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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特区建工集团旗下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承建的地铁3131标3号线三期福保站正式开

通，车站以“璀璨星河”为设计主题，LED节能灯搭配黑白两色三角形造型，令人抬头便犹如

望见满天星辰。福保站的开通，宣告了保税区“无地铁”历史的结束，将极大改善片区的交通

出行条件，为建设河套地区、推动深港科技创新合作注入活力，有力促进了粤港澳大湾区、深

圳先行示范区的建设。

特区建工集团培训学院与产业工人实训基地正式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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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研究

公路车辙路面在潮湿天气下的抗滑性能评估

付  娆
（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深圳 518024）

[摘 要] 众所周知，车辙是潜在的道路安全隐患，在潮湿天气下可能导致打滑事故。车辙通常沿着车轮路径形成，在潮湿

的天气下形成车辙的车轮路径中更深的积水会导致路面抗滑性能下降，进而增加行车的安全风险。尽管人们普遍认识到在积

水的车辙路面上行驶的潜在危险，但由于分析雨天路面抗滑性能的复杂性，雨天车辙路面的抗滑性能降低幅度尚未得到很好

的研究和记录。基于一个最新开发的抗滑性能仿真模型，本文提出了一种分析方法以评估在不同的路面水膜厚度和不同的车

速下，有不同车辙深度的公路路面的抗滑性能。本文中的仿真模拟分析旨在强调评估抗滑性能时考虑车辙深度的重要性以及

潮湿天气中车辙路面的打滑风险。

[关键词] 抗滑性能；车辙路面；车辙深度；路面水膜厚度；车速

Evaluating wet-weather skid resistance of rutted highway pavements

Fu Rao
(Technology Center, Shenzhen Road & Bridge Group, Shenzhen 518024)

Abstract: Ruts are known to be a potential road safety hazard which can lead to skidding accidents in wet weather. Ruts are commonly 

formed along vehicle wheel paths and they present increased safety risks because they collect water during wet weather, thereby 

causing the skid resistance to fall due to the thicker water depths along the rutted wheel paths. Although the potential danger of driving 

on flooded ruts is well recognized, the magnitudes of reduced skid resistance on rutted pavements on rainy days have not been well 

studied and documented due to the analytical complexity in analyzing the skid resistance characteristics of a pavement surface during 

wet weather. Using a recently developed theoretical skid resistance simulation model, this paper presents a procedure to evaluate the 

skid resistance on rutted highway pavements for different rut depths under different surface runoff flow conditions and different vehicle 

speeds. The analysis serves to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considering rut depth in assessing the skid resistance and hence the skidding 

risks of rutted pavements in wet weather.

Keywords: skid resistance; rutted pavement; rut depth; surface runoff depth; vehicle speed

0  引言

世界范围内的统计数据表明，潮湿天气下的道

路交通事故约占所有道路交通事故的20％[1-4]。现

有研究发现，雨天路面抗滑性能的降低是造成潮湿

天气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1、3、5]。湿滑路面的抗滑

性能降低是由于运动的轮胎与路面积水之间的相互

作用引起的。轮胎和路面积水间的相对运动，导致

轮胎受到积水浮力的影响，并减小了轮胎与路面的

接触力和轮胎与路面的接触面积，进而导致轮胎与

路面间抗滑性能的损失[6、7]。

当车辆在潮湿的路面上行驶时，影响抗滑性能

的主要因素是路面上水膜的厚度。过去的实验和现

场研究发现，在给定的车速下，路面的抗滑性能会

随着路面上水膜厚度的增加而降低[6、8]。在有车辙

的路面上，车辙中的积水深度比路面上没有车辙的

部分积水更深。由于车辙通常沿着路面的车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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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因此在评估车辙路面的抗滑性能时，有必要

考虑车辙中更深的积水。

尽管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在有积水的车辙路面

上行驶的潜在危险[9、10]，但由于分析雨天路面抗滑

性能的复杂性，雨天车辙路面的抗滑性能降低幅度

尚未得到很好的研究和记录。基于一个最新开发的

抗滑性能仿真模型，本文介绍了一种分析方法，用

于评估在雨天时，已知车辙深度和路面表面水膜厚

度的情况下，车辙路面的抗滑性能。基于该方法，

本文还提供了一个示例，以评估正常公路运营中，

在不同车辙深度和不同路面水膜厚度的情况下，车

辙路面的潮湿天气抗滑性能降低程度。

1  研究意义

车辙是一种经常出现在沥青路面车轮路径上的

主要病害，是在反复施加的车辆荷载作用下，路面

层中不可逆（或永久）变形的积累导致的。除了导

致路面粗糙度增加和行车舒适性下降外，车辙还会

引起驾驶安全性问题，例如滑水和打滑[9-11]。如上

所述，行驶安全性问题是车辙中存在的积水引起的

抗滑性能降低导致的，主要存在以下两种与车辙路

面的行车安全问题有关的不利道路状况：（i）在

降雨停止后，没有更多的水流过路面，但是水沿着

车轮路径被截留在车辙内；（ii）在降雨期间，路

面上不断有水流过，形成一定厚度的水膜，车轮路

径上的车辙被水淹没。

上述情况（i）中，车辙内的水深可以认为与

车辙深度相近；而在情况（ii）中，水的深度将

比情况（i）高，因为  车辙被水淹没，并且路面上

出现了一定厚度的水膜。对于以给定速度行驶的车

辆，情况（ii）的抗滑性能更低，因为路面上有

车辙部分的总水深更深。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在情

况（ii）中，路面的抗滑性能比情况（i）低，但

由于下雨，车辆也将以较低的速度行驶。因此，应

仔细分析这两种情况，以确定它们各自给车辆带来

的打滑风险。文献[10]中Fwa等人已经研究了情况

（i）的打滑风险。本文将分析情况（ii）中，不

同车辙深度和水膜厚度下路面有车辙部分降低的抗

滑力，并将其与路面无车辙部分的抗滑力值进行比

较。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强调在评估路面抗滑性能

时考虑车辙深度的重要性，并且评估在潮湿天气中

车辙路面的打滑风险。

2  抗滑机理

研究湿滑车辙路面的抗滑性能，首先需要明确

图1  轮胎与湿滑路面抗滑机理图

路面与轮胎之间的抗滑机理。经过大量学者长时间

的研究，目前公认路面的抗滑性能由轮胎与路面之

间的摩擦力产生，此摩擦力的大小受路面与轮胎橡

胶之间的附着力和滞后变形的综合影响。在干燥的

路面上，轮胎与路面有良好的接触，因此抗滑性较

高。当路面潮湿或有积水时，路面与轮胎之间形成

水膜，水膜起润滑作用，抗滑性能会显著降低。

图2  有限元抗滑性能分析仿真模型

路面和路面积水之间的相互作用，计算车轮滑动受

到的阻力。它利用固体力学和流体动力学的理论来

分析轮胎和水的相互作用，轮胎和路面的相互作用

以及水和路面的相互作用。

图2显示了用于分析抗滑性能的有限元模型，

模型考虑了影响抗滑性能的三个关键要素：轮胎，

路面和水之间的相互作用。本模型包括轮胎与路面

接触模型，流体与轮胎相互作用模型和流体与路面

相互作用模型。模型分析过程涉及三个元素之间相

互作用的迭代。

3  研究范围

本文中的分析主要针对高速公路和主要干道，

因为较高的行车速度更容易发生打滑事故。而且与

其他低等级道路相比，这两种公路上的行车速度和

交通量都更高，事故的后果可能比其他低级道路更

加严重。分析中考虑的是在公路上行驶的标准用车

的情况。

在评估路面抗滑性能时，影响结果的三个关键

变量是水膜厚度，路面车辙深度和车速。这三个变

量的数值范围选择主要考虑覆盖潮湿天气中高速公

路和主要干线的正常运行条件，因此选定的水膜厚

度范围为0至10mm，车辙深度范围为0至15mm，车速

为20至80km/h。为计算抗滑性能，选择的车辙深度

和水膜厚度具体数值如下：路面上的水膜厚度值为

0、1、5和10mm；车辙深度值为0、1、3、6、9、12

和15mm。其中0mm车辙深度是指没有车辙的路面情

况，代表不考虑路面车辙时评估的抗滑性能，其结

果作为对比分析的参考情况。在分析抗滑性能时，

考虑了以下车速值：20、40、60和80km/h。

4  分析方法

本研究中，基于对车辆轮胎、路面和路面上的

积水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论分析，对在公路路面上行

驶的车辆的抗滑性能进行了评估。分析的关键是确

定作用在车辆轮胎上的路面积水产生的浮力。浮力

的提升会减小轮胎施加在路面上的净载荷，从而导

致抗滑力的降低。

研究基于开发的三维有限元仿真模型，进行浮

力和最终抗滑性能的计算。该模型通过分析轮胎，

4.1  轮胎子模型

本研究采用的轮胎子模型是ASTM  E524标准光

滑轮胎[13]，是用于确定抗滑指数SN的标准锁紧轮

抗滑力测试的轮胎[14]。它是G78-15轮胎，其横截

面半径为393.7mm，胎面宽度为148.6mm。轮胎模

型由三个结构部件组成，即轮胎轮辋，轮胎侧壁和

轮胎胎面。这三个分量的弹性模量分别为100000，

20和90MPa。轮胎在作用于轮胎轮辋的向下集中载

荷4,800N和作用于轮胎内壁的轮胎充气均匀压力

165.5kPa下与路面接触。

4.2  路面子模型

由于路面与轮胎相比，相对较硬，因此将其模

拟为支撑轮胎并承受轮胎载荷的刚性表面。在模拟分

析中，为其设定了30GPa的弹性模量。本模拟假设轮

胎胎面与路面之间的接触遵循库仑的摩擦理论[15]。

假设路面是水密的，并且不渗水。

4.3  流体子模型

在流体子模型中，流体行为通过完整的

Navier-Stokes方程模拟[12]。采用标准的k-ε模型来

模拟轮胎周围的湍流[16-17]。流体子模型的边界条件

如图2所示。在分析中，模拟水以指定速度朝车轮

移动。分析的最终结果是通过三种子模型之间的相

互作用迭代获得的，其中流体应力传递到轮胎和路

面子模型，轮胎变形传递到流体子模型。

本研究使用25ºC下的水和空气的特性。水的

密度，动力粘度和运动粘度分别为997.0kg/m3，

0.890×10-3Ns/m3和0.893×10-6m2/s。在标准大气压和

25ºC温度下，空气的密度，动力粘度和运动粘度分别

为1.184kg/m3、1.831×10-5Ns/m3和1.546×10-5m2/s。

仿真模拟分析的最终结果是在速度为v时的抗滑

力，由抗滑指数SNv表示，并使用库仑摩擦学概念[15]

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SNv= ·100= ·100= （1）

·100

[
[

]
]

Fy Fz

Fz

Fx Ft+Fd

μ(Fz-Fu)+Fd

式中：Fx为作用在车轮上的总阻力，Ft为牵引力，

Fz为垂直的车轮载荷，Fu为流体升力，Fd为流体阻

力，μ为轮胎路面的摩擦系数。

5  车辙路面的抗滑性能评估结果

本节通过一个示例分析车辙对雨天高速公路或

主要干路沥青路面的抗滑性能影响。为掌握常见的

潮湿天气车辆运行情况，本示例的分析将涵盖车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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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从0到15mm，路面水膜厚度从0到10mm以及车速

从20到80km/h的抗滑性能。对于给定车速范围的选

择是基于，通常对速度低于20km/h的车辆，打滑并

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在雨天，车辆的行驶速度

极少超过80km/h。

5.1  问题参数

除了前述各个子模型中的轮胎，路面和水的尺

寸和材料特性之外，抗滑性能评估分析的每次模拟

分析都需要输入水膜厚度和车速。对于有车辙的路

面，沿着有车辙的车轮路径的总水深等于车辙深度

和路面水膜厚度的总和。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情况是，本分析中的水深计

算不计公路路面的纵向坡度和交叉坡度的影响。典

型的高速公路路面的纵向坡度小于3％，交叉坡度为

1.5至2.0％[18]。在水深计算中同时考虑纵向坡度和

交叉坡度时，水深计算的差异将小于1.5％，这在

抗滑性能分析中不具有实际意义。因此，在本研究

中，纵向坡度和交叉斜率没有计入抗滑力的模拟分

析。本研究中给出的分析结果可普遍应用于一般的

高速公路直行路段，但陡坡和水平曲线路段除外。

5.2  抗滑性能分析结果

抗滑性能的仿真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图3显示

了不同车速下车辙路面上三种不同水膜厚度的抗滑

力与车辙深度的关系。图3（a），3（b）和3（c）

显示的是水膜厚度分别为1mm，5mm和10mm时车辙路

面的抗滑指数。

在图3中，每条实线曲线表示给定车辙深度和

水膜厚度时有车辙的车轮路径的抗滑指数，对应于

实线曲线的每条虚线曲线表示同一路面无车辙部分

的抗滑指数。两种情况的主要区别是水深的不同，

有车辙的车轮路径处的水比路面无车辙部分的更

深。在有车辙的车轮路径中，水深等于车辙深度与

路面上水膜厚度之和。无车辙部分的水深等于路面

上的水膜厚度。

图3中的曲线显示了抗滑性能变化的总体趋

势。对于给定的水膜厚度，路面上有车辙部分和无

车辙部分的抗滑指数之差随着车辙深度的增加而增

加。这个趋势与预期一致，因为水深的差异随车辙

深度的增加而增加。

比较图3（a），3（b）和3（c）可以看出，对

于给定的车辙深度，路面有车辙和无车辙部分的抗

滑指数差随着水膜厚度增加而减小。这是因为水膜

厚度较厚时，路面的有车辙部分和无车辙部分之间

的水深差较小。

在本例中，对抗滑性能产生影响的阈值水深为

8mm左右，因此路面有车辙部分和无车辙部分之间

抗滑指数之差会随着增加的水深靠近这个阈值而减

小。这也是图3（c）中实线和虚线曲线之间的抗滑

指数在10mm水膜厚度时差异微小的原因。

从图3的三个曲线图中，也可以看出车速对路

面有车辙部分和无车辙部分之间抗滑指数差的影响

方式。当车速从20km/h提高至40km/h时，抗滑指

数差随着增加。但当车速提高到60km/h时，这个差

降低了，而且随着车速的提高进一步降低。这种抗

滑指数差随着车辆速度变化而改变的情况，可能与

路面上的水从轮胎与路面的接触区域被排开有关。

当车速非常低（例如20km/h或更低）时，抗滑性能

(a) 水膜厚度=1mm

(b) 水膜厚度=5mm

(c) 水膜厚度=10mm

图3  积水的车辙路面抗滑性能

受路面水深的影响相对较小，因为路面上的水从轮

胎与路面间排出的时间相对较长。但当车速很高时

（例如80km/h或更高），路面上的水排出的时间非

常短，以至于水深对抗滑性能的影响也相对较小。

这解释了为什么最高的抗滑指数差出现在中档车速

范围。

从图3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路面有车辙部分和

无车辙部分之间的抗滑指数差可以高达7  SN单位。

需要注意的是，本例中得出的路面有车辙部分和无

车辙部分之间的抗滑力差值的大小仅反映本研究

中的特定路面的情况。虽然在有不同磨损层材料和

表面纹理的其他路面上会得到不同的抗滑力差值，

但前文中描述的总体趋势对于其他路面类型仍然适

用。

6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分析车辙路面上车辆抗滑性

能的分析方法。所提出的方法被用于分析在车辙深

度，水膜厚度和车辆行驶速度的典型范围，路面有

车辙部分和无车辙部分之间的车辆抗滑力差异的大

小。本研究目的是强调需要在车辙路面的抗滑性能

评估中考虑车辙深度。

本文分析结果表明，车辙的存在对车辙路面

的车辆抗滑性能具有显着影响。对于稳重所研究的

示例，抗滑力差可以高达7个SN单位。通常抗滑力

差随车辙深度增加而增加，但随水膜厚度增加而减

小。研究发现当车速低于20km/h或车速高于80km/h

时，抗滑力差很小。

本文中案例分析的结果有助于强调在评估车辙

路面的抗滑性能时考虑车辙深度的重要性。分析结

果也证明，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方法是评估高速公路

和主要干线上的车辙路面在潮湿天气下抗滑性能的

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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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研究 

0  前言

准确判断边坡的稳定性对路基、边坡、基坑等

工程非常重要，但是常规有限元分析方法难以直接

评价边坡稳定性。Zienkiewicz[1]提出了强度折减

法，该方法定义土体所能提供的最大抗剪强度和土

体内实际剪应力之比为抗剪强度折减系数，计算时

先取较小的折减系数Ftrail，保证开始时边坡处于稳

定状态，然后逐渐增大折减系数Ftrail，直至Ftrail增大

到某一值时边坡处于极限状态，即荷载引起的土体

中实际剪应力恰好等于按照实际强度指标折减后的

抗剪强度指标。Duncan[2]将边坡安全系数定义为使

边坡刚好达到临界破坏状态时对土的剪切强度进行

折减的程度，这一概念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边坡稳

定安全系数。

强度折减法提出伊始受到计算条件的限制，

普及难度较大，Griffiths[3]利用Fortran语言编

写有限元程序首次实现了边坡强度折减法分析。随

着计算机硬件和数值软件的发展，强度折减法愈加

基于有限元强度折减法的边坡失稳判定方法

彭晓钢1，刘铁军2，李  嘉1，江  建1

（1.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518034；2.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深圳 518109）

[摘 要] 利用有限元强度折减法进行边坡稳定分析时，正确判断边坡稳定状态会影响强度折减有限元法得到的折减系数，

进而影响安全系数的计算结果。以Griffiths边坡为算例，在Abaqus中分别采用数值迭代不收敛、特征部位位移突变、广义

塑性应变或等效塑性应变贯通三类判据作为判断失稳的标准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数值计算是否收敛与边坡是否失稳存在对

应关系，计算因不收敛而终止时的强度折减系数变化不大，有限元收敛条件5的设置对结果影响不大，建议利用有限元计算

收敛作为失稳判定的依据。

[关键词] 边坡稳定；强度折减法；有限元；失稳判定

Slope instability judgment criteria based on finite element strength reduction method

Peng Xiaogang1, Liu Tiejun2, Li Jia1, Jiang Jian1

(1.Shenzhen Tagen Group Co.,Ltd., Shenzhen, 518034; 2.Shenzhen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rp., Shenzhen, 518109)

Abstract: When using the finite element strength reduction method for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the correct judgment of the instability 

state affects the reduction coefficient obtained by the strength reduction finite element method, and then affects the calculation result of 

the safety factor. Taking the Griffiths slope as an example, the Abaqus software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instability criteria using three 

types of criteria: non convergence of numerical iteration, sudden change in displacement of characteristic parts, generalized plastic 

strain or equivalent plastic strain penet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whether the numerical 

calculation is converged and whether the slope is unstable. When the calculation is terminated due to non-convergence, the strength 

reduction coefficient does not change much, and the setting of the finite element convergence condition has little effect on the result.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o use finite element calculation for convergence as a basis for determining slope instability.

Keywords: slope instability; strength reduction method; FEM; judgment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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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2020中国隧道与地下工程大会

近日，由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隧道及地下工程分会和深圳大学主办，深圳市特区建工集团等多家单位承办的

“2020中国隧道与地下工程大会（CTUC）暨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隧道及地下工程分会第二十一届年会”在深圳成功

召开。

会议以“现代隧道和地下工程的挑战和机遇：绿色、智能、安全、高效”为主题，邀请我国土木工程领域多

名院士、知名专家学者，以特邀报告、主旨论坛的方式，交流最新研究成果、探讨技术创新、展望未来发展趋

势。

大会执行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湘生教授主持大会开幕式。深圳市人民政府陈如桂市长对大会高度重视，

委托深圳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杨胜军先生代表市政府作了重要致辞。大会主席、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秘书长李明安

先生，大会主席，深圳大学校长李清泉教授，大会组委会主席、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隧道及地下工程分会理事长唐

忠先生、国际隧道协会主席严金秀女士在开幕式上分别作了精彩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孙钧教授、中国工程院钱

七虎院士、谢和平院士、缪昌文院士、聂建国院士、王复明院士、冯夏庭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李清泉教

授，以及洪开荣教授、肖明清大师、李国良大师、张春生教授、肖龙鸽教授、马栋教授、袁大军教授、何川教授

（按报告顺序）等16位著名专家学者作了分析独到、影响深刻的大会特邀报告。

特区建工集团下属综合交通设计研究院谢勇利总经理也在大会专题分论坛 “轨道交通与城市管廊科技论

坛”上作了《城市大型地下互通立交建设关键技术研究》专题报告。报告以深圳市侨城东路北延通道工程为依

托，选取南龙复合立交隧道群为研究对象，围绕分岔特大断面隧道荷载分布模式与计算方法、隧道群效应分析及

隧道间净距优化、软弱围岩隧道非线性大变形控制技术及关键参数优化、弃土场堆积体对大断面隧道结构安全性

评估与处置对策、隧道全生命周期监测方案五个课题开展研究。

城市地下道路是改善城市环境、缓解城市地面交通拥堵及土地资源紧张、提高城市交通的综合承载能力、推

动城市交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解决方案，而完善的地下立交技术是建设城市地下道路的关键。南龙复合立交

位于部九窝渣土场下方，隧道分岔处最大开挖跨度达32m，小范围内形成数量多达10条、空间关系错综复杂的隧

道群，国内尚无如此规模的工程案例。课题通过理论分析、三维数值模拟及物理模型实验，研究隧道分岔段、合

建段的支护方案、施工工法、合理工序、隧道群合理净距等内容，探索并形成一套成熟的理论方法。

本次报告融合了互通立交建设规划及课题最新研究成果，充分展现了隧道和地下工程建设的创新理念和宝贵

经验，对隧道与地下工程行业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现场反响极为热烈。

来源：综合交通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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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重视，很多岩土工程商业软件中已经可以较为

方便的应用强度折减法，如美国Itasca公司开发的

FLAC、荷兰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elft开发

的Plaxis、瑞士Zace Services公司开发的Z-SOIL.

PC、韩国POSCO公司开发的  Midas/GTS模块等，但

通用的商业有限元软件Abaqus未提供强度折减法。

无论采用何种计算软件，正确判断失稳状态

至关重要，影响到强度折减有限元法得到的折减系

数，进而影响安全系数的计算结果。

1  强度折减法在Abaqus中的实现

Abaqus是当前应用最为广泛的非线性有限元软

件之一，该软件没有提供强度折减法，但可以通过

场变量的设置简便地实现[4～6]。

强度折减法的基本原理实质就是强度参数c、φ
的逐渐降低导致土体强度不足以承担当前应力，在

有限元中即反映为强度参数c、φ的逐渐降低导致某

单元应力超过了屈服面产生塑性变形，超出屈服面

的应力将通过塑性变形传递到周围土体单元，当应

力超过屈服面的单元形成贯通的曲面时土体将失去

稳定。

在Abaqus软件中，可以通过设置强度参数随

场变量变化来实现强度折减，场变量没有具体的

物理意义，使计算分析更少受到人为假设的影响。

在Abaqus软件中，场变量Ffield随时间增量步线性变

化，材料参数和场变量之间有如下关系：

c＇=Ffield c
tanφ＇=Ffieldtan

其中，c、φ是土体所能提供的抗剪强度指标，

c＇、φ＇是某时间增量步下强度折减后土体的抗剪强

度指标。

对比式（1）和式（2），土体到达极限状态时

的抗剪强度折减系数Ftrail和场变量Ffield有如下关系：

度折减有限元法的失稳判据主要有三类[7～8]，即：

数值迭代不收敛判据、特征部位位移突变判据、广

义塑性应变或等效塑性应变贯通判据。

2.1  分析模型

为便于讨论比较，以Griffiths[3]文中案例用

Abaqus软件进行强度折减有限元分析，对上述失稳

判据进行对比。

Example  1  为均质边坡，坡高H=10m，坡角

β =30°，土体重度γ =20kN/m3，黏聚力c=5kPa，内

摩擦角φ=30°。

建立边坡有限元模型，几何尺寸和文献[3]中

一致，坡顶和坡脚到模型边界均取为12m，坡脚以

下土体厚度取10m，假定弹性模量E=100MPa，为消

除因网格划分造成的计算结果误差，采用和文献

[3]一致的网格划分，采用缩减积分平面应变单元

CPE4R。约束模型左右方向边界的水平方向位移，

底端边界的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位移。有限元模型

如图1所示。

图1  土坡强度折减有限元模型

1，即折减系数起到扩大强度指标的作用，折减后

强度指标反而更趋于安全。

计算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对边坡施加竖直向

下的重力，为使重力加载步顺利完成，重力加载后

多数区域处于弹性状态，并使强度折减计算平稳过

度，采用Ftrail=0.5时的参数，即黏聚力c=10kPa，内

摩擦角φ=49°；第二步对强度参数进行折减，设置

最终状态为Ftrail=2.0，此时对应的土体强度参数为

黏聚力c=2.5kPa，内摩擦角φ=16.7°。

有限元最后的总位移等值线包含了第一部中施

加重力荷载引起的位移，无法判断滑动面的位置，

通过增量步之间的位移可反映边坡失稳趋势，计算

采用最后两个增量步之间的位移进行判断，计算得

到最后一步的位移增量等值线云图如图3所示，该

图可判断滑动面的位置，和图4所示文献[3]中滑动

面形状对比也极为接近。

Ftrail= Ffield

1
（3）

（2）

（1）

在Abaqus软件计算过程中，场变量随着增量步

时间t的变化，通过设置材料参数随场变量变化，实

现材料强度折减过程，在Abaqus中可实现增量步时

间t的自动变化，进而实现强度的自动折减，并根据

设定的破坏判据找到所对应的增量步时间，然后可

得安全系数，并可得到相应的滑动面。

2  Abaqus中强度折减法的失稳判定

正确判断失稳状态影响到强度折减有限元法得

到的折减系数，进而影响安全系数的计算结果，强

对于实际计算边坡安全系数的工程问题，强度

折减系数Ftrail≥1，即根据土体实测强度指标进行强

度折减，计算得到实际边坡的安全系数，但对于有

限元计算，不考虑实际意义，强度折减系数可以小

于1，即折减系数起到扩大强度指标的作用，折减

后强度指标反而更趋于安全。

计算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对边坡施加竖直向

下的重力，为使重力加载步顺利完成，重力加载后

多数区域处于弹性状态，并使强度折减计算平稳过

度，采用Ftrail=0.5时的参数，即黏聚力c=10kPa，内

摩擦角φ=49°；第二步对强度参数进行折减，设置

最终状态为Ftrail=2.0，此时对应的土体强度参数为

黏聚力c=2.5kPa，内摩擦角φ=16.7°。

对于实际计算边坡安全系数的工程问题，强度

折减系数应该是大于1的，但对于有限元计算，如

果不考虑实际意义，得到的强度折减系数可以小于

(a) v=0.25 (a) v=0.25

(b) v=0.26 (b) v=0.26

(c) v=0.30 (c) v=0.30

(d) v=0.31 (d) v=0.31

图2  不同泊松比时的塑性区分布 图3  滑动面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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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图可知，泊松比取值对塑性区的分布有较

大影响，泊松比取较小值时比取较大值时塑性区范

围大，泊松比取较大值时直至计算因不收敛而终止

塑性区范围依然很小，但当泊松比取更小值时甚至

会产生塑性区贯通的现象，因此采用广义塑性应变

或等效塑性应变贯通判据不能准确判断土坡失稳。

2.2  特征部位位移突变对边坡失稳判定的影响

分别选取坡顶点和坡脚点作为特征点，将计算

得到的强度折减系数Ftrail同特征点竖向位移U之间的

关系绘制成曲线，如图所示。

特征点竖向位移均呈现较小泊松比时位移较大的规

律，符合弹性理论，其中坡脚特征点竖向位移没有

明显突变，较大泊松比时竖向位移还有略微减小的

趋势，坡顶特征点位移突变较明显，然而位移突变

点的强度折减系数差异较大，选取曲线水平段结束

点作为突变点，强度折减系数Ftrail如表1所示。

大，说明默认的增量步已可以保证足够的计算精度，计

算结果也表明有限元收敛条件的设置对结果影响不大，

建议利用有限元计算收敛作为失稳判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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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收敛而终止时的强度折减系数变化不大，说明默认

的增量步已可以保证足够的计算精度，计算结果也表

明有限元收敛条件的设置对结果影响不大，因此可以

把有限元计算是否收敛作为边坡失稳的判据。

3  结论

利用Abaqus软件通过设置强度参数随场变量变

化来实现强度折减计算程序可靠，经过对数值迭代

不收敛判据、特征部位位移突变判据、广义塑性应

变或等效塑性应变贯通三种判据计算分析，得到如

下结论：

（1）泊松比取值对塑性区的分布有较大影

响，泊松比取较小值时比取较大值时塑性区范围

大，泊松比取较大值时直至计算因不收敛而终止塑

性区范围依然很小，但当泊松比取更小值时甚至会

产生塑性区贯通的现象，因此采用广义塑性应变或

等效塑性应变贯通判据不能准确判断土坡失稳；

（2）塑性区的分布会影响到坡顶特征点位移突

变确定强度折减系数Ftrail结果，随泊松比增大，塑性

区范围减小，由此判断的强度折减系数Ftrail呈增大趋

势，且该方法需根据经验判定位移突变点，没有明

确的指标作为判别依据，有一定的经验误差；

（3）数值计算是否收敛与边坡是否失稳存在对

应关系，计算因不收敛而终止时的强度折减系数变化不

图4  Griffiths文中滑动面形状[3]

