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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汕头市过海超长顶管工程的实际需求，研发出了一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适用于超长距离顶管施

工的自动测量系统。３台全站仪组成一个系统，每测量一次，只需３ｍｉｎ。该系统能够达到ｃｍ级精度，具有可

靠性强、测量精度高的特点，可以在恶劣的施工环境中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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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市过海顶管工程位于汕头港海口海湾大

桥上游，过海顶管全长２０８０ｍ，管口径２ｍ，管壁

厚２．２ｃｍ，属于小口径超长距离（国内第一）顶

管。南岸工作井采用圆形沉井结构，外径为１８

ｍ，内径为１５．６ｍ，工作井在承包范围的制作高

度为３３．３５ｍ，沉井刃脚标高为－２９．７５ｍ，沉井

为二阶内阶梯圆形结构。沉井设置“井”字形底

梁，与刃脚结合将沉井底部分为９个隔仓。钢顶

管顶进至１１０ｍ处将穿越长度为１２ｍ的华能电

厂灰池大堤块石基础；在顶进至６４７ｍ处将进入

长度为４９ｍ的中风化花岗岩岩层，需要在气压

条件下爆破施工；在顶进至约１５００ｍ处将进入

中／粗砂层。本文针对该２０８０ｍ长的小口径顶

管施工，研究开发出了超长顶管智能测量控制系

统来引导施工，它是进行顶管自动测量与导向的

理想系统。系统以瑞士 Ｌｅｉｃａ公司的自动型

ＴＣＲＰ１２０１全站仪为传感器，配合自动测量与导

向的软件，在计算机的控制下全自动地工作，无需

人工干预。汕头市顶管自动测量与导向系统可完

全自动地采集、传输与处理顶管机头测点的三维

数据，通过有线转换接口通讯，可实现远程监控管

理，从而实现了顶管施工监测的自动化与智能化。

１　顶管施工测量方法

顶管施工测量的任务是依据工作井内测设的

导向短基线的方向和高程，实时测量管前机头后

座中心横向和竖向的偏值，指导机头向前推进的

正确方向，使管子最终能与接收井内的接收孔准

确贯通。顶管施工工艺是在管前机头用高压水枪

冲击地层土使之成为泥浆并抽出，工作井内由４

个千斤顶采用油泵液压加顶铁向前推进钢管，一

节钢管顶完后就焊接下一节钢管，如此循环顶进。

每顶进一块顶铁即０．９ｍ长（约１０ｍｉｎ），就

需要测量出顶管机头当前的位置，并与设计管道

轴线进行比较，求出机头当前位置的左右偏差（水

平偏差）和上下偏差（垂直偏差），以引导机头纠

偏。为保证顶管施工质量，机头位置偏差必须加

以限制，因此纠偏要及时，做到“随测随纠”。

目前国内顶管大多为短距离顶管，在工作井

内，能与机头直接通视，因此测量机头的位置比较

简单，在工作井内安置经纬仪和水准仪，或激光指

向仪，并在机头内安置测量标志，就可以随时测量

机头的位置及偏差。长距离的曲线顶管受管道视

距限制，始发井下测站的仪器无法直接测量管道

最前端机头的位置，必须用导线测量的方法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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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内逐站测量至机头，以求出机头的位置偏差。

