲ信号反演海浪波高 邵连军，等

 端元光谱自动提取的总体最小二乘迭代分解 吴　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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