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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沥青路面病害监控系统

及监测方法，属于沥青路面病害监控领域，通过

建立包括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和沥青路

面坐标信息的BIM模型数据库，然后利用三维激

光扫描检测方法获取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

数据，同时获取与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

同步的沥青路面位置信息，最后通过Navisworks

将待检测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与待检测

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进行三维BIM模型数据整

合，得到待检测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与待

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的轮廓差图，通过轮

廓差图能够快速的获取沥青路面变化信息，从而

能够快速完成沥青路面病害检测，本发明检测速

度高，精确度高，同时能够对沥青路面进行全面

检测，提高检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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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沥青路面病害监控方法的沥青路面病害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沥青

路面病害监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利用BIM软件建立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库，从而得到BIM模型数据库，沥

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库包括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和沥青路面坐标信息；

步骤2)、通过三维激光扫描检测方法获取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同时获取与

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同步的沥青路面位置信息；

步骤3)、获取与待测沥青路面位置信息一致的待检测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通

过Navisworks将待检测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与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进行

三维BIM模型数据整合，得到待检测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与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

形数据的轮廓差图，从而完成沥青路面病害检测；包括三维激光扫描检测单元(1)以及与三

维激光扫描检测单元(1)连接的云端服务器单元(2)，云端服务器单元(2)连接有沥青路面

病害监控平台(3)和定位模块，沥青路面病害监控平台(3)连接有BIM模型数据库；

三维激光扫描检测单元(1)用于获取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并将获取的沥青

路面三维图形数据通过云端服务器单元(2)传输至沥青路面病害监控平台(3)；定位模块用

于获取待测沥青路面位置信息，并将获取的待测沥青路面位置信息传输至云端服务器单元

(2)；

BIM模型数据库用于存储待检测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沥青路面病害监控平台

(3)将获取的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及待测沥青路面位置信息与BIM模型数据库内相对应

位置的待检测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进行对比，得到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与待检测

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的数据差，从而得到待检测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与待检

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的轮廓差图。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沥青路面病害监控方法的沥青路面病害监控系统，其特

征在于，步骤1)中，利用BIM软件根据道路工程的DWG设计和施工图纸建立沥青路面原始三

维图形数据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沥青路面病害监控方法的沥青路面病害监控系统，其特

征在于，步骤2)中，对获取的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进行去噪处理，得到去噪后的待

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沥青路面病害监控方法的沥青路面病害监控系统，其特

征在于，步骤2)中，获取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的同时同步获取待检测沥青路面的

图像信息，作为待检测沥青路面病害检测的辅助图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沥青路面病害监控方法的沥青路面病害监控系统，其特

征在于，步骤3)中，通过Navisworks将待检测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与去噪后的待检

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进行三维BIM模型数据整合，对沥青路面的三维图像数据进行轮

廓比对，得到轮廓差图。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沥青路面病害监控方法的沥青路面病害监控系统，其特

征在于，三维激光扫描检测单元(1)包括激光发射器(6)、三维激光扫描仪主机(8)和接收器

主机(17)，  激光发射器(6)和三维激光扫描仪主机(8)均固定于三维激光扫描仪旋转圆盘

(15)上；三维激光扫描仪主机(8)和接收器主机(17)通过有线或无线连接，接收器主机(17)

将三维激光扫描仪主机(8)获取的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通过无线传输至云端服务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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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沥青路面病害监控方法的沥青路面病害监控系统，其特

征在于，还包括移动车体(12)，移动车体(12)上端固定有上部结构主板(9)，三维激光扫描

仪旋转圆盘(15)通过三维激光扫描仪转轴(16)固定于上部结构主板(9)上端，上部结构主

板(9)上端安装有四个三维激光扫描检测单元(1)，还包括固定于上部结构主板(9)上用于

获取沥青路面图片的摄像机(10)，摄像机(10)通过无线传输模块将获取的沥青路面图片传

输至云端服务器单元(2)。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用于沥青路面病害监控方法的沥青路面病害监控系统，其特

