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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动态控制方法的沥青路面施工智能管控技术研究
Research on intelligent control technology of asphalt pavement construction based on dynamic control method
周维鼎 1 李强 2 牛荣 1 康文 1 郭桂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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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沥青路面质量管控是路面质量控制的关键手段，传统检测手段存在覆盖面低和反馈滞后的缺点，随着物联网
技术的发展，已经实现硬件设备与互联网相连接，并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实现采集参数的智能化识别、监控和管
理工作。本项目在研究路面施工质量管控措施时引入物联网技术，并进行施工智能管控技术的研究，研究结果表
明，该技术可实现对沥青路面关键施工参数的采集和分析，并能实时预警和管理，有效控制沥青路面施工质量。
关键词：沥青路面；物联网；智能管控
Abstract: Asphalt pavement quality control is the key means of pavement quality control. Traditional detection methods
have the disadvantages of low coverage and feedback la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hardware devices
have been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have been carried out to achieve
acquisition and intelligent identification,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of parameters have been realized. This project
introduce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when researching the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of pavement construction,
and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intelligent control technology.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chnology
can realize th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key construction parameters of asphalt pavement, and provide real-time warning
and management and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asphalt pavement.
Keywords: asphalt pavement; internet of things; intelligent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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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交通先行的背景下，
“十三五”
期间我国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将处于集中建设、加速成网的
关键阶段，全国高速公路将新增通车里程 4.6 万公里。甘
肃省《“十三五”交通运输发展规划》提出将新建高速公路
3700 公里以上，新（改）建普通国省道约 12000 公里。随着
甘肃省公路里程不断增加，交通量及其轴重也越来越大，
对建立高质量的沥青路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当前，管理人员对施工环节质量控制的重要性有广泛
共识，但在传统施工体系中发包人或监理人无有效的精力
对沥青路面施工环节进行全过程监督和管理，易导致施工
出现不稳定和不均匀现象，例如混合料的级配、油石比以及
摊铺压实质量波动造成了混合料横纵向的不均匀排布，出
现沥青路面松散、坑槽、车辙等早期病害。一旦出现质量
缺陷，传统的管理方法很难识别问题是出在混合料配合比、
拌和工艺、运输过程还是摊铺碾压等其他环节，给分析问题
和整改造成极大困难。因此如何从管理举措中快速、及时、
准确地采集沥青路面施工过程数据，实时对错误进行指导
和调整，是施工管理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已经实现硬件设备与互联网
相连接，并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实现采集参数的智能化
识别、监控和管理工作。因此本项目在研究路面施工质量
管控措施时引入物联网技术，以期实现对沥青路面工程沥
青路面施工控制技术也在向智能化方向发展。

1

目前沥青路面施工主要从拌合楼、运输、摊铺及碾压
四个工序环节进行，为了实现对各个环节关键点控制，本
课题针对项目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对质量控制提出的要求
开展研究分析，从施工现场数据和用户交互远程中心处理
分析平台建立沥青路面施工智能监控框架体系。施工现场
数据采集设备包括拌合楼数据采集设备、运输摊铺一体化
数据采集设备、碾压数据采集设备，远程中心处理分析平台
应具备施工现场采集数据的接收、实施监控、数据统计分
析功能，用户交互从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办公室管理人员
和施工操作人员考虑，研究针对不同用户的平台交互软件。
1.1 施工现场质量控制需求分析
施工现场质量控制需求主要包括拌合、运输、摊铺及
压实环节。具体需求分析和解决措施如图 1。

系统架构需求分析

图1

施工现场质量控制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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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用户交互远程中心处理分析平台
用户远程中心处理分析平台应具备施工现场采集数据
的接收、实施监控、数据统计分析和处理功能。用户交互
远程中心处理分析平台依据的是施工现场质量需求分析而
设，以满足现场人员的操作和管理需要。具体架构如图 2。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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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通过红外温度传感器获取碾压温度。碾压温度、碾压
速度和碾压遍数彩图通过平板电脑、LED显示屏实时展示，
指导操作手快速识别欠压或超压区域。

用户远程中心处理分析平台架构
图4

运输监控系统布置

图5

摊铺监控系统布置

图6

碾压监控系统布置

现场安装设备配置系统

2.1 拌合监控系统布置
在混合料拌合环节，通过在沥青拌合楼布置传感器和
控制器对生产过程中的计量数据、时间数据和温度数据进
行实时采集，并实时传输至后台数据中心。数据中心对生
产数据进行存储、计算分析和智能反馈，实现沥青混合料级
配、油石比、出料温度实时控制。前场施工人员和管理者
可以通过手机终端和PC客户端对生产情况进行实时查询。