(a) 坡顶特征点Ftrial-U关系

(b) 坡脚特征点Ftrial-U关系

图5  坡顶和坡脚特征点Ftrial-U关系曲线

表1  坡顶特征点位移突变点强度折减系数Ftrial

由图可知，随着强度折减系数增大，土体强度

指标降低，直至计算因不收敛而终止，坡脚和坡顶

泊松比v 0.25 0.26 0.30 0.31

强度折减系数
Ftrial

0.9090 0.9564 1.0672 1.1015

由表1可知，塑性区的分布会影响到坡顶特征

点位移突变确定强度折减系数Ftrail结果，随泊松比增

大，塑性区范围减小，由此判断的强度折减系数Ftrail

呈增大趋势，且该方法需根据经验判定位移突变点，

没有明确的指标作为判别依据，有一定的经验误差。

2.3  数值迭代不收敛对边坡失稳判定的影响

将数值计算不收敛导致计算终止时的强度折减

系数Ftrail汇总如表2所示。

表2  计算不收敛终止时折减系数Ftrial

表3  收敛标准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泊松比v 强度折减系数Ftrial

0.25 1.4665

0.26 1.4639

0.30 1.4726

0.31 1.4844

由表2可知，随泊松比增大，虽然塑性区的分

布虽然产生变化，但计算因不收敛而终止时强度折

减系数Ftrail差异很小，且该方法不需根据经验判定

位移突变点。

有限元中引起计算不收敛的因素很多，有些学

者质疑以数值计算不收敛作为边坡失稳破坏依据是

否存在其他人为导致的结果偏差，可通过对相同模

型进行不同的设置进行对比来说明这一问题。

该问题讨论前首先进行假设，即计算采用的

有限元模型是正确的，如果模型建得不对或采用的

有限元程序本身有缺陷，由此而引起有限元数值计

算不收敛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上述模型计算采用

的计算步长为1，初始增量步为0.1，最小增量步为

1×10-5，其中最小增量步是判断收敛与否的关键，

将最小增量步进一步减小，分别设置为1×10-6和

1×10-7，将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如表3所示。

Abaqus中默认的最小增量步为1×10-5，在将最

小增量步进一步调小至1×10-6和1×10-7后，计算因

泊松比v
强度折减系数Ftrial

1×10-5 1×10-6 1×10-7

0.25 1.46651 1.46651 1.46651

0.26 1.46391 1.50435 1.50435

0.30 1.47264 1.47264 1.47264

0.31 1.48440 1.48441 1.48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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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框架外挂再生混凝土墙结构抗震性能试验研究

孙立建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深圳 518109)

[摘 要] 为研究钢框架外挂再生混凝土墙结构的抗震性能，对2个单层单跨1:3缩尺的钢框架外挂再生混凝土墙试件及1个

纯框架试件进行了拟静力试验。通过对有无外挂墙板及不同梁柱节点形式的对比，分析了外挂墙板及梁柱节点刚度对结构

的承载力、抗侧刚度、延性及耗能能力的影响，并对结构内力及水平力分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钢框架设置外挂墙板

后，结构承载力提高约19％；梁柱连接节点刚度对结构的抗震性能影响不大，两种连接形式下结构承载力仅相差6％；钢

框架外挂再生混凝土墙结构具有良好的延性，平均位移延性系数均大于3，建议与“中震可修”相对应的层间位移角限值取

1/80～1/100；结构耗能主要由钢框架提供，设置外挂墙板后，对耗能能力的提高幅度约15%～20%；栓焊混合连接结构中钢

框架内力分布均匀，梁柱节点整体性能好；平齐端板连接节点在强震下变形能力强，受压区翼缘局部翘曲；结构水平荷载主

要由钢框架承担，外挂墙板承担约20%～30%。

[关键词] 钢框架；再生混凝土；外挂墙板；拟静力试验；抗震性能 

Study on seismic behavior of steel frame with recycled concrete external wall

Sun Lijian
(Shenzhen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Shenzhen, 518109)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seismic performance of the structure of steel frame with recycled concrete external wall, two one-bay, one-

story, one-third scaled specimens of steel frame with recycled concrete external wall and one same scaled specimen of steel frame were 

tested with low cyclic load.By comparison of with or without external wall and different form of beam-column joints, the effect on 

the external wall and beam-column joint connection stiffness to the bearing capacity, lateral stiffness, ductility and energy dissipation 

of the structure were fully analyzed.The internal force and horizontal force distribution of the structure is analyze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ternal wall has a increase of about 19% to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the structure.Beam-column joint connection stiffness has a 

little effect on seismic performance of the structure,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the structure differs only 6% under two kinds of connection 

forms.The structure of steel frame with recycled concrete external wall has good ductility with the average displacement ductility 

factor greater than 3.It is proposed that the value of the inter story displacement angle corresponding to seismic design criterion is 

1/80~1/100.The energy dissipation of the structure is mainly from steel frame, external wall has a increase of about 15%~20% to the 

energy dissipation of the structure.The internal force distribution of steel frame connecting with welded-bolted is uniform,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beam-column joints is well, The deformation ability of flush end-plate connections is strong under strong earthquake, 

the local region of the compressed flange has been buckled.The horizontal load is mainly resisted by the steel frame, the external wall 

assumes about 20%~30%.

Keywords: steel frame; recycled concrete; external wall; quasi-static test; seismic behavior

0  引言

国内钢结构住宅虽然得到了推广应用，但是所

占比例较小，仍面临许多技术难题，如适用的结构

体系、配套的轻质墙板及标准化安装措施等[1]。目

前，用于钢结构住宅的墙体主要有砌块填充墙、蒸

气加压混凝土板和轻质复合墙板等。文献[2，3]中

对ALC拼合墙板和复合墙板进行了试验研究，对墙

板的破坏形态、极限承载力、荷载-位移曲线等进

行了系统分析，认为墙板尺寸、配筋率等影响墙板

的抗弯刚度、极限承载力及破坏模态。文献[4]中

采用接触单元建模，对加气混凝土填充墙-钢框架

结构的抗震性能进行了分析，并与裸框架在强度、

刚度及延性方面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填充墙与

钢框架协同工作能改善钢框架结构的受力性能和抗

震能力。文献[5]中研究结果表明，加气混凝土外

挂墙板能明显增大结构刚度，对结构抗震性能有较

大影响。文献[6]中通过对GRC墙板-钢框架结构进

行了拟静力试验，发现GRC墙体与框架工作良好，

没有出现整块从框架中脱出的现象，但由于连接问

题，结构延性系数偏低。文献[7，8]中分析了竖排

外挂和竖排内嵌ALC墙板对结构承载力、刚度和滞

回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外挂ALC墙板对钢框架

的承载力和刚度的提高较小，而内嵌ALC墙板对钢

框架的刚度和承载力贡献较多。文献[9]中通过对

轻质ALC墙板和LSF墙板装配式钢框架结构进行了拟

静力试验，结果表明LSF墙板对结构整体力学性能

改善并不明显，ALC墙板可提高结构的初始刚度和

承载力，延缓钢框架失效。在内填墙板方面，文献

[10-12]中分别对半刚性框架内填钢筋混凝土剪力

墙、钢板剪力墙结构进行了试验研究，结果表明：

半刚性框架节点变形和转动能力好，有效避免刚性

节点的脆性破坏。

在JGJ209-2010《轻型钢结构住宅技术规程》[13]

中要求轻质围护材料应采用节地、节能、利废、环

保的原材料，而再生混凝土墙体的热工性能好、导

热系数小、自重低、节能环保，特别适合在钢框架

结构中推广应用。国内钢框架外挂墙板的研究主要

为轻质加气混凝土板，如ALC板和伊通板等，而在

钢框架中外挂再生混凝土墙板的研究鲜见报道。为

此，本文作者对钢框架外挂再生混凝土墙板结构进

行了拟静力试验，通过对钢框架有无外挂墙板及不

同梁柱节点形式的对比研究，深入分析了外挂墙板

及梁柱节点刚度对结构的承载力、抗侧刚度、延性

及耗能能力的影响，探讨了结构内力及水平荷载的

分配关系。

1  试验概况

1.1  试件设计

试验中设计3榀单层单跨1：3缩尺模型试件，

编号为SPE-1、SPE-2和SPE-3。为分析外挂墙板对

结构整体性能的影响，试件SPE-1为纯框架，梁柱

连接为刚性节点，试件SPE-2、SPE-3均为钢框架外

挂再生混凝土墙结构，其中试件SPE-2梁柱连接为

刚性节点，试件SPE-3梁柱连接为半刚性节点。试

件主要参数见表1。

表1  试件主要参数

试件编号
截面规格

梁柱节点
形式

外挂节点
连接件

外挂墙板尺寸
混凝土强
度等级

墙板配筋 对比参数
梁 柱

SPE-1 HN150×100×5×8 HM150×150×7×10 栓焊混合 — — — — 无外挂墙板

SPE-2 HN150×100×5×8 HM150×150×7×10 栓焊混合 L63×8 1050×1075×90 32.8 双向Φ6@150 有外挂墙板

SPE-3 HN150×100×5×8 HM150×150×7×10 平齐端板 L63×8 1050×1075×90 32.8 双向Φ6@150 节点刚度

试件跨度为1050mm，层高1200mm。钢框架梁柱

均为热轧H型钢，梁截面HN150×100×5×8，柱截

面HM150×150×7×10。刚性节点采用栓焊混合连

接，半刚性节点采用平齐端板连接，所有钢材均采

用Q235B，连接螺栓为10.9级M16高强螺栓，螺栓孔

径18mm。在钢柱的内翼缘焊接4个长80mm的L63×8

等边角钢作为与外挂墙板的连接件，连接角钢、高

强螺栓与外墙挂点组成结构的外挂节点。钢框架几

何尺寸及构造见图1。

外挂墙板尺寸为1050mm×1075mm×90mm，再

生粗骨料取代率为100%，设计强度等级为C30。在

墙板中布置双层双向钢筋网片，分布钢筋直径均为

6mm，间距150mm，两层钢筋网片采用直径6mm拉结

筋连接，所有钢筋等级均为HPB300。外挂墙板配筋

见图2。

试件制作过程主要分为钢框架加工和外挂墙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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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两部分。钢梁、柱是在加工厂加工制作完成后

运输至现场拼接。再生混凝土墙板在预制厂预制，

现场安装。制作过程中，在外墙挂点处预留孔洞

（图3a），墙板与钢框架通过4个外挂节点连接，

见图3b。

仪表正常工作后，开始试验。首先在钢柱顶施加

250kN竖向荷载（按轴压比0.3计算），水平荷载

按荷载与位移联合控制方法施加：试件屈服前，按

力控制加载，每级荷载循环1次；加载至加载曲线

有明显转折点，即试件屈服后，按位移控制加载，

每级循环3次，每级增量为试件屈服位移的一半

0.5δ y，直到试件的水平荷载下降到峰值荷载的85%

或者试件明显丧失承载能力时，停止加载，结束试

验。

图4  试验装置

(b) 侧向支撑

(a) 加载装置

(a) 钢柱测点及位移计布置

(b) 栓焊混合节点及钢梁

(c) 平齐端板节点及钢梁

(d) 连接角钢

图5  测点布置示意

(a) 钢框架

(a) 墙板制作 (b) 装配完成

(b) 刚性节点

(c) 半刚性节点

(d) 外挂节点

图1  钢框架几何尺寸及构造

图2  墙板配筋示意

图3  试件制作

1.2  试验方案

试验在西安理工大学结构实验室完成，加载

装置如图4所示。试件与作动器通过4根直径36mm的

长锚杆连接，水平荷载由1000kN液压伺服作动器施

加，竖向荷载由液压千斤顶施加，通过分配梁施加

在钢柱端部。试件底部与地梁上翼缘通过12个10.9

级M30高强螺栓连接。为防止试验过程中试件滑移

或倾覆，在地梁两端分别设置压梁，同时在地梁两

端设置水平限位梁，以限制地梁的水平移动。为防

止试件发生平面外失稳，在作动器加载端设置了侧

向支撑（图4b）。

试验开始之前，首先进行预加载，检查所有

1.3  测点布置

试验量测内容主要包括：（1）试件顶部及

底部的水平位移；（2）外挂墙板对角剪切变形；

（3）钢框架主要截面应变；（4）梁柱节点应变；

（5）外挂节点的内力及变形。在钢梁中心及钢柱

底分别设置水平位移计（D1、D2）；沿外挂墙板的

对角线设置对角位移计（D3、D4）；在钢框架梁柱

的端部及中心布置应变片；在梁柱节点和连接角钢

上设置了应变片，测点布置见图5。图中，B1～B10

及F1～F10为梁柱节点及钢梁各截面应变测点，

C1～C30为钢柱各截面应变测点，D1～D4为位移计

布置，E1～E4为连接角钢应变测点。

2  试验现象及破坏模式

2.1  试验现象

2.1.1  试件SPE-2

当水平荷载P < 1 2 0 k N时，试件处于弹性阶

段。P=120kN时，墙板左上角挂点处出现初裂纹。

P=160kN时，裂缝扩展，加载曲线出现明显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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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试件局部屈服，进入位移控制加载阶段，试件

屈服位移正向10.6mm，负向9mm。

当δ =1.5δ y时，钢梁下翼缘局部鼓曲，有少量

漆皮脱落。δ=2.5δ y时，墙板右上角挂点出现数条宽

度约1mm的斜向短裂缝(图6a)。δ =3.5δ y时，墙板右

上角挂点处裂缝贯通(图6b)，左下角挂点处也出现

宽3～4mm的裂缝；2根钢柱根部均有明显鼓曲，翼

缘外侧焊缝开裂。δ=4.5δ y时，墙板与钢框架出现明

显的相对滑移，下部两挂点处混凝土压碎脱落，钢

梁右端下翼缘出现明显弯曲。δ=5.5δ y时，试件正向

位移达到58.3mm，负向位移达到49.5mm，墙板上部

两挂点处混凝土严重脱落(图6c)，钢框架两柱根部

屈曲严重，外翼缘及加劲肋焊缝断裂(图6d)，试件

承载力持续下降，结构丧失承载能力，试验结束。

(a)δ=2.5δ y

(c)δ=5.5δ y，墙板裂缝分布

(b)δ=3.5δ y

(d)δ=5.5δ y，钢柱根部屈曲

图6  试件SPE-2局部破坏现象

2.1.2  试件SPE-3

当P=100kN时，墙板左下角挂点出现裂纹。

P=160kN时，加载曲线出现明显转折点，试件局部

进入屈服阶段，试验改为由位移控制加载，试件的

屈服位移正向12mm，负向10mm。

当δ = 2δ y时，墙板下部挂点出现新裂缝(图

7a)，钢梁右侧端板略微翘起。δ =3.5δ y时，墙板

右上角挂点处裂缝贯通，下部两挂点出现多条新

裂缝，墙板与钢框架出现10mm左右的相对滑移(图

7b)，两钢柱根部翼缘均有明显的鼓曲现象。δ =4δ y

时，墙板右上角挂点处混凝土压碎脱落，墙板背面

沿斜对角线产生一条贯穿裂缝，墙板与钢框架的相

对滑移量增至20mm左右。δ=5δ y时，试件正向位移达

到60mm，负向位移达到50mm，墙板上部两挂点处混

凝土破坏严重，墙板与钢框架严重分离并有少量钢

筋外露(图7c)，右端板翘曲严重(图7d)，钢柱根部

形成塑性铰，试件失去承载力，试验结束。

(a)δ=2δ y，裂缝分布

(c)δ=5δ y，墙板裂缝分布

(b)δ=3.5δ y，相对滑移

(d)δ=5δ y，钢端板翘起

图7  试件SPE-3的局部破坏现象

(a) SPE-2破坏形态

(b) SPE-3破坏形态

(c) 试件SPE-3

(b) 试件SPE-2

(a) 试件SPE-1

图8  试件破坏形态

图9  滞回曲线

2.2  破坏阶段

各试件破坏过程分为弹性、弹塑性及塑性三个

阶段。

（1）弹性阶段：由于墙板与钢框架存在安装

间隙，结构位移较小，水平荷载主要由钢框架承

担，外挂墙板受力较小，没有出现裂缝，荷载与位

移呈线性变化。

（2）弹塑性阶段：水平位移约6～7mm，荷载

通过挂点传递至墙板，墙板在挂点附近产生斜向初

始裂纹，之后试件的刚度开始降低，外挂墙板与钢

框架共同承担水平荷载；从加载曲线出现明显的转

折点至试件达到峰值荷载时定义为屈服阶段。钢柱

根部鼓曲变形逐渐增大，钢梁端腹板漆皮大面积脱

落，端板产生不可恢复的翘曲变形；外挂墙板的裂

缝逐渐发展贯通，形成若干条宽约5～8mm的裂缝

带，沿墙体正面延伸至侧面，依靠开裂面骨料的摩

擦、咬合来耗散能量，挂点处混凝土局部有脱落。

（3）塑性阶段：峰值荷载后，钢柱根部形成

明显塑性铰，连接角钢焊点处钢柱翼缘屈曲严重，

角钢与墙板产生轻微扭转，连接强度降低；半刚性

节点的破坏模式为端板翘曲严重，节点刚度退化明

显；墙板与框架产生较大滑移，裂缝处混凝土压

碎、脱落，钢筋裸露，试件基本丧失承载力，最终

破坏形态见图8。

3  试验结果及其分析

3.1  滞回曲线

各试件的滞回曲线见图9，由图可知：

（1）在加载初期，试件刚度较大，滞回曲线

为直线，滞回环包围的面积很小。

（2）随着荷载的增加，混凝土局部开裂，试

件刚度略有下降，同级荷载下的滞回环基本重合，

承载力退化不明显。

（3）屈服阶段，由于混凝土的持续开裂及钢

柱根部的局部屈曲，试件刚度持续下降，同级荷载

下试件承载力出现明显降低，滞回环呈梭形，其包

围面积逐渐增大，往返加载至零点位移处，试件有

残余变形。

（4）峰值荷载后，试件承载力下降较为缓

慢，滞回环中部存在明显的捏缩现象，曲线呈反S

形，滞回环包围的面积较大，由于外挂墙板裂缝的

张开、闭合，依靠混凝土开裂面的骨料摩擦和咬合

来耗散能量。挂点处混凝土局部压碎、脱落，墙板

与框架之间产生较大相对滑移，试件承载力逐渐降

低，但降幅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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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骨架曲线

试件的P-Δ 骨架曲线见图10，各主要特征点

的确定方法如图11所示。其中Pcr、Py、Pmax和Pu分

别为试件的开裂、屈服、峰值和破坏荷载，取P u 

=0.85Pmax。P-Δ骨架曲线各特征点的试验结果见表

3，由图10、表3可知：

（1）试件P-Δ骨架曲线主要经历了弹性、开

裂、屈服和破坏四个阶段。

（2）试件SPE-1与SPE-2在屈服前的P-Δ骨架

曲线基本重合，随着位移的增加，二者承载能力产

生明显差异。设置外挂墙板后，其承载力是纯框架

的1.19倍，说明外挂墙板能有效提高结构的承载

力。

（3）试件SPE-2与SPE-3的P-Δ骨架曲线在峰

值荷载前基本一致，承载力仅相差6%，说明梁柱节

点刚度对结构承载力的影响较小。峰值荷载后，试

件SPE-2承载力下降缓慢，试件SPE-3由于端板翘曲

变形严重，节点连接刚度明显退化，结构承载力下

降较快。

（4）总体上，试件SPE-2、SPE-3在达到峰值

荷载后，承载力下降平缓，没有突降。在破坏阶 图11  结构显著屈服点的确定方法

图12  刚度退化曲线

图13  承载力退化曲线 图14  耗能曲线

图10  骨架曲线

表3  骨架曲线各特征点

段，墙板混凝土开裂，整体性能退化严重，基本丧

失承载力，主要依靠钢框架的变形吸收能量，梁柱

连接刚度对试件后期性能影响较大。

试件
编号

加载
方向

开裂点 屈服点 峰值点 破坏点
μ=Δ u/Δ y

Pcr/kN Δ cr/mm θ/rad Py/kN Δ y/mm θ/rad Pmax/kN Δ max/mm θ/rad Pu/kN Δ u/mm θ/rad

SPE-1
正向 — — — 157.64  14.15  1/85  252.10  42.00  1/29  225.21  48.28  1/25 

3.47 
反向 — — — 183.33  14.88  1/81  258.03  45.51  1/26  220.72  52.41  1/23 

SPE-2
正向 120.52 7.30 1/164  213.07 15.56 1/77  302.13 49.01 1/24  256.81 58.32 1/21 

3.49 
反向 121.54 6.20 1/194  232.49 15.39 1/78  302.70 44.13 1/27  257.30 49.53 1/24 

SPE-3
正向 100.64 7.20 1/167  205.21 15.39 1/78  286.69 42.02 1/29  243.68 54.02 1/22 

3.23 
反向 100.14 4.40 1/273  231.69 15.28 1/79  284.80 35.01 1/34  242.08 45.03 1/27 

3.3  刚度退化

为反映试件在循环荷载作用下刚度的退化规

律，采用同级荷载下第1次循环的点对点割线刚度

进行计算，计算式为：

K=
|P+|+|P-|

|Δ +|+|Δ -|
（1）

式中：P+、P-为试件在同级荷载循环顶点的正、负

向水平荷载；Δ +、Δ -为试件在同级荷载循环顶点的

正、负向水平位移。

试件的刚度退化曲线见图12，由图12可知：

（1）加载初期，试件的刚度退化较快，随着

位移角的增加，由于钢框架的屈服和外挂墙板裂缝

的扩展，结构的刚度持续退化，但退化速度较为缓

慢。

（2）试件SPE-2的初始刚度明显高于SPE-1，

随着位移角的增加，由于混凝土裂缝产生，钢框架

外挂墙板结构的割线刚度为纯框架的1.3倍左右，

说明外挂墙板能明显增加结构的刚度。

（3）试件SPE-3的初始刚度略高于试件SPE-

2，两个试件的刚度退化曲线基本重合，在峰值荷

载之前差值不足10％，且结构破坏时的刚度均为初

始刚度的20％左右，说明梁柱节点刚度对钢框架外

挂墙结构的抗侧刚度影响不大。

3.4  承载力退化

同级荷载下承载力退化系数η为该级加载最后

一次循环的峰值荷载与该级第一次循环峰值荷载的

比值。试件的承载力退化曲线见图13，由图可知：

（1）3个试件正向和负向的承载力退化趋势基

本一致，随位移角的增加而减小。纯框架的承载力

退化速率明显快于试件SPE-2，在峰值荷载时2个试

件承载力退化系数相差约9％，说明外挂墙板的设

置能有效维持结构的承载能力。

（2）试件SPE-2与SPE-3在相同位移角下的承

载力退化系数基本相等，最大差值仅5％，说明相

同位移角下，承载力退化和损伤程度基本相同，梁

柱节点刚度对承载力退化影响有限。

3.5  延性

位移延性系数为有效破坏位移Δ u与名义屈服位

移Δ y之比。各试件的位移延性系数见表3，由表3可

知：

（1）3个试件的平均位移延性系数均大于3，

说明钢框架外挂墙板结构具有良好的变形能力。

（2）试件SPE-2与SPE-3屈服时层间位移角为

1/78，按JGJ99-2015《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

程》的建议，与“中震可修”相对应的层间位移角

限值可偏于安全的取1/80～1/100；最大层间位移

角在1/27～1/21之间，表明钢框架外挂墙板结构具

有良好抗倒塌能力。

3.6  耗能能力

通过计算每一个滞回环包围的面积来反映试

件耗散能量的能力。试件耗能曲线见图14，由图可

知：

（1）加载初期，试件SPE-1与SPE-2的耗能能

力基本相同，说明外挂墙板未参与受力，主要由钢

框架耗能。随着位移的增加，墙板与框架可靠接

触，协同工作，该阶段墙板裂缝持续扩展，主要依

靠开裂面处的骨料摩擦和咬合来耗散能量，结构的

耗能能力不断提高。在破坏阶段，挂点处混凝土局

部脱落，外挂墙板性能退化严重，主要依靠钢框架

柔性变形来耗散能量。

（2）当θ <0.035rad时，试件SPE-2与SPE-3

的耗能曲线基本重合，耗能量相差小于15％；当

θ=0.045rad时，试件SPE-2最大耗能量是试件SPE-3

的1.11倍，说明在峰值荷载前，梁柱节点刚度对结

构的耗能性影响不大；峰值荷载后，半刚性节点变

形较大，具有良好的耗能性。

（3）总体上，钢框架具有良好变形能力，设

置墙板后结构的耗能能力提高约29％～60％。

4  结构内力

4.1  结构水平力分配

结构整体的水平力传递如图15所示。水平力传

递主要有两种路径：（1）钢框架剪切变形承担部

分水平力；（2）外墙挂点之间相互约束，沿对角

线方向的斜压板带承担部分水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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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柱承受的水平力由柱端水平剪力和挂点处墙

板斜向压力的水平分力两部分组成，如图16所示。

左柱水平力的平衡方程为：

FcL=VLB-VLA                                            （2）

式中：FcL为墙板通过挂点传递给左柱的水平压力，

VLB为左柱顶部剪力，VLA为左柱底部剪力。

右柱的水平力平衡方程可表示为

FcR=VRA-VRB                                            （3）

式中：F cR=为墙板通过挂点传递给右柱的水平压

力，VRA为右柱底部剪力，VRB为右柱顶部剪力。

墙板对角斜压板带对钢柱的压力Fc近似取FcL和

FcR的平均值，即：

Fc= =
FcL+FcR (VLB-VLA)+(VRA-VRB)

2 2
（4）

图15  结构水平荷载传递

图17  水平荷载分配比例

(a) 钢框架传力路径

(b) 外挂墙板传力路径

图18  水平荷载传力示意

图16  钢柱受力分析

在水平荷载作用下，试件SPE-2、SPE-3外挂墙

板承担的水平荷载比例正负向平均值如图17所示，

其中η=Fc/P。由图可知：

（1）在力控制阶段，外挂墙板承担的水平荷

载比例均在10%左右，试件SPE-2大约为7%，试件

SPE-3总体比例略高于SPE-2。

（2）在位移控制阶段，外挂墙板承担的水平

荷载比例虽有大幅增加，试件SPE-2在20%左右，试

件SPE-3接近30%，但远低于钢框架承担的比例。

4.2  受力分析

钢框架外挂再生混凝土墙结构的受力示意见图

18，由图可知：

加载初期，水平位移较小，由于外挂墙板与钢

框架存在安装间隙，水平剪力主要由钢框架承担。

随着水平位移的增加，挂点处螺栓杆与墙板紧密接

触，产生挤压力，在垂直墙板对角线方向首先出现

斜裂纹，并逐渐延伸至墙板侧面，最终沿墙板厚度

方向贯穿。

墙板传力路径见图18b，在水平荷载作用下，

外挂墙板沿对角线方向，一侧受压，另一侧受拉，

当应力达到混凝土的抗拉强度时，沿受拉方向首先

出现斜裂缝（裂缝a）；同时，挂点处垂直于受压

板带方向，形成斜向裂缝（裂缝b）。可见，挂点

位置和端距设计影响墙板的受力性能。

5  结论

（1）与纯框架相比，再生混凝土墙板除起到

基本围护功能外，能明显增大结构的承载力、刚度

和耗能能力，承载力提高幅度接近20％。

（2）梁柱节点连接刚度对钢框架外挂再生混

凝土墙结构的整体性能影响不大，栓焊连接节点与

平齐端板节点的极限承载力仅相差6％，建议在实

际工程中优选半刚性连接。

（3）钢框架外挂再生混凝土墙结构的耗能能

力主要由钢框架提供，滞回曲线捏缩明显，耗能能

力偏低。

（4）钢框架外挂再生混凝土墙结构的位移延

性系数在3.23～3.49之间，说明该结构具有良好的

延性；结构屈服时层间位移角为1/78；最大层间位

移角在1/22～1/24，表明结构具有良好的抗倒塌性

能。

（5）在力控制阶段，钢框架承担90%左右的水

平荷载，结构屈服后，钢框架承担约70%～80%的水

平荷载，外挂墙板承担的水平荷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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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的城市公交线网管理与优化决策
系统设计与实现

谭英嘉，况  雪
（深圳市综合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 518000）

[摘 要] 基于大数据的公交线网管理与优化决策系统为B/S架构系统，采用HBase、MySQL等数据库对公交IC卡数据、GPS数

据、客流数据、线路信息、场站信息、站点信息等公交相关大数据进行存储分析，同时设计了基本数据管理、公交线网查询

统计、公交线网问题诊断、公交大数据分析挖掘、公交线网优化等功能模块。构建的可视化、面向多层次用户的系统，能适

应城市复杂公交网络的分析处理，是管理与优化城市公交网络的重要辅助工具。

[关键词] 大数据；公交线网；管理与优化；系统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Urban Bus Network Management and Optimization Decision System Based on 
Big Data

Tan Yingjia, Kuang Xue
(Shenzhen Transportation Design&Research Institute Co.,Ltd.,Shenzhen,518000)

Abstract: The bus network management and optimization decision system based on big data is a B / S architecture system. HBase, 

MySQL and other databases are used to store and analyze the bus-related big data such as bus IC card data, GPS data, passenger flow 

data, bus line information, bus station information, and bus stop information. At the same time, functional modules such as basic data 

management, bus network query statistics, bus network problem diagnosis, big data of bus analysis and mining, and bus network 

optimization are designed. The visualization and multi-level user oriented system can adapt to the analysis and processing of complex 

bus network, and is an important auxiliary tool for the manage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urban bus network. 

