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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下管道信息会对地图的完整性带来一定的影响，这就需要技术人员大力开展地下管线测量工作，为智慧城市的数字信息 

地图的完善性提供保障⑴.基于此，文章分析了地下管线的测量方法，研究了地下管理的质量控制措施。

【Abstract】Underground pipeline information will have a certdin impact on the integrity of the map, which 

requires technicians to carry out underground pipeline survey to ensure the perfection of digital information map 

in intelligent cities⑴.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asurement method of underground pipeline, and 

studies the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of underground management.

【关键词】智慧城市:地下管线;质量控制

[KeywordsJ intelligent city; underground pipeline; quality control

1引言

在智慧城市中，铺设地下给水管线 

时，相关人员需要根据測量的基本成果, 

构建地下管线数据库，及时更新测量结 

果，这样地下管线数据库才能够满足现 

代化社会的发展需求，为智慧城市建设 

的顺利开展提供基础支持。

2地下管线的测量方法

地下管线测量工作指的是在原有管 

线现状资料的基础上，准确地调査、记 

录和测量骨线点中露出的地下管线和附 

属设施。在地下管线测量过程中，技术 

人员需要明确測量管线的类型、管径、 

埋深和材料，以此为基础确定测量方法 

和测量仪器。在地下管线测量过程中， 

技术人员需要坚持“从已知到未知，从 

简单到复杂”的原则，根据工程的实际 

情况合理地选择测量方式，如针对地形 

复杂的区域可以使用综合探测法。此外， 

城市地下管线的种类比较多，管线分布 

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这就使得管线自身 

的地物特征存在很大的差异，探测方法 

和频率也有所不同。为了更好地控制地 

下管线的整体质量，技术人员需要重视 

地下管线测量实施阶段质量控制流程, 

如图1所示。

信息原材料 期望的结果

图1地下管细黄最控砌濯图

3地下管线测量中存在的问题 

3.1近距离平行管竣测量

在地下管线测量过程中，技术人员 

遇到多条管线并行、间距小的情况下， 

管线测量的误差会越來越大，导致测量 

数值出现错误。为了改善这一问题，技 

术人员可以使用水平线圈感应和垂直线 

圈感应的方式，水平线圈感应激发方式 

应用比较多。但是，在两管线平面距离 

近、埋深差距大的情况下，以水平或垂 

直线圈进行感应激发就难以区分。因此, 

技术人员可以使用直连、变频的方法对 

近距离平行管线进行直连探测试验，实 

现区分和探测的预期目标叫

3.2电缆比较多

通常情况下，技术人员在探测多电 

缆管道的过程中，普遍应用夹钳法、等 

效中心修正法完成探测。其中，夹钳法 

指的是在实际探测中应用夹钳判断电缆 

管道的排布位置和设置深度，这种方式 

适用于地下电缆数量比较少的情况，若 

将夹钳法应用到地下电缆数量多的情况 

下，会造成很大的探测误差，导致地下 

电缆排布密集问题出现反向电流，进而 

影响管线探测的准确性。

3.3管统深度较大

在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的大背景 

下，很多先进技术已融入地下管线施工 

过程中，如水平定向钻进、顶管顶进施 

工技术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地 

下管理施工技术的整体水平，但地下管 

线施工具有一定的难度，严重影响着地 

下管线测量工作的有效开展。在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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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管线测量过程中，最大测量深度约 