图3

拌合监控系统布置

2.2 运输监控系统布置
在混合料运输环节，通过在拌合楼、运输车和摊铺机上
安装射频识别器（RFID）和电子标签等监控设备，能够准确
识别运输车进出拌合场、进出摊铺现场以及运输轨迹等信
息，具备运输时间、运输车轨迹监控以及混合料溯源功能。
2.3 摊铺监控系统布置
在摊铺环节，通过在摊铺断面布置红外传感器阵列，
实时获取整个摊铺断面温度数据，并通过距离传感器或高
精度GPS对摊铺机行驶速度进行实时采集。摊铺温度与速
度信息通过LED显示屏实时展示，并实时传输至后台数据
中心进行存储和发布。
2.4 碾压监控系统布置
在碾压环节，通过基站与移动站的差分计算，实现压
路机厘米级定位，实时获取压路机碾压速度和碾压遍数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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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实施效果

本项目研发的职能管控系统在兰州南绕城项目进行工
程实践，具体应用效果如下：
3.1 拌合生产监控子系统（图 8）
3.2 运输监控子系统（图 9）
3.3 摊铺监控子系统（图 10、图 11）
3.4 碾压监控子系统（图 12、图 13）
3.5 预警管理子系统（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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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图9

系统登录界面

图 11

摊铺监控子系统界面

图 12

碾压监控子系统界面

监控系统界面

拌合生产监控子系统界面
图 13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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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监控子系统界面

图 14

碾压监控现场电脑显示

预警管理子系统界面

结语

本文从项目路面智能监控信息化需求分析、监控设备
研发和工程应用，研发了基于动态控制方法的沥青路面施
工智能管控技术，能实时监控沥青路面施工过程中关键数
据信息，动态、真实地反映工程质量，实现对施工过程的动
态控制，提供分析预警机制，及时分析质量问题，发现质量
波动，确保工程质量目标，同时还具有提高工程效率、节约
成本、保护环境和提高安全性能等优点。沥青路面全过程
智能施工监控技术可减少建设过程返工，提升建设质量和

效率，节约初期建设成本及后期养护费用，具有直接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同时由于质量提升带来的长期效益更显著。
参考文献
[1] 马德林.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监控系统在沥青路面施工
质量管控中的应用研究[J]. 价值工程,2018,37(14):232-234.
[2] 宋石华.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监控系统在沥青路面施
工中的应用研究[J]. 智能建筑与智慧城市,2018(09):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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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遮阳效果，其效果相较外遮阳较差，但胜在调节灵活、使
用方便，还能够有效防止眩光等，兼具保温与装饰的功能。
太阳能的利用是建筑热环境控制的重要方面，随着绿
色建筑理念的兴起，太阳能在建筑利用中越来越广泛，如
太阳能电池板、热水器等。太阳能利用包括主动利用与被
动利用。被动利用是建筑不利用其它动力，只依靠太阳能
进行供暖，在白天通过太阳能供暖，并通过建筑构件蓄暖
已达到夜间供暖的目的。而主动利用太阳能则是利用机械
动力完成热循环，采用光伏发电系统与建筑的一体化完成
供暖，并且做到合理放暖，做到室内温度控制，其优点在于
控制更为精准，缺点在于消耗较大，并且需要相关专业人
员进行管理。因此在设计时需要综合考虑。
2.2 光环境
建筑光环境包括建筑采光与室内照明。良好的光环境
能够营造和谐温馨的生活氛围，从从而提高建筑居住的舒
适度，建筑光环境设计需要优先考虑自然采光，其次要做
好照明设计。建筑自然采光包括被动式采光与主动式采光，
被动式采光是利用侧窗与天窗等采光窗进行采光，在设计
时侧窗采光的进深一般控制在 1.5-2 倍最佳，利用透光材料
本身的特性来控制光线；天窗设计时室内采光面积要达到
采光口的 2.5 倍，同时需要做好遮阳措施。主动式采光设计
是增加室内自然光的照射面积，改善室内光环境，使自然
光更全面的照射在室内，从而达到节省照明，节约能源的
目的，在设计时通过采光窗与遮光措施配合达到采光与保
密目的。
2.3 声环境
声环境设计包括建筑室内室外音频等级与噪音阻隔措
施。建筑室内音质设计主要是在剧院等功能厅进行设计，

齐抓管评价标准包括合适的响度、清晰度、丰满度、良好的
空间感、无回声与低背景噪声等。
建筑的隔音设计可以采用多空吸声材料如玻璃棉、麻
棉毛毡等材料，能够有效控制中高频的声音。也可采用
皮革、人造革等材料构成薄膜吸声结构，能够吸收 2001000Hz范围内的中频声音。薄板吸声构造则是将板材固定
在框架上，与板后封闭空气层构成震动系统，将声音转化
为热能，能够有效控制低频声音。
在噪音控制方面，利用隔音、吸音等手段来阻隔或者
消除噪音，从而达到噪音控制的目的，噪音控制包括建筑
隔音控制与设备降噪设计，使用隔音板、隔音材料等构件
与隔音技术能够有效阻隔噪音；在设备降噪方面颜万山隔
振设计，包括设备基础隔振与管道隔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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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随着人们对生活居住环境要求逐渐提升，建筑设计如
何更好地实现建筑物理环境要求成为当前建筑环境必须思
考的问题。建筑单位在进行建筑设计时，应当结合地区特
点，综合考虑声、光、热环境设计需求，从而提升建筑设计
质量，为人们提供更为舒适的生活环境，促进建筑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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