Keywords: big data; bus network; management and optimization; system

0  引言

随着公交线网的逐步扩大，提升公交线网管

理与优化决策水平，实现公交系统最优、减少对既

有客流的负面影响、协调现实矛盾，将是一项重大

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公交线网管理与优化亟

需精细化、科学化系统支撑，通过信息化、智能化

方式，收集、储存公交线网、设施等数据，同时对

海量公交大数据信息进行融合、挖掘和深度思考，

评估公交服务水平，为公交线网管理及优化提供决

策支持。目前大数据技术在国内公交规划、管理中

逐步开始应用，许多学者和研究单位对大数据应用

于公共交通规划系统方面做了许多基础性的研究工

作[1-8]，但国内公交系统主要应用于公交调度、运

营管理等方面，客流数据挖掘利用、线网管理与决

策分析等功能比较薄弱，缺乏深度、专业性、实效

性。因此，亟需建立一套基于大数据的公交线网管

理与优化决策系统，在采集解析、储存管理和并行

计算公交大数据的基础上，诊断公交线网问题，为

公交线网管理及优化提供可视化的大数据支撑。

1  系统建设目标与内容

1.1  建设目标

公交线网管理与优化决策系统采用B/S前后

端分离系统架构，是一套主要由Spring  Cloud及

VueJS生态搭建而成的公交大数据可视化Web平台，

目标是实现对城市公交线路、设施及运营信息的全

面管理、动态分析和实时报表，把握城市公交线网

运营状态，并结合客流需求特征，通过量化指标评

估公交线路、运力、设施现状及规划方案优劣，以

便辅助决策，全面提升公交线网管理与优化决策能

力。

1.2  建设内容

系统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一是构建标准化的

城市公交线网HBase、MySQL等数据库对公交IC卡数

据、GPS数据、公交运营数据等公交大数据进行存

储分析。二是构建公交大数据分析挖掘系统，深入

分析公交IC卡、GPS、手机信令等大数据等，挖掘

全天候动态居民公交出行需求特征。三是构建公交

线网诊断与优化决策系统，通过建立公交线网评价

体系，对公交线网进行科学诊断评估，并对公交线

网优化进行数学建模，辅助制定公交线网及相关设

施规划方案。

2  系统开发技术及语言

2.1  开发技术

本次开发的系统主要采用以下技术：

（1）前端技术：渐进式Vue框架、网站快速成

型框架elementUI、开源可视化插件Echarts、地图

应用插件AMap、微信小程序开发、基于Chrome  V8 

引擎的 JavaScript 运行时框架node.js；

（2）后端技术：微服务架构Spring  Cloud

（云端服务发现框架Eureka、配置管理框架Spring 

Cloud Config、事件消息总线Spring Cloud Bus、

熔断器Hystrix、动态路由Zuul、安全控制框架

Spring  Cloud  Security等）、敏捷开发框架

SpringBoot、持久性框架MyBatis-Plus、文档处理

插件Apache POI、消息队列rabbit MQ等；

（3）大数据技术：分布式系统架构Hadoop

（由分布式文件存储系统HDFS及资源管理器Yarn组

成）、快速通用计算引擎Spark、数据仓库Hive、

结构化数据分布式存储系统HBase、分布式应用程

序协调服务框架Zookeeper、分布式发布订阅消息

系统Kafka、批量工作流任务调度器Azkaban、大数

据查询工具Impala、数据传递工具sqoop等。

本Web平台采用的Spring  Cloud+Vue+MySQL是

目前最主流的Web开源架构之一，拥有完善成熟的

开源生态支持，具备敏捷开发、鲁棒性强、安全性

高、支持复杂场景（高并发多线程等）、强大健全

的辅助组件、兼容性强、易扩展、易维护等诸多特

点，对交通大数据平台中的各种应用交互场景形成

强大的技术支撑。

2.2  开发语言

系统前后端开发采用语言如下：

（1）后端采用Java

Java语法比较简洁，常用于服务端编程、高

性能网络程序、企业软件事务处理、分布式计算、

Android移动终端应用开发等。这一语言符合工程

上协同开发的需求，具备代码可维护性、编译时可

进行检查、具有较为高效的运行效率、跨平台能

力、丰富的IDE、测试，因此本次系统后端程序的

编写采用此种语言。

（2）前端利用HTML5、CSS3、JavaScript等

一个基本的系统Web端包含多个网页，一个网

页由HTML、CSS和JavaScript共同组成。HTML是

主体，装载各种DOM元素；CSS用来装饰DOM元素；

JavasScript控制DOM元素。

HTML5：万维网的核心语言、标准通用标记语

言下的一个应用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的第五次重

大修改，网页前端的标准书写； 

CSS即层叠样式表(Cascading  Style  Sheet)

是在网页制作时采用层叠样式表技术，可以有效地

对页面的布局、字体、颜色、背景和其它效果实

现更加精确的控制。CSS3是CSS技术的升级版本，

CSS3语言开发正朝着模块化发展；

JavaScript是一种直译式脚本语言，即一种

动态类型、弱类型、基于原型的语言，内置支持类

型。它的解释器被称为JavaScript引擎，是浏览

器的一部分，广泛用于客户端的脚本语言，最早是

在HTML网页上使用，用来给HTML5网页增加动态功

能。

3  系统设计

3.1  系统架构设计

系统采用B/S前后端分离系统架构，主要由

Spring  Cloud及VueJS生态搭建而成。其中，大数

据分析挖掘系统分为离线分析及实时分析两大版

块：离线分析主要采用Hadoop生态搭建而成，实时



26 27特区建工技术 第4期 基于大数据的城市公交线网管理与优化决策系统设计与实现

分析主要由Spark生态搭建而成。总体系统架构分

为原始数据采集、原始数据清洗、过滤数据分析、

分析数据入库、分析数据逻辑处理、展示数据可视

化六大阶段，系统具体架构设计如图1所示。

图1  系统总体架构设计

3.2  系统功能设计

（1）公交数据管理功能模块：主要是对公交

线网运行数据进行管理、展示，根据这些基本数据

可大致分析出公交线网运行情况、特征。

（2）公交查询、统计、报表功能模块：主要

对公交线路、站点、场站数据，区域线路、站点及

场站数据，公交运行数据等进行查询、统计和报

表，可以查询、统计、报表地图上所有的空间信息

及关联的属性信息。 

（3）大数据挖掘分析功能模块：以调查的公

交线路OD及IC卡、GPS校核的公交出行OD数据为基

础，对公交客流在线路上、线网上、断面上、站点

上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统计分析。

（4）公交线网诊断功能模块：通过对公交便

捷性、公交可达性、公交可靠性等不同类型公交线

网评价指标的自动计算、排名，对选择的线路或者

线网进行问题的诊断分析，为系统的辅助规划和引

导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5）公交线网优化功能模块：梳理并确定换

乘枢纽，确定骨干线客流走廊，合理布局、规划

快、干线网；通过计算线路可达性来完善支线网，

计算线路便捷性、高效性等指标确定低质低效线路

并进行优化，确定轨道接驳线路并进行优化。

图2  深圳公交线网管理与优化决策支持系统功能模块

图3  圆形轨迹换道模型

站点之间的关联；②实现公交网络和道路网络、交

通区划的关联；③公交网络、交通区划的空间属性

（例如线路，站点等）能与交通出行及运营服务数

据（行车计划、线路客流等）关联；④实现公交网

络、道路网络和一些非网络信息关联，例如公交线

路沿线用地属性、路标等。根据上述基本功能，建

立静态供给数据库框架，如图3所示。图中的实线

箭头表示不同类别数据间的双向联系，空心箭头表

示同类数据不同形式间的等价关系[9]。

根据公交线网管理与优化调整业务需要，基

于上述设计，目前系统主要包含了公交数据管理、

公交线网查询统计、公交大数据挖掘分析、公交线

网智慧诊 断、公交线网优化5大功能及25个具体模

块，系统功能特性如图2所示。

3.3  系统数据库设计

公交线网大数据包括交通基础设施供给数据、

动态需求大数据及规划背景数据，其中，交通基础

设施供给数据包括城市路网、公交线网、公交运力

等；动态需求大数据包括公交IC卡数据、公交GPS

数据及断面客流数据、公交运行情况等；规划背景

数据包括社会经济、土地利用、机动车拥有量等。

通过交通基础设施供给数据、动态需求大数据及规

划背景数据的整合，对其相关空间、属性和拓扑数

据进行关联，可以实现客运交通规划一张图，编管

协同一张表，空间管控一张网，空间治理一平台。

（1）交通基础设施供给数据

基于HBase、MySQL等数据库，完成交通基础

设施供给数据的梳理建库，数据包括行政区划、交

通中区、交通小区、建成区、路网、线网、站点、

场站、公交专用道等，这些数据通常可以抽象成为

空间数据而显示在地图上。静态供给数据具备以下

基本功能：①在公交网络上，表现公交线路和公交

（2）动态需求大数据

通过公交GPS运营数据和刷卡数据时间匹配获

得乘客上车站点（起点），并通过跟踪同一深圳通

卡出行链数据获得下车站点（讫点），并基于多天

数据搜寻、聚类分析和校核获取公交登降量、客流

OD、断面客流量等动态需求数据，再利用HBase、

MySQL等数据库对登降量、公交客流OD等动态需求

数据进行梳理建库。动态需求大数据具有时空动态

特征，很难对其进行空间抽象，但动态需求数据又

与空间数据有着不可分隔的联系。因此，动态客流

需求大数据可以作为空间数据的属性数据进行表

现、存储和分析应用。如图4所示，系统根据深圳

市动态需求大数据可视化后的公交出行需求分布特

征。

（3）规划背景数据

完成规划背景数据的梳理入库，主要包括社

会经济、人口、土地利用、机动车保有、道路交通

等。其中土地利用、道路交通可以以空间数据保

存，社会经济、人口、机动车保有和交通态势均需

以属性数据保存。

4  系统特点概述

（1）系统对公交线网、站点、场站等多源大

数据可视化处理，通过公交大数据实时把控公交运

行态势，实现公交精细化调度与管理。

传统的公交监控方式需要投入大量人、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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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深圳市公交出行需求分布特征

图5  系统可视化操作界面及部分功能模块

进行OD调查和数据收集。而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公交

线网管理平台可将获取的IC卡刷卡数据、公交GPS

数据等公交运营大数据更为全面、快速地展现在决

策人员面前，并通过大数据技术对公交车辆状态信

息、站点信息、行驶信息、客流信息等数据进行分

析，通过多源大数据的集成、计算，形成各类数据

应用，为公交企业、公众出行者、政府管理部门提

供有海量数据支撑的公交调度服务、公交个性化信

息服务以及公交行业监管服务。

（2）系统引入大数据技术、模型及仿真技

术，线网管理和优化决策更加智能和科学。

系统数据采集、分析、应用都紧密结合大数据

技术、公交模型技术和仿真技术开展，满足公交线

网管理、评估、优化调整和图形模拟的各种需要。

系统不仅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公交数据进行“采集”

和“存储”，同时还对数据进行“计算”和“分

析”，实现了公交多源异构数据和系统的实时对

接，辅之以公交模型，实现可视化的线网管理和优

化决策支持。

（3）系统构建了一体化的公交线网数据库，

使线网数据管理和应用更加简便。

目前深圳市线网决策支持系统数据库主要包

括了道路、交叉口、公交线路、公交站点、轨道线

路、轨道站点、公交场站、公交专用道、轨道客

流、常规公交客流等公交供需空间与属性大数据，

以及储存在行政区划、交通区划里的社会经济、用

地、社会经济等规划背景数据。系统全面掌握了深

圳市公共交通大数据，实现了公共交通数据“一张

图、一张表”功能。

（4）可视化的多方案量化比选与评估技术，

可有效节省成本。

系统改变以往决策阶段人工操作评价模式，

直接在计算机软件环境中修改、模拟、推演，最终

形成最优方案，方案的比选，无需改变现场的硬环

境，具有重复成本低，无需现场实际操作等特点，

既能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又实现了公交线网优

化的定量性、科学性评估。

5  结语

随着智能公交线网系统建设的不断完善和“互

联网+  ”的深度应用，以“人—车—线—时”为

基本要素的公交行业大数据库的建立趋于成熟。

通过将“互联网+大数据+公交线路规划”进行融

合，建立以数据整合为核心的公交线网管理与优化

决策系统，实现对海量、多源异构的公交数据资源

有效的利用和共享，并通过大数据技术分析，准确

掌握公交系统的运行态势，挖掘分析影响公交运

营、服务、安全管理水平的主要因素和影响程度；

根据这些特征、规律和影响因素分析的结论，更具

针对性、更具说服力、更高效、更迅捷地对公交数

据进行管理和分析，优化城市公交线网与站点布局

规划，是未来公交线网智能管理与优化技术发展的

趋势。本系统适用于大城市复杂公交网络的分析处

理，是管理优化城市公交网络的重要辅助工具，它

将公交线网规划和设置建立在科学动态评估的基础

上，能进一步提高政府部门运力投放和线网规划的

决策管理水平，有效提高公交线网的运行效率，节

约行业运营成本。同时，线网决策系统的建设亦有

利于推动国家“公交都市”示范工程的建设，并形

成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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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轨道高架下方城市道路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轴线，沿线出行活动多样。但轨道高架对沿线空间割裂严重，空间营造

“硬伤”较大，对道路设计要求较高。以轨道高架下方城市道路设计为对象，在总结分析轨道高架下方城市道路主要特征

的基础上，探索如何通过精细化、品质化、人性化的道路设计，打破轨道高架对下方城市道路及沿线空间的制约，实现“轨

道”与“城市道路”二者融合发展，重新焕发轨道高架下方城市道路的出行活力，进而为轨道高架下方城市道路设计实践提

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道路设计；轨道高架；完整街道；空间营造

Urban roadway design under elevated rail transit: A case study of Tenglong Road in Shenzhen

 Ye Haifei, Zhang Bin,Xu Xi
(Shenzhen Transportation Design &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Shenzhen,518000)

Abstract: Urban roadways under elevated rail transit is an important axis of urban development, along which travel activities are 

diverse. However, elevated rail transit severely separates the spaces along the rail transit line, which brings obstacles to the roadway 

design and space construction. By summarizing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roadways under elevated rail transi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laborative, premium and humanized roadway design methods.To break the restriction of the elevated track on the urban 

road below and the space along the elevated track, realiz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rack" and "urban road", and re-radiate the 

travel vitality of the urban road below the elevated track, thus providing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urban road design practice below the 

elevated track.

Keywords:  roadway design; elevated rail transit; complete streets; space construction

0  引言

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快速推进的背景下，

出于建设成本、实施难度等因素的考虑，城市高架

轨道交通成为不少城市轨道发展初期的优先选择，

且大多结合城市道路走向修建。轨道交通的运营为

沿线带来了高强度的用地开发及大规模的人员流

动，但与此同时，轨道高架对下方城市道路通行空

间的制约以及对两侧人员往来、沿线景观及公共空

间的“割裂”影响不断凸显，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

“消极空间”。

当前，以机动车为主的道路设计已经越来越难

以满足市民对于街道生活和社区归属感的向往，而

营造高品质的街道空间，打造以人为本、慢行友好

的完整街道，逐步成为城市道路设计的核心理念。

本文以轨道高架下方城市道路设计为对象，在总结

分析轨道高架下方城市道路主要特征的基础上，探

索如何通过精细化、品质化、人性化的道路设计，

打破轨道高架对下方城市道路及沿线空间的制约，

实现“轨道”与“城市道路”二者融合发展，重新

焕发轨道高架下方城市道路的出行活力，进而为轨

道高架下方城市道路设计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1  轨道高架下方城市道路的特点

所谓轨道高架下方城市道路，是指轨道高架位

图1  轨道高架与下方城市道路的三种位置关系

于城市道路红线范围内的情形。根据轨道高架与城

市道路的位置关系，可分为骑跨式、路中式、路侧

式以及组合式四种形式。一般而言，轨道高架下方

城市道路主要呈现以下几方面特征：

（1）沿线用地开发强度高，出行潜力大。为

降低建设成本及实施难度，高架轨道线路一般位于

城市近郊。在轨道建设初期，沿线用地开发强度较

低。但随着轨道线路所带来的城市空间拓展以及

TOD规划理念的落实，轨道沿线用地逐步转变为以

商业办公、居住等高强度用地功能为主导，轨道高

架下方城市道路沿线交通出行潜力及城市活力十分

巨大，是一条片区综合性道路。

（2）轨道客流腹地较广、接驳需求大。高架

轨道线路所在城市近郊区域的轨道线网密度较低，

这决定了高架轨道线路的客流腹地要明显广于轨道

密度较高的中心城区，从而导致轨道高架下方城市

道路汇集了大量与轨道交通接驳的慢行、常规公交

出行需求，是一条轨道-公交-慢行复合型客流通

道。

（3）高架对道路空间及交通设施设置影响

大。一方面，由于轨道高架桥墩的占用，下方城市

道路红线宽度一般远高于同等级其他城市道路，无

形中肢解了城市空间文化的横向脉络联系，阻断了

固有的人流[1]，形成难以逾越的“交通峡谷”[2]；

另一方面，轨道高架也制约了下方城市道路的交通

组织以及公交站点等设施的设置，而且“粗壮”的

高架桥墩也成为下方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的一大隐

患。

2  轨道高架下方城市道路设计的理念与思路

纽约[3]、伦敦[4]、上海[5]、广州[6]等国内外先

进城市经验表明，道路交通设计不应仅仅从道路红

线空间的角度，立足于保障机动车通行空间来进行

方案的制定，而应从满足各类道路使用者出行需求

为切入点，从“人”的空间一体化设计的角度，综

合考虑道路两侧建筑之间的空间，进行完整街道的

交通设计。对于轨道高架下方城市道路设计，其不

仅包含常规综合性城市街道的设计要素，还需关注

如何弱化轨道高架对城市道路设施布局及沿线空间

影响的问题。

2.1  设计理念

综合考虑轨道高架下方城市的道路的主要特

征及道路设计诉求，其道路设计应遵循以下设计理

念：

（1）以人为本理念

受轨道高架影响，高架下方城市道路空间有

限，但沿线人员往来频繁，出行需求旺盛。道路设

计必须注重人的安全性以及生活需求，使高架下方

城市道路资源配置向慢行倾斜，充分体现其人性化

的设计手法，并表达对社会和个人的充分关心。

（2）共享包容理念

高架下方城市道路居住与商业办公建筑密集，

通勤、商业、休闲娱乐等出行活动多样，道路设计

应充分考虑这些出行群体的特征，兼顾机动车、非

机动车及其他交通工具，动态交通及静态交通，通

过性交通及集散交通，普通出行者及交通弱势群

体，体现交通的共享性与包容性。

（3）整体统一与分段差异化相结合理念

在道路设计时，应从整体上明确道路的功能定

位，结合沿线区域特点统一道路设计风格，形成交

通与景观相融合、辨识度高的标志性街道。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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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不同区段道路沿线用地与出行需求特征的差异

性，以及轨道高架对不同路段道路横断面的影响，

对不同路段的横断面上设计、景观打造、设施设

置、空间营造等提出差异化的设计方案。

2.2  设计思路

围绕高效配置轨道高架下方城市道路交通资

源、消除轨道高架对沿线公共空间与景观的影响两

大核心目标，可从安全、有序、活力、绿色及智慧

道路五个维度提出道路设计思路。

（1）安全的道路

以“人”的使用为核心，围绕轨道高架下方城

市道路承载的大规模慢行与公共交通出行需求，通

过保障慢行出行空间、引入稳静化、加强轨道-公

交-慢行衔接等手段，消除轨道高架安全隐患，提

升道路出行品质与安全环境。

（2）有序的道路

结合道路功能定位及交通承载力评估，充分利

用轨道高架下方有限的城市道路空间，对道路沿线

路段、交叉口及出入口交通组织的合理优化，保障

道路人车组织的有序。

（3）活力的道路

紧密结合沿线用地开发特征及人文特色，充分

利用轨道高架下方空间及道路沿线邻近空间，灵活

设置多样化的公共活动场所，营造开放、舒适的空

间环境体验，缝合轨道高架对沿线城市空间的“割

裂”影响，重塑轨道高架下方空间活力。

（4）绿色的道路

以“绿色引领”为设计理念，注重对轨道高架

两侧及下方绿化的精雕细琢，弱化轨道高架对道路

景观的影响，提升街道景观品质。

（5）智慧的道路

顺应道路所在片区发展要求，植入智能交通

发展理念，通过设置多杆合一、智能交通系统等手

段，净化轨道高架下方城市道路整体空间，将其打

造为一条现代化、智能化街道典范。

2.3  设计流程

按照上述思路，可得到轨道高架下方城市道路

设计流程，如图2所示。

图2  轨道高架下方城市道路设计流程示意图

业文化中心的重要轴线，沿线以居住、商业、文化

等用地为主，其中，居住商业用地容积率在3.0以

上，商业文化用地集中在红山站以南，且上塘、红

山轨道站点周边为超高强度开发地区，是展示龙华

新城片区现代化城市活力与人文景观特色的门户大

道。

图4  腾龙路区位示意图

轨道高架位于路侧

轨道高架骑跨于行车道上

图3  腾龙路横断面示意图

3.1.2  腾龙路现状问题

（1）沿线交通设施设计粗放，精细化设计考

虑不足，存在慢行设施使用不便捷、不人性化以及

不安全等问题。

（2）轨道接驳设施配套不完善，轨道出行环

境较差。主要包括沿线公交站点稀疏、站台较窄、

与轨道出入口缺乏必要的风雨连廊设施，且公交接

驳线网发车间隔长等。

（3）沿线车止石、标志标牌杆件等附属设施

设置冗杂、随意，布局杂乱，严重影响道路整体景

观与通行空间等。

（4）轨道高架下方缺乏必要的空间营造，未

与两侧用地及景观形成良性互动，冰冷、单调的高

架景观打造与沿线日益提升的商业氛围与居住环境

格格不入，形成两侧人员往来、环境互动的天然屏

障。

3.2  设计特点

腾龙路沿线集中规划了大型城市综合体、文

化娱乐设施以及高档居住小区，承担了日常集散通

行、商业往来、休闲漫步等综合性服务功能，可视

为一条综合性街道。同时，轨道4、6号线高架贯穿

其中，需抓住“轨道高架”这一独特性，充分利用

轨道4、6号线高架下空间，将其作为串联沿线不同

3  深圳市腾龙路交通设计实践

3.1  现状及问题

3.1.1  腾龙路现状概况

腾龙路位于深圳龙华区民治街道，长约3.3公

里，现状为双向4车道、标准断面红线宽度60米的

次干道。道路上方为深圳轨道中轴线——轨道4、6

号线高架段，轨道高架采取骑跨式以及路侧式两种

混合形式与腾龙路并线设置，并在路段设置了4号

线上塘站以及4、6号线红山站两处轨道站点。

根据规划，腾龙路是北站商务核心区、红山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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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腾龙路沿线现状问题实景图
图7  腾龙路及沿线自行车道网络规划布局示意图

图8  腾龙路沿线轨道车站自行车停放及风雨连廊设置示意图

图6  沿线交通稳静化设施

地块功能、服务不同使用人群的有效手段，进而提

升空间品质，激发道路活力，成为沿线地区“会客

厅”。主要设计特点包括：

（1）慢行交通：精细布局与共享利用

一是“拓空间”。通过压缩行车道宽度标准

（由3.5米压缩至3.0～3.25米）、取消路边停车

位、加密人行过街设施等措施，保障沿线慢行空间

的连续性。同时，拆除沿线商业办公及公共设施项

目与道路之间的隔离设施，利用建筑退线空间拓展

部分路段紧张的慢行空间。

（2）公共交通：加密布局与注重衔接

一是结合沿线公交需求分布特征及轨道高架

下方道路空间条件，加密及优化公交站点设置位置

与站台宽度，对候车亭进行智能化改造。同时，优

化沿线地块配建公交场站的位置、规模及交通组织

形式，提出外围接驳区至腾龙路沿线及轨道车站的

二是“重安全”。通过抬高人行过街横道、缩

小路口转弯半径、设置智慧道钉、拓展渠化岛与自

行车过街横道等交通稳静化措施，并加强沿线无障

碍设计，通过完善路缘坡道、连续盲道网络、试点

过街盲道等措施，提升行人的街道使用感受与安全

性。

三是改变仅局限道路自身设计的思维，注重与

相交道路慢行网络的衔接，同步完善建设路等沿线

自行车道设施，串联周边重要慢行节点，以线带面

打造连续的慢行出行网络。

公交线网布局方案，发挥道路轨道-公交集疏运功

能。

二是新增轨道车站与邻近地块主出入口、公交

停靠站的风雨连廊以及空中二层连廊，利用高架下

方空间设置自行车立体停车区，提升沿线市民慢行

与轨道、公交接驳环境。

（3）车行组织：安全整治与智能管理

通过视距三角形等校验轨道高架对沿线交叉

口、出入口行车安全性影响，严格控制沿线地块车

行出入口的设置，取消不满足规范要求、存在交通

安全隐患的地块车行出入口，并引入智慧路灯、智

慧信号灯等智能设施，打造智慧街道，提高道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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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慢行需求特征，因地制宜逐段进行道路横断面详

细设计。

（5）公共空间：整体统一与特色塑造

一是结合沿线片区发展特色及人文特征，提取

道路特有的街道符号，将其融入到街道小品、市政

井盖、景观设计中，打造独特的街道品质。同时，

明确道路人行道、自行车道、止车石、指路标志等

色调与款式风格，并整合沿线交通杆件，实现多杆

合一，形成整体统一、整洁有序的空间感受。

二是在高架下方空间营造中，根据不同路段沿

线用地特色及使用群体，划分三个特色鲜明的路段

（如图13），通过丰富多变的景观打造、历史文化

展示及公共设施布置，将轨道高架分隔的城市区域

重新连接在一起，使沿线空间成为城市区块之间的

粘合剂，形成轨道高架特色空间而易于被人感知，

并成为沿线市民独特的历史印记。

行安全性与智能管理水平。

（4）断面设计：因地制宜与分段设计

改变全路段采用标准断面指导道路工程建设的

模式，充分结合轨道高架与腾龙路的位置关系及沿

图9  腾龙路与中梅路交叉口渠化设计示意图

白松一路-民宝路段

图11  沿线设施植入特有的道路符号

图12  腾龙路（和平路-简上路段）交通杆件整合示意图

图13  不同区段高架空间营造策略示意图

中梅路-人民路段

图10  腾龙路部分路段横断面设计示意图

路段 沿线特征 轨道高架形式 空间营造策略

和平路-人民路
（现状段）

用地特征：分布潜龙曼海宁、中海锦
城等高档住宅区以及龙塘村等城中村，
轨道高架位于道路东侧；

活动特征：以休闲、健身、购物、推
婴儿车、儿童游憩、乘车等活动为主，
涵盖各年龄层；

空间需求评估：轨道高架一侧被大量
绿植占用，空间利用效率低；龙塘新村
段公共空间缺乏。

轨道4号线高架采取路侧
式，位于道路东侧。

道路东侧：依托环城绿道的建设，利用
轨道高架下方空间增加儿童活动设施、休
闲座椅等公共设施。同时，以打造门户景
观为主，与和平路-腾龙路交叉口东南角
绿地形成地区门户景观展示节点；

道路西侧：打通道路与路侧建筑退线空
间的联系，设置休闲座椅、花池等，丰富
道路公共空间。

人民路-白松一路
（现状段）

用地特征：分布龙华九方、红山6979
等商业综合体，以及美术馆、图书馆；

活动特征：沿线市民以商业休闲、购
物、会友、乘车等活动为主；

空间需求评估：轨道高架一侧被大量
共享单车、自行车及绿化占用，与沿线
用地互动不足。

人民路至中梅路段轨道高架
采取路侧式，位于道路东侧；

中梅路至白松一路段轨道高
架采取骑跨式。

道路东侧：将轨道高架下方空间与路侧
建筑退线空间统筹考虑，设置休闲座椅、
花箱、雕塑等，扩展沿线综合体、美术馆
图书馆活动空间；

道路西侧：与龙光玖钻综合体建筑退线
空间一体化设计，布置二层连廊扶梯、喷
泉、休闲座椅等设施，形成大型商业活动
广场空间。

白松一路-留仙大道
（新建段）

用地特征：两侧均为商业办公用地，
容积率均超10；

活动特征：沿线市民以商务办公、会
友等活动为主，主要为青壮年、中年人
群。

轨道高架在道路红线之外。

路侧空间有限（人行道空间仅3.5
米），建议道路与路侧建筑退线空间采取
相同标高，并在建筑退线空间内设置休闲
座椅、花箱等公共设施，不设置地面停车
位，丰富道路公共空间。

表1  不同区段高架空间营造策略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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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作为城市发展轴线，轨道高架下方城市道路

汇集了大量居住、商业办公、休闲娱乐及轨道出行

等需求。本文结合道路特色及沿线多样化的出行需

求，突破了“就道路论道路”的常规思维，按照以

人为本的完整街道设计理念，重点从轨道高架下方

城市道路的慢行、公共交通、轨道接驳以及高架空

间营造等方面探讨了满足新时期沿线出行需求的轨

道高架下方城市道路设计思路与策略。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办法》，地面和高架车站以及线路轨道外

边线外侧30米内为控制保护区，当前轨道高架下方

空间的综合利用涉及用地权属及安全管理问题。因

此，建议借鉴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

加强规划、轨道、交通、城管以及街道等不同部门

的沟通协调，充分利用轨道高架下方“消极空间”

进行特色空间营造，缝合轨道高架对城市空间的割

裂影响，实现轨道沿线地区的协调、高品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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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腾龙路（人民路至白松一路段）东侧改善前后对比图（左图为改造前，右图为改造后）

图15  腾龙路（和平路至人民路段）西侧改善前后对比图（左图为改造前，右图为改造后）

图14  腾龙路（和平路至人民路段）东侧改善前后对比图（左图为改造前，右图为改造后）

交通设计

深汕望鹏大道管线桥设计及理论研究分析

周倩茹，徐  盼
(深圳市综合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 518000)

[摘 要] 文章以深汕望鹏大道管线桥设计为例，通过研究分析行业内相关规范以及法规，得出该项目建设独立管线桥的必

要性，然后再进行桥梁断面比选与设计，推荐采用预制槽型梁的型式以及工厂预制现场吊装的施工工艺，保证管线桥结构的

整体景观效果，再对管线桥细部构造进行精细化设计，最终通过MIDAS有限元软件对槽型梁结构进行整体受力分析，得出其

有较好的受力特性，可满足管线桥结构受力以及使用运营阶段的维护需求，且断面经济性景观性俱佳。结论可供相关市政项

目参考借鉴。

[关键词] 桥梁；管线；槽型梁；细节设计；耐久性；力学分析；景观   

Design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pipeline bridge of Wangpeng Avenue in shenshan

Zhou Qianru, Xu Pan
(Shenzhen Transportation Design & Research Institute Co.,Ltd., ShenZhen, 518000)

Abstract: The design of a pipeline bridge on Wangpeng Avenue in Shenshan was taken as an example in this paper.Through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relevant code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industry, it had been concluded that the project wa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n 

independent pipeline bridge, then the bridge section comparison and design were carried out. Prefabricated trough beams had been 

recommended.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the prefabricated site hoisting of the factory ensured the overall landscape effect of the 

pipeline bridge structure, and then the detailed design of the pipeline bridge was refined. Finally, the overall force analysis of the trough 

beam structure was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MIDAS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It had good force characteristics, which could meet the 

maintenance needs of the pipeline bridge structure and the use and operation stage, and the section had a good economic landscape. The 

conclusion could be used as reference for related municipal projects.