顶管过程中，整条管道是移动前进的，管道内的

导线点也是移动的，因此在管道中进行人工导线

测量作业条件差，操作困难，测量时顶管施工必须

停止［１］，占用时间多，进行３站的管道测量需费时

约２ｈ。和隧道或地下铁道施工测量不同
［２４］，每

一次测量机头位置，都必须全程由工作井出发至

机头逐站进行，人工测量的工作量就越来越大，

无法满足顶管快速纠偏的需要。解决超长顶管施

工测量存在的问题必须改变人工测量的落后方

法，采用自动测量技术［５，６］。

２　自动全站仪及其二次开发技术

本文系统采用徕卡ＴＣＲＰ１２０１型全站仪，该

全站仪不仅性能稳定而且测量精度高，其测角精

度为１″，测距精度为１ｍｍ＋２×１０－６。它可以长

时间自动、连续、高精度地对目标进行观测，具有

几点适合顶管自动测量的高新技术：① 快速精

密的新型液体补偿系统；② 动态频率补偿技术；

③ 稳定可靠的ＲＴＯＳ实时操作系统；④ ＡＴＲ自

主式自动目标识别、照准与跟踪技术；⑤ 多种联

机控制方式；⑥ 二次开发技术。

３　顶管自动测量系统的构成和应用

顶管自动测量系统的第一台自动全站仪固定

在始发井下的强制对中墩上，为地下导线测量的

起始点；在井壁上设置后视点，它们的起始坐标

和方位角通过联系测量获得［７９］，在顶管过程中，

始发井不动。通过自动导线接力传递测量，在管

道中的测站上安置德国产的自动整平基座，自动

整平基座以１２Ｖ 的直流电源作为动力，当管道

推进自动全站仪整平受到破坏时能及时自动地把

仪器的基座整平。德国产的ＡＤ２１２自动整平基

座，整平精度为±３２″，整平范围为１０°４０′。在每

一个导线点上必须同时安置自动全站仪和棱镜，

这就需要在每一台自动全站仪的手柄上固定一个

棱镜，并且使棱镜中心和全站仪的旋转中心位于

同一垂线上，这由棱镜连接器完成，如图１所示。

在顶管机头中心安置棱镜，整个系统由一台计算

机来控制各台全站仪的测量并进行数据的传输和

处理［１０，１１］，计算机与各台全站仪必须通过接口有

线连接。

顶管自动测量系统在运行前需要进行系统初

始化。① 在计算机的工作文件中输入井下导线

图１　在顶管中的自动全站仪、棱镜和自动整平基座

Ｆｉｇ．１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Ｔｏｔ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Ｍｉｒｒｏｒ，ａｎ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Ｂａｓｅ

起始点坐标及后视点的方位角；② 在计算机的工

作文件中输入管道轴线的设计元素：起、终点坐

标，曲线主要点坐标，曲线元素，管道坡度等；

③ 通过学习使各台全站仪自动记忆各点的方向，

并把定向值自动输入计算机文件。这样，下次自

动测量时，各站仪器能很快找到目标。

经初始化后的系统，可随时启动自动测量。

系统构成示意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顶管自动测量系统构成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ｉｐｅＪａｃｋｉｎｇ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本文系统采用面向对象的编程思想，采用

ＶＣ＋＋编写系统框架数据采集功能、出错处理，完

成系统测量模式，采用ＶＣ＋＋完成数据处理、报警

处理、系统模块整合与调试、系统测试、生产实验

与实际项目应用。运行环境采用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

ＡｃｃｅｓｓＸＰ（２００３）。要求系统在以下硬件环境中

运行：① 徕卡ＴＣＲＰ１２０１全站仪３台，并开通开

发环境ＧｅｏＣｏｍ；② 工业笔记本电脑ＰⅣ２．０以

上，内存容量５１２Ｍ以上；硬盘２０ＧＢ以上，带有

Ｕｓｂ１．１以上接口３个；③ 棱镜６块；④ 自动整

平基座２只；⑤ 通讯接口及屏蔽线各３组。

由笔者自主开发的顶管自动测量系统，在计

算机的控制下，各站点上的自动全站仪相互配

合、自动有序地测量各导线点的水平角、垂直角及

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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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长，如同人工测量一样，由导线起点逐站进

