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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坝数字监控关键技术与进展 
 

结构材料研究所 李松辉、刘 毅 
 

1 调研背景概述 

我国已建和在建的混凝土坝的数量及高度均居世界首位，如高 292m 的小湾拱坝

和高 305m 的锦屏一级拱坝，其高度不但超过了世界最高的英古里拱坝（275m），也

超过了世界最高的大狄克逊重力坝（286m）；光照重力坝（坝高 200.5m）是目前世

界上最高的碾压混凝土重力坝。这些工程的建设规模和难度均居世界之最。高混凝

土坝施工过程十分复杂，需要综合考虑结构形式、施工工艺、防洪度汛、温度控制

和浇筑能力等众多影响因素，其中施工期工作性态问题是高坝工程建设的重要技术

问题之一，决定了工程的成败，如奥地利柯茵布兰拱坝[1]坝高 200m，建成蓄水后坝

踵产生了第一条严重裂缝，被迫放空水库，采取坝体环氧灌浆、地基内设冰冻帷幕、

上游库底建造混凝土防渗护坦等一系列加固措施，再次蓄水后又产生了第二条大裂

缝，最后只好在下游修建一座重力坝对大坝予以支撑。据龙巴迪的分析，该坝产生

裂缝的主要原因是坝踵向上游倒悬过多，施工期自重作用下在下游产生拉应力，引

起下游水平裂缝，断面被消减约一半，蓄水后在上游有效断面内产生过大剪应力，

在倾斜方向产生了过大的主拉应力，导致坝踵陡倾角处的大裂缝。如果在施工期进

行了实时监控，就可能在施工中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预报裂缝的出现，避免

后来的被动局面和极大损失[1-3]。 

“混凝土坝的数字监控”一词于 2008 年[1]由朱伯芳院士正式提出，其基本思想

是：考虑到目前大坝仪器监控测点少且不能给出大坝应力场和安全系数等缺点，在

仪器监控的基础上增加数字监控，基于仪器观测资料进行反分析，利用全坝全过程

仿真分析，在施工期即可给出当时温度场和应力场，并可预报运行期的温度场、应

力场及安全系数，如发现问题可及时采取对策；在运行期可以充分反映施工中各种

因素的影响，对大坝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安全评估。本报告将数字监控一词在原有

意义基础上予以拓展，将运用数字技术对大坝施工质量进行监控的研究工作也纳入

数字监控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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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研材料的主要来源是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硕博论文数据库、

外文科技文献库、万方数据库和相关课题研究报告，中文检索关键词为数字仿真、

仪器观测、反分析、决策支持、混凝土坝、安全监控、数字监控、数字大坝、温控

信息等，英文检索关键词为 Numerical simulation, instrumental observation, back 

analysis, decision support, concrete dams, safety control，numerical monitoring，Digital 

dam。共查阅文献 54 篇，详见参考文献。 

2 选择本专题调研的原因、必要性和意义 

混凝土坝的安全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关系到经济

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大坝一旦失事，将带来不可估量的生命财产损失，大

坝的安全不容忽视。大坝的安全不仅仅取决于良好的设计，更取决于大坝的施工质

量和对大坝工作性态的有效监控和管理。 

传统上，对于混凝土坝施工质量的监控更多的采取“旁站”，以人盯人的方式实

现施工质量的管控，其管控效果取决于人员的能力和责任心，在目前普遍采取劳务

分包的今天，一线施工人员多是劳务人员，技术水平和责任心参差不齐，现场施工

质量堪忧。而传统的大坝工作性态监控的模式也存在以下弊端：其一，仪器观测仅

限于有限的几个断面，监测数据难以全面反映大坝内部的实际情况；其二，监测数

据的采集与整理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效应，施工期即便出现异常情况也未能在第一时

