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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基于BIM技术的曲线PC轨道梁

精密三维检测方法，首先采用全站三维激光扫描

仪采集曲线PC轨道梁整体的精密三维点云数据，

同时根据工法指导书的轨道梁数据，生成1：1的

CATIA三维模型，然后将扫描采集的精密三维点

云数据与CATIA三维模型进行匹配和偏差对比，

最后生成可视化报告，将所有可视化报告归档保

存，同时上传至云端，方便查阅的同时让全体技

术人员都能清楚了解轨道梁的建造精度情况，依

据报告结果反馈指导制梁施工，及时调整方案。

本发明基于BIM技术，采用整理采集建模和设计

模型对比的方式进行检测，检测结果精密直观，

检测快速，且可反映梁体的空间真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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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BIM技术的曲线PC轨道梁精密三维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有以下步

骤：

(1)、首先采用全站三维激光扫描仪作为测量工具，采集曲线PC轨道梁梁面间距相等的

点；

(2)、在全站三维激光扫描仪内建立局部坐标系，并在不同站点对梁体表面进行扫描，

通过不同站点的坐标信息和照片颜色信息完成点云的拼接与着色，完成前期数据采集工

作；

(3)、依据工法指导书的轨道梁数据，生成1：1的CATIA三维模型；

(4)、将步骤(2)扫描采集到的三维精密点云数据转换为通用PTS数据格式，然后将点云

数据与步骤(3)建立的CATIA三维模型进行匹配；

(5)、将匹配完成的模型选取任意截面进行点云数据的偏差对比，并在截取截面上直接

显示计算出的偏差数值，对比完成后实时查看任意位置的偏差值并生成三维色谱效果图；

(6)、根据计算的偏差值建立偏差分布图，即每个偏差值所对应的点云数据数量与所有

点云数据数量的线形图，当设定偏差值所占的比例超过95％，则曲线PC轨道成品梁整体偏

差在合格范围内，质量合格；

(7)、将步骤(5)中任意截面的三维色谱效果图和步骤(6)中的偏差分布图生成对应轨

道梁截面的可视化报告，将所有可视化报告归档保存，同时上传至云端，方便查阅的同时让

全体技术人员都能清楚了解轨道梁的建造精度情况，依据报告结果反馈指导制梁施工，及

时调整方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BIM技术的曲线PC轨道梁精密三维检测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步骤(2)在不同站点对梁体表面进行扫描的具体步骤为：通过设置方位角的方式

建立局部坐标系，同时记录2—4个棱镜的位置用于后续设站，然后对梁体可视区域进行扫

描作业，扫描完毕后搬动仪器至未扫描区域，采用后方交会的方式设站并扫描，重复以上步

骤直至轨道梁整体扫描完毕。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BIM技术的曲线PC轨道梁精密三维检测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步骤(3)中的CATIA三维模型是采用三维建模软件CATIA生成1：1的三维网格模

型。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BIM技术的曲线PC轨道梁精密三维检测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步骤(1)中的全站三维激光扫描仪采用徕卡全站扫描仪，步骤(3)中是采用徕卡

测量系统Leica  infinity将三维激光点云数据转换为通用PTS数据格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BIM技术的曲线PC轨道梁精密三维检测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步骤(3)三维精密点云数据转换为通用PTS数据格式后，再对点云进行去噪、分类

和合并处理，提高点云的可视化效果，便于模型特征信息提取。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BIM技术的曲线PC轨道梁精密三维检测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步骤(3)中的点云数据与CATIA三维模型进行匹配的具体方式是使用Geomagic 

Control软件生成三维对比数据，即首先将CATIA三维模型和点云数据导入Geomagic 

Control软件中，切换CATIA三维模型和点云数据的比例尺至统一大小后进行自动匹配，将

点云坐标自动拟合变换至模型所在位置即可。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BIM技术的曲线PC轨道梁精密三维检测方法，其特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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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述的步骤(5)中的三维色谱效果图，即在匹配成功的模型外表面上填充不同色彩，每

种色彩对应着不同的偏差值。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BIM技术的曲线PC轨道梁精密三维检测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步骤(6)中的设定偏差值为-10mm—10mm。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BIM技术的曲线PC轨道梁精密三维检测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偏差分布图包括有偏差分布表和偏差分布柱状图，所述的偏差分布表即将所有

