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IT-1-TEC-03A-2021-C

连续压实控制及过程监控技术体系

（V1.08）

2019-09-25 初稿

2021-10-25 第 5 次修订

2021-11-09 第 6 次修订

2021-11-29 第 7 次修订

四川升拓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www.scentralit.com

http://www.scentralit.com


岩土材料力学特性综合检测技术体系

1

目 录

简略语.............................................................................................................. 错误！未定义书签。

术语..................................................................................................................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符号说明..........................................................................................................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 1 章 概述.............................................................................................................................2
第 2 章 连续压实控制及压实过程监控系统（CPMS）........................................................3
2.1 连续压实控制系统（CCC）..............................................................................................3

2.1.1 评价指标.....................................................................................................................3
2.1.2 评价指标的应用效果................................................................................................ 3
2.1.3 基于回弹模量的相关性检验方法............................................................................ 4
2.1.4 基于压实度的相关性检验方法................................................................................ 4

2.2 压实过程监控系统（CPMS）...........................................................................................5
2.2.1 系统机能及构成.........................................................................................................5
2.2.2 规程解读.....................................................................................................................6

2.3 系统展示.............................................................................................................................6
2.3.1 数据采集.....................................................................................................................6
2.3.2 后台管理系统.............................................................................................................7
2.3.3 碾压轨迹监测.............................................................................................................7
2.3.4 连续压实指标 CEV.....................................................................................................9
2.3.5 运料车轨迹监测.........................................................................................................9
2.3.6 回弹模量标定及检测................................................................................................ 9

2.4 典型案例.............................................................................................................................9
2.4.1 验证案例（2021.10，河北，各碾压遍数均值相关）...........................................9
2.4.2 验证案例（2021.10，河北，每延米相关）.........................................................11

第 3 章 基于 ICCC 的填方工程质量实时管理.....................................................................12
3.1 基于 ICCC 的填方工程质量管理的现状.........................................................................12

3.1.1 规程要求...................................................................................................................12
3.1.2 主要问题点...............................................................................................................13

3.2 基于 ICCC 的填方工程质量管理方案.............................................................................14
3.2.1 基本思想及特点...................................................................................................... 14
3.2.2 方案流程...................................................................................................................15

第 4 章 结语...........................................................................................................................16
【参考文献】.................................................................................................. 错误！未定义书签。

版本修订说明.................................................................................................. 错误！未定义书签。

技术支持...........................................................................................................................................16



岩土材料力学特性综合检测技术体系

2

第 1章 概述

在填方工程施工中，由于传统作业模式无法实时监控现场压实情况（包括压实轨迹、

速度、振动模态以及土体的力学特性等），容易出现漏压、欠压和过压等问题，进而导

致路基的不均匀沉降以及路面开裂等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

CCC（连续压实控制）最早起源于北欧，上世纪 70 年中叶被瑞典提出。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该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日本国土交通省计划与 2021 年 4 月 1 日起，正

式认可相关技术，以代替挖坑灌砂法作为路基压实的管理手段，进而提高管理水平和效

率（https://www.nikkan.co.jp/articles/view/00581002?isReadConfirmed=true）。

图 1- 1 酒井重工的 ICCC 控制装置

我国的铁路部门于 2011 年即颁布了“铁路路基填筑工程连续压实控制技术规范，

TB 10108-2011”，交通部也于 2017 年颁布了“公路路基填筑工程连续压实控制系统技

术条件，JT/T 1127-2017”，大大推进了 CCC 在我国的应用。而且，近年来随着高精度

定位技术的不断完善，CCC 又升级为 CPMS（压实过程监控系统），进一步提高了其监控

范围、广域性和实时性。

我们开发的 S-CPMS 系统具有如下功能和特点：

1）可以实时监控现场压实情况，包括压实轨迹、速度、振动碾振动模态、土体的

力学特性（回弹模量等）；

2）采用 BS构架，可以方便地、远程、同时监控多台振动碾的工作状况；

3）采用独自的 CEV 指标换算 VCV，本身就可以反映材料的弹性模量，较其它指标

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4）结合我们开发的，且纳入规范的落球式力学特性检测技术，可以方便、准确地

对 VCV（CEV 值）进行相关性校验，进一步提高精度；

5）采用手机作为控制终端，大大降低设备成本和普及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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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连续压实控制及压实过程监控系统（CPMS）