Keywords: bridge; pipeline; trough beam; detailed design; durability; mechanical analysis; landscape

0  引言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管线布置的复杂

性亦不断增大，若采用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布设管

线，投资较大且受到地质条件及工程环境限制，这

种做法并不适用于所有市政工程。由于某些特殊限

制条件，当某些管线不得不随桥敷设，但根据行业

规范及相关法规却又明确不得在桥上敷设污水管、

压力大于0.4Mpa的燃气管和其他可燃、有毒或腐蚀

性的液、气体管、10千伏以上的高压电力管等诸如

此类情况，在实际工程做法中，通常采用设置独立

的管线桥的方案，然而独立管线桥工程如何结合周

边环境满足景观效果佳、运营维护方便同时兼顾经

济性、耐久性等成为设计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的问

题。本文以实际工程为例，详细阐述了独立管线桥

从总体方案到断面设计、细节设计以及结构受力等

的研究过程，可为类似项目提供较好的参考。

1  项目概况

深汕特别合作区位于广东省东南部，西与惠州

市接壤，距离深圳市中心约100公里，处在深圳1小

时交通圈内，位于珠三角经济圈与海峡西岸经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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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部，是粤港澳大湾区向粤东城镇群拓展辐射及

重要战略节点。深汕特别合作区望鹏大道起点接潮

莞高速赤石收费站，终点接规划深东大道，全长约

11.462km，为城市快速路，主线设计速度80km/h，

辅道设计速度40km/h，红线宽度为60～70m，主线

双向6/8车道。拟建道路沿线场地原始地貌较为复

杂，主要由河流+河漫滩、低台地、山岭组成，地

形起伏大。场地高程介于2～290m。沿线规划的城

图1  高压电力规划图

图2  桥型纵断图（单位：cm）

的管线桥上部结构方案。

方案一：T型梁+后浇顶、底板空隙段

标准断面，尽量采用预制构件，保证结构外观品质

要求。

通过对比分析，方案二中的槽型梁[3]+活动顶

盖板的方案具有环保、美观，运营维护方便等优

点，同时，运营维护期，检修人员进出方便，检修

效率较高，立面景观效果较佳，因此最终选择方案

二作为推荐方案。

图3  T型梁断面(单位：cm)

市综合管线种类较多且复杂，根据《深汕总规-电

力工程规划图》2019年08月02日收集版本项目有

两段道路涉及高压电缆敷设：1）科教大道～预留2

（110kV站）。2）南山路～设计终点。由于南山路

至设计终点段高压电力管为2回，现设计为采用拖

拉管过河敷设，科教大道～预留2（110kV站）段高

压电力管为4回，需设置单独管线桥跨越河道，即

为下文主要研究对象。

由于行业内对管线桥的结构体系、结构型式、

细部设计等研究较少，本文主要结合实际工程项目

展开相应分析研究，形成相关的管线桥设计理论及

实践总结，为相关类似项目提供参考。

1.1  相关行业规范及法规

通过收集整理桥梁、管线行业设计规范及城市

道路管理法规等，罗列如下：

《城市桥梁设计规范》[1]3.0.19条：桥上或

地下通道内的管线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不得在桥

上敷设污水管、压力大于0.4Mpa的燃气管和其他可

燃、有毒或腐蚀性的液、气体管。条件许可时，在

桥上敷设的电信电缆、热力管、给水管、电压不高

于10KV配电电缆、压力不大于0.4Mpa燃气管必须采

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

管线行业规范《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2]5.9.2

条：交通桥梁上、隧洞中、或地下商场等公共设施

的电缆应具有防止电缆着火危害、避免外力损伤的

可靠措施，并应符合电缆不得明敷在通行的路面上

的规定；5.9.3条指出35KV以上大截面电缆宜采用

蛇形敷设。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四章路政管理第27条

第五款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在桥梁上架设压力在4

公斤/平方厘米（0.4兆帕）以上的煤气管道、10千

伏以上的高压电力管和其他易燃易爆管线。

望鹏大道跨越碗窑洞河处规划为4回110KV高压

电力管，结合相关行业规范与法规，推荐采用独立

管线桥的方案进行跨越。

1.2  桥梁总体设计

王京铺管线桥上跨碗窑洞河，周边地势平坦，

两侧地块尚待开发，考虑到未来提升沿河景观的可

能性，因此桥梁上跨碗窑洞河时应考虑景观效果。

根据管线断面，结合周边地形及河道规划宽度

确定总体方案，王京铺管线桥桥梁总长为170m，跨

径组合为(2×40+2×45)m，总宽3.0m，考虑到经济

性因素，采用预应力砼及钢筋砼结构。

2  管线桥设计

2.1  管线桥断面比选与设计

横断面布置方面，关于管线与主梁的相对位置

关系，通常有两种设计思路，一是将管线置于主梁

上，这种做法经济性一般，主梁空间利用率较差。

二是将管线置于主梁内部，顶部设置活动盖板，主

梁既作为主要受力构件又作为管线的保护箱体。在

思路二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两种断面型式进行比

选，通过分析两种断面的优缺点，得出本项目推荐

图4  槽型梁断面（单位：cm）

图5  王京铺管线桥景观效果图（槽型梁）

由于本项目管线桥桥宽较小，可应用于本项目

的上部结构类型较少，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T梁较

早应用于公路市政行业，工艺成熟，吊装方便，单

片梁顶板宽度为2.2～2.4m，施工速度较快，经济

性较好。但由于两片预制T梁之间存在空隙，仍需

后浇部分顶底板，现场可采用先后浇底板待管线入

箱之后再后浇顶板的施工方式。本方案的优点在于

装配式T梁工艺成熟，施工速度快，经济性较好，

缺点在于外侧悬臂宽度较宽无实际利用价值，景观

效果不佳。

方案二：预制槽型梁+活动顶盖板

预应力混凝土槽型梁[3]断面简洁，结构线型优

美，腹板采用两条圆弧线拟合，与底板相接处采用

圆弧倒角，主梁整体采用工厂预制，顶板采用活动

盖板，该方案优点在于断面简洁无多余悬臂，受力

明确，顶部盖板为预制可活动构件；但该断面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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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管线桥下部结构构思与设计

由于本项目管线桥总宽度较小，荷载仅考虑

桥梁及管线本身自重不考虑较大活荷载作用下的偏

载效应，因此下部结构建议采用独柱墩的型式，结

合上部结构的推荐断面，下部结构型式沿用主线桥

“钻石墩”的设计风格，采用棱角分明的带面槽的

钻石型盖梁搭配柱式墩的形式。

本项目栏杆采用不锈钢立柱及装饰塑钢横杆，

整体角度向内倾斜，立柱呈曲线线型，整体效果简

练大气。由于桥宽较小，桥梁排水采用单向横坡加

纵坡的模式，桥梁结构体系为简支，在桥墩顶分跨

处设置伸缩装置，伸缩缝装置由橡胶止水带、泡沫

胶、止水泡沫板、铝合金板包封而成。主梁顶部采

用预制活动盖板，盖板纵向预制长度为1m。由于桥

台处需与电力管设施井相接，该设施井设置有前墙

及耳墙，因此管线桥桥台仅设置台帽梁及桥墩。

3  力学计算与分析

3.1  荷载统计与输入

（1）管道荷载

110KV高压电力缆及φ200导管单根自重标准：

0.294KN/m;本次共计16根，共重：4.704KN/m。

（2）温度荷载

经查阅荷载规范深汕合作区50年重现期的月

平均最高气温38℃，月平均最低气温-3℃。假定

安装温度为15℃，温度荷载作用的升降温工况分为

±25℃。

（3）检修活荷载

管线桥活荷载按《城市桥梁设计规范》 

（CJJ11-2011  2019版）[1]的中第10.0.5条规进行

考虑。

3.2  荷载组合工况

根据《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 6 0 -

2015[4]对槽型梁进行受力分析，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设计时采用荷载的基本组合，考虑恒载、活载以及

温度荷载参与作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采用荷

载的标准组合，考虑恒载、活载以及温度荷载参与

作用。

3.3  模型的建立

本节选取碗窑洞河管线桥最大主跨，跨径为

45m的槽型梁进行力学计算分析，通过有限元分析

图6  槽型梁下部结构模型及断面

图7  管线桥栏杆模型

图8  伸缩缝构造示意图

图9  槽型梁整体模型

图10  持久状况正截面抗弯验算包络图

图11  持久状况斜截面抗剪验算包络图

由于管线桥总宽度仅为3m，下部结构型式体量

不宜过大，盖梁高度采用1.2m，盖梁内倾边线与底

部斜上线条间夹角为113度，盖梁顶部设置两侧挡

块，挡块高度为0.5m，与盖梁一体化设计施工，桥

墩采用圆柱墩接桩的形式，其中桥墩直径为1.3，

桩基采用D1.5m钻孔灌注桩。

2.3  管线桥细节设计

考虑到桥梁人员的检修及日常维护问题，该桥

的设计除了墩、梁造型与交通桥统一以外，栏杆的

设计成了景观设计的一大要点，因此，需结合整体

的景观进行考虑，选择较为简单的形式作为栏杆方

案，不能过于抢眼。

软件Midas Civil Designer建立槽型梁模型，并以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2015）[4]和

《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

（JTG  3362-2018）[5]（以下简称《公预规》）

为标准，按部分预应力（A类）混凝土结构进行设

计。

3.4  结果分析

3.4.1  抗弯及抗剪承载力分析

从持久状况正截面抗弯验算包络图可知，按照

《公预规》第5.1.2-1条γ0S≤R条验算，结构的重要

从持久状况斜截面抗剪验算包络图可知，按照

《公预规》[5]第5.1.2-1条γ0S≤R验算，结构的重要

性系数×作用效应的组合设计最大值≤构件承载力

设计值，满足规范要求。

3.4.2  正截面及斜截面抗裂分析

本槽型梁按A类预应力混凝土构件设计，在作

用（荷载）频遇效应组合下，应符合下列条件：

性系数×作用效应的组合设计最大值≤构件承载力

设计值，满足规范要求。

σ st-σ pc≤0.7ftk；在作用（荷载）准永久效应组合

下，应符合下列条件：σlt-σpc≤0。

从 使 用 阶 段 正 截 面 抗 裂 验 算 ( 频 遇 ) 包

络图中可知：顶缘 σ s t- σ p c= 3 . 2 2 1   M P a (压应

力)≤0.7f tk= 1 . 855  MPa(拉应力)，底缘σ st-

σpc=0.059  MPa(压应力)≤0.7ftk=1.855  MPa(拉应

力)，均满足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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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使用阶段正截面抗裂验算(频遇)包络图

图13  使用阶段正截面抗裂验算(准永久)包络图

从使用阶段正截面抗裂验算(准永久)包络图

中可知：顶缘σlt-σpc=3.221  MPa(压应力)≤0.000 

MPa(拉应力)，底缘=σ lt-σ pc=1.687  MPa(压应

力)≤0.000 MPa(拉应力)，均满足规范要求。

4  结论

本文首先通过对本项目王京铺跨河管线进行概

况分析，结合行业内法规及相关规范与标准的总结

与研究，明确了该节点设置独立管线桥的必要性，

继而对上、下部结构进行方案的比选，确定上下部

结构的断面型式，然后对管线桥的细节设计进行了

具体阐述分析，最后对槽型梁整体模型进行了有限

元数值计算分析，验证结构的受力要求满足行业规

范的要求。本文确定的管线桥整体型式与设计具备

一定的创新性，研究内容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管线桥断面提出采用槽型梁的型式，这

种断面型式在施工上避免了使用常规T梁拼装时湿

接缝存在的后期开裂养护等风险以及施工过程中吊

装完预制段后仍需后浇的繁琐工艺，槽型梁可在工

厂预制加工成型后，现场吊装，整体效果线型优

美，空间利用率高，具有较佳的视觉景观效果以及

较强的经济适用性。

（2）槽型梁断面下部搭配造型盖梁独柱墩，

整体效果简练大气。其中，盖梁设计为立面刻面槽

的钻石型，与主线桥保持一致，桥墩采用圆墩接桩

基，景观处理后形成立面轻巧的效果，减轻混凝土

的厚重感，提升结构的景观性，加强线型的流畅

度。

（3）管线桥应设置相应的检修栏杆、合理巧

妙的排水系统以及顶部活动检修盖板等提升耐久性

的措施，以满足桥梁全寿命周期的运营要求。

（4）槽型梁管线桥可采用简支结构体系，最

大跨径可按50m内控制，具有整体预制架设施工方

便的特点。根据有限元整体计算分析结果，承载能

力极限状态及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其内力及应力

均不超过规范限值，且具有一定的安全富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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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设计

深汕望鹏大道海贝大桥景观设计与计算研究分析 

周倩茹
(深圳市综合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 518000)

[摘 要] 本文以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汕望鹏大道海贝大桥为例，对桥梁周边环境及社会人文背景进行深入探讨研究，详细论

证及分析了景观桥梁方案从概念设计到形成具体推荐方案的过程，得到具有较好的景观效果的单塔斜拉桥作为推荐方案，再

通过有限元分析软件MIDAS进一步对桥梁进行计算分析，计算结果表示桥梁指标均较好的满足规范要求且安全系数较高，由

于桥塔呈75°倾角，建议桥塔采用竖转工艺进行施工。本文可供类似市政景观桥梁项目参考借鉴。

[关键词] 独塔斜拉；海贝大桥；景观；结构设计

Analysis of landscape design and calculation of Haibei Bridge on Wangpeng Avenue in Shenshan

Zhou Qianru
（Shenzhen Transportation Design & Research Institute Co.,Ltd., Shenzhen, 518000）

Abstract: Taking the Haibei Bridge on Wangpeng Avenue in Shenshan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onducts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bridge. It demonstrated and analyzed the 

process of the landscape bridge plan from conceptual design to the formation of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A single-tower cable-stayed 

bridge with better landscape effects was recommended.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software MIDAS was used to further calculate and 

analyze the bridge.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bridge indicators meet the specification requirements and the safety factor 

was higher. The tower was at an inclination angle of 75, and it was recommended that the tower be constructed by vertical rotation 

technology. This article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similar municipal landscape bridge projects.

Keywords: Single tower cable-stayed; Haibei Bridge; landscape; structural design

0  项目概况

深汕特别合作区位于广东省东南部，西与惠

州市接壤，距离深圳市中心约100公里，处在深圳

1小时交通圈内，珠三角经济圈与海峡西岸经济圈

结合部，是粤港澳大湾区向粤东城镇群拓展辐射及

重要战略节点。深汕特别合作区望鹏大道起点接潮

莞高速赤石收费站，终点接规划深东大道，全长约

11.462km，城市快速路，主线设计速度80km/h，辅

道设计速度40km/h，红线宽度为60～70m，主线双

向6/8车道。

海贝大桥位于望景隧道出口处，路线采用分

离式路基，桥梁按左右两幅分开设计，两幅桥横向

平均距离约为28.4m。两幅桥平面均位于直线段。

在未来新城规划中，海贝大桥位于高铁商务区，紧

邻深汕高铁站，建成后将成为高铁站的一个景观视

点，水域宽阔的里坑水库规划为未来的旅游风景

区，因此将海贝大桥设计为一座景观桥梁，形成望

鹏大道的一个标志性景点。

海贝大桥左幅桥起点桩号为ZK8+810.500，

终点桩号为ZK9+019.500，桥梁全长209m，桥梁

纵坡-2.9%。右幅桥起点桩号为YK8+761.460，终

点桩号为YK9+178.540，桥梁全长417.08m，纵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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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变坡点为YK9+100，高程为35.019，竖曲线半径

为10000m，前进方向坡度为0.67%，后退方向坡度

为-2.9%。

1  桥梁区域景观定位及环境分析

海贝大桥位于本项目南侧，周边环境以丘陵、

绿地、水塘、河道、水库等为主，环境优美，视野

开阔。从行车视角分析，经过望景隧道后，进入海

贝大桥开阔区域，天地豁然开朗，瞬间身心得到放

松。从桥下人行视角分析，海贝大桥西侧均为以水

塘、水库、河道为主，水域环境加上景观桥梁将产

生较好的意境效果。

图1  现状环境图

图3  主桥推荐方案——单塔斜拉桥

图4  方案一—桥塔对向布设效果图

图5  方案二—桥塔同向布设效果图

图2  环境分析图

推荐方案为单塔双索面钢斜拉桥，采用刚构体系，

即梁塔墩互为固结，形成跨度内具有多点弹性支承

的刚构，这种体系的优点是免除了大型支座的安装

维护，结构整体刚度较好，主梁挠度小，缺点为主

梁固结处负弯矩较大，较适合于单塔斜拉桥；主桥

比较方案为变截面预应力混凝土连续刚构[1]。

主桥推荐方案采用跨径组合为120+80m的单塔斜

拉桥方案，整体效果恢弘大气，与周边山水田园风

光契合度较高，提升了周边自然风光的整体效果。

由于海贝大桥桥梁为左右幅分离布置，且主桥

布设点不在同一横桥向位置，因此在本次方案设计

中，对桥塔的布置从景观上进行了比选及分析。方

案一为桥塔对向布设，方案二为桥塔同向布设。

对称布置的桥塔，进行多个视点分析可以看

出，由于桥塔不在同一横桥向位置的关系，从车行

视角而言，景观性好，对于隧道洞口有识别感；从

桥下视角观察，互为对立的桥塔与拉索组合的布置

更显趣味性，似贝壳张开的形态，与海洋文化更为

贴近。

顺桥向布置的桥塔，从斜拉桥的整体形象来

说，方向一致的桥塔给人的视觉效应较为挺拔，但

由于桥塔位置为进出隧道洞口，从视觉角度出发，

桥塔的方向会给人产生错觉，且桥塔与拉索组合的

布置略显凌乱，整体感不佳。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最东

端，西北与惠州市惠东县接壤，东与汕尾市海丰县相

连。2018年12月16日，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正式揭

牌，标志深汕特别合作区迈入由深圳市直接管理的全

新阶段。海洋见证了深圳的成长，海洋文化更是与深

圳人文精神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文化亲缘。

根据本次桥位区域特点（高铁商务区），旨在

展现一种包容、开放的形态，因此方案融入海洋文

化元素，提取海洋中常见的贝壳作为元素，以贝壳

的椭圆形形态作为桥梁的设计造型，贝壳的纹路以

抽象的手法进行升华，形成相应的桥塔方案。

2  桥梁方案比选

本桥在设计之初对总体方案进行了比选。主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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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主桥比较方案——连续刚构

图7  主塔构造图

图10  全桥分析模型

顺桥向布置的桥塔，从斜拉桥的整体形象来

说，方向一致的桥塔给人的视觉效应较为挺拔，但

由于桥塔位置为进出隧道洞口，从视觉角度出发，

桥塔的方向会给人产生错觉，且桥塔与拉索组合的

布置略显凌乱，整体感不佳。

主桥比较方案采用跨径组合为55+90+55m的连

续刚构方案，由于海贝大桥位于隧道出口处，路线

设计高程距离地面高度最高处为20m，与主跨90m相

比，较矮墩高仅为10.8m，与跨径比仅为0.12左右

小于0.2，桥下空间高度相对主梁跨径较小，主梁

容易呈现为贴地效果，削弱主梁的跨越感[2]。

3  结构设计与分析

3.1  上部结构设计

3.1.1  索塔

索塔由内侧椭圆形索塔、外侧装饰及之间斜杆

组成，索塔向边跨方向倾斜与水平面夹角为75°。

左幅桥索塔桥面以上斜向高度为55.3m，桥面以下

斜向高度为18.492m，索塔斜向总高73.792m，右幅

桥索塔桥面以上斜向高度为55.3m，桥面以下斜向

高度为18.089m，索塔斜向总高73.389m。索塔顺桥

向宽度4m，塔柱在与承台相交位置在边跨方向设置

R=300cm的圆弧倒角，使得传力路径更为顺畅。索

塔横桥向宽度自下而上分为：下塔柱变截面段、中

塔柱等截面段及上塔柱变截面段。中塔柱等截面段

为桥面及以上39m，宽度为3m；上塔柱变截面段为

距桥面39m处至塔顶，宽度由3m渐变至4.1m；下塔

柱变截面段为桥面至塔底，左幅桥塔底横桥向宽度

为8.181m，右幅桥塔底横桥向宽度为7.811m。

3.1.2  钢箱梁

主梁采用钢箱梁，钢箱梁全宽21.6m（含外侧

风嘴），钢箱梁梁高为2.5m，桥面横坡通过箱梁整

体旋转形成，单箱两室结构，共设3道腹板，1道中

腹板和2道边腹板。

3.1.3  斜拉索

斜拉索立面采用竖琴形布置，每幅桥各设

2×8=16对斜拉索，吊杆采用整束挤压钢绞线成品

索，吊索索股根据受力不同采用GJ15-15、GJ15-

22、GJ15-27的规格，采用环氧喷涂钢绞线，标准

强度1860MPa，双层PE保护，主跨拉索纵桥向间距

为12m，边跨拉索纵桥向间距为9m，塔上拉索竖向

间距为4m。斜拉索采用整束挤压锚具，塔、梁上均

为张拉端锚具，斜拉索设计安全系数大于2.5。

3.2  下部结构设计

索塔承台平面尺寸为27×16.5m，承台厚4m，

承台下顺桥向布设4排，共20根直径1.8m钻孔灌注

桩，桩基按嵌岩桩设计。

图8  主梁吊点处断面

图9  主塔基础立面

4  理论研究与计算

计算采用MIDAS有限元软件，结构的有限元模

型如下图，总体静力计算应用有限位移理论，采用

空间杆系模型，对应于施工过程及构造需要，主梁

共离散划分为70个单元，主塔共离散划分为104个

单元，主塔在塔底固接。全桥计算模型及模型预应

力布置见下图。

本桥主梁与台身之间设置4个支座，0#桥台

（桥墩）支座一个为单向活动球型支座，另一个为

双向活动球形支座；中间塔梁固结，塔底设承台，

下接桩基础；2#桥台（桥墩）支座一个为单向活动

球型支座，另一个为双向活动球形支座。

控制组合计算成果如下：

（1）结构刚度

根据静力计算结果，本桥在荷载作用下的位移

值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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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桥为单塔双索面钢斜拉桥，根据《公路钢结

构桥梁设计规范》（JTG  D64-2015）4.2.3条，主

梁在不计冲击力的汽车车道荷载频遇值作用下的计

算竖向挠度值不应超过L/400。主梁最大向上挠度

值为2.8mm，最大向下挠度值为16.8mm，根据规范

附注中计算挠度应为正负挠度绝对值之和，得到主

梁计算挠度为2.8+16.8=19.6mm<L/400=30mm，满足

规范要求。

（2）支座反力

各阶段支座反力见下表所示。

由上表可以看出，各支座均未出现负反力，不

会出现支座脱空现象，满足要求。

（3）主梁内力及应力

主梁轴力及弯矩包络图如下各图所示。

基本组合：主梁轴力最大值为-33436kN，

正弯矩最大值为10 4 1 3 2 k N . m，负弯矩最大值

为-117465kN.m；

图11  主梁跨中活载最大向上挠度（mm）

图12  主梁跨中活载最大向下挠度（mm）

图14  基本组合——主梁竖向弯矩包络（kN.m）

图15  基本组合——主梁最大应力包络（Mpa）

图13  基本组合——主梁轴力包络（kN）

位置 成桥阶段
标准组合

Max Min

主跨边墩 1148.7 3975 317.8

边跨边墩 1569.7 4143 507.6

表1  主梁支承反力表（kN） 经验算，在基本组合作用下，主梁最大应力

125.8MPa，满足规范要求。

（4）主塔内力及应力

主塔轴力及弯矩包络图如下各图所示。

基本组合：主塔轴力最大值为-309141kN，

正弯矩最大值为10 7 7 5 1 k N . m，负弯矩最大值

为-73190kN.m；

图16  主塔轴力包络（kN）

图17  主塔弯矩包络（kN.m）

经验算，在基本组合作用下，主塔最大应力

185.1MPa，满足规范要求。

（5）斜拉索内力及应力

标准组合作用下，各斜拉索内力如下表所示：

疲劳荷载作用下，斜拉索疲劳应力幅最大

223.6MPa，满足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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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主塔最大应力包络（Mpa）

图19  第一阶失稳模态

图20  第二阶失稳模态

表2  斜拉索内力验算结果

表3  斜拉索应力幅验算结果

斜拉索
编号

型号
破断索力
（kN）

最大索力
（kN）

最小索力
（kN）

安全系数

Z1# GJ15-22 5720 1622.8  1272.5  3.52 

Z2# GJ15-22 5720 1918.7  1558.2  2.98 

Z3# GJ15-27 7020 2343.5  1809.7  3.00 

Z4# GJ15-27 7020 2458.8  1855.1  2.86 

Z5# GJ15-27 7020 2525.7  1886.1  2.78 

Z6# GJ15-27 7020 2538.6  1899.0  2.77 

Z7# GJ15-22 5720 1707.4  1217.5  3.35 

Z8# GJ15-22 5720 1465.6  1055.6  3.90 

B8# GJ15-15 3900 1064.3  845.3  3.66 

B7# GJ15-15 3900 1202.0  929.9  3.24 

B6# GJ15-22 5720 1460.7  1029.2  3.92 

B5# GJ15-22 5720 1780.2  1333.1  3.21 

B4# GJ15-22 5720 1980.1  1543.5  2.89 

B3# GJ15-22 5720 2053.3  1612.1  2.79 

B2# GJ15-22 5720 1989.9  1473.8  2.87 

B1# GJ15-27 7020 1811.1  966.7  3.88 

斜拉索编号 型号 应力幅（Mpa）

Z1# GJ15-22 114.7

Z2# GJ15-22 115.6

Z3# GJ15-27 140

Z4# GJ15-27 159.3

Z5# GJ15-27 169.6

Z6# GJ15-27 170.2

Z7# GJ15-22 160.4

Z8# GJ15-22 134.7

B8# GJ15-15 105.4

B7# GJ15-15 131.3

B6# GJ15-22 142.1

B5# GJ15-22 147.6

B4# GJ15-22 144.7

B3# GJ15-22 149.1

B2# GJ15-22 176.8

B1# GJ15-27 223.6

（6）主桥稳定验算

用MIDAS建立空间梁单元模型进行计算，前2

阶整体失稳特征值如下表所示，第一阶失稳系数达

133.3，第二阶失稳系数达194.3满足稳定性要求。

5  施工建议

竖向转体施工将高空作业转换成地面作业，

工程质量、施工安全更有保障，转体设备自动化，

机电一体，控制精度搞，安全可靠；转体机械设备

无需特别加工，减少了其他工艺中的临时构件，经

济实用；适用性强，受天气、环境、地理条件影响

因素小；设备体积小，承载能力可根据增加拉索数

量而增大，特别适宜于大型起重设备无法达到的地

方。

海贝大桥索塔向边跨方向倾斜，与水平面夹

角为75°，索塔桥面以上斜向高度为59.3m，索塔

钢结构的拼装、吊装、定位及焊接难度极大，若完

全采用支架拼装施工风险较大，施工工期成本不可

控，通过对施工工期、成本及安全可靠性的比较，

6  结论

本文对深汕特别合作区内望鹏大道的海贝大

桥进行景观研究与论证，通过对桥位环境景观的分

析，提炼环境元素的要点，再结合地理特点、环

境元素及人文背景等将海贝大桥的桥梁方案进行比

选，得到推荐方案——单塔斜拉桥，然后对单塔斜

拉桥上部结构及下部结构进行具体设计，得出理论

计算及分析结果，最后对桥塔施工工艺提出指导性

方案。以下有几点建议和体会可供类似工程参考：

（1）景观桥应结合周边环境及视角进行分

析，得出最适合的桥梁方案及结构型式。本桥水域

视角开阔，周边结合高铁新城规划，建设单塔斜拉

桥型较为适合。

（2）海贝大桥含左右幅，其中索塔设计为向

边跨方向倾斜与水平面夹角为75°，结合效果图及

模型将对向与同向布置型式进行效果比选，最终推

建议采用桥塔竖转的施工方法，即钢塔在水平支架

上完成整体拼装焊接，然后采用整体竖转的方法将

钢塔安装就位，从而解决高空拼装时钢结构单元吊

装、定位、稳固及高空焊接的难题。

本项目位于隧道出入口之间，大型起重机械

进场较难，支架施工风险较大，具备实施桥塔竖转

施工的条件，具体施工步骤简述如下：安装拱脚、

预埋后拉锚点，安装胎架、拼装拱塔塔身节段，安

装转体钢架及转体拉索。转体主塔，塔身与拱脚固

结，安装部分斜拉索，并进行初张拉，使塔身固

定，安装所有斜拉索，完成后方可拆除转体钢架及

转向拉索。

荐对向布置，形态更贴合当地人文背景。

（3）单塔斜拉桥对市政项目领域主跨500m以

内的桥具有较好的适应性，本项目采用钢箱梁主梁

及主塔，相对于其他结构类型的桥型，具有景观效

果好、跨越能力强、建设速度快等优点。

（4）钢箱梁主梁承载力较高，桥梁承载能力

极限状态验算及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中，主梁内

力、应力、拉索疲劳以及主梁变形值等指标均较好

的满足规范要求，且具有较高的安全系数。

（5）带倾角的桥塔采用支架拼装风险较高，

通过比选，建议采用桥塔竖转的施工工艺，对施工

质量工期成本等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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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桥塔竖转施工工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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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人工智能技术在天音大厦项目中的应用 

莫智源 
(深圳市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518040)

[摘 要] 近年来，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地进步和发展，影响着诸多传统行业，带来的冲击和挑战

也在推动传统行业变革。本文阐述了5G、人工智能技术原理和特点，重点介绍天音大厦项目施工现场中的5G组网架构和人

工智能技术的实际应用情况，展示了在天音大厦项目施工管理的过程中如何利用5G+人工智能技术，对工地“人、机、料、

法、环”等各生产要素进行实时、全面、智能的管理。随着信息化建设和智能化升级的力度不断加大，工程管理效率得到进

一步提升，工程质量、安全、进度、成本管理目标的实现得到有力保障。

[关键词] 5G；人工智能；算法；施工管理；信息化

 The application of 5th-Genera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ianyin mansion project  

Mo  Zhiyuan
（Shenzhen Jianan Group Co.,Ltd.,Shenzhen,518040）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5th-Generation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other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made continuous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affecting many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he impact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re also pushing forward the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rincipl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5th-

Genera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mainly introduces the 5th-Generation network structure an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site of Tianyin mansion project. This paper shows how to use 

5th-Gene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Tianyin mansion to manage the 

production factors such as "man, machine, material, method and environment" in real time, comprehensively and intelligent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and intelligence upgrade, the efficiency of project management has been further improved, 

and the realization of project quality, safety, schedule and cost management objectives has been strongly guaranteed.