偏差数值、偏差值对应的点数、以及偏差值对应的点数咱所有点云数据数量的百分比进行

制表，所述的偏差分布柱状图即每个偏差值所对应的点云数据数量与所有点云数据数量的

柱状线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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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BIM技术的曲线PC轨道梁精密三维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曲线PC轨道梁施工领域，具体是一种基于BIM技术的曲线PC轨道梁精

密三维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跨座式轨道交通系统中，列车采用充满惰性气体的橡胶轮胎行走在混凝土梁

上，梁体既是承重结构又是车辆行驶轨道，一经预制成形将无法调整。若在轨道梁出厂前，

不准确地检测出梁体的制造精度是否符合要求，将会为线下轨道梁架设工作带来影响，轻

则影响轨道梁安装效率，重则返工，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轨道梁检测技术是确保所有出厂的

轨道梁符合制造精度要求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是线路正式运营后行车舒适性、安全性的重

要保障。由于在国内外没有类似结构及现场制造等方面的设计、施工经验，对部分工艺和验

收标准仍处于探索阶段，为此需要进行深入探索。现有的梁体检测采用人工测绘检测，存在

测量方式繁琐、耗时长、精度低等缺点，同时选取的测量点不具备代表性，无法真实反映梁

体的真实状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基于BIM技术的曲线PC轨道梁精密三维检测方

法，采用整理采集建模和设计模型对比的方式进行检测，检测结果精密直观，检测快速，且

可反映梁体的空间真实状态。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05] 基于BIM技术的曲线PC轨道梁精密三维检测方法，具体包括有以下步骤：

[0006] (1)、首先采用全站三维激光扫描仪作为测量工具，采集曲线PC轨道梁梁面间距相

等的点；

[0007] (2)、在全站三维激光扫描仪内建立局部坐标系，并在不同站点对梁体表面进行扫

描，通过不同站点的坐标信息和照片颜色信息完成点云的拼接与着色，完成前期数据采集

工作；

[0008] (3)、依据工法指导书的轨道梁数据，生成1：1的CATIA三维模型；

[0009] (4)、将步骤(2)扫描采集到的三维精密点云数据转换为通用PTS数据格式，然后将

点云数据与步骤(3)建立的CATIA三维模型进行匹配；

[0010] (5)、将匹配完成的模型选取任意截面进行点云数据的偏差对比，并在截取截面上

直接显示计算出的偏差数值，对比完成后实时查看任意位置的偏差值并生成三维色谱效果

图；

[0011] (6)、根据计算的偏差值建立偏差分布图，即每个偏差值所对应的点云数据数量与

所有点云数据数量的线形图，当设定偏差值所占的比例超过95％，则曲线PC轨道成品梁整

体偏差在合格范围内，质量合格；

[0012] (7)、将步骤(5)中任意截面的三维色谱效果图和步骤(6)中的偏差分布图生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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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轨道梁截面的可视化报告，将所有可视化报告归档保存，同时上传至云端，方便查阅的同