征在于，摄像机(10)通过固定底座(11)固定于上部结构主板(9)，固定底座(11)与上部结构

主板(9)之间设有相机旋转底盘(18  )。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沥青路面病害监控方法的沥青路面病害监控系统，其特

征在于，接收器主机(17)连接有接收器电源(13)和接收器天线(14)，接收器电源(13)和接

收器天线(14)均固定于上部结构主板(9)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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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沥青路面病害监控系统及监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沥青路面病害监控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沥青路面病害监控系统及监测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高速公路面层目前大多为沥青混凝土，自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以来，在交通荷载和

外部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沥青路面在运营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类型不同程度的病害，其

中裂缝、车辙、松散、坑槽较为常见。病害较轻时会影响车辆的行驶舒适性，病害严重时则会

影响车辆在沥青路面的行驶安全性，进而导致路面的结构强度下降，大大缩短沥青路面的

使用寿命，因此如何在高速公路运营养护过程中及时有效的检测和监控沥青路面的各种病

害，受到越来越多道路工作者的关注。

[0003] 目前，传统的道路检测只局限逐个考虑各单项评价指标，诸如路面平整度、破损率

等指标，有些指标人为因素影响较大，样本数据较多且归档不清楚，并且由于在目前的养护

管理系统，对沥青路面的病害处理缺乏全过程的监控和实时的观测数据，没有建立一种动

态化、自动化、数据采样率高的沥青路面病害监控系统。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沥青路面病害监控系统及监测方法，以克服现有沥青

路面病害监控不到位的缺陷，提高沥青路面病害处理的可视化和信息化处理能力。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沥青路面病害监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步骤1)、利用BIM软件建立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库，从而得到BIM  模型数据

库，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库包括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和沥青路面坐标信息；

[0008] 步骤2)、通过三维激光扫描检测方法获取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同时获

取与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同步的沥青路面位置信息；

[0009] 步骤3)、获取与待测沥青路面位置信息一致的待检测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

据，通过Navisworks将待检测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与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

进行三维BIM模型数据整合，得到待检测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与待检测沥青路面三

维图形数据的轮廓差图，从而完成沥青路面病害检测。

[0010] 进一步的，步骤1)中，利用BIM软件根据道路工程的DWG设计和施工图纸建立沥青

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库。

[0011] 进一步的，步骤2)中，对获取的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进行去噪处理，得到

去燥后的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

[0012] 进一步的，步骤2)中，获取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的同时同步获取待检测

沥青路面的图像信息，作为待检测沥青路面病害检测的辅助图像。

[0013] 进一步的，步骤3)中，通过Navisworks将待检测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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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后的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进行三维BIM模型数据整合，对沥青路面的三维图像

数据进行轮廓比对，得到轮廓差图。

[0014] 一种沥青路面病害监控系统，包括三维激光扫描检测单元以及与三维激光扫描检

测单元连接的云端服务器单元，云端服务器单元连接有沥青路面病害监控平台和定位模

块，沥青路面病害监控平台连接有BIM模型数据库；

[0015] 三维激光扫描检测单元用于获取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并将获取的沥青

路面三维图形数据通过云端服务器单元传输至沥青路面病害监控平台；定位模块用于获取

待测沥青路面位置信息，并将获取的待测沥青路面位置信息传输至云端服务器单元；

[0016] BIM模型数据库用于存储待检测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沥青路面病害监控

平台将获取的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及待测沥青路面位置信息与  BIM模型数据库内相对

应位置的待检测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进行对比，得到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与待检

测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的数据差，从而得到待检测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与待