Keywords: 5th-Gene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zation

0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于建筑工

程的质量、工期和进度的要求越来越高，施工现场

管理难度和复杂性不断加大，对建筑施工质量和施

工安全的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进一步加强

建筑施工质量和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降低事故发

生频率，杜绝各种违规操作，保证安全文明施工，

必须借助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对传统建筑行业

的管理方式和监管手段进行改造和升级。

5G技术是最新一代的移动通信技术，与上一代

技术相比具有高速率、低延时、高可靠、海量连接

等特性，其不仅仅面向消费、娱乐、通信应用，而

且可以面向各行各业实现万物互联。

人工智能指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

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其研究目的是让

计算机去完成过去只有人才能完成的智能工作。目

前，人工智能已在建筑行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本文介绍了5G、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天音

大厦项目中的总体架构设计，针对施工现场实际需

求，依托MEC边缘云计算、人工智能神经网络视频

算法等新技术手段，重点围绕基于5G超高清4K+视

频现场安全管理、智能工程机械设备管理、无感现

场施工人员管理、无人机巡检、AR检测等多个应用

场景，为打造5G+人工智能赋能数字建造标杆示范

项目助力。

1  项目背景

2018年3月份，深圳市委市政府决策成立了

“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开发建设指挥部”，要求践

行“创新、智慧、绿色、共享”先进建设理念，加

快推进深圳湾超级总部（以下简称“深超总”）基

地的开发建设，把深超总基地打造成世界级滨海城

市天际线，并成为展示深圳竞争力影响力的创新引

领型全球城市形象的“巅峰之作”。

本项目位于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的北部门户位

置，全部建筑为集办公、商业、通信机楼等多种业

态综合体。地下室为3层，其功能为地下商业、车

库与设备用房。项目总建筑面积146741平方米，共

有新建建筑1栋，含A座超高层办公楼、B座高层办

公楼、C1座文化设施(展览功能)+C2座办公、D至G

座多层办公以及商业裙房，其中A座办公楼32层(高

度147.5米)为最高楼(其中3～5层为通讯机楼)，B

座办公楼21层(高度96.5米)，C1座文化设施(展览

功能)+C2座办公楼10层(高度45.7米)，D至G座多层

办公建筑高度均小于24米，商业裙房1层(高度6.5

米)。项目设计的3层地下室中，地下1层设部分商

业及办公配套，其余均为地下车库及设备用房。

天音大厦作为深超总基地的重点项目，其建设

目标为：打造全国建筑工程项目的标杆、全国5G技

术在建筑工程领域应用的标杆、全国5G+人工智能

应用样板，引领未来全国建筑行业信息化新方向。

2  技术概述

2.1  5G 移动边缘计算技术

移动边缘计算（Mobile  Edge  Computing，

MEC），是第五代移动通信（5G）的关键技术，此

技术利用无线接入网络就近提供用户所需网络通信

服务和云端计算功能，创造出一个具备高性能、低

延迟与高带宽的电信级服务环境，加快网络中各项

内容、服务及应用的交互速度，让用户享有不间断

的高质量网络体验。

由于建筑行业的特殊性，建筑施工过程中普

遍存在现场危险源多、安全管理低效、施工质量难

以把控、施工进度压力大、建筑工地扬尘和噪声污

染等问题。现有的实时监测技术主要依赖传统的视

频监控和无线传感技术来实现，采用有线方式建设

会大大增加初期建设成本，而借助运营商的无线网

络又会造成流量成本的负担以及受到网络传输不稳

定因素的影响。为此，MEC技术提供了计算处理、

存储缓存、虚拟交换等功能，也提供了分流、规则

管理、DNS解析、第三方应用托管、服务管理等功

能，还提供了平台的编排与调度、应用的管理与维

护、边缘云基础设施的规划编排、服务的调度、应

用接入、管理和维护以及数据面的监测和控制等功

能。项目的组网架构见图1。

部署说明： 

图1  5G MEC组网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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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摄像机、NVR和各种传感器接入交换机，

通过5G CPE集中接入边缘网关； 

（2）NVR通过5G CPE向边缘云发送数据；

（3）无人机通过5G  SIM卡向边缘云发送数

据；  

（4）IOT物联网关接入实名制系统、起重机械

监测设备、环境监测、用电监测、车辆识别设备等

进行统一管理，同时通过5G CPE设备连入边缘云； 

（5）在边缘云上进行数据处理与算法分析。

本5G  MEC组网架构可提供平台开放能力，在

服务平台上集成第三方应用或在云端部署第三方应

用。通过开放API的方式为运行在MEC平台主机上的

第三方MEC应用提供包括无线网络信息、位置信息

等多种服务。能力开放子系统从功能角度可以分为

能力开放信息、API和接口。API支持的网络能力开

放主要包括网络及用户信息开放、业务及资源控制

功能开放。资源开放系统主要包括IT基础资源的管

理（如CPU、GPU、计算能力、存储及网络等），能

力开放控制以及路由策略控制。平台管理系统通过

对路由控制模块进行路由策略设置，可针对不同用

户、设备或者第三方应用需求，实现对移动网络数

据平面的控制。MEC可以对需要本地处理的数据流

进行本地转发和路由。

模型，这种模型不仅对人工神经网络信息存储和提

取功能进行了非线性数学概括，还对网络算法提供

了重要公式和参数，使得人工神经网络的构造和学

习有了理论指导。1984年，Fukushima将单层感知

器增加了隐含层，通过抑制性反馈和兴奋性前馈作

用实现了自适应和自组织学习模式，从而使多层感

知器实现了联想学习和模式分类的识别。1986年，

D.E.Rumelhart 等人建立了并行分布式处理理论，

并详细分析了非线性连续转移函数的多层前馈网络

的误差反向传播算法即BP型算法，从而解决了多层

感知器的学习问题，也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神经

网络算法之一，本文采用BP型神经网络模型算法来

解决天音大厦项目施工管理问题。

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具有其以下特点：

（1）大规模并行处理

人工智能神经网络是由大量相同的处理单元广

泛互联而成的网络，虽然单个神经元的功能简单，

但大量简单处理的神经元同时进行活动时，可以适

时快速的处理信息。因此能够在许多问题上可以做

出快速判断、决策和处理。

（2）分布式存储

神经网络能够实现对信息的记忆，而所记忆的

的信息则是分散分布在神经元的连接强度上。从单

个的连接权值和神经元看不出所存储的信息特征，

因而是分布式的存储方式，这使得神经网络具有强

大的联想能力和良好的容错性。

（3）自适应（学习）能力也具有初步的自适

应与自学习能力，在训练和学习过程中来调整网络

的权值以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即通过训练与学习

可获得训练样本的本质特征，表现出强大的自适应

能力。

（4）非线性映射能力

在许多实际问题中，如过程控制、智能预测等

领域，系统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往往呈现出复杂的非

线性关系，很难用传统的数学方法解决。而神经网

络可有效的实现输入－输出之间的非线性映射，即

通过对样本进行训练学习，寻求输入到输出间的非

线性关系模型。

BP型神经网络是由输入层、输出层和隐含层组

成，其中隐含层可以为一层或多层。输入层是表示

网络的输入变量，其神经元数目依实际问题而定，

通常使用线性传递函数；隐含层用来表示输入神经

元之间的相互作用，虽然与外界无直接联系，但它

们的状态影响输入输出之间的关系，一般使用非线

性转化函数；输出层用以表示网络的输出变量，其

神经元数目依实际问题而定。通常使用非线性传递

函数，使用非线性转化函数可以将网络的输出限值

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内。

BP型神经网络模型常用的非线性转化函数为双

弯曲函数：

网络算法的重点应用情况。

3.1  在安全文明施工管理中的应用

3.1.1  智能视频监控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作为获取多媒体信息来源

的主要渠道，具备提供直观、全面和可靠信息的特

点，是安全防范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方案的视

频监控系统在满足传统的监控点位视频监控和住建

局要求的情况下，还能提供智能侦测功能、人脸抓

拍识别、智能分析功能等功能。图2为智能视频监

控界面。

建设要素 MEC 传统4G 有线

“0流量” √ × √

无障碍对接 √ √ √

低延时 √ × √

免布线 √ √ ×

安装时间短 √ √ ×

表1  MEC与传统 4G、有线建设要素对比

2.2  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算法

神经网络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工智能领域兴

起的研究热点。它从信息处理角度对人脑神经元网

络进行抽象，建立某种简单模型，按不同的连接方

式组成不同的网络。近几十年来，针对神经网路的

学术研究大量涌现，上百种神经网络模型被提出，

其应用涉及模式识别、联想记忆、信号处理、自动

控制、故障诊断及计算机视觉等总多方面，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发展。

神经网络理论研究高潮的到来是美国的物理

学家J.Hoppfield教授于1982年提出的Hoppfield

f(x)=

f(x)=

1+e-X

eX+e-X

1

eX-e-X

这种双弯曲函数将神经元输出限值在两个有限

值之间的连续非减函数，函数值域分别在[0,1]和

[-1,1]范围内。

BP型神经网络算法的步骤如下：

（1）权值初始化，赋给wij(0)、wjm(0)各一个

较小的随机非零值；

（2）设置变量和参量：设XK=[XK1,XK2,…，

X K n]
T为输入训练样本，N为训练样本的个数，

yK(n)=[yK1(n),yK2(n),…，yKN(n)]T为第n次迭代时

网络的实际输出；dK=[dK1(n),dK2(n),…，dKN(n)]T

为期望输出；

（3）随机输入训练样本XK(K=1,2,…，N)进

行训练。

BP型神经网络算法流程如下：

3  实践应用

在天音大厦项目中，5G组网稳定运行是各子系

统数据交互的基础，是边缘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

得以落地应用的前提条件，以下介绍5G  MEC和神经

图2  智能视频监控界面

系统特性如下：

（1）监控分点视频监控：各个监控分点只需

接上电源，系统便会自动启动，实现当地视频监

控，相关监控信息会通过网络上传到公网上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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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平台，并且通过运营平台进行转发，实现远程查

看、操作、存储。

（2）4K+超高清视频：充分利用5G网络优势，

实现4K+超高清现场画面实时传输；

（3）智能侦测功能：实现越界侦测,区域入

侵侦测,进入/离开区域侦测,徘徊侦测,人员聚集侦

测,快速运动侦测,停车侦测,物品遗留/拿取侦测,

场景变更侦测等功能。

（4）人脸抓拍识别：智能摄像机支持监控区域内

的人脸抓拍，自动完成人脸特征采集，并能与后台的

人脸数据库进行比对，支持人脸识别多种场景应用。

（5）智能分析功能（安全帽、反光服检

测）：前端摄像机拍摄图像后通过前景检测、背景

建模、人体检测、颜色识别等神经网络算法建模进

行判断人员是否佩戴安全帽，同时增加目标特征学

习库不断深化算法学习，提高识别准确率。安全帽

宜采用红色、蓝色、黄色等鲜明颜色。

（6）报警联动功能：连接其他报警设备（如

红外探测器，声光铃警示灯等），并可在系统管理

软件中布防，设置报警联动，一旦触发报警，可以

实时联动相关设备。

用户无需额外登陆监控系统在云平台即可随时

调阅视频监控的实时画面与历史画面，做到了系统

的高度集成化。

3.1.2  起重机械监测

塔机运行监控系统利用5G无线组网技术，主要

包括七大功能：包括塔机监控电子地图、塔机实时

数据、塔机工作循环信息、塔机告警信息、开关机

记录、塔机在线统计及塔机数据查询等。图3为塔

机监测界面。

图3  塔机监测界面

图4  环境监测界面

图5  环境监测管理界面

预警。

3.1.3  环境监测雾炮联动

项目工地安装环境监测一体化工作站，对施工

现场重点监控区的噪音扬尘监测点进行连续自动监

测，环境监测一体化工作站由颗粒物在线监测仪、

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后台数据处

理系统及信息监控管理平台共四部分组成。图4为

环境监测界面。

系统特性如下：

（1）支持接入环境监测设备；

（2）支持扬尘、噪音、风向、风速等数据监

测，并上传平台实时显示；

（3）支持环境超标天数统计。

系统通过光散射在线监测仪、云台摄像头、

系统特性如下：

（1）支持幅度、高度、回转角、重量、力

矩、风速测量，支持单塔区域防碰撞监控记录；

（2）可选支持全塔防碰撞；

（3）支持IC、虹膜双验证，对塔吊操控室的

操作员进行人脸识别，非注册岗位人员进行报警；

（4）支持PC端和APP端查询检修规范记录、塔

机运行实时数据、塔机工作循环信息、塔机告警信

息，开关机记录，塔机在线统计及塔机数据； 

（5）攀爬防护，可监测操作员攀爬状态，若

发生滑落事故，可在滑落40公分内锁死，减少坠落

事故的发生； 

（6）运用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算法对操控人员

进行玩手机、看报纸、打瞌睡等行为进行行为识别

气象五参数采集设备和采集传输等设备，实现了实

时、远程、自动监控颗粒物浓度；数据通过采用5G

网络传输，可以在智能移动平台、桌面PC机等多终

端访问，监控平台还具有多种统计和高浓度报警功

能。

平台集成接入环境监测一体化工作站，可以实

时监测和查看工地的环境监测数据，如粉尘超标报

警，可自动联动或通过手机远程启动雾炮进行降尘作

业，并在查看环境监测指标的历史纪录，例如PM2.5

和噪音的历史数据等。图5为环境监测管理界面。

3.2  在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3.2.1  无人机巡检

无人机能够在超高楼层进行巡飞，检查各楼层

的施工情况，在中央绿轴移动施工作业面巡飞，实

时监控施工现场，通过高速低延时的5G网络数据传

输，巡检人员在平台上可以观看无人机的实时回传

高清视频，能够流畅查看实时巡飞过程，图6为无

人机巡飞回传画面。

系统特性如下：

（1）外墙巡检：巡检人员脚不离地便可对超

高层建筑外墙进行高清航拍图片和实时图传，轻松

执行任务，极大提升巡检安全性；

（2）屋顶巡检：从多角度拍摄屋顶图片，暴

露各种物理、渗水或电路损坏，通过热成像和可见

光双重拍摄，配合多种智能功能，巡检人员可在无

人机飞行途中轻松发现施工质量问题所在；

（3）裸土覆盖识别：监测识别工地裸土覆盖

和治理情况，提高文明施工水平，降低工地扬尘污

染；

（4）施工质量巡检：监督施工质量问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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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问题及时整改，促进工程质量提升；

（5）安全帽佩戴识别：监测识别工人安全帽

佩戴情况，降低施工安全事故隐患；

（6）明火烟雾识别：识别工地现场的明火及

烟雾，并实时报警，降低施工的火灾安全隐患；

（7）巡检管理：包括对巡检航线进行自主规

划、多个巡检任务快速切换等功能。

无人机巡检满足中低空覆盖、高速移动性、多

维度拍摄，从而提高巡检全面性及效率，将无人机

技术引入建筑施工现场管理，使用无人机代替人工

巡检，有利于提高质量管理绩效、加快工程进度、

提高管理效率。

3.2.2  AR检测

工地重点设备需保证7×24小时的工作状态，

而传统检测方式下，巡检人员不能实时观看设备系

统的状态参数、不能及时发现异常情况，不规范、

误操作、漏检、专业水平不一、应急处理能力有限

等，为企业的安全生产埋下隐患。

AR巡检是基于5G MEC网络和AR技术，运用神经

网络视频算法技术，能够自动识别出异常情况，发

出报警提示，辅助巡检人员分析异常情况，同时能

够通过5G网络与后端平台进行交互，解决了传统检

测的痛点需求。图7为AR检测交互画面。

系统特性如下：

（1）运用神经网络智能识别技术，系统自动

识别出异常情况，发出警告。

（2）利用5G高速低延时的特性，AR智能终端

可实时显示设备的当前状态及预测分析结果，辅助

巡检人员分析并处理异常情况。

（3）基于AR眼镜的工作流提示，工作记录，

规范巡检、处置流程。

（4）与平台对接，提供第一视角视频画面、

图6  无人机巡飞回传画面 图7  AR检测交互画面

冻结屏幕、标注、语音通话等功能。巡检负责人可

以通过远程与现场巡检人员进行连线，以第一视觉

对工地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可与现场人员实时互

动。

AR巡检使得处理异常情况的效率提高了，并加

强了项目施工质量管理、规范了处置流程。

4  结语

5G、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中国蓬勃发展，其

中5G  MEC技术为基础通信网络扫清了障碍，人工智

能技术的飞速普及又为工地生产效率、管理能力的

提升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对建筑施工企业、政府管

理部分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管理工具。可以预见，以

5G和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平台必将飞速发展。我

们要将信息技术和管理工作进行有效的结合，进一

步提升工程管理效率、工作安全性和建筑工程综合

质量，促进建筑行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 1 ] 吴 强 ， 楼 宇 智 能 化 技 术 在 智 能 建 筑 中 的 应 用

[J],2014.7(22):122-123

[2]张志鲲. 面向5G 时代蜂窝物联网工程建设项目进度管理研

究[D]. 南京: 南京邮电大学,2018.

[3]李可才. 关于5G 移动通信发展趋势与若干关键技术的探讨 

[4]刘玉茂.5G 物联网技术时代建设工程项目信息管理领域的发

展前景[J]. 城市住宅,2020,27(6):118-120.

[5]袁海锋.建筑电气技术在智能建筑中的应用[J].信息化建

设，2015，5（14）：33-34.

[6]金展.人工智能——智能建筑下一个应用竞技场[J].智能建

筑，2017（12）：22-24.

[7]李志敏.高层建筑工程施工质量控制研[J].科技创业月

刊,2015,(16):69-71.

[8]卢宏涛，张秦川． 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在计算机视觉中的应用研

究 综述［J］． 数据采集与处理，2016，31( 1) : 1－17.

工程实践

基于BIM和3D扫描的长距离钢管曲线
内穿修复技术 

龙桂华，欧阳枧，胡鹰志，黄春潮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深圳，518009)

[摘 要] 随着城市的发展，地下管线老化引发的社会问题日渐凸显。城市地面交通拥堵和管线错综复杂使得明挖换管难以

实施，往往需要借助非开挖手段进行修复。为解决东湖水厂扩容改造期间罗湖片区自来水缺口问题，本项目采用内穿钢管

的方式对笔架山水厂-东湖水厂之间的原水转输管进行非开挖结构性修复，借助3D扫描和BIM技术实现了原水管道的空间定位

和最优井位布置和管节长度设置，大大减少了工作井的数量，降低了管线迁改和对交通的影响，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可作为类似工程的一个参考。

[关键词] 三维扫描；曲线内穿；刚性管道；非开挖修复

Trenchless Rehabilitation for long-distance steel pipe passing through the rigid curved pipe using 3D scanning 
and BIM

Long Guihua, Ouyang Jian, Hu Yingzhi, Huang Chunchao
（Shenzhen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Shenzhen, 518009）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it’s difficult to replace underground pipelines by using open excavation but trenchless 

rehabilitation due to the prominence of traffic congestion and composite underground pipeline configur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shortage of tap water in Luohu during the capacity expansion of Donghu water plant, this project adopted a structural repair method that 

the steel pipes are passing through the curved cement pipes from Bijiashan water plant to Donghu water plant. This method can greatly 

reduce working shafts and decrease the influence of traffic organization by 3D scanning and BIM. It obtains great economical and social 

achievements that can be set as an example for other similar projects.  

Keywords: 3D scanning; passing through; rigid curved pipe; trenchless rehabilitation

0  前言

给排水管道是城市的主动脉，在城市发展中扮

演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一些管道年久失修、原埋设

管材质量不达标、施工作业不规范、环境条件受限

制、运营维护不到位，导致现状管道存在大量的三

级以上的功能性和结构性缺陷[1]。由于这些病害缺

陷得不到及时发现，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严重时将

影响管道过流能力、引发路面塌陷，继而将危及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

现行主流的非开挖技术包括：翻转式原位固化

修复技术、紫外光原位固化修复技术、水泥基聚合

涂层或聚氨酯高分子喷涂修复技术、螺旋缠绕内衬

修复技术、不锈钢双胀环修复技术和点状原位固化

修复技术等[2]。梁豪等[3]就利用地面注浆技术使破

损塌陷的钢筋混凝土管排水管两侧形成止水帷幕，

继而利用机器人切割、预制承插式钢环顶进的方式

恢复管道结构和过流断面，最后进行防腐内衬修复

来恢复原管道的供排水功能。袁学军等[4]则针对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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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2200混凝土管老化问题，采用DN1800玻璃夹砂管

内穿技术对原混凝土管进行原位修复，大大减少了

路面开挖对交通的影响。

对于给排水管道的软管内衬、软性管道内穿以

及喷涂，前人都做过大量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这里不再赘述。本文从混凝土管道刚性内穿出发，

应用3D扫描和BIM建模技术，优化了工作井位置和

管节长度，使得笔架山水厂-东湖水厂3.2km长混凝

土管钢管曲线内穿成为可能，创造了较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1  工程概况与背景

笔架山水厂-东湖水厂DN1200原水管修复工程

实施的内容是将两厂之间原有废弃的原水管改造成

清水转输管，以满足在东湖水厂扩容改造产能下降

时罗湖片区10×104m3/d的供水缺口需求，以及项目

达成后两厂之间的清水调度的需要。

原管道西起笔架山水厂，沿北环大道、泥岗

东路，经布心路东延至东湖水厂，全长约7km，大

部分管线位于主干道与辅道之间的绿化带内，小部

分位于辅道和人行横道下。原水管始建于上世纪90

年代，主要材料为预应力混凝土管，过河段和广深

铁路段为钢管，后因坂银通道快速化改造和地铁3

号线施工等原因经过多次迁改，使得钢管长度增加

至3.2km，主要集中在银湖坂银通道段和布心路水

贝段。受供水规划影响，该原水管已停用多年，经

CCTV检测发现内部破损和锈蚀严重，不满足清水转

输要求，需要进行原位加固修复。修复方法为：原

钢管结构完好段采用打磨喷涂防腐工艺处理，原预

应力混凝土管段采用DN1000钢管内穿进行结构性整

体修复以提高强度[5]。

2  工艺原理及流程

对原病害混凝土管道进行钢管内穿修复原理

为：利用刚性内衬与原混凝土管之间存在间隙，借

助3D扫描与BIM建模技术进行新旧管道碰撞模拟，

充分利用新旧管道之间的间隙，可通过借转接头实

现钢管在原混凝土管内的曲线拼接，焊接和灌缝后

形成恢复机械性能的“管中管”符合结构。其工艺

流程为：先对管道进行3D扫描和BIM建模，结合路

面情况和地下管线分布，确定工程井位置和优化管

节长度，再进行工作井逆作施工，然后在工作井内

通过卷扬机将钢管拖入混凝土管内进行对接承插焊

接成整体，焊缝检测和功能性试验后再用高流动性

无泌水的孔道压浆料填充两管之间环向间隙固定钢

管，从而完成管道结构性修复，如图1所示。

图1  钢管曲线内穿工艺流程 图2  原设计DN1200原水管修复平面图

图3  点云数据3D建模

3  工程应用

3.1  工程案例

笔架山水厂-东湖水厂原DN1200原水管总长约

7km，因供水规划原因已废弃多年。为满足东湖水

厂扩容改造期间罗湖片区供水缺口需求，需要废物

利用将其改造成清水转输管进行两厂自来水资源调

配，以满足罗湖片区供水需求。改造主要采用钢管

内穿和防腐涂料喷涂等修复工艺，经过CCTV检测需

要钢管内穿的原混凝土管长度约3.2km。进行钢管

内穿，原设计需要7.0m×3.5m工作井24座，Φ3.0m

接收井18座，通过3D扫描结合BIM优化设计后工作

井减少到21座，接收井减少到4座。图2为原设计

DN1200原水管修复平面图。

3.1.1  管道3D扫描与BIM建模

管道内腔采用FARO  FocusS  350三维激光进行

勘测和扫描，具体实施过程为：每隔5m～10m设置

一扫描站，扫描站发射激光束，经管壁反射回传感

器后获得反射点的空间位置。点云数据可通过管内

设置的标靶球或点云的重叠度利用SCENE软件进行

去噪和拼接，并根据各井口处布置的3～4各控制点

将点云数据转换到黄海独立坐标系中。在实施过程

中，标靶球作为管腔内的控制点，决定着换站扫描

点云的拼接质量，因此在换站过程中，扫描站前面

的标靶球应固定不动，后面的标靶球则应根据扫描

站的换站逐步向前交替布置。

对于拼接好的点云数据，利用Arena4D  VPC 

Creator软件将其转换成VPC格式，经过Rhino软件

加载处理后，经过Clipping工具将非管道数据进

行分离，可通过Slices工具进行切片显示，并通过

三点绘圆工具绘制横断面圆形。通过调节圆形中的

编辑点，将所绘制的圆形紧密贴合点云，再利用放

样工具，将横断面圆形进行连接，并构件管道的曲

面。

将上述点云数据构件的3D管线导入BIM软件，

利用碰撞分析模块模拟DN1000尺寸的新管在点云管

道中的移动状况，并根据“承插口在保证环焊间距

大于1.5d管径的情况下单次最大偏转角为1.5°，

整段偏转不超过7°”的原则，进行钢管内穿偏转

角、管道长度调整。现有DN1000钢管外径为1.1m，

标准长度为6.9m，当标准钢管能够通过碰撞分析，

则采用标准管节；如不能通过碰撞分析，则依次采

取5.4m、3.9m、2.4m长管节进行碰撞分析，直至能

够通过为止。每次碰撞分析都需记录各个管节进行

碰撞部位的标识，再针对这些部位综合利用不同长

度管节进行再碰撞以优化管节长度，尽量减少短管

的利用减少焊接量。碰撞分析见图4，蓝色管道为

新管，外部点云为现有管道，红色区域为新管与原

有管道的碰撞区域。

3.1.2  工作井定位与管节制作

通过将点云数据建模的3D管线图导入BIM软

件，并将内穿钢管插入原管进行碰撞分析，则可

通过原管道曲率优化每段内穿钢管的长度，以保证

借助内穿钢管在借转承插接头最大偏转角范围可单

次施工的最大距离。再结合地面建、构建筑物和地

下管线情况，可优化并确定工作井的开挖位置，最

大程度避让管线和建、构筑物，减少工作井开挖数

量，减少工期和节约成本。实际上，通过内穿管道

碰撞分析，已将原设计的42座井缩减至25座。考虑

到借转承插口在保证环焊缝间距大于1.5d管径的情

况下单次最大偏转角为1.5°，整段偏转不超过7°

的要求，我们定制的管节长度包括2.4m、3.9m、

5.4m和6.9m（包含转接头）几种。设置的工作井尺

寸为7.0m×3.5m和接收井尺寸为Φ3.0m，采用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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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施工。

