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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测设大师在市政工程中的应用

段 科 峰,　刘 兴 华,　李　超,　邓 棚 文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７２)

摘　要:通江县环高明湖经济带建设工程包含１９条市政道路,１１座钢筋混凝土桥梁,１座钢结构桥梁,外业施工放样数据繁

琐,内业出图工作量庞大.阐述了将道路测设大师软件电脑版与安卓版在该工程中的联合运用过程,发挥了其操作简单、计

算精确的优势,显著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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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theSoftwareofRoadSurveyandDesign
MasterinMunicipal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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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are１９municipalroads,１１reinforcedconcretebridgesand１steelstructurebridgeintheconＧ
structionprojectofEconomicBeltaroundGaomingLakeinTongjiangCounty．Thesettingoutdataoffield
constructionistedious,andtheindoorworkloadofdrawingishuge．Thispaperexpoundsthejointapplication

processofroadsurveyanddesignmastersoftwareofPCVersionandAndroidVersionintheproject,which
hasbroughttheadvantagesofsimpleoperationandaccuratecalculationandsignificantlyimprovedtheworkefＧ
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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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　述

通江县环高明湖经济带建设 PPP项目位于

高明新区.该工程由城市道路、桥梁和公园等组

成,其中规划市政道路 １９ 条,总长度约 １５．８３
km;桥梁１２座(总长度约１．１km);规划公园３
个,总面积约３０００亩(１hm２＝１５亩).

以往传统的外业施工测量在拿到设计图纸后

需根据设计参数利用工程计算器编制放样程序后

再进行现场放样.但该工程道路较多、道路断面

结构不一、桥梁结构样式不同,很难实现编写一套

通用程序对所有道路进行放样的工作,并且到现

场作业时需携带诸多纸质版资料.若采取传统的

测量作业方式,将带来大量数据处理与制图工作,
极不适宜在该工程中应用.

笔者了解到市场上有一款名为«道路之星»的
软件,可加载于卡西欧fx９７５０、fx９８６０等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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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利用电脑端进行设计数据的输入与输出,由计

算器端负责指导现场施工和数据的采集.虽然该

软件功能全面,数据输入采用仿Excel表格形式,
操作简单,但因硬件的限制,计算器端只能实现简

单的图形显示,测点相对于设计结构的位置不能

完美地展现给测量人员.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
测量方面的手机 APP应运而生,比较常见的有

«道路测量员»«道路断面CAD分析»«道路测设

大师»等,其计算功能强大并配有图形显示,极大

程度地减少了测量人员的工作强度且每款软件各

具特色:«道路测量员»专注于现场施工放样,«道
路断面 CAD 分析»与«道路测设大师»最早出现

时是用于内业数据处理与成图的,后来两者都推

出了相应的手机 APP软件,进而实现了内外业一

体化,可以说是内业版的外延.
应用最广的道路数据内业成图方法是利用南

方CASS软件剖切地形图得到某一桩号的原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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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线,再与对应桩号的设计断面线进行嵌套,但其

出图成果无法显示设计高程、原始地面高程、高差

等[１],不能满足上报要求,且还需对每个断面上的

参数一一进行标注,在遇到像通江县环高明湖经

济带建设工程这种道路多、线路复杂多变的项目,

CASS软件在数据处理方面就显得捉襟见肘.毕

竟CASS软件的强项在于地形图处理与地籍测绘

方面.目前市场上出现的道路数据处理软件有专

业道路设计软件,如«纬地»和«鸿业»;有道路测设

软件,如«道路断面 CAD 分析»和«道路测设大

师».笔者对上述主流软件都进行过尝试与应用,
但对«道路测设大师»应用的感受是最深刻的,笔
者对该软件的应用体会进行了详诉,希望对更多

的同行提供帮助.

２　软件特色

«道路测设大师»分为“测”和“设”两部分.
“测”由安卓版外业手机软件构成,“设”由电脑版

内业处理软件构成,两者功能保持一致,只是任务

不同.不论是外业放样软件,还是内业数据处理

软件,«道路测设大师»功能全面,界面友好而不失

简洁,操作简便,仅需两天时间即可掌握其主要操

作方法.