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的轮廓差图。

[0017] 进一步的，三维激光扫描检测单元包括激光发射器、三维激光扫描仪主机和接收

器主机激光发射器和三维激光扫描仪主机均固定于三维激光扫描仪旋转圆盘上；三维激光

扫描仪主机和接收器主机通过有线或无线连接，接收器主机将三维激光扫描仪主机获取的

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通过无线传输至云端服务器单元。

[0018] 进一步的，还包括移动车体，移动车体上端固定有上部结构主板，三维激光扫描仪

旋转圆盘通过三维激光扫描仪转轴固定于上部结构主板上端，上部结构主板上端安装有四

个三维激光扫描检测单元，还包括固定于上部结构主板上用于获取沥青路面图片的摄像

机，摄像机通过无线传输模块将获取的沥青路面图片传输至云端服务器单元。

[0019] 进一步的，摄像机通过固定底座固定于上部结构主板，固定底座与上部结构主板

之间设有相机旋转底盘。

[0020] 进一步的，接收器主机连接有接收器电源和接收器天线，接收器电源和接收器天

线均固定于上部结构主板上。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22] 本发明一种沥青路面病害监控方法，利用BIM软件建立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

据库，从而得到包括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和沥青路面坐标信息的BIM模型数据库，然

后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检测方法获取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同时获取与待检测沥青

路面三维图形数据同步的沥青路面位置信息，最后通过Navisworks将待检测沥青路面原始

三维图形数据与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进行三维BIM模型数据整合，得到待检测沥

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与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的轮廓差图，通过轮廓差图能够

快速的获取沥青路面变化信息，从而能够快速完成沥青路面病害检测，本发明检测速度高，

精确度高，同时能够对沥青路面进行全面检测，提高检测精度。

[0023] 进一步的，利用BIM软件根据道路工程的DWG设计和施工图纸建立沥青路面原始三

维图形数据库，得到的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库数据稳定，准确度高。

[0024] 进一步的，对获取的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进行去燥处理，得到去燥后的

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提高对获取的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进行去燥处

理，得到去燥后的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精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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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本发明一种沥青路面病害监控系统，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检测单元获取待检测沥青

路面三维图形数据，同时利用定位模块获取与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同步的沥青路

面位置信息，然后通过Navisworks将BIM模型数据库中存储的待检测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

形数据与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进行三维BIM模型数据整合，得到待检测沥青路面

原始三维图形数据与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的轮廓差图，通过轮廓差图能够快速的

获取沥青路面变化信息，从而能够快速完成沥青路面病害检测，本装置结构简单，数据采样

率高。

[0026] 进一步的，三维激光扫描检测单元固定于移动车体，利用移动车体作为三维激光

扫描检测单元载体，检测精度高，检测速度快。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的病害监控系统结构框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的机载三维激光扫描装置的整体结构侧视图；

[0029] 图3为三维激光扫描仪和回转传感器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为三维激光扫描仪和回转传感器结构轴测图；

[0031] 图5为与云端同步的接收器；

[0032] 图6为摄像机的示意图。

[0033] 图中：1‑三维激光扫描检测单元、2‑云端服务器单元、3‑沥青路面病害监控平台、

4‑BIM模型数据库、5‑移动终端、6‑激光发射器、7‑回转传感器、  8‑三维激光扫描仪主机、9‑

上部结构主板、10‑摄像机、11‑固定底座、12‑  移动车体、13‑接收器电源、14‑接收器天线、

15‑三维激光扫描仪旋转圆盘、  16‑三维激光扫描仪转轴、17‑接收器主机、18‑相机旋转底

盘。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描述：

[0035] 如图1‑图6所示，一种沥青路面病害监控系统，包括三维激光扫描检测单元1以及

与三维激光扫描检测单元1连接的云端服务器单元2，云端服务器单元2连接有沥青路面病

害监控平台3和定位模块，沥青路面病害监控平台3连接有BIM模型数据库；

[0036] 三维激光扫描检测单元1用于获取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并将获取的沥

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通过云端服务器单元2传输至沥青路面病害监控平台3；定位模块用于

获取待测沥青路面位置信息，并将获取的待测沥青路面位置信息传输至云端服务器单元2；

[0037] BIM模型数据库用于存储待检测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沥青路面病害监控