3.1.3  管道曲线内穿

按照BIM建模结果选择不同长度管节按照设定

的编号进行内穿施工，主要有以下过程：

（1）管道吊装。钢管运输至施工现场后，先

在管道公头内部焊接U型拖耳，然后在管道靠端头

部位设置吊点和牵引绳，确保吊装过程稳定可控，

落入井底移动支架安全平稳。

顶，将管道前端顶起至满足托板车取出间隙后，取

出前端小车。第二节钢管通过卷扬机牵引与前段钢

管公头坡口进行对口，直至达到承插深度。对口完

成后拆除第二节钢管尾部的托板车，其方式同前，

直至该管段所有钢管对口完成，检查并调整对口

偏差满足焊缝每环不超过2mm的要求。取出托板车

时，严禁将手伸入管道下部，必须持手柄操作，以

防被夹。

新鲜空气量15L/min的要求。

图5  管道吊装

图6  工作井内调整钢管管节 图8  钢管在混凝土管内对口

图7  钢管进入混凝土管内拖拉

图9  管道内焊接作业

图4  管道碰撞试验

（2）井内管道调整。首先，将管道放在移动

支架后将牵引绳与U型拖耳连接；其次，将手拉葫

芦挂钩与缠绕在管道上的吊带连接，将其吊起止合

适高度，同时推动钢管托架缓慢移动管段送入原混

凝土管口直至350mm长后，安装管段前端底部托板

车将钢管放落安装在托板车上；再次，使用原混凝

土管内设置的卷扬机将其拖入管内，仅留承插口在

外面安装第二个托板车；最后，将手拉葫芦回落吊

索解开，管道两端置于托板车上。

（3）钢管在混凝土管内行进。吊索解开后，

钢管置于两个托板车上，则可通过卷扬机将钢管拉

至混凝土管中指定位置。卷扬机应具有防抱死装

置，在拖拉过程中应匀速前进，一旦拉力过大应及

时停机检查问题、分析原因，待问题解决原因查明

后重新牵引。

（4）钢管在混凝土管中对口。当管段行进至

上一节管尾端约500mm处时，通过机械式摇臂千斤

（5）管道焊接。待两个井段钢管内穿完毕后

逐一对钢管进行拼接检查并校正固定，然后进行

手工焊接。焊接前，需要刷洗清洁焊接区域去除

氧化物、油脂等影响焊接质量杂物；焊接时，采用

J427#焊条将每条焊缝施焊三遍，每遍焊完时，需

要打磨去除表面浮渣，才可进行下一步焊接。管内

有限空间作业要满足相关规范要求，洞内采用轴流

风机送风，出口风量达到2m/s，测算满足10人所需

3.1.4  内穿管道外侧空隙注浆

管道进行焊缝检测和功能性试验后，需要将钢

管和混凝土管间隙进行填充并加以固定。孔隙压浆

材料需用流动性好、不泌水的P.C.32.5R复合硅酸

盐水泥和5%高效抗裂防水密实剂。根据所用材料的

性能，底部选用水灰比为2:1，顶部选用水灰比为

0.26～0.28的矿渣复合硅酸盐水泥注浆配合料。压

浆料性能如表1所示。

注浆前，完成管道功能性试验，并将水留在管

道内增加管道自重，防止注浆过程中管道上浮；注

浆分4次进行，首次注浆量为环缝总体积的一半，

待初凝完成水灰分离后，将上层的泌水排出，再进

行第二次注浆，方法同第一次，注浆量为第一次的

一半，依次直至第三次完成；第三次注浆后在管端

顶部安装Φ109的排气管，以便空气排出和从管口

观察注浆情况；第四次注浆采用高流动性无泌水的

孔道压浆料，注浆压力为0.3～0.8MPa，直至排气

孔溢浆为止，等待30分钟后再次注浆，往复多次确

保环缝顶部注浆饱满。

3.2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整段工程位于泥岗和北环快速路辅路，地下

管线众多且交通繁忙，全面开挖涉及交通疏解、管

线迁改、绿化迁移体量大，极大影响了周边居民出

行。采用非开挖修复技术手段仅需占用局部道路或

绿地、迁移部分管线和绿化，无需大型机械设备长

线条施工，减少了人员设备投入，且施工操作程序

简单化，消耗性周转材料少，符合“四节一环保”

的要求。原水管道的内穿修复能保障了东湖水厂在

扩容改造产能下降时罗湖片区供水缺口需求，将获



66 特区建工技术
Vol.09.No.4
Dec.2020

第09卷第4期
2020年12月

特区建工技术
SEZ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67

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由于该项目为EPC项目，施工方通过引进3D扫

描和BIM技术优化了井位布置，大大减少了工作井

和接收井开挖数量和地面管线的迁改，初步估算产

生直接经济效益约1000万元，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

益。

4  结论

基于三维建模的长距离钢管曲线内穿修复施

工技术通过引入3D扫描和BIM建模，准确定位了原

管线空间位置，结合地面交通和地面管线情况，优

化了工作井的布置和单节钢管长度的选择，大大减

少了工作井数量和现场钢管切割和焊接的工程量，

节约了成本。设计的借转承插接口使得单次内穿钢

管的最大偏转角度为1.5°，在保证焊接质量的前

提下解决了刚性材料的长距离曲线内穿问题，使得

城市管道曲线内衬钢管的长距离结构性修复成为可

能，并快速、完美实现了笔架山-东湖水厂原水管

道的长距离修复，为东湖水厂的后继扩容改造提供

清水转输补足缺口的坚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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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环缝顶部压浆料性能参数表 工程实践

现代河道水生态修复实践——以茅洲河碧道
试点段建设项目(光明段) 为例

于  晗1，翁子谦2，刘  斌2，曾  奕2

（1.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518034；2.深圳市天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深圳 518034)

[摘 要] 随着深圳市碧道建设工作的开展，2020年3月深圳市国资委下属国有企业——天健集团有幸承接了茅洲河碧道试

点段建设项目(光明段)的建设重任。其下属建设单位之一——深圳市天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主导了其中生态修复试点段

的水生态修复工程，基于水生态修复、海绵城市等生态理念，通过多样的技术工法，打造了富有特色、卓有成效的河道水生

态修复实践成果。本文基于茅洲河光明碧道的水生态修复相关实践成果，总结了茅洲河光明段河道的水生态修复技术应用要

点，以期为现代城市河道水生态修复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 河道；城市水体；水生态修复；工法

Modern River Wate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actice-a Case Study of Construction in Maozhou River Ecological 
Belt Pilot Section (Guangming District)

Yu Han1, Weng Ziqian2, Liu Bin2, Zeng Yi2

（1. Shenzhen Tagen Group Co.,Ltd., Shenzhen, 518034; 2. Shenzhen Tagen Landscape Engineering Co.,Ltd., Shenzhen, 518034）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Belt construction in Shenzhen, Tagen Group,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under the SASAC 

of Shenzhen City, was fortunate to undertake the construction task of Maozhou River Ecological Belt Pilot Section (Guangming 

District) in March 2020. Shenzhen Tagen Landscape Engineering Company, one of Tagen's subsidiaries, has led the wate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ject in this pilot section.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concepts of wate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sponge city, through 

a variety of construction methods, it has created a distinctive and fruitful results of river wate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Based on the 

practical results of  this proje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oints of wate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echnology,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wate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modern urban rivers.

Keywords: River; Urban Water; Wate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Construction Method

0  前言

2019年，广东省提出高水平规划建设广东万

里碧水清流的“碧道”，形成“绿道”和“碧道”

交相呼应的生态廊道，深圳市茅洲河被列为该碧

道工程的省级试点[1]，而随着深圳市碧道建设工作

的逐步开展，2020年3月深圳市国资委下属国有企

业——天健集团有幸承接了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

项目(光明段)（以下简称“茅洲河光明碧道”）

的建设重任，集团集结园林、规划、土建、生态等

专业人员，并其下属建设单位之一——深圳市天健

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落实建设，基于海绵城市、

LID低影响开发等生态理念，以微改造，低干扰，

利用自然做功等修复手段对茅洲河光明碧道的生态

修复试点段进行生态修复，实现了“碧一江春水、

道两岸风华”的建设愿景。

本文基于茅洲河光明碧道其中的生态修复试点

项目 计量单位 要求指标 检测值

流动度 s 28～32 29

凝结时间 h

24h自由膨胀率%
3h 0-2 1

24h 0-3 2.5

28d抗压强度 MPa
3d 7d 28d 3d 7d 28d

≥20 ≥40 ≥60 23 45 64.8

28d抗折强度 MPa
3d 7d 28d 3d 7d 28d

≥5 ≥6 ≥10 5.5 7.3 10.5

含气量 % 1-3 1.3

24h自由泌水率 % 0 0

压力泌水率 % ≤2.0 1.0

Cl离子含量 % ≤0.06 0.015

初凝 初凝终凝 终凝

≥8 9≤2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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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水生态修复相关建设实践成果，总结了其水生

态修复技术应用要点，以期为现代城市河道水生态

修复提供参考与借鉴。 

1  茅洲河概况及光明段河道分析

1.1  茅洲河现状基本情况

茅州河干流水系发源于石岩水库上游——阳台

山（羊合山），为深圳市第一大河流，也是光明乃至

深圳市的“母亲河”，流域面积343.5km²，其中深

圳境内面积2661km，全长31.3km，两岸分布有13条

一级支流。流域内总体地势东北高西南低，上游地

区以低山丘陵区为主，中游地区地形地貌以低丘盆

地平原为主，下游地区为滨海冲积平原。茅洲河河

床平均比降2.2%，总落差480米，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1642～1649mm，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气候温

和湿润，雨量充沛，雨水约90%集中在汛期[2]。根据

深圳气象站（1960～2013年）资料统计分析，该地区

多年平均气温为22.3℃，极端最高气温38.7℃，极端

最低气温0.2℃，多年平均相对湿度79%。

1.2  茅洲河光明段河道存在问题

该碧道试点段全长12.9km，光明段碧道（周家

大道至白沙坑水）占其中6.8km，其生态修复试点

段原貌如图1所示。由于早期城市开发及防洪水利

工程的需要，市政道路、截污箱涵等硬质化措施限

制了茅洲河河道两岸的生态环境与景观空间，表现

为如下问题：

（1）河道整体“裁弯取直”，蜿蜒性原貌被

取代，导致其自然属性被削弱，河相多样性匮乏；

（2）箱涵路以下驳岸的景观效果不足，植物

生长杂乱无章，缺乏高低、疏密等层次关系；

（3）河滩地陆地化明显，湿地景观匮乏；

（4）河道整体物种单一，仅有水蓼、野芦苇

等几种水生植物[3]，生物多样性有待丰富，难以在

陆域与水域之间构成完整的生态过渡带，影响河道

生态系统稳定性，

（5）河岸存在部分外来入侵物种，开放式的

河道也导致了外来入侵风险较高；

（6）河道与水岸割裂，活动空间有限，缺少

亲水地带，人与水的互动明显不足。

总体而言，根据碧道相关规划、建设文件等要

求，茅洲河光明段在生态、景观、功能等方面仍需

改善，其中直立的堤岸、硬质的渠系、不可接近的

水面以及逐渐陆化的滩地，不仅破坏了其河相多样

性，也无法唤起人们儿时将脚丫泡在水里，看着鱼

图1  茅洲河生态修复试点段原貌（2019年10月～2020年3月）

图2  茅洲河生态修复试点段河道的蜿蜒性、连续性、生态性修复设计图示

图3  茅洲河生态修复试点段水生态修复过程

虾嬉戏，鸟儿纷飞的美好记忆。

2  茅洲河光明段水生态修复实践

水生态是指一个流域的水循环和水生生物多

样性的态势及其健康性与可持续性，而水生态修复

是指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通过综合手段使水

体恢复自我修复功能，强化水体自净能力，修复被

破坏的水生态系统，使之既可最大限度为人类所利

用，又可使系统达到自维持状态[4]。

茅洲河生态修复试点段的水生态修复工程全长

1.2km，其修复总面积约为1.7万㎡。该项目的水生

态修复技术基于茅洲河光明段河道的实际情况，围

绕生态振兴、景观美化两大主题[5]，核心是应用各

类生态工法，对河道的蜿蜒性、连续性、生态性进

行修复，如图2所示。保证河水的流动性和流量，

满足水生态系统的水质要求，营造生境多样性，为

生物多样性提供环境基础，恢复其原有的水生态功

能，充分发挥其生态效益，提高城市水环境景观的

同时，为周边居民提供多样的公共活动空间，打造

人-水-城共融的滨水之城。

通过对照过去的河道原貌图，茅洲河生态修复

试点段的水生态修复过程如图3所示。

2.1  水生态修复施工难点

水生态修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在河岸内

引入施工机械与材料进行建设，一定程度上会对河

岸原生环境造成影响，此外，由于河岸地理环境等

因素，特定季节发生的自然灾害与当地入侵植物也

会使水生态修复进展受阻。因此，为保证水生态修

复过程中与生态环境的相协调，基于现场实际情况

分析，除常规措施以外，本项目水生态的施工难点

主要包括为低影响施工，极端天气防护以及入侵物

要集中在夏季，在修复过程中注意对露天堆放材料

进行高温防护，尤其是植物材料采用遮阴、洒水等

手段保证其正常生长，降低高温对其产生的不利影

响。

2.1.3  入侵物种防治

茅洲河光明段在碧道建设前已存在多种入侵

物种，其中入侵植物包括三裂叶鬼针草、蟛蜞菊、

五爪金龙、薇甘菊等，入侵动物包括福寿螺、罗非

鱼等，项目组于修复前对该类入侵物种进行人工清

除，确保其“除早、除好、除了”，并在修复过程

中注意防控，定期安排专人巡查，修复完成后定期

对河岸种植植被进行修剪、间伐，防止植物因生态

环境改善而泛滥疯长，再次对河道造成入侵危害。

2.2  水生态修复技术应用

水生态修复的最终目的是恢复水生态系统的自

我做功，同时又能满足当地居民观水、戏水等娱乐生

活需求。对此，本项目水生态修复主要内容包括水位

调控、恢复自然河相、修复生物生境及丰富水岸生物

多样性，在实际建设中通过壅水、丁坝、辫状河以及

水生植物应用四道工法来实现，如图4所示。

2.2.1  壅水

壅水如图5所示，是指在河流中结合河水水

位、流向等要因素，在河道按点、按距设置构筑

物，使原有的水位得到逐级抬高。该类构筑物常见

有天然石块、混凝土柱、桥墩等，本项目设置两道

壅水，其中用材为天然石块，这类材质应具备一定

的密度与坚固度，以自身结构稳固好且耐冲刷的石

料材质为佳，避免使用风化岩、砂岩等材质。一般

要求石料的重量应大于0.8t，体积大于0.25m²，大

小结合，其形状避免圆形等易发生滚动的形状，尽

量选择下部稳重上端平直的梯形石料，以防止行洪

时被带走。

壅水形成的人工落差可以丰富河段的水位深

浅及流速变化，行洪时期可减缓洪水流速，保护河

种防治三方面。

2.1.1  低影响施工

为降低修复工程对河道原有生态环境的影响，

在修复过程中除必要施工用道外，其余区域均采用

完全封闭，并且考虑到岸边的土地不牢固，有轻微

坍塌现象[6]，修复中作业车采用垫板作业，并与边

坡铺设蜂巢格，避免破坏土层，导致水土流失。同

时，在开挖与整地中，只伐除改造区域内的原生植

被，并于改造修复完成后。采用植物补植等生态补

偿手段对原生植被进行恢复。

2.1.2  极端天气防护

由于区域内地理条件不一，降雨量时空分配极

不平衡，造成茅洲河流域夏季常受暴雨、台风以及

洪涝等自然灾害侵害[7]，在雨季施工时期表现为河

水暴涨，危害施工人员生命安全，破坏修复成品及

现场材料，严重阻碍水生态修复进展，对此，项目

组实时于上游对水文情况进行监测，并做好应急预

案，在灾害来临前发布预警信息，人员可做到5min

内全部撤离，并于灾害后及时恢复成品。

此外，该流域四季变化不甚明显，表现为夏季

长，冬季短，导致日照时间长，本项目建设时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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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同时，强化水体的复氧能力和自净能力[8]。由

此产生的水位与流速变化使得河床内出现深潭、浅

滩等多样生境，为不同的河道生物提供良好栖息

地，如图6所示。

图6  由壅水而形成的多样生境

图7  茅洲河生态修复试点段壅水工法工序

图8  茅洲河生态修复试点段抛石丁坝

图5  茅洲河生态修复试点段壅水

构筑物，广泛使用于河道整治、修复等工程当中[9]，

其作用一方面是避免或减少河岸受来流的直接冲

蚀，导致其被冲刷破坏，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改善河

道、维护河相以及保护水生态的多样性。本项目采

用的丁坝形式为抛石丁坝（8个）及桩式丁坝（10

个）。

抛石丁坝是指用毛石堆砌或在填土表面用毛石

干砌而形成的丁坝，如图8所示。本项目抛石丁坝

长9m，水面高度0.8m，坝顶宽4m，迎水坡坡度一般

为1:1，坝头为圆盘型，以防水流过度冲刷护岸。

壅水工法工序如图7所示，在掷石时应参考一

定的艺术配置手法，保证壅水自然、美观。

2.2.2  丁坝

丁坝是指与河岸正交或斜交深入河道中的河道

桩式丁坝是指采用木桩或钢筋混凝土土桩作基

础的垂直于岸线的丁坝，如图9所示。本项目桩式

丁坝单个木桩长3m，木桩间距1m，木桩设置应高低

错落，水面高度由河边向河心逐级下降，两桩高度

差约为0.3～0.4m。

丁坝长度一般宜不超过河宽1/10，高度为设计洪

水量时水深的0.2～0.3，其间距及布置数量依丁坝淤

积而定。以抛石丁坝为例，其工法工序如图10所示。

图10  茅洲河生态修复试点段抛石丁坝工法工序

图9  茅洲河生态修复试点段桩式丁坝

图4  茅洲河生态修复试点段水生态应用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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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辫状河流之间的浅滩

表1  茅洲河生态修复试点段主要水生植物应用表

图12  滩地（修复前）与辫状河流（修复后）

2.2.3  辫状河流

辫状河是一种山地河流地貌，其主要成因为分

汊型河床导致，河床因心滩、沙洲造成河床分汊，宽

区域为洼塘和生态护岸。

（1）洼塘

洼塘又名雨水塘，指通过利用自然或者人工

建造的水池或凹地等蓄水类构筑物，可用于对雨水

进行自然集蓄、滞留和初级过滤，如图14所示。本

项目结合海绵城市设计理念及过去河岸的原始鱼塘

位置、形态，在河岸边根据常水位开挖一处凹地，

窄相同，形似发辫，所以称为辫状河。本项目以此地

貌形式为鉴，并参考成都都江堰水利工程分流建设原

理，对河道滩地进行改造修复，如图12所示。

结合河水自然做功形成洼塘，并于其中及周围配置

净化作用较强、多种类的水生植物，如挺水植物美

人蕉、浮水植物睡莲等，在暴雨天气时其可作为净

水区，通过滞留等作用有效削减了地表瞬时径流量

值，降低城市雨水对河道的污染。并且，其所形成

的小气候一定程度上为水生动植物的生长提供了良

好的生境。另外，本项目通过微地形处理使塘内水

植物名 水生类型 习性 花期 花/叶色 净化能力

芦苇 挺水植物 适应性强、耐干旱、水淹、盐碱 8～12月 白、黄花
富集重金属，去除悬浮物、氯化物有机氮

和磷

美人蕉 挺水植物 喜光、适应性强、耐贫瘠、耐水湿 3～12月 粉、黄花 吸收、富集重金属，去除污水中总磷

千屈菜 挺水植物
喜强光，耐寒性强，喜水湿，对土壤要

求不严
7~9月 紫花 吸收、富集重金属，去除氨氮

水葱 挺水植物 耐寒、耐水湿，对土壤要求不严 6～9月 橙花
花吸收、富集重金属，降解BOD、COD净化

多元酚，去除氮、磷及有机物

香蒲 挺水植物 喜光、适应性强、耐贫瘠、耐水湿 6～7月 橙花 吸收重金属，降解COD、氮、氨

慈菇 挺水植物 喜光、适应性强、耐贫瘠、稍耐水湿 7～9月 白花 吸收重金属，降解BOD，去除总氮，总磷

再力花 挺水植物 喜光、适应性强、耐贫瘠、耐水湿 4～10月 紫花 吸收、富集重金属

金叶菖蒲 挺水植物 喜光、适应性强、耐贫瘠、耐水湿 / 金叶 去除氨氮、细菌、大肠杆菌

纸莎草 挺水植物 喜光、适应性强、耐贫瘠、耐水湿 6～7月 紫 吸收、富集重金属

睡莲 浮水植物 喜强光、适应性强、耐贫瘠 6～8月 粉、紫花 降解BOD、COD，去除总氮

黑澡 沉水植物 喜光、适应性强、耐寒 / / 吸收、富集重金属

竹叶眼子菜 沉水植物 喜光、适应性强、较耐寒 / / 收重金属，去除石油加工产生的污染物

狐尾藻 沉水植物 喜光但忌强光直射，适应性强，较耐寒 / /
去除总氮、总磷，吸收、富集重金属，降

解COD

菹草 沉水植物
对水域的富营养化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较耐寒
/ /

吸收、富集重金属，去除总氮、总磷，氨
氮

图11  亲水、戏水、垂钓的场所

连续配置的丁坝有助于河道形成缓流区，缓流

区产生河沙淤积，有助于在河床塑造深潭与浅滩，

可以为水生生物及底栖生物提供良好的休憩、繁衍

及避险的水生态环境，也为滨水植物提供良好的生

长环境。另外，深入河道的丁坝，为来往的游客提

供了亲水、戏水、垂钓的场所，也为白鹭等水鸟留

有停歇、休憩的空间，如图11所示。

通过地形处理，将原始的块状的草泽带划分数

条水道，通过利用上游河水流入冲刷，引导自然做

功，使其由人工水道演变为自然的浅滩，如图13所

示。这些浅滩的水位较浅，水流较急，又因浅水受阳

光直射，对附着藻类等水生微生物及水生昆虫来说，

这是极佳的栖息地，而聚集于此的微生物与昆虫又吸

引了其上级捕食者——各种鱼类常来此觅食，进而又

吸引各类水鸟来此捕鱼，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生态食物

链。除此之外，在行洪时期，蜿蜒散布的浅滩也对洪

水造成一定的分散缓解作用。

2.2.4  水生植物应用

水生植物在水生态修复中具有物理阻滞、吸收

污染、协同生长和化感等作用[10]，通过种植水生植

物有助于改善水域、提升水质，美化水景。本项目

应用的水生植物以乡土植物及后期养护成本低的水

生植物为主，这些植物均满足耐污能力强、净化能

力强、因地制宜、景观价值高、物种间可合理搭配

等要求，具体如表1所示：

水生植物应用在水生态修复上主要步骤如下：

首先，选择抗污染、净化能力强、观赏价值高、

适应本地区气候环境的植物，其次，通过配置挺

水-浮水-沉水植物作为景观主体，结合工程建设手

段，优化河岸植物群落结构，丰富生物多样性，最

后，日常做好水生植物人工养护，结合自然维护其

群落稳定性。

水生植物在茅洲河碧道水生态修复应用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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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茅洲河光明段水生态修复工程全景

图17  游客在茅洲河生态修复试点段休憩、活动

图15  茅洲河生态修复试点段生态护岸

步的恢复，同时，错落有致、种类丰富的水生植物

群落不仅丰富了河道的景观空间，还起着净化水体

与空气，调节局部小气候，有效缓解热岛效应的作

用，可以说，通过水生态修复工法，为流域内的动

植物与居民打造了一处“天蓝水碧、岸绿河清、草

长莺飞、白鹭成群”的水生态环境。

3.2  社会效益

据项目组统计，十一长假期间茅洲河生态修复试

点段的游客人流量约1300人/日，其中10月1日当日人

流量高达将近4000人，茅洲河光明碧道俨然已成为当

地居民日常休闲、游憩的必经之地，如图17所示。茅

洲河生态修复试点段的完成不仅让人民生活水平和质

量得到了提升，使其欣赏自然、感受自然，亲近自然

的心理需求得到了满足，同时，夜间兴旺的茅洲河两

岸有利于带动城市品质提升和产业转型升级，为广东

树立“万里碧道”示范典型，最终为助力建设光明科

学城，打造美丽深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  总结与展望

由深圳市天健集团承建，天健园林等下属单

位施工建设的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项目(光明段)

历时5个月已圆满竣工，项目建设从生态、防洪、

景观、绿化等多个角度统筹考虑，采用多种生态工

X.20200924.1209.002.html.

[3]  楼少华,唐颖栋,陶明,任珂君,邵宇航,甄万顺.深圳市

茅洲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方法与实践[J].中国给水排

水,2020,36(10):1-6.

[4]  杨俊鹏,王铁良,范昊明,苏子龙.河流生态修复研究进展

[J].水土保持研究,2012,19(06):299-304.

[5]  (德)马丁·普林斯基.  河流空间设计：城市河流规划策

略、方法与案例[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9.

[6] 邱祥书.城市河道整治围堰施工及方案优选研究[J].内蒙古

水利,2020(09):25-26.

[7] 牟旭方. 生态导向下的滨水地区城市更新[D].大连理工大

学,2019.

[8] 伍业钢. 海绵城市：理念、技术、案例[M]. 江苏凤凰科学

技术出版社, 2015.

[9] 贾海峰. 城市河流环境修复技术原理及实践[M]. 化学工业

出版社, 2016.

[10] 徐洪文,卢妍.水生植物在水生态修复中的研究进展[J].中

国农学通报,2011,27(03):413-416.

图16  茅洲河生态修复试点段生态护岸

当前水生态修复是以某一具体河流为研究对象

实现的，不同的流域其所采用的的水生态修复工法

也应当不同，基于此，本项目水生态修复实践所采

用的工法仍有待改进与拓展。当前水生态是我国生

态建设的重点之一，也是从顶层到民众、从个人到

社会所关注的热点和难点，而河岸作为城市水生态

建设的重要载体之一，是落实城市水生态建设的关

键所在，对河道水生态修复的重点是解放被固化的

河道，让其自然属性得以恢复，可以在城市中可以

自我恢复、自我维持，而目前的水生态修复还存在

诸如水生态修复指标较为单一、水生态工程影响标

准未统一等问题，总体而言，对于水生态修复的整

体理论与实践仍有待相关从业者做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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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有所流动，从而进行微循环，防止塘水因集蓄过

久而发生腐坏、水华等现象。

（2）生态护岸

通过微地形处理，并在河岸常水位以上配置草

坪、水生植物形成二级护岸，如图15、图16所示，

如再力花、花叶芦竹、芦苇、千屈菜等，构建稳

定的河岸带植物群落作为河水-陆地交界的生态过

渡带，不仅美化了河道，同时，可为河岸阻筛过滤

地表径流及面源污染、净化水质、也为水生动物提

供息空间，丰富其生物多样性，抵御外来物种的入

侵，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河道的防洪压力。

法，多样生态材料，打造了一条“水清、河畅、岸

绿、景美”的生态廊道。其中由天健园林主导的水

生态修复工程（图18），基于水生态修复、海绵城

市等生态理念，通过多样的水生态工法，打造了富

有特色、卓有成效的河道水生态修复实践成果。

图14  茅洲河生态修复试点段洼塘

3  水生态修复效益分析

3.1  生态效益

水生态修复中应用的各类构筑物，结合河水

的自然做功，为水生动植物及微生物营造了多样生

境，生物多样性明显得以丰富，这进一步完善了水

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使流域生态系统得到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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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设施一体化智慧管养模式

吴银潭，唐晨龙，黄明正
(深圳市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深圳 518000)

[摘 要] 随着我国城市道路设施养护行业的快速发展，传统管养模式存在的职责不清、边界不明、衔接不畅、效能不高的

弊端愈加凸显，已无法满足现代城市道路设施管养工作的需求。以城市道路设施一体化智慧管养模式为导向，探究一体化智

慧管养在实施期间的优势以及对未来城市道路设施养护事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益处，并从体制、机制、信息化等方面提出相应

的一体化智慧管养实施措施，为我国城市道路设施一体化智慧管养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 城市道路设施；一体化智慧管养；管养新模式 

Integrated Intelligent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Mode of Urban Road Facilities

Wu Yintan, Tang Chenlong, Huang Mingzheng
（Shenzhen Yueto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 Ltd.,Shenzhen, 518000）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maintenance industry of urban road facilities in China, the traditional maintenance 

management mode has the disadvantages of unclear responsibilities, unclear boundaries, poor connection and low efficiency, which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can no longer meet the needs of the maintenance management of modern urban road 

facilities. Guided by the new mode of integrated intelligent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of urban road facilit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dvantages of integrated intelligent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period and the benefi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road facilities maintenance in the futu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other aspects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of integrated intelligent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which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integrated intelligent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of urban road facilities in China.