间发现，丧失最佳处理时机；第三，监测数据与仿真计算结合不够紧密，监测数据

往往反映的是数据上的异常，并不能直接反映大坝整体的实际应力状态或者安全系

数上的异常，数据监测与仿真计算呈一种相互独立的状态，这使得监测数据的价值

并没有得到真实的体现。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大坝施工质量、施工期运行期工作

性态的监控已成为保障大坝安全的新手段。混凝土坝数字监控也成为了当今坝工领

域的重要研究方向，利用先进的 GPS 技术、软件技术、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自

动化监测技术和数值仿真技术，开发包含大坝施工信息管理、自动化数据采集、仿

真反馈分析和预警决策支持及反馈控制四大模块的大坝数字监控系统，实现大坝施

工期和运行期各种施工和监测数据的自动获取和高效管理、大坝施工期运行期安全

状况的实时评估和预测以及大坝质量与安全风险的预警和决策支持，最终实现大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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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的质量与安全状态实时可控。 

实际上，混凝土坝的数字监控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其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

本报告围绕混凝土坝数字监控的相关研究方向，从数字监控理论、数字监控系统、

数字监控的工程应用三个方面开展调研，了解这一领域的工程需求和发展现状，分

析发展趋势和进一步努力的方向，以期为专家学者了解数字监控系统在国内外的发

展动态，开展后续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3 近年该专题发展新动向和值得关注点 

3.1 大坝安全监测技术发展现状 

大坝安全监测是数字监控的基础，同时也是坝工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其目的

是为监控大坝安全、指导施工和运行以及反馈设计，涵盖规划、设计、施工、运行

的各个阶段。在马尔帕塞和瓦依昂两座高拱坝相继失事后，作为与理论分析、模型

试验平行的研究手段，大坝原型观测的方法和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到目前为止

大坝安全监测已发展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 

大坝安全监测是保证大坝安全的重要手段。美国历来重视大坝安全监测和控制，

并研制开发出许多性能优良的大坝安全监测仪器、自动数据采集系统和大坝闸门远

程自动控制系统。为了使这些系统能够稳定、安全、可靠的运行，他们研发出了许

多性能优良的仿真系统软件，为实现大坝安全在线监控提供了虚拟的演习、分析及

预测工具。随着老坝的更新改造和新坝的建设，在 20 世纪 90 年代，安装这类实时

监控系统和仿真系统的大坝数量迅速增加。据估计，美国已有 200 多座大坝安装了

这类仿真系统。 

我国原型监测起步于 20 世纪 50 年代，80 年代末实现了自动化监测，之后发展

迅速，但对观测仪器的要求仍以简单可靠、能取得满足精度要求的观测成果为主。

90 年代后大坝安全监测技术飞速发展，许多大坝完成了自动化监测系统的更新改造。

大坝安全监测各阶段发展水平参见表 3-1。 

传统意义上来看，通过对大坝的监测（仪器监测及人工巡视检查）、检测和探测

可以获得关于大坝安全和健康的不同侧面、不同阶段、不同层次（局部或整体）、不

同性质（定量或定性、静态或动态）的信息。通过对这些信息进行定量研究，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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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判断大坝安全与否的目的。 

表 3-1 大坝安全监测各阶段发展 

发展阶段 
数据采集及存储方

式 

数据处理及成图方

式 
决策分析 

50~60 年代 
光学、机械仪器采

集数据，手工记录 

手算及简单编程处

理数据，手绘图形 

专业知识与经验判

断 

70~80 年代 

光电机械化，激光

类仪器使用，小型

计算器存储数据 

程序处理限量的数

据及成果 

结合定期资料分析

结果与经验判断 

90 年代至今 

传感器、电子激光

类设备自动采集系

统“3S”技术应用，

数据库存储 

数据处理软件进一

步优化，GIS 数字化

成图发展 3D 图像 

由人机结合向安全

评判专家系统发展 

研究这些原形观测资料较为传统的模型主要有统计模型、确定性模型和混合模

型。在吸取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我国的监控模型研究和应用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各种回归分析方法在国内重大工程中都有应用实例。针对单点数学模型的局限性，