行。前后视仪器上的棱镜自动对准测站，相应的

望远镜自动低头，以免干扰测站仪器的照准，其

他站上的仪器自动面向测方，以免视场上出现多

个棱镜。角度和边长测量数据自动传回计算机进

行数据处理，计算机显示系统的测量结果。３站

导线测量每循环测量一次，约为３ｍｉｎ。每顶进

一块顶铁（０．９ｍ长），约１０ｍｉｎ，就要测量一次，

这样周而复始的测量频率很高，大大提高了施工

的效率。系统学习和自动测量的界面如图３

所示。

图３　系统学习和自动测量的界面

Ｆｉｇ．３　ＳｃｒｅｅｎＣａｐｔｕｒ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

为了验证自动测量系统的可靠性，采用人工

测量的方法进行对比。系统由３台自动全站仪组

成，人工测量时，角度测量一测回，边长往返观

测。人工测量和自动测量成果之间的较差，反映

了自动测量系统的可靠性及测量精度。顶管自动

测量系统在本顶管中共进行３０次以上与人工测

量的对比，结果显示，自动测量和人工测量的较差

（左右偏差、上下偏差）均在±１ｃｍ以内。由此可

见，自动导线测量系统的测量精度和人工测量精

度基本一致，成果也是同样可靠的。实际上，由

于自动测量在地下管道中瞄准精度高、测量速度

快，在各方面都要优于人工测量。

表１是采用自动测量系统测得的机头中心在

里程１１１７．３７７～１１５２．６０９ｍ区间与设计值的

偏差数据。

由表１可以看出，采用智能测量引导系统对

机头位置纠偏达到了很好的结果，在超长距离的

不利条件下可以使横向误差及竖向误差控制在

２５ｍｍ之内，从而保证了整条管线顺利贯通。智

能测量引导系统在汕头市过海顶管工程中的成功

应用说明，对于高难度、超长距离的顶管工程，该

系统有着很好的应用前景。

表１　横向与竖向偏差表

Ｔａｂ．１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ａｎ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Ｅｒｒｏｒｓ

里程

／ｍ

横向误差

／ｍｍ

竖向误差

／ｍｍ

里程

／ｍ

横向误差

／ｍｍ

竖向误差

／ｍｍ

１１１７．３７７ １４．３ ２４．０ １１３５．４１２ －１．１ －１４．７

１１１８．２８８ ７．９ １４．０ １１３６．３０３ ６．０ －６．５

１１１９．１９８ －２．４ １４．２ １１３７．２０２ １．３ －２．５

１１２０．０８８ １８．６ １４．５ １１３８．１７２ １３．８ １．３

１１２０．９８０ ２１．５ １５．７ １１３９．０８ １７．０ ４．７

１１２１．８９６ １２．５ １３．３ １１３９．９７４ １３．４ ４．５

１１２２．８０６ ２．１ ８．５ １１４０．８７６ １４．１ ５．８

１１２３．６８９－１２．２ ４．２ １１４１．７７９ ７．９ ５．１

１１２４．５７９ －３．３ ３．２ １１４２．６７１ ４．１ ６．７

１１２５．４９６ －６．２ －１．７ １１４３．５７９ ０．２ ８．３

１１２６．４１４ ４．７ －２．５ １１４４．４８９ －１０．１ １５．７

１１２７．３８４ ９．９ －５．６ １１４５．３６９ －２．９ ２０．４

１１２８．２８４ １２．０ －４．５ １１４６．２６８ ５．５ １４．６

１１２９．１８４ １６．９ －７．５ １１４７．１６９ １３．０ １５．０

１１２９．９９３ １１．３ －４．８ １１４８．０７７ ３．６ １２．５

１１３０．９８４ ９．８ －５．０ １１４８．９７９ １０．１ １０．９

１１３１．８７３ １４．０ －８．７ １１４９．８８９ －９．１ ８．４

１１３２．７７９ １６．５ －１２．６ １１５０．７９６ －１３．４ ６．２

１１３３．６０４ １．０ －１４．５ １１５１．６９５ －８．６ ３．９

１１３４．４８７ －８．７ －１６．９ １１５２．６０９ １．５１ １．３

４　结　语

顶管自动测量系统在汕头市顶管工程中得到

成功应用，最终汕头市２０８０ｍ 的超长顶管于

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８日顺利贯通，横向和竖向贯通误

差均小于３ｃｍ，这一工程的完成充分体现了顶管

自动测量系统的可靠性和优越性。这套系统的优

点为：① 系统运行稳定性好。顶管自动测量系统

对机头进行连续跟踪测量，成果相当稳定，符合

机头位置变动的逻辑，大部分为顶管顶进过程中

的动态测量。② 系统测量精度高。顶管施工中，

测定机头位置偏差达到ｃｍ级精度。③ 系统自动

化程度高。在系统运行的控制软件中编写了许多

自动纠错程序，系统容错性能很好。例如管道中

人员走动及物体阻断测量视线虽会引起测量暂

停，但计算机会显示视线被挡的信息，提示被阻

挡的地方，因此可以很快排除障碍物，一旦障碍

物排除，自动测量系统便可自动继续进行测量，

避免了测量视线被阻断时系统停止运行，须人工

逐站重新启动。④ 系统可以在恶劣的施工环境

中正常运行。在汕头市顶管施工中，空气中水汽

很大，湿度也很高。一方面，这对测量精度产生

很不利的影响，尤其是三角高程精度；另一方面

也会对自动测量的仪器设备产生损害，但自动测

量系统运行很正常。随着自动全站仪和计算机的

联机使用，自动测量系统将会得到更广泛的应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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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它的连续跟踪、快速测量功能，解决了超长

距离特殊顶管工程的测量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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