Keywords: urban road facilities; integrated intelligent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new mode of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0  引言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各个城市

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城区面积也在进一步扩大，

原有的城市道路设施管养模式已逐渐落后于时代的

发展，更难以满足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为了

更好地开展城市道路设施的养护管理工作，必须对

传统管养模式进行改革。在此背景下，城市道路设

施一体化智慧管养模式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发

挥出更佳的效益。

1  传统管养模式的弊端

1.1  执行标准不一

传统管养模式条条块块切分过细，管理部门过

多，如若各自为政、执行标准不一，很容易导致养

护不到位、整体质量及效率低下等现象，且难以得

到有效控制。

1.2  养护质量不高

城市道路设施管养业务众多，由多家管养企

业开展日常维护工作。若各管养企业“自扫门前

雪”，没有统一的协调管理体系，则会导致城市道

路设施管养存在职责不清、边界不明、衔接不畅、

效能不高等问题，人力资源将无法充分得到利用。

此外，在管养过程中，往往因病害发现不及时，影

响城市道路设施的使用，或者因病害修复不及时，

使得城市道路设施存在安全隐患。

1.3  响应速度延迟

由于城市道路上设施繁多，且各交通设施专业

名称相近，但管养单位却不同，如遇市民投诉或发

生设施损坏等情况，各单位都需现场核实是否归属

自己管养范围，再安排维修。导致维修时间严重滞

后，增加了安全隐患。

2  一体化智慧管养模式介绍

一体化管理模式引进一体化综合管养企业，建

立以城市道路设施养护企事业为核心的一体化管养

体系；对原有养护业务进行整合，把分散的养护业

务整合为一体化养护业务，并建立了对应的城市道

路设施一体化智慧管养平台和城市综合管理规范。

一体化智慧管养模式具有如下优势：

（1）避免因定期招标而导致的养护企业短期

行为，从而提高养护企业加大各种要素投入的积极

性；

（2）有利于建立长效机制，培育稳定的队

伍；

（3）有利于路长制的落实并升级为管家制；

（4）有利于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

料的推广与使用；

（5）有利于形成快速的应急反应机制和有效

的监管机制；

（6）有利于构建扁平化的组织架构和标准化

的作业流程；

（7）通过一体化智慧管养平台实现精细化、

标准化、数字化的管养服务。

3  一体化智慧管养模式的构思

3.1  一体化管理

一体化管理包括以下4个方面的内容：

（1）管养业务一体化

以道路为主线，将道路设施养护、环卫保洁、

绿化养护、排水系统及路灯维护等养护业务整合在

一起，实现养护业务涵盖墙到墙区域内的城市主要

设施。

（2）管养模式一体化

依托信息化技术，按照PDCA循环的科学管理理

念，规范道路设施、园林绿化、环卫保洁等事件的

巡查养护流程，建立巡查上报、养护施工、监管考

核、计量支付的闭环管养模式。

（3）资金拨付一体化

各产权单位的管养经费由区财政统一列入专项

资金，由道路一体化管养委员会和财政局共同对专

项资金的使用和拨付进行管理。

（4）考核评分一体化

由政府职能部门按照客观公正、注重实效、兑

现奖惩等原则，建立统一的考核标准、争议协商处

置机制及合理的激励机制，考核结果与绩效直接挂

钩[1]。

3.2  干管分离

干管分离保持政府机构与职能不变，仅仅是对

养护企业进行了整合。因不涉及政府机构和职能的

调整，所以该模式改革成本最低、阻力最小，而且

能快速复制。

（1）明确管理组织机构：一体化管理不涉及

政府机构和职能的调整，因此政府各部门仍在各自

职权范围内对一体化综合管养企业——“大管家”

进行管理与考评。

（2）引进一体化综合管养企业：引进一体化

综合管养企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一体

化综合管养企业承担辖区道路设施一体化管养具体

事务。

（3）制定考核标准及办法：制定业务管理的

考核机制、共识机制及激励机制，从制度、资料、

安全管理和养护作业实施等方面进行考核，按照相

应的考核条款和扣分要求，实现多级用户、逐级

考核。通过APP实地检查，上传检查及扣分影像资

料，做到养护考核客观公正、奖惩透明，以加强城

市道路设施管养工作效益，规范养护作业行为。

（4）落实经费支付流程：相关管养经费按现

行标准和属地管理原则，市资金由市财政下划给区

财政，区财政设立专项财务账户，市资金和区资金

都划到这个专项财务账户。相关管养经费经建设

局、财政局审核后，由建设局拨付给养护单位，这

将使整个经费支付流程便捷且快速。

3.3  智慧管养平台

建设城市道路设施一体化智慧管养平台，对各

类市政基础设施进行智能监管，充分整合市政基础

设施静态、动态数据，实现协同联动，提供面向政

府及公众的精细化管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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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图合一、一图查询系统：在平台中建

设“多图合一、一数一库、一路一档”的设施资产

综合管理系统，涵盖市政道路、桥梁、园林绿化、

泵站、路灯、排水管道等设施资产静态数据和动态

数据，以实现“设施底数清”的管理目标。

（2）PDCA闭环管理：根据PDCA循环的科学管

理理念，建设道路养护巡查管理系统（APP采集与

PC管理系统），实现病害发现上报、任务审批、施

工上报到巡查复核全流程的闭环管理[2]。

（3）痕迹化管理：信息化技术是支撑道路养

护业务运行的重要手段，道路养护巡查管理系统有

效地保障了病害传递的时效性与准确性，可实现日

常24h零星坑槽类病害、保养小修病害、专项维修

病害等的巡查及养护事件的痕迹化管理，便于问题

追溯和巡查养护工作执行情况考核。

（4）公众投诉舆情系统：建设公众投诉舆情

系统，内设积分金额奖励机制，该系统是对专业巡

查员的补充。公众可通过该系统实现重大灾害报

送、市政案件补充，确保病害来源的多样化和及时

性。

（5）检查考核管理：以发现→上传→整改→

核查→记分的PDCA循环管理模式，对中心城区道路

“墙到墙”分界内的市政设施、园林绿化等养护情

况进行检查考核，规范养护作业行为[2]。 

4  一体化智慧管养模式的推行措施

4.1  政府部门

一体化智慧管养模式在推行过程中，养护企业

的整合是难点，政府部门可采用如下方式解决：

（1）政策引导：由政府部门出台相关的管养

工作移交方案，理顺优化机制体制，指导移交工

作，确保移交工作平稳顺畅进行。

（2）组织保障：政府成立道路一体化管养领

导小组，负责领导、统筹、协调开展各项移交工

作。

（3）定制移交事权清单：将原来各单位负责

的事务按合同内容列出清单，成熟一项移交一项。

（4）人员移交：原养护单位人员可以自愿选

择到“大管家”企业就业。对于进入“大管家”企

业的人员，政府部门可要求“大管家”企业承诺3

年内执行不低于其原有待遇标准，确保社会稳定。

（5）提供必要的养护基地：政府拥有的养护

场所，包括养护基地、机械设备放置场所等应无偿

交由一体化综合管养企业使用，项目服务期结束

后，一体化综合管养企业原样返还政府。

（6）制定一体化智慧管养考核标准：政府部

门制定相应的考核制度，通过管养费用支付与养护

考核挂钩的方式，以考核结果作为依据核减管养费

用，促进养护企业工程管理水平的提高，这也从根

本上保障了城市道路设施养护的及时性和质量[3]。

4.2  养护企业

（1）组建专业化的巡查队伍

建设一支专业化的巡查队伍，负责市政基础设

施病害的及时发现和上报。

（2）制定规范化的养护作业标准

参照已有的行业规范，结合本地实际情况，

制定适合本地业务需求的各类养护作业标准，经政

府职能部门审批后可作为企业执行的标准，同时也

可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对企业养护作业质量考评的依

据。

（3）建立正规化的监管机制

对巡查员进行基本的养护作业监管知识培训，

使巡查员对养护作业是否规范化具备初步判断能

力。并且制定完整的监管内容和监管流程，将监管

工作贯穿于养护作业整个过程当中。在保证施工质

量的同时，也可有效避免重复作业的问题。

（4）建立一套信息化平台

建立一套信息化平台，作为巡查发现病害上

报、养护单位施工、监理单位监管考核、政府（业

主）部门核量支付的业务流转管理手段以及数据流

转的依据。

5  实践情况分析

2020年7月，粤通公司成功中标深圳首个“坪

山区市政道路一体化管养改革试点项目”，率先在

深圳探索城市管理治理新路径、新方向。试点项目

包含“生物医药基地片区”和“京基片区”两个片

区，占地面积约5.97平方公里。项目集道路及其附

属设施一体化巡查、绿化管养、环卫保洁、垃圾清

运、路灯管养、井盖管养等板块于一体。粤通公司

围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推进”的

理念，多措并举，打造出一体化智慧管养新模式。

5.1  一体化巡查新模式

项目打破传统的巡查模式，采用一体化巡查新

模式，首先建立一支专业的巡查队伍，并联动环卫

保洁、绿化养护、道路养护、设施养护等多业务板

块养护人员对管养片区开展全面巡查工作，建立起

快速、高效的一体化联动巡查体系。

5.2  提高机械自动化水平

粤通公司积极探索环卫保洁智能化领域，引入

智能机器人及无人驾驶清扫设备，不断向环卫保洁

智能化、无人化迈进，建立起更高效、智能、可靠

的环卫保洁工作体系。

5.3  网格化管理考核机制

坪山区一体化管养项目依托网格化管理搭建检

查考核机制，将管养片区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成为

单元网格，通过对单元网格的考核，建立起责任明

确、响应快速、处理及时的精细化工作体系。目前

两个片区共划分为24个网格，京基片区14个，生物

医药片区10个。每个网格都配备了专门的网格长进

行统筹监管，确保养护工作的精细化。

5.4  构建一体化智慧管养平台

引入物联网、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及大数据

等新一代技术，构建一套集资产、养护、运营、健

康监测、状态评定、计量审核、养护决策等内容于

一体的智慧管养平台。项目主要特征为“一云平台

N系统”，目前建设完成“巡查养护管理系统”、

“物联网管理系统”、“检查考核管理系统”3个

图1  一体化巡查新模式模式

图3  京基片区网格化划分示意图 

图4  生物医药基地片区网格化划分示意图 

图2  智能清扫机器人

应用系统。

（1）巡查养护管理系统

由PC端管理系统和移动端APP系统组成，按照

PDCA循环的管理理念，建立巡查发现上报、任务

派发、施工完成上报、施工复核的全闭环的养护作

业流转，达到业务流程化、精细化、痕迹化管理的

目的，为过程管理及监督考核提供可靠的依据。同

时，该系统还具备对人员和车辆等机械设备的定位

及运行轨迹存储回放功能，以及对养护数据进行大

数据统计分析功能。

（2）物联网管理系统

基于前端智能设施设备，结合物联网、多维

地理信息等先进技术，实现对绿化、路灯、井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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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设施设备的实时运行状况的综合管理，结合数

据分析统计模型，设立预警阈值，实现对市政设施

设备实时状态的分析和异常状态的预警，从而提升

对管理对象的实时感知能力。项目通过在绿化带安

装土壤湿度传感器，实时掌控土壤湿度情况，从而

实现对绿化的精准养护；通过安装智能雨水箅垃圾

过滤装置，实现雨水箅堵塞自动报警，以便及时疏

通、防止积水；通过安装井盖监测设备，实现井盖

异常位移自动报警，第一时间排除安全隐患；通过

在车辆上安装智能识别摄像头，结合深度神经网络

的图像识别技术，提取道路表面材质的形态特征，

大量获取准确、及时和可靠的病害基础大数据，逐

步实现道路养护病害检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3）检查考核管理系统

按照“发现→上传→整改→核查→记分”的

PDCA循环管理理念，通过手机APP对环卫保洁、垃

圾清运、井盖、路灯、绿化共5类养护工作分别进

行考核，最终得出综合评分。

图5  京基片区网格化划分示意图  

图6  生物医药基地片区网格化划分示意图

选择网格→打分上报→审核确认→综合评分

图7  手机APP检查考核示意图

6  结论与展望

受互联网的影响，城市道路设施管养正在逐

步向网络管理发展，而一体化智慧管养模式的出现

恰好顺应了其发展。一体化智慧管养模式建立了健

全、科学、高效的城市道路管养机制，实现了管养

精细化、标准化、数字化、长效化及高效化，全面

提升了城市道路环境的品质和管养水平。城市道路

设施一体化智慧管养模式正在逐步走向成熟，相信

不久的将来，城市基础设施一体化智慧管养模式就

会进入人们的视野。

参考文献

[1] 陈红番.高速公路养护管理模式分析与对策研究[J].人民交

通，2019(6)：64-66.

[2] 章稷修，韩彬，李琳琳，等.高速公路一体化管理对策与应

用研究[J].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2)：24-

27.

[3]  邓雅今.现代投资模式下广西的高速公路一体化管理研究

[D].南宁：广西大学，2016.

经验交流

海绵城市理念在住宅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探讨

许生雄
(深圳市天健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深圳 518033)

[摘 要] 海绵城市是国家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是城市治理水涝的重要技术措施，经过近年来的技术积

累，海绵城市理念在景观设计中得到发展。在环境规划中充分尊重自然，以规划引领，生态优先为原则的前提下[1]，景观

设计在此基础上发挥艺术与自然融合的创新思维，将海绵城市技术结合景观空间布局、微地形处理、植物搭配及组团之间植

物生态群落的生长习性合理配置，使人居环境更加亲近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关键词] 景观设计；海绵城市；生态环境；绿化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sponge city concept in residential landscape design

Xu Shengxiong
（Shenzhen Tagen Real Estate Group Co.,Ltd.,Shenzhen,518033）

Abstract: Sponge city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deployment for the country to develop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an 

important technical measure for urban waterlogging control. After recent years of technology accumulation, the sponge city concept has 

been developed in landscape design. Under the premise of fully respecting nature in environmental planning, guiding by planning, and 

giving priority to ecology, landscape design uses the innovative thinking of fusion of art and nature on this basis, combining important 

elements of sponge city with landscape spatial layout, micro-terrain processing, and plants. The harmonious symbiosis treatment of 

quality matching and mutual relations between groups makes the living environment closer to nature and realizes the harmonious 

symbiosis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Keywords: landscape design; sponge cit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virescence 

0  前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住房建设经

过近二十年的快速发展，景观园林在住宅环境中取

得了辉煌发展，从现代园林，西班牙园林，法式园

林，东南亚风格，简洁式中式园林等一系列景观风

格特征园林的兴起及建设，住宅景观园林从简单绿

化和功能布局，发展到空间组合合理，形式多样的

景观园林，特别是国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全国生态环境的建设得到重视，海绵

城市理念作为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住

宅景观各设计风格环境中，景观各发展阶段海绵元

素未能系统的体现，为了实现生态发展理念融入住

宅小区环境建设中，本文主要以海绵城市技术措施

及元素在景观中的应用做明确阐述。

1  海绵城市概念及规划原则

海绵城市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

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

性”，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

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海绵城市理念循环

图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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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分为大海绵和小海绵，规划建设应注

意规划引领，生态优先，尊重自然，安全为重，因

地制宜，全面协调，统筹建设为原则[1]。

2  主要技术措施

“海绵城市”建设“六字箴言”：渗、滞、

蓄、净、用、排，这“六字箴言”包括了建设“海绵

城市”规划建设工程的主要技术措施[1]，详见图2。

可以利用土壤渗透来达到净化雨水的效果。雨水花园

的建造结构主要由蓄水层、覆盖层、人工填料层、排

水层等方面组成，每一层级都有着各自的功效。在雨

水花园建设中，需要对植物的配置进行科学的分析，

要尽可能采用适合本地生长、有较强去污能力的乡土

植物。雨水花园的植物选择，与景观设计空间、场地

竖向条件密不可分，植物选用可以利用植物习性的多

样性，如植物的喜阳、喜阴或植物的形色搭配置石，

并结合地形处理，形成生态自然的景观空间。也可利

用小碎石、特殊造型的花岗岩、透骨料园路和下凹式

的场地组成一个别有情致的生态雨水花园空间。雨水

花园的建设，通过将雨水滞留下来净化处理，将雨水

用于绿化灌溉，最终回用到城市环境中。

雨水花园的设计规模面积不易小于2㎡,当雨水

回收面积加大，应尽可能选用多个小型雨水花园规划

布局，通常布局在产生径流的源头区域，包括停车

场，道路绿化带，密集建筑等附近。坡度要求最好为

平底，不易采用垂直边坡，设计边坡应小于1:2，植

被边坡控制1:3，常见控制坡度为1:4，常见做法见图

3。

图1  海绵城市理念循环图

图2  海绵城市的技术措施

3.2  植草沟

植草沟又被称为植被浅沟或生物沟，这一新型

的景观措施，其实是用景观手法来代替以前的工业化

的排水沟，但是比之前排水沟的措施更优的改善是植

草沟可以将一部分雨水下渗到周边被绿化吸收，还有

一部分可以通过植草沟中的绿化植物，以及运用一些

石子石笼包裹土工布的过滤槽，进行剩余部分的雨水

净化，达到净化水质的作用来实现海绵城市作用。植

草沟的作用是通过减少雨水的径流速度，同时利用植

草生物膜有效堵拦初期泥沙和污染物，让雨水下渗过

滤，实现雨水的有效过滤净化[1]。做法示意见图4。

在住宅环境中，常用植草沟有传输型植草沟，

干植草沟，润植草沟[2]。传输型植草沟构造简单，

属于开阔的，抗冲刷性能力的植被型水沟，主要利

用于雨水汇集、传导和处理。干植草沟基底具有良

好的透水性能，在构造中基底材料运用需满足面层

植物生长及骨料的透水性能，一般过滤层会利用砂

作为过渡层。湿草沟属于传输型，具有较长的流水

滞留时间，故在植物搭配上要考虑喜湿植物。

3  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在景观设计中，海绵城市理念要尊重自然环

境，满足雨水排放生态功能，需利用海绵城市的生态

原则，充分结合自然生态理念，从铺装材料，植物运

用，微地形处理等景观设计手法入手，并结合海绵元

素突出亮点。海绵城市主要以渗透，储存，调节，净

化为技术措施，在景观设计中，应用海绵的雨水花

园，绿色屋顶花园，透水铺装，生物滞留设施，植草

沟，植被缓冲带，湿塘等技术手段措施，充分将技术

与艺术结合运用，从而体现景观海绵建设理念。

3.1  雨水花园

雨水花园是景观设计中海绵城市应用常见的技

术手段之一，所谓雨水花园，是利用居住区低洼地

势，或者对人工挖掘所形成的浅凹绿地进行利用，也

图3  雨水花园的做法及条件要求

图4  植草沟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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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绿色屋顶

绿色屋顶是对建筑空间的屋顶进行改造，将

园林景观植物与空间在屋顶上合理规划布置，绿色

屋顶可以利用屋顶立面和顶层，立面的植物景观可

以利用植物箱组成[3]，利用植物的多样习性，形成

以绿色为主的屋顶花园，增加了建筑的生态自然空

间。

在功能上，绿色屋顶还可以结合项目定位，

将屋顶以绿色为主，空间功能合理布局，如屋顶结

构，绿色立面，楼梯屋顶等综合考虑[3]，不仅可以

起到立体绿化的效果，也能配合建筑空间进行热量

调节，同时做到保温与隔热的效果，大大降低了建

筑空间中的能源消耗条件。而从环境角度出发，绿

色屋顶的应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密集人口带

来的小范围空气环境压力，并弱化“热岛效应”带

来的负面影响。

绿色屋顶的做法要注意屋顶的结构安全，符合

防水条件的平屋顶和坡度不大于15度。在屋顶排水

坡度控制在1-2%，当坡长大于9米，应采用结构调

坡。种植土壤最好选用改良或无机复合土，种植土

厚度根据选用植被控制，一般不宜小于150mm满足草

被生长的基本条件，绿色屋顶的示意做法见图5。

图5  绿色屋顶的条件要求及示意做法

图6  下沉绿地的条件要求及做法

表1  透水铺装材料及做法表

3.4  下沉绿地

下沉绿地是标高低于周围路面的绿地，其理念

是利用开发空间承接和储存雨水，达到减少径流外

排的作用[2]，常与雨水花园配合使用。在建设的过程

中，大多发挥着引导地表径流，涵养地下水源的作

用。不论是雨水季节的大量降雨，还是干旱时节的少

雨闷热，都会在大片绿地的调节作用下，优化小范围

的环境空间。同时，通过与地下管网空间的结合，使

地上的雨水通过下沉绿地，过滤并集中在地下的雨水

采集器中，并最终与雨水花园相连接，更好的完成雨

水的采集与净化处理。因此，下沉绿地既为缓解供水

压力提供了环保资源支撑，为灌溉与清洁补给了用

水，也为空间环境的环保发展提供了有效措施。

下沉绿地也是海绵城市在住宅环境的重要运

用元素，景观设计会通过整体规划环境竖向及空间

的分析，在满足消防功能前提下，通过硬景结合

软景，利用景观的开放空间，将下沉绿地合理融入

景观空间布局中。做法主要实用与住宅区绿地，广

场，停车场等不透水地面周边的绿地。空间选择在

地势平坦，土壤排水性能良好的场地，雨水下渗速

度快，对植物生长有利，植物品种选择要根据项目

风格特征，选择观色，观杆及喜阴或喜阳等特性的

植物。常见做法见图6。

3.5  透水技术

透水技术主要体现在铺装面和海绵渗透设施

上，其做法主要采用大孔隙结构层或排水渗透材

料，使雨水能就地下渗，从而达到减少地表径流和

雨水还原地下的目的。在硬质地面设计上可以通过

利用透水铺装来实现雨水的渗透，或者利用明沟水

渠和暗沟沟槽来引导雨水排放至道路附近设计的滞

留设施和绿化带中，而雨水的渗透也有利于植物的

水分吸收生长，提高土壤涵养水的能力。

在住宅景观设计运用中可以采用露骨料透水地

坪，运用不同的颜色进行功能区分，增添道路地面

铺装的趣味性。也可以根据材料的面层质感及不同

色泽，在空间划分上，利用景观设计手法，通过点

线面在空间的不同组合关系，丰富景观环境的空间

色彩和面层质感的效果，既能满足海绵城市“渗”

的需求，又能塑造至美的景观环境。透水铺装材料

及做法参见表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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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地下蓄水

在景观住宅环境设计中，“海绵”的地下蓄

水样式多样，常用形式有塑料模块蓄水和地下蓄水

池两种。地下蓄水可将雨水蓄存为地下水源，在干

旱天气可以有效补充绿化植物生长用水，同时还可

以作为环境应用水源，满足绿化灌溉，环境清洁用

水，从而在功能上达到环保要求，同时也满足景观

园林养护需要。

在“海绵”功能上，雨水蓄水模块是一种应

用在地下空间（不占面层空间）的新型蓄存水产

品，具有超强的承压能力。蓄水池是雨水蓄积重要

工程设施，同时在减小洪峰流量方面也能起到良好

的功效。蓄水池的主要任务是对水资源进行储蓄，

并且保证存蓄的速度和水量可以得到一定范围内的

控制，能够维持着正常的流进流出，以免在非常规

的情况下，出现渠道的干涸，从而使整体的运营受

到重大影响。建设地下蓄水要结合项目的定位及规

模，考虑到综合成本及生态效益，从而合理将此项

海绵功能元素应用于项目中。

3.7  植被缓冲带

植被缓冲带在园林设计中主要表现为地形环境

高差的处理，在植被关系上为坡度较缓（2%-6%）

的植被覆盖区域，通过植被拦截及土壤下渗作用来

减慢地表径流的流速，同时还能去除径流中的部分

污染物。通过雨水净化实现对植物和土壤的综合利

用。植被缓冲带适用于不透水面周边，可作为城市

水系的滨水绿化带，也可以作为生物滞留设施等低

影响开发设施的预处理设施。其缺点是坡度较大时

（大于6%）其雨水净化效果较差，故在景观园林设

计中必须考虑到地形与植物关系的处理，选配中低

层植物，且喜湿的植物，在色彩及形体关系上结合

环境地形处理。在植物配置上要注意实现控制径流

和污染功能的关键，合理考虑乔灌草的应用，以达

到缓冲效果的功能[1]。这一海绵元素在住宅环境中

得到充分利用，并可以消化地势高差。利用植物的

形体及色彩多样性，结合自然景石加以配置美化，

在景观营造效果上就显得比较突出，从而达到想要

的设计效果。

3.8  湿塘

湿塘是具有雨水调蓄和净化功能的景观水体，

雨水是其主要的景观水源补充[2]。在景观设计中，

湿塘在湿地公园运用比较普遍，特别是自然式景观

园林风格。湿塘典型的做法一般有进水口、前置

塘、主塘、排水口、堤岸、护坡等组成[1]。做法示

意详见图8。

在住宅景观设计中，湿塘也可以作为一个亮点

元素来应用，但设计要结合空间整体布局，将湿塘

强烈的自然生态风格引入楼盘建设，并结合湿塘良

好的蓄水、净化、排放等作用。湿塘设计在住宅环

境中还要注意结合楼盘的整体竖向高差，充分利用

高差的中低位置，将雨水的径流方向，结合地形环

境合理处理。储水面积及植物搭配要整体考虑，构

图设计要合理勾勒湿塘的形状及面积控制，切勿出

现对称几何等人工化形状，湿塘形体要尊重自然空

间的收放序列布局，水流及塘岸线要自然，并做好

植物与湿塘属性的配置，整体风格与环境统一[5]。

图8  典型湿塘做法

图7  植物缓冲带实景图

4  结束语

海绵城市，是新一代城市雨洪管理概念。在充

分尊重生态环境的提前下，从人的理性及自然属性

出发，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因素，再结合现代建材、

海绵城市技术措施和景观设计手法，将海绵城市理

念合理、美观的运用在工程建设项目中，才能真正

意义上实现海绵城市与环境艺术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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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局部修订条文

近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局部修订送审稿）》通过审查。

主要局部修订内容如下：

1、表3.5.3的结构混凝土材料耐久性基本要求将氯离子含量由“占胶凝材料总量百分比”改为“占水泥用

量的质量百分比”，二b、三a、三b环境的氯离子最大含量数值要求分别从0.15%、0.15%、0.10%加严为0.10%、

0.10%、0.06%。

2、提高混凝土强度应用的最低等级要求。4.1.2条素混凝土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由“不应低于C15”改为

“不应低于C20”，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由“不应低于C20”改为“不应低于C25”。删除4.1.3条、

4.1.4条中C15混凝土的强度指标。

3、彻底删除与HRB335钢筋有关的技术内容，不再允许应用HRB335钢筋。

4、8.5.1条最小配筋率要求中，将受压构件中500MPa钢筋最小配筋0.50%提高为与400MPa钢筋相同的0.55%，

删除表注2中“板类受弯构件受拉钢筋，当采用400MPa、500MPa钢筋时，最小配筋率允许采用0.15和45ft/fy中的

较大值”的规定。

5、9.1.2条提高板类构件的最小厚度要求。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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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天健天骄项目BIM技术+管理应用探索与实践

梁志峰，刘家琪
(深圳市天健第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深圳 518034)

1  项目概况

1.1  项目基本信息

天健天骄项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中部、莲花路

与景田路交汇处西南侧，含住宅、商业、公共配套

设施；由7栋单体组成，用地面积31787.4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302842平方米。其中1#C座、D座为装配

式建筑施工，7栋均为超高层，其中1#C座高155.9

米。项目由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健集团）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市政工

程总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市政总）承建。

项目概况

1.2  项目难点

项目具有众多施工难点。一：施工难度大：

整体采用自升式外架施工，但个别楼栋会遇到变截

面。另外地质中存在溶洞；二、工期紧张：项目中

南苑地块主体总工期为356天，因此需要开展全专

业分段施工，管线综合需提前介入，需要解决管线

综合碰撞及安装问题；三、管理难度大：项目建筑

面积近32万平米，26个班组，高峰期作业人数近

1700人。

因此，项目需要寻求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提高

项目进度、质量、安全、人员、设备的管理水平。

天健天骄项目是本公司第一个全面使用BIM+智

慧工地技术的试点项目，承担着探索信息化管理模

式的任务。

1.3  应用目标

应用目标主要有四个方面：管理目标、创优

目标、人员培养目标及方法总结目标。第一、通过

BIM技术，辅助解决现场施工工艺复杂交底困难、

管线综合等问题，同时，通过BIM5D管理平台，提

高项目对现场的质量、安全、生产、成本等方面

的管理。第二，通过本项目的BIM技术应用，需力

争获得龙图杯、中建协等国家级BIM大赛奖项。第

三，需要在本项目培养出一批BIM工程师，为今后

其他项目的BIM技术推广奠定基础。第四，通过本

项目的试点，总结出一套适合本公司BIM技术落地

应用的方法和经验。

2  BIM应用方案

2.1  应用内容

2.1.1  技术应用

（1）通过建立三维场地模型，为现场临建布

置提供决策依据；

（2）通过建立三维地址模型，便于土层体积

统计、土质分析及溶洞预判、桩长及入岩预判；

（3）通过对铝模节点深化，提高交底效率及

效果；

（4）通过管线综合深化，避免现场返工，节

省成本，提升进度；

（5）通过对装配式构件进行建模及安装工序

推演，指导现场工人施工；

（6）通过BIM5D进行二次砌体排布，输出砌筑

量材料表，指导现场采购及搬运。

2.1.2  管理应用

（1）通过广联达BIM5D平台构件跟踪功能，对

桩基实现工序级的质量管控及进度管控；

（2）通过广联达BIM5D平台安全管理系统，提

高整改效果及效率，保证项目施工安全；

（3）通过广联达BIM5D平台生产管理系统，

将生产任务落实到人，输出施工周报，提高工作效

率，实时监控现场进度；

（4）通过广联达劳务管理系统结合智能安全

帽，实现对人的进出场考勤管理，为项目进行人员

管理及功效分析提供依据。

2.1.3  创新应用

通过广联达智慧工地平台，通过物联网技术，

实时监控现场智能硬件运行情况及现场情况。

2.2  应用方案的确定

2.2.1  硬件配置

2.2.2  软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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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组织架构

2.2.4  职责分工

天健天骄项目BIM领导层职责

序号 姓名 角色 职务/专业

1 梁志峰 公司副总 BIM领导组组长，统一管理BIM工作

2 程光明 项目经理 项目BIM工作实施策划

天健天骄项目BIM推动层职责

序号 姓名 角色 职务/专业

1 吴镇华 项目总工 BIM工作协调组织

2 刘家琪 BIM部门经理 全面负责项目BIM工作

天健天骄项目BIM领导层职责

序号 姓名 角色 职务/专业

1 赵龙飞 BIM结构工程师 项目结构专业建模

2 陈志强 BIM建筑工程师 项目建筑专业建模

3 龙华荣 BIM机电工程师 项目MEP专业建模

4 张泽群 BIM结构工程师 项目结构专业建模

5 - 平台应用组 负责平台搭建、广联达BIM5D管理系统维护

6 - 项目应用组 广联达BIM5D质量、安全、进度模块应用

3  BIM实施过程

3.1  实施准备

3.1.1制度先行

天骄项目共计颁布《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BIM技术实施方案》等BIM实施方案2份，以及包括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BIM应用MEP管线综合工作

手册》等操作指引7份。

BIM实施方案主要用于模型创建等BIM相关工作

使用。

BIM实施方案

系统培训

BIM实施方案

BIM建模指引主要用于规范建模规则、深度、 构件命名等。

3.1.2  人员培训 项目根据实施节奏，分阶段对项目人员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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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实施过程