5m,而现阶段的管线施工深度都在5m 

以上，管线测量数据存在很大的误差， 

因而在实际检测过程中，可以使用远端 

接地直连检测技术检测深埋管道。其中， 

远端接地直连检测法指的是在实际检测 

过程中应用长导线，将长导线沿着管道 

的走向布置连接接地检测的电极，这就 

能够有效地增加信号检测和信号传输之 

间的距离，减少因传输距离导致的吸纳 

后衰减、干扰等现象，使得检测技术的 

深度得到了很大提升。

4城市地下给水管线测量技术 

要点

4.1收集并处理各项资料和信息

以城市地下给水管道测量为例，其 

资料组成部分分别是地下给水管线材 

料、测绘材料、规划材料等；测绘材料 

的组成部分是测区控制点、地形图和测 

量成果；地下给水管线资料主要是专业 

管线分布图、设计图、竣工图、管材和 

管径等，需要从各个专业部门获取；规 

划材料指的是城市路网规划过程中使用 

的材料，普遍是资料控制图，为后期城 

市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指导。

4.2管线调查与探测

在检查测量管线的过程中，需要使 

用先进的测量仪器，才能全面掌握地下 

水管线的基本属性和分布情况，并将其 

绘制成图表形式对比外业的实地情况。 

在绘制城市基本蓝图的过程中，需要明 

确地下管线的实际特点，使用彩笔进行 

标记和说明，并用特殊符号代替特殊情 

况，实现数据化控制的目标⑵。

地下管线探测工作是针对明显特点 

的基础设施开展的工作，如接线箱、变 

压器、消防栓等。在地下管线探测过程 

中，技术人员需要根据工作图中的井和 

管线位置等内容，将两侧的建筑物之间 

的井逐一打开，并完成相应的测量工作， 

测量的内容主要有地下管线的位置、深 

度、走向等，以获取相应的数据信息， 

通过判断这些数据，决定是否需要查证。 

通常情况下，地下管线的不可见性比较 

强，这就对地下管线探测的精确性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测量仪器的精度要求也 

比较高，各个仪器都应保持相应的精确 

度。因此，相关技术人员需要具备较强的 

判断力和经验，根据测量现场地下管线种 

类、材质等差异性，合理地选择测量方法。 

4.3测量控制

通常情况下，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各 

专业管线是沿着城市道路进行铺设的， 

技术人员在测量地下管线的过程中，应 

明确管线的布设形式，并将其划分成三 

级导线，充分利用现有的测量成果，这 

样既能够减少测量人员的工作量，还能 

够提升预期的测量效果。除此之外，高 

程控制普遍是在现有二、三等水准点的 

基础上，根据四等水准的实际要求开展 

测量工作，并引进GPS技术提升地下管 

线测量的整体效率。

4.4技术分析

地下管线测量工作可以在现有测量 

方法的基础上完成，并将测绘成图和数 

据记录作为测量的重点内容，安排专业 

技术人员完成测量工作。首先，技术人 

员在测量地下给水管线的过程中，需要 

根据相应的需求将测量数据绘制成图， 

如局部放大示意图、断面图、综合地下 

管线图和专业地下管线图等；其次，在 

数据测绘成图阶段，各个图形的要求都 

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专业地下管线图和 

综合地下管线图的要求一致，往往会选 

择1:500的成图比例尺，但局部放大示 

意图、断面图、图示规格和分幅编号需 

要根据区域的实际情况进行确定；再次， 

在数字成图过程中，地下管线图需要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操作，其规格主要有两 

种，分别是50X50和50X40 ；最后， 

技术人员在绘制管线图的过程中，各个 

管线图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应使用颜色 

不同的色彩进行标志，还应该根据断面 

图的实际要求使用单色绘制，但其他三 

种图需要使用彩色进行绘制。

5地下管线测量质量控制措施 

5.1地下管线测量控制

1）控制测量

在地下管线控制测量过程中，技术 

人员需要在城市等级控制网的基础上布 

设图和导线点。在城市等级控制点密度 

较低的情况下，需要加密等级控制点， 

并使用GPS技术布设控制点；

2）管点测量

在管点平面位置测量过程中，技术 

人员可以使用GPS技术、导线串联法、 

极坐标法。测量对象有应测管线中心、 

沟道中心、井盖中心，确保检测和外业 

调查点号的一致性，提升管线点联测的 

全面性和准确性。

5.2提高探测精度

1） 在物探作业之前，技术人员需 

要做好探测仪对比试验，明确仪器的改 

正系数，减少仪器带来的影响；

2） 直埋管线的土质有所不同，会 

对管线的探测精度带来影响，技术人员 

需要针对各项数据进行开挖验证，尤其 

是位置深的管线中，确定埋深和平面位 

置的改正系数。除此之外，细密潮湿土 

质具有较强的探测效果，而干燥砂质的 

土层探测效果比较差，积水区和含铁量 

较高的土层探测效果最差；

3） 由于管道的埋深不同，探测仪 

器的探测效果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在 

实际探测过程中，深埋管线只能够接收 

到微弱的信号，这就会对探测结果带来 

不利影响，技术人员需要合理地选择探 

测方式，可以改变发射机的摆放姿势；

4） 在遇到地下管线并行的情况下， 

需要合理地选择探测方式。地下管线的 

排列比较密集、种类有所不同，需要合 

理地选择探测方式，确定平行管线的平 

面和埋深；

（下转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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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城镇◎