国内提出了分布数学模型，以处理同一监测量多个测点的监测信息。此外，对时间

序列分析和回归与时序结合的分析方法、数字滤波方法、非线性动力系统方法，以

及灰色系统、神经网络、模糊数学等理论方法都进行了研究，不少研究成果已经在

实际工程中得到了应用。 

目前大坝监控主要还是依靠仪器观测，利用其观测资料可以判断大坝工作是否

正常，但仪器监测也存在着不足，很难给出大坝的温度场、应力场和安全系数，也

很难仅仅依靠监测数据就对大坝的整体安全或者局部安全进行真实的评价，上面提

到的一些数据分析模型也只是针对数据进行的统计分析研究，在大坝安全控制与整

体安全评估方面起的作用较为有限。而且由于投资、埋设、观测、资料整理等诸多

因素的制约，很难在每个坝段都埋设大量温度计或者应变观测计。仅仅依靠坝体内

有限的监测资料达不到真正实现大坝全方位监测与安全控制的目的[9-12]。 

3.2 数字监控理论发展现状 

1998 年 1 月 31 日，美国副总统戈尔在加州科学中心所作“数字地球—认识 21

世纪我们这颗地球”讲演中提出了“数字地球”（digital earth）的新概念，其后受到

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先后提出了数字国家、数字省、数字城市、数字河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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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并纷纷予以研究和实践。我国学者也提出了“数字水电站”的概念，“数字水

电站”是采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海量存储技术、网络技术、虚拟现

实技术等，对一个水电站各种信息进行高度信息化管理、存储、处理、传输和应用，

为政府、企业、个人进行水电站规划、设计、科研、施工、管理等多种活动提供服

务，实现水电站规划、设计、科研、建设、管理的智能化、可视化和网络化[4-8]，大

坝数字监控是数字水电站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目前国外在建和拟建的高混凝土坝较少，国外有关混凝土坝数字监控方面

的研究成果很少。在国内，近年来特高混凝土坝施工质量和工作性态监控问题受到

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天津大学、武汉大学以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等在这方

面开展了较多研究。2008 年，朱伯芳院士首先提出了数字监控的理念。他指出，在

仪器监控外，增加大坝数字监控，在反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全坝全过程有限元仿真

分析，可以获得全坝的工作性态。钟登华院士等将在土石坝中应用的较多 GPS 监控

设备应用到了碾压混凝土坝施工质量的监控，并初步建立了相应的理论框架。数字

监控的实施将改变我国坝工界目前的大坝监控面貌[13-17] 

3.3 大坝数字监控设备和技术发展现状 

自动监测设备、GPS 设备是数字监控系统的主要采集设备。 

我国自 80 年代末实现大坝监测自动化以来，用于大坝永久观测的自动监测设备

已经形成了一个系列，但是由于施工期复杂的环境，用于施工期自动化监测的设备

仍处于试验和初步应用阶段。目前在工程中投入实际应用的有施工期温度自动监测

系统和光纤自动监测系统。 

施工期自动温度监测设备一般由以下部分组成：（1）温度传感器，该类传感器

采用高精度数字化温度芯片，设计了不锈钢外壳，进行了防水防潮设计；（2）总线

电缆，用于连接测试温度连接仪与总线连接器以及总线连接器与传感器之间的数据

传输通道；（3）数据传输电缆，从系统直接导出数据的通道；（4）总线连接器，将

现场不同的温度传感器信号进行统一管理。（5）数字温度测试记录仪，数字信号采

集、记录及存储的专用仪器。施工期自动温度监测设备的难点在于如何在复杂工作

条件（有水、缺强电、施工干扰）下，保证数据的有效获取。 

传统的安全监测技术的主要缺点是连接电缆笨重，只能进行分点测量等。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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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人们研究了新型的传感器—光纤传感器，光纤传感器的优点在于可以进行分布式