2.1 连续压实控制系统（CCC）

连续压实控制（Continus Compaction Control，简称 CCC）的基本概念由 Thurner

于 1980 年提出，最早称为智能压实（Intelligent Compaction，简称 IC），并提出了

CMV（Compaction Meter Value,亦即振动轮的 2阶模态振幅与基阶模态振幅比）指标。

之后，其优越性越来越得到重视，评价指标也越来越多样化。

2.1.1 评价指标

随着碾压次数的增加，土体一般会变得越来越坚硬。此时，碾压轮与土体会出现 2

次碰撞（Double Jump）的现象，从而引起碾压轮振动模态的变化，通常会诱发高阶模

态。同时，碾压轮的最大加速度一般也会随之增加。

基于这两个现象，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评价指标，代表性的有：

1) 基于频谱和相对振幅

① CMV（Thurner，1980）

② RMV（Catepillar）

③ CCV（Sakai）

2) 基于加速度

① VCV（TB 10108-2011: 铁路路基填筑工程连续压实控制技术规范）

采用振动轮的加速度作为振动压实值（vibratory compaction value，VCV）。

3) 基于数值模拟

① 藤山等（2000）

藤山等将振动轮将碾压系统等效为一个 2自由度强制振动系统，通过数值模拟得到

材料的弹性模量与碾压系统响应的回归关系。

2.1.2 评价指标的应用效果

1) ICCC 的适用性

2) 根据 NCHRP（2009）年的报告
[24]
，关于 ICCC 有：

① 对于土石混合料，ICCC 的总体适用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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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尽管 ICCC 与 K30 等试验的影响深度不同，但趋势基本一致；

③ 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适用于粘性土。

3) 基于频谱和相对振幅

① 根据月本等人的研究，CMV 对碾压效果的反映较差，而 CCC 的反映较好；

② 一般而言，在材料的弹性模量较大时，各指标的变化率会有所降低。

4) 基于加速度幅值（VCV）

① 轮加速度与材料的刚性有较好的相关关系，其灵敏度应高于 CMV、CCC 等基于频谱

相对幅值的指标；

② 但是，绝对加速度的测试受到的影响因素更多，如温度、连接松动等都会有较大

的影响，因此其测试可靠性相对较低。

2.1.3 基于回弹模量的相关性检验方法

为了能够采用 ICCC 技术对路基质量进行控制和检验，需将连续压实指标与常规指

标建立联系，以验证各类指标的一致性，为连续压实指标的使用奠定基础，同时也可通

过连续压实指标来确定最薄弱控制点。

一般认为，评价指标（如 CCC、VCV 等）与常规指标 K30、Evd、Ev1、Ev2 间的相关

关系一般认为是直线关系，可采用最小二乘法来回归。

采用 CEV 较其他方法，有如下特点：

① CEV 本身就是弹模指标，理论上与材料的弹模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② CEV 可以反映碾压轮的起振力、质量以及宽度等指标，适用性更广；

③ 材料的泊松比同样在落球检测时反映，技术匹配更优。

此外，不同测试方法以及 ICCC的影响深度如下图所示：

2.1.4 基于压实度的相关性检验方法

由于压实度是目前公路路基工程中主要的管理手段，因此，利用 CEV 指标推算压实

度（干密度）在实用方面有较大的价值。

1) 粘性土的适用性

根据我们的实验结果（干密度采用挖坑灌砂法），对于较软弱的粘性土（ FBTE ＜

10MPa）， FBTE ～ d 的相关关系很差，因此无法利用 CCC推算压实度。另一方面，对于

较硬的粘性土（ FBTE ≥10MPa）， FBTE ～ d 的相关关系较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 CCC

推算压实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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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粘性土的适用性

根据我们的实验结果（干密度采用挖坑灌砂法或核子密度水分仪），对于无粘性土

FBTE ～ d 的相关关系很好，完全可以用 CCC推算压实度。

3) 注意事项

当材料一致性好、级配等变化较小时， FBTE ～ d 的相关关系好且稳定。反而言之，

当料一致性差、级配等变化较大时， FBTE ～ d 的相关关系可能有较大的变化。如不及

时修正，推算得到的压实度会有较大的误差。

2.2 压实过程监控系统（CPMS）

2.2.1 系统机能及构成

CPMS（Compaction Process Management System）系统主要由落球式岩土力学特性

测试仪，高精度 GNSS 定位服务系统，连续压实控制系统（CCC）以及碾压轨迹监测软件

组成。可以实时监测和管理碾压轨迹，以及路基的力学特性及其分布。

图 2-2- 1 CPMS 系统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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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系统的主要构成包括：