3.2.1  BIM技术应用

三维地质模型的应用主要用于土层体积统计、

临建设施深化真实反映现场临建设施最终效

果，为项目场地布置决策提供帮助。

土质分析及溶洞预判、桩长及入岩预判等方面。

三维场地布置

管线综合深化

装配式施工工艺展示

智能排砖

三维地质模型

铝模户型深化

针对户型做铝模节点深化，以便于施工交底。

BIM技术应用包含管线综合深化、铝模户型深

化、三维地质模型、三维场地布置、装配式施工工

艺展示、智能排砖等应用。

天骄项目经过3次管线综合调整，过程中经过

设计院、甲方、分包班组反复确认，最终下发图纸

实施。以下是本项目现场安装于管综模型对比图，

走向翻弯基本一致。

本项目C、D座实行装配式施工，安装前对工人

进行施工指导，避免因工序问题对构件安装质量造

成影响。

利用广联达BIM5D进行一键排砖，同时可导出

排砖图及气体需用表，大大减少技术员工作量。

3.2.2  BIM管理应用

BIM管理应用基于广联达BIM5D管理系统，进行

质量、安全、进度等方面管理。

管理者可以通过BIM5D网页端清晰直观了解现

场桩基施工进度，模型构件基本信息以及跟踪控制

数据。

安全闭合管理：从发现问题、发起整改、分包

安全员收到通知、安排工人整改、回复整个环节形

成闭环管理机制。

将本周要跟踪的生产进度任务发送给施工员，

施工员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数据填报，更加贴合

施工员日常管理工作。

3.2.3  创新应用

本项目的创新应用，主要体现在智慧工地的

物联网应用，以及与打通BIM应用的数据，整合至

BIM+智慧工地平台，形成帮助项目进行决策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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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大脑。主要内容包括：智慧劳务管理、物联网应

用、BIM+智慧工地平台集成等应用。

智慧劳务主要体现在实名制平台情况：目前

项目部实名制平台已录入32家劳务班组，729名管

理人员，累计办理实名制8319名人次。同时，结合

广联达智能安全帽的使用，实时了解工人的工作情

况，帮助项目对劳务队伍进行工效分析。

智能物联网的应用主要包括：远程雾炮启动、

铝模户型深化

智慧劳务管理

物联网应用

物联网应用

BIM5D安全管理

BIM5D生产进度管理

智慧劳务管理、塔吊防碰撞系统、智能监控、施工

电梯监测、环境监测等方面。

其中，远程雾炮启动，对配电箱进行改造，加

本项目共集成项目概况、BIM生产、安全管

理、数字工地、劳务分析、绿色施工等6大模块内

装GPRS远程遥控开关和遥控天线使用物联网优势达

到远程操控雾炮的目的。

容，形成项目决策分析的“项目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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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IM应用效果总结

BIM效果总结

BIM技术
应用

管线综
合调整

碰撞检查 南苑地块解决模型碰撞4769处，北庐地块解决模型碰撞5444处。（同类型未做合并计算）

净高优化
南苑地块共解决净高问题29个，北庐地块解决净高问题20个，合计49个，所有问题均已得到设计院回

复。

平立剖出图 南苑地块地下室机电管综出图25张，北庐地块地下室机电管综出图25张，共计50张。

综合支架布置 采用综合支架数量411个，减少分专业重复安装人工费及材料费35万元。

三维地
质模型

土质分析 本项目工程桩成孔过程中遇见溶洞的个数为17个。

三维可
视化

三维场地布置 形象展示各阶段施工场地布置情况，为施工策划提供依据。

装配式施工流
程演示

针对项目装配式应用重难点，对施工流程及工艺作动画演示，避免安装错误形成返工。

节点大样交底
实施过程中创建施工样板、节点34个，方便对工人进行交底，节约沟通协调时间约68天。（每个按2

天计算）

BIM管理
应用

BIM5D桩
基跟踪

形象进度展示 直观反映项目当前桩基础施工总桩数、已完成数量、未完成数量、正在进行中的数量。

桩基资料导出
根据桩基跟踪填报数据，直接导出复核省统表要求的各项数据，为资料员减少整理、查阅时间。预计

可节约资料报送时间约10天。

BIM5D安
全管理

安全闭环管理
BIM5D安全平台上线后，共发起安全问题967个，三宝四口五临边类295个，安全文明施工219个，脚手

架41个，爬架78个，施工用电38个，其他296个。

报表导出与下
发

根据项目需求，针对周检、月检、施工安全日记进行数据自动抓取，不需要人工手动填写、排版，大
大减少安全管理人员工作量。

BIM5D生
产管理

实时跟踪流水
段施工状态

根据各楼栋长上报进度数据，直观反映在模型上，减少进度数据采集成本。

BIM创新
应用

无人机
航拍

360全景拍摄 两周拍摄一次360全景，真实记录项目实体进度情况，直观体现项目状态。

数字周
报

BIM数字周报
运用数字技术，周更项目进度报告、劳动力统计、安全问题等情况，与项目生产周例会同步 ，直观

迅捷。

智慧建
造

平台数据集成 集成塔吊防碰撞系统、监控系统、劳务实名制系统、TSP系统、BIM5D系统数据，形成项目施工BI。

4.2  方法总结

4.2.1  应用方法总结

通过天健天骄项目的成功试点应用，BIM中心

团队及公司积累了大量的实施经验，总结并编写了

一套较为落地的《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BIM技术

推广办法》及一系列制度，为今后其他项目的BIM

技术应用提供依据和方法。

4.2.2  人才培养总结

截至目前，项目培养出BIM工程师5名，BIM系

统应用管理员5名及BIM现场应用工程师一批，为其

他项目BIM技术推广输出优秀人才。通过本项目的

试点，公司建立起自新人入职及项目应用前、中、

后成体系的人员培养方法及经验，为今后续紧缺人

才的快速培养提供有力保障。

4.2.3  社会效益

另 外 ， 项 目 还 获 得 深 圳 市 第 二 届 B I M 大

赛二等奖（201 8）、广东省第二届BIM大赛二

等奖（201 8）、智建中国国际BIM大赛三等奖

（2019）、中建协BIM大赛一等奖（2019）、龙图

杯BIM大赛三等奖（2020）、工程建设行业互联网

发展优秀实践案例（2020），累计1项市级、2项省

级、3项国家级，共6个奖项荣誉。同时，BIM技术

应用已于8月26日通过广东省土木协会技术鉴定为

国内领先水平（最高级），后续还将申报工法和科

学技术奖，为行业的BIM技术应用树立了榜样。

截至目前，项目共完成1次内部观摩、1次大型

外部观摩、5次交流会。2019年6月23日，举办“安

全生产月”——智慧建造现场观摩交流活动，共吸

引了来自天健集团120余名代表参加。本次活动旨

在希望通过此次观摩，大家能够本着学习交流的态

度提高对智慧工地的认识。

司、浙江省建筑业协会、成都市建筑业协会与深圳

建筑业协会以及成都建筑企业的参观团等省内外行

业协会与同行前来观摩交流。在分享项目的应用成

果和经验的同时，也让同行及行业协会更加了解天

健集团，大大地提高了企业形象和行业地位。同时

也对整个行业的信息化建设提供了思路和经验，对

行业的信息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4.1  效果总结

物联网应用

观摩会现场

随后，天健天骄项目也吸引了山河建设集团、

广东君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铁广州局深圳公 行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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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分享

四海同济，共襄桥隧盛景
——记2020年（第九届）国际桥隧大会

周倩茹

大国奋进 载梦高飞

于工程师而言，最幸福最骄傲的时刻莫过于看

到自己的作品完美的呈现于世人面前，而对于我们

桥隧人而言，最自豪最满足的时刻莫过于坐下来如

数家珍似的分享自己的工程经历，一辈子能做上几

个行业内令人称道的项目更是无数工程人的毕生追

求。很荣幸得到公司给予的学习机会，让我有幸参

加了2020年（第九届）国际桥隧大会，这次大会于

2020年9月23日至25日在广州召开，行业内泰斗云

集，大会由一个主论坛与四个分论坛组成。主论坛

主要为国内外重大桥隧项目汇报，四个分论坛分别

为桥梁工程建设与智慧管养论坛、桥隧工业化、装

配化、智能化专题论坛、深中通道技术创新论坛、

隧道工程建设与智慧管养论坛。

本次大会围绕国家重大工程规划建设、智能

运维、安全保障等一系列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研讨，

旨在推动前沿科学研究和信息技术融合创新，加快

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的转化应用，促进我国桥

隧基础设施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努力将我

国建设成为“桥隧强国”，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知名

度。

大会开幕式

黄茅海跨海大桥

第一天的主论坛涉及到的国家级项目众多，与

会专家包括中国工程院多名泰斗级院士和全国各地

知名桥隧专家学者，与会代表人员众多，采用线上

线下同步直播的形式，具有较强的行业影响力。汇

报主题既有上升至国家级层面的项目分享及行业未

来展望，又有设计与施工领域多个项目的关键性技

术与创新，汇报专家纷纷将自己研究领域内多年的

成果在大会上分享探讨，会议还邀请了两位外籍院

士专家对港珠澳大桥见证中国发展与混凝土桥梁的结

构材料研究进展进行汇报。听完专家学者的汇报，让

我对中国桥隧的发展感到深深的自豪，新中国成立至

今，从无到有，大国建造事业不断向前，一代代的工

程人不甘于落后敢为人先，用心血与汗水铸就了泱泱

大国的工匠之心，让中国梦得以实现。

中交一航局自主研发自航式沉管运输安装一

体船充分应用于深中通道沉管隧道建设中，使得该

工程得以高效顺利开展。要在伶仃洋上施工深中通

道沉管隧道存在诸多困难，比如现场无适合预制场

地，浮运距离大，浮运航道疏浚量大，施工水域横

流大、沉管超宽、变宽、深埋且体量大等。一体船

的研发与建造实现了缩短公用航道的占用时间，提

高抵抗横流和稳定航行的能力，异常情况下还可快

速返航，改变安装缆带缆的方式，减少了抛锚数量

缩短了系泊时间，采用沉放对接姿态控制系统实现

沉管精确沉放，可以满足深中通道工程标准管节和

异型管节所有尺度的浮运安装。充分体现了央企的

责任和担当，也反映了我国工程界无数奋斗者的决

心与魄力。

自航式沉管运输安装一体船 一体船海上作业图

黄茅海跨海大桥是港珠澳大桥的西延线，起点

位于珠海高栏港经济区，顺接珠海鹤岗高速，终点

位于台山顺接新台高速公路，路线全长约31Km，跨

径布置为100+280+720+720+280+100=2200m的双索

面三塔斜拉桥，桥台采用新颖别致的“小蛮腰”造

型，塔底为直径20m圆形，塔顶为直径11m圆形，最

细处为9m直径圆形。索塔基础采用40根变截面群桩

基础。该桥主要创新点在于通过对跨中横向连接箱

位置设置辅助索以提高结构刚度，为了保持中塔与

边塔高度一致，辅助索与顶部斜拉索共用钢锚梁。

此外，为克服比较突出的分离箱涡振问题，提出了

L型翼板抑制涡振措施，目前经实验证实该翼板可

将气流打散，有效抑制竖向涡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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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通过不断自主创新，中国工程师们用

自己的实力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的建设力量。沪通长

江大桥、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黄茅跨海大桥等

优秀的国家级项目不断涌现，中国桥隧一直没有停

会议第二天的内容主要由四个分论坛组成，

我参加的是桥梁工程建设与智慧管养分论坛，论坛

包括高精度传感器在桥梁安全监测等领域的应用、

桥梁智慧管养的探索与展望、高速铁路桥梁创新实

践、贵州桥梁建设成就、大跨度公路桥抗风振TMD

的研究与应用、城市人行天桥创新与实践等，汇报

内容广泛新颖，涵盖了桥梁领域的各项前沿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桥梁设计人员，我们往往考虑

更多是桥梁前期策划以及实施期间的工作，然而作

为建设管养单位，更关注的是工程全寿命周期期间

的信息。由于平时工作中经常遇到景观天桥的难

两天的会议汇报结束后，作为一名平凡的桥梁

设计人，我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虽然平时工作中

能接触到的基本为普通的市政桥梁项目，鲜少有做

国家级大项目的工作体会，但是于平凡中坚守内心

对精品工程的要求，知己不足而迎头改之，方为当

务之急。奋斗，永不止步，奋斗不止于个人，中国广州塔南广场配建珠江两岸人行景观桥是目

前世界最大跨径曲线斜拱组合体系过江城市人行

桥，拱肋采用横向侧倾布置，拱肋外倾10°，拱跨

198.152m，立面矢高57.921m，桥面至拱顶高差达

35m。主梁采用平面曲线，东侧桥面总长478m，西

侧桥面总长265m，中段采用整单侧变高整体钢箱截

面。该桥设计过程中存在多项创新技术应用，主要

归纳如下：

1、创新性的通过主梁两侧高差形成叠层高低

桥面，巧妙地布设了花池、看台及上下两种通行空

勇者不惧 踏浪而行

任重道远 永不止步

下发展的脚步，坚持创新与实践相结合，一步一脚

印，铸就了中国大国工匠的坚实基础，培养了一批

又一批优秀的专家学者，不断引领后人奋勇拼搏向

前。

题，我认真听取了关于城市人行天桥创新与实践的

汇报，该汇报主要围绕广州塔南广场配建珠江两岸

人行连通桥项目，介绍了项目开展过程中的一系列

关于该桥方案构思、结构布置、力学原理、新材料

和新型构造等关键技术与创新设计。该项目推荐方

案名为“琴鸣绢舞、岭南花舟”，方案通过意象提

取、形式转化、形态演绎等现代建筑手法的表达形

成桥梁整体飘逸的造型，充分体现岭南地域特色，

表达传统文化自信，体现了城市建设地域性、文化

性和时代性的融合。

的桥隧梦需要每个坚守在普通岗位上的奋斗个体持

之以恒的努力方能实现，相信我国由桥隧大国过渡

到桥隧强国的那天即将到来。

（作者系深圳市综合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员工）
间，在满足景观的前提下给予了各类行人的通行和

观景的需要，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桥面空间质感。

2、创新性地在下拱肋采用UHPC包裹钢箱混凝

土组合结构，既增强了拱肋抗船撞性能，又解决了

水下和浪溅区钢结构的防腐难题。

3、创新性的在拱肋受压区灌注混凝土，形成

部分钢管混凝土拱桥，提高了结构刚度和行人舒适

性。

4、开发了新型桥堤连接构造和防水构造，避

免了破堤设置桥台，并阻止了洪水内渗，从而避免

广州塔南广场配建珠江两岸人行景观桥

桥梁方案图

了破堤和减少了施工桥台承台的基坑，降低了工程

造价。

5、开发了球形支承测力吊杆，可实现吊杆锚

固端自有转动，并实现吊杆力的实时测量，通过5G

传输，实时监测桥梁实际运营状态，评估结构安全

状态。

6、在曲线钢主梁内设置了多维TMD电涡流阻尼

器，解决了大跨度人行桥舒适度问题。

7、通过BIM技术，实现全三维无死角设计，

提高了设计的完成度和精细度，减少二维的设计盲

区，服务施工。

多项创新技术的应用解决了结构体系受力、耐

久性、仰振、堤岸连接、防洪、运维安全等核心问

题。该项目由何镜堂建筑创作研究院主创，是华南

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第一个作为牵头单位中标

并完成施工图设计的特大桥梁项目。该桥作为连通

广州珠江南北两岸CBD的重要地标，建成后有望成

为全世界跨度最大、桥面最宽的斜拱曲梁人行景观

桥。同为市政桥梁设计人员，深深感受到自身跟一

流大院设计水平仍然相去甚远，未来仍需“苦练内

功”，向优秀的桥梁工作者学习，敢于做工程界的

勇者，不惧现实中的惊涛骇浪，奋力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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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国家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发展情况研究——深圳篇

40年来，深圳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谱写了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壮丽篇章。伴随经济社

会的快速发展，深圳市建设行业发展不断迈向新台阶。2017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首批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

时，深圳市就榜上有名且为广东省唯一入选城市。总体来看，在经历了2002年至2009年起步摸索阶段、2009年至

2014年加速发展阶段、2014年至今扩面提质阶段后，支撑深圳市装配式建筑发展的政策体系基本建成、标准体系

逐步完善、项目建设陆续铺开、产业配套日益成熟、人才队伍初具规模，在全国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中具有一定

代表性。具体情况分析如下：

一、政策体系基本建成。

近年来，深圳市已连续出台《关于加快推进装配式建筑的通知》《EPC工程总承包招标工作指导规则》等15

个重磅政策，构建了刚性约束与鼓励激励并举的政策体系。在刚性约束方面，深圳市明确了一定年限内装配式建

筑的实施范围，建设项目类型从居住建筑逐步覆盖到公共建筑、工业建筑等。在激励措施方面，通过提出3%面积

奖励、三分之一提前预售、资金扶持等“一揽子”措施，充分调动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姜绍杰表示，新形势下传统建造方式转型升级势在必行，推动新型建筑工

业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基于深圳在装配式建筑领域的创新实践和示范效应，大湾区内的很多城市均在政策引导、

标准制定与技术推广方面，逐步构建了较为完善的体系。

二、标准体系逐步完善。

2009年，深圳市发布了全国首部装配式建筑地方标准《预制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结构技术规范》；2012

年，《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标准化设计图集》发布；2019年先后完成了《深圳市建筑工程铝合金模板技术应用规

程》等10多部地方和团体标准。

经过多年来的持续努力，深圳市在装配式建筑领域的标准体系基本涵盖装配式建筑设计、生产、建造、验收

等建造全过程，初步形成了以国标为基础、以地标为支撑、以团标为补充的多层次标准体系。发展装配式建筑初

期，在缺乏国家评价标准、各地普遍追求高预制率的情况下，深圳市率先提出用预制率和装配率（两率）双指标

评价方法，将现场工业化技术纳入装配率计算，该做法后来被全国其他城市纷纷效仿。

长期关注装配式建筑发展的业内人士表示，在众多地方版本评价标准中，深圳市结合国家评价标准发布的

《装配式建筑评分规则》，创造性地提出标准化设计、主体结构工程、围护墙和内隔墙、装修和机电、信息化应

用5大技术评分项，实现了从主体结构装配化向机电设备、装饰装修装配化的全面延伸，切实反映了发展装配式

建筑的初衷。

三、项目建设逐渐铺开。

2015年，深圳市装配式建筑建设总规模为48万平方米，2019年这一数据则为2400万平方米，5年增长50倍。

2020年上半年，深圳全市新开工装配式建筑面积57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近100%，占新开工总面积的30.7%，与此

同时，装配式建筑总建设规模近3000万平方米。值得一提的是，在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深圳市装配式建筑质量

也在持续提升。其中，哈工大深圳校区项目获得鲁班奖，库马克大厦项目获得粤钢奖；裕璟幸福家园等11个项目

获评广东省级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占全省获奖项目总数的41%。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相关负责人对此表示，上述成绩的取得，与深圳市率先探索适宜的建设及管理模式分不

开。“在传统模式难以适应装配式建筑设计施工一体化特点的情况下，深圳市率先探索应用代建制（代建总承

包）、EPC工程总承包、全过程咨询等建设组织模式，解决了碎片式、割裂式的管理问题。同时还制定了EPC工程

总承包招标工作指导规则和合同范本，突破了资质限制，支持开发企业作为总承包单位，充分发挥其统筹管理优

势，打通建造全过程各环节，并在不少项目中成功应用。”

四、产业配套日益成熟。

目前，深圳市装配式建筑产业链已覆盖建设、设计、施工、部品部件生产、咨询等各领域，参与企业数量持

续增长，开发建设单位由2015年的6家增长到2019年的97家，呈现了爆发性增长的趋势。同时，深圳市还造就了

一批龙头企业，孵化培育了13个国家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24个省级基地及29个市级基地，数量在全国和省内

遥遥领先，形成了从行业龙头到成长型企业的多级梯队，呈现出后劲十足的良好势头。

与一些城市不同，深圳市装配式建筑发展一直坚持以市场为主导，这样一来极大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力的发

挥。市政府基本上每年都会率团参与国家住博会、绿博会等重要行业性展会，并支持在深圳举办国际高峰论坛，

展示推广本土企业，全力打造装配式建筑“深圳品牌”。

五、人才队伍初具规模。

为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政府层面一直在持续开展公益化培训、项目观摩、学习考察、行业交流等能力提升活

动，累计参与人数近6万人次，基本实现建设行业各领域的全覆盖。另外深圳还打造了一支由院士、大师领衔的

近200人的高水平专家队伍，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装配式建筑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深圳还在国内率

先创设了装配式建筑专业技术职称，2018年经评审的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占全市工程领域技术职称人员比例达

到4%。在实训基地建设方面，深圳目前已建成省内首批7家装配式建筑实训基地，培养出的产业工人在全国、省

内装配式建筑技能竞赛中屡获佳绩。

企业层面，深圳部分龙头企业已形成了内部培训或对外联合培养人才机制，定期组织员工参加装配式建筑相

关培训活动。如万科集团连续多年开展“千亿计划”组织赴日本学习装配式建筑与精细化管理；天健集团与深圳

市职业技术学院联合成立了“深职院天健建工学院”，大力培养产业工人；鹏城建筑集团通过实施“鲲鹏计划”

建立起移动学习平台“鹏城培训学院”，实现线上线下同步教学，也已培训2400余人次。

深圳市建筑产业化协会秘书长付灿华表示，以人才为导向，首创专业人才评价及多层次队伍培养机制是深圳

发展装配式建筑的重要经验。通过首创装配式建筑专业技术职称，面向建设、设计、施工、生产等全产业链技术

人才，开展员级、助理、中、高和正高级职称评审，既解决了装配式建筑技术人员无职称可评的困境，又增强了

行业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

研究札记：

因地制宜，探索独具特色的装配式建筑发展模式

近年来，作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十三五”装配式建筑行动方案》明确的三大重点推进地区，北京、上

海、深圳均依托自身区位优势、产业特点、技术基础，探索出了各自的发展模式，带动和引领了京津冀、长三角

和珠三角地区装配式建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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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其他地方多半以政府为主导，深圳在积极探索中充分汲取了新加坡、香港等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坚

持以市场为主导，创新政府服务方式，坚持“两提两减”原则（提高质量、提高效率、减少人工、节能减排），

推行“复杂构件工厂化生产，简单构件工业化现浇”，循序渐进、因地制宜，探索出了独具特色的“深圳模

式”。

与此同时，作为第一批国家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深圳也在不断对外输出标准体系、企业品牌等，其中有多

项地方性标准内容被国标、省标吸收。一批本土培育的龙头企业也依托在深圳的成功实践，走向全国，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及国际竞争，向全球输出“中国制造”。

“不过，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深圳市的装配式建筑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仍存在着企业内生动力不足、技

术储备不足、队伍能力不足、成本优势未显现等各种问题。”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高尔剑认

为，接下来还需在理念普及、体制机制优化等方面加大力度。

如何着眼高质量发展，在“十四五”期间进一步做好做大做强以装配式建筑为代表的新型建筑工业化？这是

深圳及全国建筑业界都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我们期待着敢为人先、奋发图强的深圳，接下来在政策创新与机制

完善、技术路线与标准提升、产业发展与能力提升等方面，有更多的示范性成果。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梯田”式造型智能停车楼

近日，由中建三局安装公司承建的亚洲最大AGV智能停车楼重庆御临停车楼项目完成主体结构施工，将于年

内投入使用。

项目毗邻重庆两江国际影视城景区，总建筑面积9.25万平方米，建筑高度34.7米，地上共计9层，提供总停

车位约2700个。采用“梯田”式造型盘山而下，将一站式解决景区停车问题。

项目采用代表当前全球停车技术最高水平的AGV智能搬运机器人技术，设置规划7个车道出入口，7套汽车专

用升降机、16台泊车机器人，可根据车流量情况手动设置潮汐车道，保障车辆快速通行。

停车时，用户车辆进入升降机后，系统自动指派泊车机器人运往停车位，完成升举、搬运、旋转、入库，内

部配置感应装置可智能避障，自动调节运行速度，避免车辆剐蹭。平均存取车时间小于3分钟，最大存取车时间

不超过5分钟，还支持手机APP预约取车功能，节约繁忙时段排队取车时间。

项目采用层层退台的结构形式，完美契合原始地形地貌，呈现“梯田”的独特造型。建成后建筑绿化率达

45%，每层都有植被覆盖，复原原始山林的绿色形态。

来源：中建三局

声学黑科技——英国试验新型桥隧音屏障

近日，英国A5高速公路的桥梁与隧道上首次出现一款新型音屏障。该设计包括60多个特殊排列折叠的铝制盒

子，形成音屏障的骨架。每个分段的盒子都有独立的参数模型，以自动生成每个盒子特殊的切割模式。这些激光

切割件能够产生流动的几何形状，并且有一定的可调节空间，固定于混凝土桩基之上（如图）。

这种音屏障的外表面用特殊的“丝绸金属”包裹。目前处于试验阶段，降噪效果在70%以上，能大幅度降低

噪音污染，保障道路、桥梁、隧道周边的生态环境。

来源：桥梁杂志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局部修订条文

近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局部修订送审稿）》通过审查。

主要局部修订内容如下：

1、表3.5.3的结构混凝土材料耐久性基本要求将氯离子含量由“占胶凝材料总量百分比”改为“占水泥用

量的质量百分比”，二b、三a、三b环境的氯离子最大含量数值要求分别从0.15%、0.15%、0.10%加严为0.10%、

0.10%、0.06%。

2、提高混凝土强度应用的最低等级要求。4.1.2条素混凝土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由“不应低于C15”改为

“不应低于C20”，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由“不应低于C20”改为“不应低于C25”。删除4.1.3条、

4.1.4条中C15混凝土的强度指标。

3、彻底删除与HRB335钢筋有关的技术内容，不再允许应用HRB335钢筋。

4、8.5.1条最小配筋率要求中，将受压构件中500MPa钢筋最小配筋0.50%提高为与400MPa钢筋相同的0.55%，

删除表注2中“板类受弯构件受拉钢筋，当采用400MPa、500MPa钢筋时，最小配筋率允许采用0.15和45ft/fy中的

较大值”的规定。

5、9.1.2条提高板类构件的最小厚度要求。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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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GF-2020-0216）
2021年1月1日起执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制定印发《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GF-2020-

0216），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原《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试行）》（GF-2011-0216）同时废

止。

《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GF-2020-0216）适用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

包承发包活动，为推荐使用的非强制性使用文本，由合同协议书、通用合同条件和专用合同条件3部分组成。

其中，合同协议书共计11条，主要包括工程概况、合同工期、质量标准、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工程

总承包项目经理、合同文件构成、承诺、订立时间、订立地点、合同生效和合同份数，集中约定了合同当事人基

本的合同权利义务。

通用合同条件是合同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就工程总承包项目的实施及相关事项，对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的原则性约定。

通用合同条件共计20条，包括一般约定、发包人、承包人、施工、工期和进度等内容。

专用合同条件是合同当事人根据不同建设项目的特点及具体情况，通过双方的谈判、协商对通用合同条件原

则性约定细化、完善、补充、修改或另行约定的合同条件。

在编写专用合同条件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专用合同条件的编号应与相应的通用合同条件的编号一致；

2、在专用合同条件中有横道线的地方，合同当事人可针对相应的通用合同条件进行细化、完善、补充、修

改或另行约定；如无细化、完善、补充、修改或另行约定，则填写“无”或划“/”；

3、对于在专用合同条件中未列出的通用合同条件中的条款，合同当事人根据建设项目的具体情况认为需要

进行细化、完善、补充、修改或另行约定的，可在专用合同条件中，以同一条款号增加相关条款的内容。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珠海隧道正式开工，助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重要门户枢纽”

珠海隧道位于珠海大桥南侧，东起珠海大道主线，以盾构隧道形式穿越磨刀门水道。主线工程全长约

5.0km，其中隧道段长约4.48km，盾构段长2.93km。城市快速路，双向6车道，设计速度80km/h。

珠海隧道作为珠海市跨越磨刀门通道的第一条海底隧道，意在打造全天候生命通道，以应对台风、暴雨等城

市极端恶劣天气下的交通救援需求。有效促进带动西部沿线区域的整体性发展，支撑“城市西拓”战略需求，真

正实现珠江口西岸城区崛起，将为珠海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重要门户枢纽”注入新动能。

珠海隧道有效充分利用盾构隧道空间，为国内首次实现DN1200供水管随隧过海，同时预留220kv高压走廊、

5G公网通信设施建设空间，实现与5G技术的深度融合，赋予原本由钢筋混凝土构成的隧道以“生命”，同时实现

隧道内物联网全覆盖，全方位监控整条隧道内的交通流量、驾驶特征、周边环境等信息，实现隧道内的眼观六

路、耳听八方，打造“新基建”智慧隧道。

▲设计效果图

▲总平面图

▲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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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隧道全线分布为明挖、盾构、矿山等多种工法，分别具有不同的实施难度。东岸明挖段中间采用矿山法

施工，东西岸路基段采用明挖法施工，基坑最深达30m，且地质条件复杂，包括了深厚软土层，严重液化土层、

淤泥与岩层，岩层起伏变化大，针对不同深度的基坑采用不同工法，保障施工安全。海中段采用盾构施工，是国

内长距离超大直径盾构隧道，也是目前国内海底盾构隧道遭遇基岩长度最长工程。

来源：城建设计

道路工程测量机器人“新鲜出炉”

近日，由中建三局工程技术研究院自主研发的道路工程移动式高精度测量机器人在武汉四环线工程完成20余

公里测试应用，标志着机器人完成阶段性测试，具备工程应用条件。

道路工程移动式高精度测量机器人是一种集自动行驶、自动调平、自动设站、自动测量等功能于一身的机器

人系统，系首次在道路工程行业中应用，综合测量精度在2毫米内，突破了国内外移动测量厘米级精度限制，综

合测量速度达8秒/点，比传统测量方式提高效率10倍以上。

机器人基于多感融合的定位与导航控制系统，可实现基于道路施工现场的高精度定位导航与自动行驶功能

（含避障、绕障），停车精度≤0.3米，航向角精度≤0.3°。基于自动调平装置及控制系统，可实现一键自动

调平，调平精度达到10″，远超全站仪工作要求精度。可利用空间坐标关系，快速识别和照准三个已知位置的

360°棱镜，实现全站仪快速精准设站，设站准确率达99%，设站精度＜0.2毫米，设站时间可控制在30秒以内。

通过激光无接触测量方式准确找到所需测量断面的测点进行测量，直接生成满足工程质量控制与验收要求的测量

数据及表单。

此外，机器人还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测量，有效解决传统路面施工依靠人工逐点测量的问题，减少了80%的

人员投入，并且在高温、极寒、低氧等环境下也可正常作业。

来源：中建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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