监测且可以监测多种物理量。1990 年以来很多国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由于

其施工埋设要求高，大多停留在试验阶段。在溪洛渡大坝工程中，国内首次将光纤

温度传感器技术投入使用。 

GPS 监控设备可进行精确定位，目前在施工质量控制中用于碾压混凝土的碾压

质量监控。典型的 GPS 监控系统设备组成如图 3-1 所示，包括无线通讯组网、GPS

基准站、碾压机机载终端、监控中心等。无线通讯组网将获取的监测数据传送到监

控中心，GPS 基准站通过无线电发射电台 24 小时广播基准点测量结果。碾压机机载

终端一般包括卫星天线、差分电台天线、高精度 GPS 接收机等组成，通过它可以获

得大坝碾压施工过程中的碾压机动态坐标（通过差分修正）、当前时间、激振力输出

状态和该碾压机标识等。 

 

图 3-1 GPS 监控系统设备组成 

GPRS、数传电台、ZigBee 技术是当前应用较广的信息传播技术。 

作为现有 GSM 网络向第三代移动通讯演变的过渡技术，GPRS 在许多方面都具

有显著的优势[26-28]：1）GPRS 通讯方式依赖移动通讯公司庞大的 GPRS 网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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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与运行维护成本都很低，远小于自行建设独立运行的专用通讯网络；2）接入时

间短，GPRS 接入等待时间短，可快速建立连接，平均为 2 秒，3）提供实时在线功

能“always on line”，用户将始终处于连线和在线状态，这将使访问服务变的非常简

单、快速；4）按流量计费，GPRS 用户只有在发送或接受数据期间才占有资源，用

户可以一直在线，按照用户接受和发送数据包的数量来收取费用，没有数据流量的

传递时，用户即使挂在网上也是不收费的。 

数传电台是数字式无线数据传输电台的简称[26-28]，即采用数字信号处理、数字

调制解调，具有前向纠错、均衡软判决等功能的无线数据传输电台。对于地理位置

偏僻、布局分散、难以进行有线通信的监控设备，利用无线电波进行数据通信是一

种较好的选择。其特点是传输频带较宽，通信容量较大，通讯距离一般为几十公里，

还可通过中继站延伸到更远。但是，其产品硬件部分成本较高，使得它的使用场合

有一定的限制，多用于大用户的无线电监测，如果频点选择不合理，相邻的两个通

道会产生干扰，可靠性较低，一般商业电台都工作在固定单一频点，电磁环境恶劣，

同时数传协议本身的缺陷也是导致其低可靠性的重要原因；维护困难，商业电台功

率大，其故障率高，人工维修费用较高。 

ZigBee 技术[26-28]是随着工业自动化对于无线通信和数据传输的需求而产生，是

一种新兴的近距离、低复杂度、低功耗、低数据速率、低成本的双向无线通信技术，

主要适合于自动控制和远程控制领域，可以嵌入到各种设备中，同时支持地理定位

功能。ZigBee 技术具备省电、可靠、成本低、容量大、安全等诸多优势，为日后广

泛应用于各种控制领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相对于现有的各种无线通信技术，ZigBee

技术将是功耗和成本最低的技术；但是 ZigBee 技术的数据速率低和通信范围较小的

特点，又决定了 ZigBee 技术适合于承载数据流量较小的业务。 

MCU 测量控制单元是主要的数据处理设备，其主要功能是与传感器直接接口、

数据量测与处理、报警条件检测、数据寄存、数据传输、反馈控制、网络路由控制

等[29-31]。 

天津大学张静，钟登华[35]研究了三板溪面板堆石坝施工仿真信息，通过编制

Visual C++程序计算各施工期分层的日历时间，并将其导入到 GIS 中，通过添加坝体

的地形信息，并进行程序设计，从而生成大坝填筑施工过程的三维动态演示过程。 

华中科技大学针对水布垭堆石坝在施工过程中可能面临如料源、工程超前或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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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等问题，针对施工管理的复杂性和具体特点，设计了水布垭混凝土面板坝施工仿