时让全体技术人员都能清楚了解轨道梁的建造精度情况，依据报告结果反馈指导制梁施

工，及时调整方案。

[0013] 所述的步骤(2)在不同站点对梁体表面进行扫描的具体步骤为：通过设置方位角

的方式建立局部坐标系，同时记录2—4个棱镜的位置用于后续设站，然后对梁体可视区域

进行扫描作业，扫描完毕后搬动仪器至未扫描区域，采用后方交会的方式设站并扫描，重复

以上步骤直至轨道梁整体扫描完毕。

[0014] 所述的步骤(3)中的CATIA三维模型是采用三维建模软件CATIA生成1：1的三维网

格模型。

[0015] 所述的步骤(1)中的全站三维激光扫描仪采用徕卡全站扫描仪，步骤(3)中是采用

徕卡测量系统Leica  infinity将三维激光点云数据转换为通用PTS数据格式。

[0016] 所述的步骤(3)三维精密点云数据转换为通用PTS数据格式后，再对点云进行去

噪、分类和合并处理，提高点云的可视化效果，便于模型特征信息提取。

[0017] 所述的步骤(3)中的点云数据与CATIA三维模型进行匹配的具体方式是使用

Geomagic  Control软件生成三维对比数据，即首先将CATIA三维模型和点云数据导入

Geomagic  Control软件中，切换CATIA三维模型和点云数据的比例尺至统一大小后进行自

动匹配，将点云坐标自动拟合变换至模型所在位置即可。

[0018] 所述的步骤(5)中的三维色谱效果图，即在匹配成功的模型外表面上填充不同色

彩，每种色彩对应着不同的偏差值。

[0019] 所述的步骤(6)中的设定偏差值为-10mm—10mm。

[0020] 所述的偏差分布图包括有偏差分布表和偏差分布柱状图，所述的偏差分布表即将

所有偏差数值、偏差值对应的点数、以及偏差值对应的点数咱所有点云数据数量的百分比

进行制表，所述的偏差分布柱状图即每个偏差值所对应的点云数据数量与所有点云数据数

量的柱状线形图。

[0021] 本发明的优点：

[0022] (1)、本发明提升了测量精度，同时极大提高了数据的获取量，采集点数量在100万

个以上，覆盖梁体全部表面，保证测量结果真实反映情况；

[0023] (2)、本发明采用建模分析软件进行点云数据分析、建模和对比，操作简单、数据处

理速度快，得出的分析结果准确；

[0024] (3)、本发明最后生成可视化报告，三维色谱效果图和偏差分布图直观，将可视化

报告用于指导制梁施工，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确保后续制梁符合标准，通过不断改进轨道梁

模板调整方案使梁体的制造精度不断提升。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截取截面点云数据偏差对比的附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截取截面的偏差分布柱状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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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8] 基于BIM技术的曲线PC轨道梁精密三维检测方法，具体包括有以下步骤：

[0029] (1)、首先采用徕卡Nova  MS60全站扫描仪作为测量工具，采集曲线PC轨道梁梁面

间距为1cm×1cm的点；

[0030] (2)、在全站三维激光扫描仪内建立局部坐标系，通过设置方位角的方式建立局部

坐标系，同时记录2—4个棱镜的位置用于后续设站，然后对梁体可视区域进行扫描作业，扫

描完毕后搬动仪器至未扫描区域，采用后方交会的方式设站并扫描，重复以上步骤直至轨

道梁整体扫描完毕，最后通过不同站点的坐标信息和照片颜色信息完成点云的拼接与着

色，完成前期数据采集工作；

[0031] (3)、依据工法指导书的轨道梁数据，采用三维建模软件CATIA生成1：1的CATIA三

维模型；

[0032] (4)、将步骤(2)扫描采集到的三维精密点云数据采用徕卡测量系统Leica 

infinity转换为通用PTS数据格式，然后再通过建模软件3Dreshaper对点云进行去噪、分类

和合并处理，提高点云的可视化效果，便于模型特征信息提取，最后将点云数据与步骤(3)

建立的CATIA三维模型进行匹配，即使用Geomagic  Control软件生成三维对比数据，即首先

将CATIA三维模型和点云数据导入Geomagic  Control软件中，切换CATIA三维模型和点云数

据的比例尺至统一大小后进行自动匹配，将点云坐标自动拟合变换至模型所在位置即可；

[0033] (5)、将匹配成功的模型选取任意截面进行点云数据的偏差对比，并在截取截面上

直接显示计算出的偏差数值(见图1)，对比完成后实时查看任意位置的偏差值并生成三维

色谱效果图，三维色谱效果图即在匹配成功的模型外表面上填充不同色彩，每种色彩对应

着不同的偏差值；

[0034] (6)、根据计算的偏差值建立偏差分布图，偏差分布图包括有偏差分布表(表1)和

偏差分布柱状图(图2)，偏差分布表即将所有偏差数值、偏差值对应的点数、以及偏差值对

应的点数咱所有点云数据数量的百分比进行制表，所述的偏差分布柱状图即每个偏差值所

对应的点云数据数量与所有点云数据数量的柱状线形图，表1和图1中偏差-5mm～-9mm和

7mm～11mm的点云数据为端头部分外露钢筋、预埋件、槽道和其他未删除干净的噪点等，点

数较少，所占比例极小，该梁的主要偏差在数值分布在-5mm～5mm之间的点云占全体点云的

95％以上，则曲线PC轨道成品梁整体偏差在合格范围内，质量合格；

[0035] 表1偏差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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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0037] (7)、将步骤(5)中任意截面的三维色谱效果图和步骤(6)中的偏差分布图生成对

应轨道梁截面的可视化报告，将所有可视化报告归档保存，同时上传至云端，方便查阅的同

时让全体技术人员都能清楚了解轨道梁的建造精度情况，依据报告结果反馈指导制梁施

工，及时调整方案。

[0038]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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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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