２．１　电脑版

«道路测设大师»电脑版涵盖了道路测设的各

个方面:数据输入及显示全部采用表格形式,各种

计算都有图形动态显示,图形亦动态直观地反映

了数据输入情况;所有计算使用同一个文件,不需

记住繁杂的文件格式;具有丰富的操作提示,初学

者容易上手;各种成果除了可以直接显示、打印

外,所有表格均可输出到 WORD 文档、文本文

件、EXCEL 表格,所有的图形都可以输出 CAD
图纸.软件亦支持从 CAD图纸导入任意形式的

隧道、挡墙的设计断面并自动提取设计参数,免除

了手工输入设 计 参 数 的 繁 琐 步 骤.其 不 依 赖

CAD软件[２]平台,占用内存小,出成果速度快.
输出成果包括:横断面图[３]、清除表土数量表、边
坡面积表、土石方数量计算表、坡口坡脚计算表及

图形、道路用地计算表及图形等,满足大部分道路

工程量计算的需要.与«纬地»«鸿业»相比,«道路

测设大师»在道路设计方面远比不上前两者,但在

计算道路土方、绘制道路土方断面方面,«道路测

设大师»输出一条道路土方成果的周期要快于«纬
地»和«鸿业»,特别适合线路多、计算量大的项目.
道路测设大师典型界面见图１.

图１　软件表格化输入与成果图形显示界面示意图

２．２　安卓版

«道路测设大师»安卓版是电脑版的配套版

本,可以在电脑版上输入道路、隧道、桥梁、铁路轨

道、涵洞、挡墙等结构物的设计参数后再生成安卓

版文件,最后导入手机 APP文件.安卓版具有完

善的表格化和图形化成果显示功能,使得在手机

上浏览大量的计算成果数据变得十分便利,易于

查找和使用;支持与各类型号的全站仪及 RTK
直接联接进行测量后得到测量坐标,避免了手工

输入错误,大大加快了测量速度;其数据检查功能

强大,当发现有数据输入矛盾或超出计算的适用

范围时能给予提示;所有计算成果均生成图形并

可直接量取进行对照,所有数据的使用都能做到

心里有底.对于桥梁、铁路轨道、隧道等构筑物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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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部位的放样,杜绝了手工或编程错误造成的计

算错误,有利于施工质量的控制.安卓版布局与

外业计算成果界面见图２.
目前越来越多的同类软件实现了内外业一体

图２　安卓版布局与外业计算成果界面示意图

化,便于对工程项目文件进行管理,提高了外业放

样与内业数据处理的效率,这种效率和传统方法

的效率相比,可以说是无法想象的.

３　软件的应用

安卓版是电脑版现场化的体现,具体作法是

从电脑版导入线路参数,全面支持电脑版的各项

功能,笔者以电脑版在通江项目工程建设中的应

用进行介绍.
软件操作步骤遵循道路设计的基本顺序,流

程清晰明了,归纳起来包括:新建工程→系统设置

→原始地形图处理→平面设计→纵断面设计→横

断面设计→输出成果.
按照«道路测设大师»帮助主题文件设置好平

曲线、纵断面、横断面的设计参数,输入桥梁、挡
墙、涵洞等结构物的桩号范围,软件自动扣除这些

桩号的土石方工程量.具体的操作步骤已有详细

的操作说明,在此不再一一赘述,笔者着重介绍了

«道路测设大师»中的几个重要板块,结合应用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认为以下介绍的板块应予以充分

利用.

３．１　地形数模

«道路测设大师»８．０之前的版本没有地形处

理功能,需要接收 CASS或者«纬地»软件处理好

的原始地形的里程文件(后两者在地形处理方面

做的相当好).其８．０之后的版本开始向«纬地»
和«鸿业»看齐,增加了数字模型板块,可以间接导

入CASS三角形网[４]文件,亦可自己构建不规则

三角网数字地面模型,直接使用原始地形点构网,
保持了原始地形的几何特征和精度,没有二次内

插过程造成的精度损失,成果合理,可靠性强,不
规则三角网模型是目前最好的数字地面模型[５].
数字模型板块增加后可以查询任意一点的地面填

挖高度,自动生成横断面的地面线,完善了软件功

能,在同类道路测设软件里,笔者认为«道路测设

大师»软件更符合使用者的需求.

３．２　特殊路基与挖台阶工程量

除了原始断面线内的工程量,在市政道路或

公路建设时,经常会遇到特殊路基和挖台阶,这两

部分在原始地面线以外,需要额外计算工程量.
例如通江县环高明湖经济带建设工程常见的特殊

路基有低填浅挖路基、软土换填路基,对于地面

横、纵坡为１∶５~１∶２．５的填方路段原地面要求

必须先挖台阶.若这两部分工程量按照以往的办

法只能采用手工单独进行计算,利用 CASS软件

把原始地面与开挖地面进行嵌套,当遇到大范围

需要处理时,除了剖图、计算工作量大外,还容易

造成工程量重复计算或漏算.而«道路测设大师»
也没有专项的特殊路基和挖台阶程序计算这两部

分工程量,但完全可以利用其“分期施工工程量”
程序实现,现场采集完换填基础或挖台阶基础数

据后,用内业软件生成分期施工线,对施工线数据

保存待用.可以先对原始断面进行戴帽,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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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工程量计算,这样操作有利于对各阶段的工

程量进行管理,对某一部位的工程量有没有重复

计算或漏算一目了然;亦可以单独进行分期工程

量计算.同时,该软件还可以设置多期施工线,选
择某一期的计量开始线和计量结束线即可计算出

该期的工程量.