真模拟系统，其结合了管理学、运筹学、计算机仿真技术、GIS 技术、虚拟现实等众

多新技术和新理论，同时采用设计报表系统作为辅助决策需求，重点为 VBA（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在 Excel 中的使用，以及 ADO（ActiveX Data Objects）数据库

访问技术[36]。 

3.4 混凝土坝数字监控系统的应用实例 

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许多有远见的工程业主纷纷尝试用数字技术进行大

坝施工期质量和工作性态的监控，科研单位的研究成果相继在溪洛渡、锦屏一级、

鲁地拉等国内在建高坝中获得成果应用。  

龙滩大坝在施工过程中建立了“施工数字化管理系统”，该系统是针对龙滩工程

的混凝土生产输送浇筑全过程集监测、控制和管理于一体的计算机综合监控系统，

包括混凝土生产、输送和浇筑等关键生产环节中的监控、调度和管理、生产过程质

量控制以及经济效益分析与评价等，从而确保混凝土生产浇筑过程的严格质量控制

和各种施工机械的安全，最终确保整个工程混凝土浇筑按预定目标全面实现。龙滩

工程碾压混凝土施工数字化管理，龙滩碾压混凝土仓面数字化的设计概要和功能如

下所述：（1）仓面设计：对现行仓面设计内容进行补充和完善，并采用数据库平台，

建立一个以浇筑仓为核心的仓面设计信息库。用户只需录入相关设计信息，系统将

自动生成仓面设计报表，并将所有信息储存于库中，供仓面管理和查询之用。（2）

数据采集，利用单片机结构简单，储存信息容量大等优点，设计一个性能完备、携

带方便的手持式记录器。该记录器将对浇筑仓的来料、手段、资源、温度等情况和

各种异常情况进行及时记录，并通过接口将所记录的信息直接输入计算机系统数据

库中。记录过程中，数据输入 90%以上为选项输入，并且时间由记录器系统决定，

记录人无法更改，更无法事后写回忆录甚至编造信息，确保了过程记录的准确性和

真实性。（3）统计查询。系统利用仓面设计和记录器记录的仓面浇筑过程信息，建

立一个以混凝土仓面施工为核心的计算机网络管理体系，从施工工艺设计、仓面来

料等所有过程记录信息进行规范整理、统计分析、最后归纳、抽象出用户所需的信

息，在网络上发布，为用户提供各种成果资料，以便制定出更优化的质量控制方案，

避免质量缺陷和质量事故的发生，同时为施工决策提供第一手现场资料。（4）终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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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当一个浇筑仓位浇筑工序完成后，该模块自动对该仓的工序过程和工序质量

进行客观评价和科学分析。根据记录，对照仓面设计，形成仓面施工情况表，其中

的终仓描述对仓面资源配备进行评价、浇筑工程来料、平仓、振捣/碾压以及异常情

况等进行分析，根据记录数据，自动形成工序质量评定表，对该仓进行质量评定；

同时自动形成来料流程表。（5）系统管理。为确保系统的规范，便于管理和维护，

实现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系统在此功能项中对仓位编码、设备编码和人员编码进行

了统一规范和管理，任何非系统用户均只能运用编码，而不能对编码进行删、改等

操作，从而避免了用户的误操作给系统稳定性造成的影响。 

三峡大学李洋波等建立了高拱坝温控信息管理、预测系统[18-19]，该系统以溪洛

渡高拱坝为依托，能够全面存储温控信息，模拟大坝的生长过程，查询大坝各浇筑

块信息和大坝混凝土浇筑状态，高亮色显示浇筑块各种属性（浇筑温度、实时水管

冷却区域、材料分区、容许最高温度、设计容许温差、封拱温度等）；同时以温度场

有限元仿真分析为基础，建立了温控措施的评价模型，预测温度超标的浇筑块，为

指导实际施工提供参考。 

2008 年，在二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和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的支持下，中国水利