平台3将获取的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及待测沥青路面位置信息与  BIM模型数据库内相对

应位置的待检测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进行对比，得到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与待检

测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的数据差，从而得到待检测沥青路面的病害数据。

[0038] 三维激光扫描检测单元1包括激光发射器6、三维激光扫描仪主机8和接收器主机

17，激光发射器6和三维激光扫描仪主机8均固定于三维激光扫描仪旋转圆盘15上，通过三

维激光扫描仪旋转圆盘15带动激光发射器6和三维激光扫描仪主机8转动从而获取360度全

方位扫描沥青路面的全景数据；三维激光扫描仪主机8和接收器主机17通过有线或无线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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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接收器主机  17将三维激光扫描仪主机8获取的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通过无线传输至

云端服务器单元2。三维激光扫描仪主机8用于以点云的形式获取沥青路面的空间三维激光

扫描模型并将数据传输给接收器主机17。

[0039] 还包括移动车体12，移动车体12上端固定有上部结构主板9，三维激光扫描仪旋转

圆盘15通过三维激光扫描仪转轴16固定于上部结构主板9上端，上部结构主板9上端安装有

四个三维激光扫描检测单元1，用于获取360度全方位扫描沥青路面的全景数据，还包括固

定于上部结构主板9上的摄像机  10，摄像机10通过固定底座11固定于上部结构主板9，摄像

机10用于获取沥青路面图片，摄像机10通过无线传输模块将获取的沥青路面图片传输至云

端服务器单元2，云端服务器单元2将沥青路面图片传输至沥青路面病害监控平台3，作为沥

青路面病害参考图像。固定底座11与上部结构主板9之间设有相机旋转底盘18  ，用于调整

摄像机10的旋转角度。

[0040] 接收器主机17连接有接收器电源13和接收器天线14，接收器电源13  和接收器天

线14均固定于上部结构主板9上。

[0041] 一种沥青路面病害监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2] 步骤1)、根据道路工程的DWG设计和施工图纸，利用BIM软件建立沥青路面原始三

维图形数据库，从而得到BIM模型数据库；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库包括沥青路面原始

三维图形数据和沥青路面坐标信息；

[0043] 步骤2)、通过三维激光扫描检测方法获取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对获取

的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进行去噪处理，得到去噪后的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

据；

[0044] 步骤3)、获取与待测沥青路面位置信息一致的待检测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

据，通过Navisworks将待检测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与去噪后的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

图形数据进行三维BIM模型数据整合，得到待检测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与去噪后的

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轮廓差图，从而完成沥青路面病害检测。

[0045] 具体的，步骤2)中，获取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的同时同步获取待检测沥

青路面的图像信息，作为待检测沥青路面病害检测的辅助图像，以提高待检测沥青路面病

害检测精准度。

[0046] 步骤3)中，通过Navisworks将待检测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与去燥后的待检

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进行三维BIM模型数据整合，对沥青路面的三维图像数据进行轮

廓比对，得到轮廓差图，对于有轮廓差部分标注坐标，从而能够准确得到病害位置。

[0047] 沥青路面病害监控平台3将最终得到的沥青路面病害信息通过云端服务器单元2

传输至连接于云端服务器单元2的移动终端，通过移动终端便于工作人员查看并针对病害

进行处理。

[0048] 根据轮廓差图像获取沥青路面病害类型和病害轮廓面积，病害类型包括裂缝、坑

槽和车辙。

[0049] 待检测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与去噪后的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进

行三维BIM模型数据整合得到的轮廓差图，即待检测沥青路面原始三维图形数据与去噪后

的待检测沥青路面三维图形数据坐标差形成的三维图，其坐标差为0则表示沥青路面没有

病害，其坐标差不为0时，则说明此处存在病害，坐标差大于零且坐标差连续大于零宽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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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5mm，此处为坑槽，若坐标差大于零且坐标差连续大于零宽度小于5mm，此处为裂缝；若坐

标差小于零，则此处为车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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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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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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