加工——加工体验坊（挤牛奶体验 

坊，牛奶分离体验坊，打青棵体验坊）

烹饪一一厨房体验区（藏食厨房体 

验区，非藏食厨房体验区，改良藏食厨 

房体验区，烹调课教室）

用餐一一餐厅体验区（藏食餐厅， 

非藏食餐厅，改良藏食餐厅）

购买——农产品超市

3. 2. 2其他空间体验与功能

休息、观景，当地食材制作饮品一一 

茶座

制作留念一一手工艺品工坊（树叶 

手工艺品工坊，花瓣手工艺品工坊）

看书、茶座一一书吧

文化获取与传承一一书吧、儿童活 

动区；展厅（民俗文化展厅、饮食文化 

展厅）

商品买卖（商品互换增进交流）一一 

生活集市

3. 2. 3具体开发思路

当地本土文化缺失，主要体现在宗 

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两个方面，这两点在 

传统民居空间中都有很好地诠释，即传 

统民居空间可以强化本土文化。本案提 

取嘉绒藏族传统民居的空间属性与供人 

使用的定位功能相匹配，形成嘉绒藏式 

空间体验公园的空间层次。具体思路为 

将基地根据地势及与土司官邸遗址的关 

系进行空间层次的划分，与定义的空间 

属性相对应，形成最后的空间组织：人 

与自然为主的开放空间，人与人为主的 

世俗空间，人与神为主的冥想空间。

餐厅作为设计的主体同时也是带动 

当地经济的重要一环。特色在于：其整 

体运营过程村民为受益主体，村民可以 

在旅游淡季的时候发展本土经济，保证 

经济的长远发展；游客可以体验嘉绒藏 

族的传统饮食文化的各个环节，包括采 

摘、加工和制作。

4结语

村民和游客应同为乡村复兴中具有 

决策权的群体，其中以“村民利益为主， 

游客利益为辅”的原则进行一系列乡村 

复兴的策划，让村民能够在旅游旺季的 

时候以旅游业支撑经济发展，而在旅游 

淡季的时候能够自给自足。当地本土文 

化的传承在乡村复兴中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它不仅是乡村复兴的典型切入点， 

也是发展乡村复兴的重要责任。藏区不 

论在旅游发展还是文化传承方面都有自 

己的独特性，立足于当地资源优势与关 

键问题所提出的乡村复兴策划才有利于 

其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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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于金属管道的重叠，当用电 

磁法探测时，由于重叠管线间的相互干 

扰，观测异常为上下管道的异常叠加， 

用电磁法可对其进行精确定位，但重叠 

管线不可能总是重叠，一般可在分叉处 

分别定深，推算出重叠处的管道的深度。

5.3检测养护

1）检测评估。检测评估的内容主 

要有功能性和结构性两种。其中功能性 

规定在同一处或两处以上存在缺陷、lm 

表］管段结构性缺陷等级评定对照表

等级 I 亞 m IV

缺陷参数 F W 1 1 <F W 3 1 VFW3 F>6

损坏状况

无或有轻微缺陷，结 

构状况基本不受影 
响，但具有潜在变坏 

的可能。

管段缺陷明显 
超过一级，具 
有变坏的趋势。

管段缺陷严 
重，结构状 
况受到影响。

管段存在重大缺陷， 

损坏严重或即将导致 
破坏。

范围内出现两种管道缺陷的情况下，需 

要进行权重求和，表1是管段结构性缺 

陷等级评定对照表；

2）管道养护。技术人员在完成管 

道检测工作后，需要针对管道内部的功 

能性进行分类，依据严重度确定缺陷等 

级⑶（见表1）。

6结语

综上所述，地下管线测量工作是智 

慧城市中地下管线工作中的重点内容， 

为后期规划、设计和施工提供了基础保 

障，测量精度直接关系着工程的顺利实 

施。因此，在智慧城市地下管线测量过 

程中，技术人员需要加强对管线测量质 

量的控制，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整 

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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