水电科学研究院和天津大学合作开发了锦屏一级水电站高拱坝施工实时控制系统，

系统总控界面如图 3-2 所示。 

 

图 3-2 系统总控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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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承担了温控信息集成与预警系统[20]。该系统的功能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1）施工与监测信息集成。主要信息包括：环境信息（气温、水

温、上下游水位、气象信息等）、浇筑仓信息（浇筑高程、开仓时间、收仓时间、混

凝土方量、浇筑方式、浇筑温度等）、通水冷却信息（冷却水管布置、通水流量、进

水口水温、出水口水温等）、封拱信息（封拱高程、封拱时间、封拱温度等）、浇筑

仓温控信息等。（2）施工与监测信息管理。用图表等直观的形式对信息进行高效的

管理。图形包括实测温度过程线图，浇筑仓综合信息曲线图，上游面综合信息立视

图，沿高程温度分布图等。表格包括出机口温度统计表、入仓温度统计表、浇筑温

度统计表、通水冷却统计表等。（3）有限元实时跟踪反演仿真分析。利用数据库中

的信息，按需要形成仿真计算文件，提交后台服务器进行有限元仿真分析，并依据

实测温度数据，反演有关参数，确保计算符合实际情况。（4）混凝土开裂风险预测

预报。依据设计要求，对超出设计要求的部分进行报警。包括最高温度报警，间歇

期超标报警，超冷报警、冷却速率超标报警等。依据有限元计算成果对一段时间以

后的大坝混凝土温度和应力状况进行预测，对开裂风险进行预测，提出应对措施。

系统典型模块的截面见图 3-3 所示。 

 

 

（a）信息管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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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图表信息模块－浇筑仓综合曲线图 

 

 

（c）报警预警模块－降温速率超标界面 

图 3-3 系统典型界面图 

天津大学承担了高拱坝仓面施工信息采集与分析、混凝土试验信息采集与分析、

高线拌和系统混凝土生产数据采集与分析、混凝土质检信息采集与分析、缆机系统

运行信息采集与分析、灌浆信息采集与分析及高混凝土施工进度实施控制系统的开

发工作，以下仅列出应用中的部分成果[53-54]： 

1） 系统对大坝右岸高线两座拌和楼的混凝土拌和生产数据进行了采集与分析，

发现1#和2#两座拌和楼在供应大坝混凝土时其各组分的称量合格率基本上都在90 %

以上，只有1#拌和楼在为大坝14#-19 单元供应混凝土时，其中的特大石的称量合格

率只有87.2 %。总体来看，右岸高线的混凝土拌和系统称量误差控制得较好，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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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和生产过程在可控范围之内，1#和2#两座拌和楼的特大石称量合格率统计分别如图

3-4和图3-5所示。 

2） 系统对大坝施工进度控制与分析中两个重要的指标混凝土施工入仓强度和

大坝层间间歇时间进行了采集与分析。其中大坝混凝土仓面单元的入仓强度统计如

图3-6所示，平均入仓强度为158.89 m3/h，且随着施工控制管理的加强，后期的入仓

强度要高于前期，但是还具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大坝所有仓面单元的层间间歇时间

统计如图3-7所示，平均层间间歇时间为10.46 d，超过设计标准14d 所要求的混凝土

仓面单元有36个，没有超过28d 形成老混凝土的仓面单元，且大坝后期混凝土施工

的层间间歇时间相比前期有所下降，基本上能保持在10d左右，在施工中应该注意混

凝土浇筑能力的提高以及跳仓规则的优化，保证大坝混凝土短间歇连续浇筑上升。 

 

图 3-4  1#拌合楼特大石称量合格率统计（统计 91 个单元） 

 

图 3-5  2#拌合楼特大石称量合格率统计（统计 99 个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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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大坝混凝土入仓强度统计（统计 203 个单元） 

 