３．３　 交叉口土方工程量

若要方便快捷、又精确地计算出道路交叉口

的土方工程量一直是测量中的一个难点.目前像

«纬地»«鸿业»等主流专业设计软件对道路交叉

口的处理主要体现在交叉口的竖向设计方面,而
对于交叉口的土方计算暂时没有哪一款软件做的

较为完美.«纬地»直到８．x版本仍没有加入交叉

口土方计算功能;«鸿业»在“横断”菜单与“交叉

口”菜单中各有一个交叉口土方命令,“横断/交叉

口土方”命令是计算交叉口施工范围内除去标准

横断面之外的区域土方,但到了１０．０版本,«鸿
业»仍未解决该程序不稳定的情况.“交叉口/交

叉口土方”命令只能计算交叉口行车区域内的土

方,不包括行车道外侧的人行道与边坡的土方.
基于上述情况并经过分析比较,笔者在通江

县环高明湖经济带建设工程中采用«道路测设大

师»和CASS两款软件相结合的方式对有交叉口

的道路土方进行计算.具体方法是采用断面法对

交叉口范围内的标准横断面不进行放坡,对标准

横断面以外的区域使用 CASS软件剖切、嵌套典

型断面单独进行计算,计算成果不管在时效上还

是精度上均可以接受.有交叉口道路参数设置的

界面见图３.

３．４　对软件功能改进的期待

图３　«道路测设大师»在有交叉口的道路中参数设置界面示意图

　　«道路测设大师»目前亦存在某些不足,例如:
(１)其不能像«纬地»«鸿业»软件支持图框定制,在
数模与方格网土方模块中应增加带放边坡、计算边

坡工程量功能.由于每家软件使用单位都有各自

标准的图框格式,在断面图戴帽成功后,仍需将断

面图一幅一幅地用手工的方式移动到所需要的图

框中,当断面图很多时是比较费时间;(２)在数模与

方格网土方模块中如果增加放坡、计算边坡工程量

等功能后,该软件即可实现计算交叉口标准断面以

外的工程量,从而将大大解决工程技术人员在这方

面的苦恼.期望软件开发者能根据用户的需求持

续对软件进行改进和完善,找短板、补短板,软件仍

有较大的潜力可挖.
以上几点只是笔者应用«道路测设大师»

部分功能的体会.笔者目前仅掌握了少部分

功能.一款好的软件,若要充分理解开发者的

意图,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使用探索,用的越

多,就会有新的发现.

４　结　语

手机 APP测量软件的开发及应用已经成为

一种发展趋势,实现了外业无纸化办公,使中国的

测量人员逐步摆脱了对卡西欧工程计算器的依

赖,从繁重的计算工作中解放出来,使测量工作越

来越轻松、便捷.电脑版与安卓版的联合运用,有
利于道路工程综合化管理,是道路测量内外业一

体化工作完整、全面的解决方案.各种测设、设计

软件的百花齐放,是广大软件开发者努力的结果,
是我国科技水平发展的体现.展望未来,施工测

量技术将要发展到何种程度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下转第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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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质量控制)、三管(安全、合同、信息管理)、一协

调(各参与方的相互协调)[４]”总括了工程项目实

施阶段管理的基本内容,与国内工程项目管理基

本内容一致.MWH 公司派出的工程师在工程管

理和工程技术方面具有丰富的工程管理经验,管
理过程中注重管理的实效性、原则性和系统性,对
主要工序和主体单元工程施工做到了全过程旁站

监督,体现了工程师对“工程咨询管理职责的重视

程度[５]”.
近年来,“一带一路”经济建设倡议带动了国

内工程建设企业走向国际化,更多地参与到国际

工程建设以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为企业谋求

更好的发展,这是一个机遇,同时也是一个挑战.
因此,了解国际知名企业咨询工程师在工程实施

过程中的管理模式是参与国际工程建设的重要内

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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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点和监测点的布设.基准点是监测的基准,基
准点的不稳固势必会造成工作中出现种种问题;

同理,一方面,监测点要求稳固;另一方面,监测点

应按照渡槽顺水流方向左右两侧对称布设.由于

现场施工情况复杂多变,各种因素随时可能会影

响监测进度和频率而造成数据采集不完整、不完

善,进而影响到施工进度及安全,因此,监测数据

需要当天测完、当天进行分析反馈,任何不合适的

延误都可能导致施工产生不可预估的变化,进而

最终影响到工程施工进度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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