图 3-7 大坝混凝土层间间歇时间统计（统计 194 个单元） 

2011 年 4 月，碾压混凝土数字温控信息集成及预警系统被应用到鲁地拉水电站

项目[21]，该系统由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开发完成，图 3-8 为温控信息集成与预

警系统登录界面，同时结合工程实际及需要，LN2026-T 型动态测温仪被成功应用到

本工程，根据需要温度计的埋设选择了 3 个典型坝段，测量内容主要包括典型断面

温度场整体变化规律；约束区温度变化规律；不同季节仓面温度梯度变化规律；底

孔部位与相邻部位温度变化规律；大坝过水时温度变化规律；上下游面温度梯度变

化规律。图 3-9 为施工人员对仪器进行现场埋设及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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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温控信息集成与预警系统登录界面         图 3-9 LN2026-T 现场仪器埋设 

鲁地拉温控信息集成与预警系统自 2011 年 4 月份在工地投入至今，该系统已成

功实现以下功能：（1）温控资料的自动搜集与自动分析；（2）大坝全过程温控信息

的统计与查询；（3）当前大坝混凝土开裂风险的预警和报警；（4）分析成果及预警

信息的自动发布，对施工现场进行了有效的指导。 

天津大学开发了龙开口水电站碾压混凝土大坝浇筑施工仿真系统[12]，该系统成

功实现了以下功能，（1）模拟坝体浇筑进程，（2）计算和查询整体和各个区段混凝

土工程量，（3）分析浇筑进程和碾压混凝土单元划分，（4）研究浇筑设备的生产效

率和浇筑工程量；（5）三维查询和显示大坝浇筑进程，（6）分阶段模拟大坝浇筑；（7）

基于实际浇筑面貌的进一步模拟分析等。 

4 本专题发展的若干建议 

随着计算机硬件的发展，运算速度快、大容量存储器的计算机已成为办公的常

用工具，新的快速数值计算技术也出现了，为开发混凝土坝施工运行全过程数字监

控系统创造了条件，下面就本专题发展的若干建议简述如下： 

1）无线传输技术在实际工程中普及化应用： 

随着无线传输技术的飞速发展，如何将这些先进的无线技术成功应用到工程实

际是当今工程人员所要发展的一个方向。主要包括（1）传感器与存贮设备之间数据

的无线传输，存储设备与后台计算机的无线传输技术。（2）海量施工数据信息的快

速存贮，混凝土施工信息包括温度监测信息、水管信息等数据量较大，如何将这些

信息快速的输送到计算机，以供工程各方人员能够快速的获得第一手的现场资料是

当今工程界研究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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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 4S 技术的大坝安全监测技术的发展及应用： 

综合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系统（R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和

专家系统（ES）对水利水电工程进行安全监测将是一种新的尝试。吴中如等提出了

“4S”集成框架，可用于对整个流域大坝群的监测和管理或对单个大坝进行安全监

测和监控。“4S”技术及其集成技术作为数字流域中的重要技术，在大坝安全监控领

域将具有广阔的前景，如何将这些技术应用到工程实际也是当今一个研究的重点方

向。 

3）数字监控技术的普及化应用 

当前，数字监控技术仅仅是利用到有限的工程，且应用范围有限，如何将数字

监控技术能够更好的在未来工程建设中均付诸实践是当今的一个研究重点。比如，

能否在目前已有的碾压监控的基础上，研发混凝土振捣质量的监控技术就是一个非

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4）大坝数字监控的流域化集成 

当前，具有数字监控的大坝数量有限，且往往仅仅是针对一个工程的监测，以

流域为单位，将整个流域中的大坝进行数字化管理，将有利于今后大坝的综合管理。 

5）从数字监控到智能监控 

数字监控的重点在于实时自动化的监测，关键在于准确掌握大坝当前的工作性

态，实际上，通过对未来性态的准确模拟和预测，可以实现对温度等工作性态的智

能干预，从而实现从数字监控向智能监控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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