1) 动态监测碾压轨迹、碾压速率

① 实时绘制碾压轨迹及碾压速率；

② 自动计算碾压次数及自动绘制碾压情况热力图；

③ AI 计算碾压遍数占比。

2) 动态监测全工作面碾压质量

① 通过监测振动轮的振动情况及地面的给振动轮的反馈情况，可以监测振动轮

的工作状态及全工作面的碾压质量。

② 通过全工作面的质量的检测，可以更加方便地针对碾压不合格区域进行有针

对性的整改，降低整改成本；

③ 可以优化碾压次数，防止过碾压，有助于提升绿色节能和环保。

3) 填筑厚度监测：通过高精度定位模块，可测试出每层的填筑厚度，更好地保证

碾压质量。

4) 回弹模量检测：通过落球检测技术，可以更加方便的测试出碾压质量；

5) 动态监测装载机及运料车：监测运料车轨迹及卸载动作，提高结算精度；

2.2.2 规程解读

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已经颁布的有关连续压实控制的相关规程有 3项，即：

[1] 铁道部：铁路路基填筑工程连续压实控制技术规范[S].TB 10108-2011.

[2] 交通运输部：公路路基填筑工程连续压实控制系统技术条件[S].JT/T 1127-2017.

[3] 河北省质监局：公路路基智能压实控制技术规程[S]. DB13T 2572-2017.

其中，最早颁布的是铁路规范，其余两个均在此基础上演变而来。其中，河北省质

监局的 DB13T 2572-2017 与交通运输部的 JT/T 1127-2017 相比，并没有本质的变化，

仅仅将控制指标由振动压实值（VCV）改成了智能压实检测值（ICM）。所以，在此仅比

较铁规和交规。

2.3 系统展示

2.3.1 数据采集

在碾压机具的碾压过程中，通过振动传感器采集并分析振动轮的振动情况，可分析

https://www.zhuangpeitu.com/p-225702.html
https://www.zhuangpeitu.com/p-2257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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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碾压质量。结合高精度定位模块，可实时记录并描绘碾压机械的碾压轨迹，同时计算

碾压速度、每个车道的碾压遍数等。

碾压完成后，通过落球检测仪检测计算，同时给出等值线云图以及评估报告（包括

弹性模量大小、均匀性、是否满足设计值等），给出碾压的缺陷。同时接收的定位信息

可以通过定位查看并在地图上显示。

2.3.2 后台管理系统

后台管理主要包括各类统计、历史数据等。

图 2-3-3 项目基本信息界面

图 2-3-4 智能统计界面

图 2-3-5 碾压轨迹热力图界面

2.3.3 碾压轨迹监测

将 GNSS 移动站置于碾压机械上，在碾压过程中，碾压监测软件接收 GNSS 移动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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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信息，实时描绘碾压机械的碾压轨迹，同时计算碾压速度、每个车道的碾压遍数等。

图 2-3-6 碾压轨迹模拟图

图 2-3-7 实际碾压轨迹图

图 2-3-8 碾压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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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连续压实指标 CEV

图 2-3-9 土体的密实与频谱（从左到右，密实度由低到高）

2.3.5 运料车轨迹监测

对运料车轨迹的监测，传统方式都是采用人盯车的方式，这种方式费时费力，且容

易引入人的主观因素。在本系统中，通过对运料车轨迹的监测，可实时分析运料的运输

情况，协助统计运料方量，加强对运料车的监管。

2.3.6 回弹模量标定及检测

落球检测技术是基于 Hertz 冲击理论，即当球体以一定的速度碰撞测象材料时，材

料越坚硬，回弹越快，接触时间越短。通过测试接触时间，即可反算材料的变形模量。

目前，落球检查技术已经被列入“公路路基路面检测技术规程 JTS E60”，其与 CEV

值之间有着良好的相关关系。

2.4 典型案例

2.4.1 验证案例（2021.10，河北，各碾压遍数均值相关）

受相关单位邀请，我们在河北某地，用落球、EVD 以及 ICCC 技术进行了对比验证试

验。

1) 落球结果

由下图可见，落球方法可以很好地反映碾压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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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 不同碾压遍数下各点落球检测结果

2) CEV 与落球回弹模量的相关性

由下图可见，CEV 可以很好地反映碾压的效果，并与落球检测数据有良好的相关性。

其相关系数达到了 0.947。

此外，从图 2-4-5、2-4-6 可以看出，当碾压遍数较高时，落球回弹模量提高较快，

而 CEV 值提高较慢。其原因在于当材料较为密实时，振动碾对下部土体的压实效果不如

表层土体，而落球技术测试范围仅在表层 10～20cm，所以落球测试结果增加更为明显。

图 2-4-4 不同碾压遍数下 CEV3 点平滑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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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EV 与 EVD 模量的相关性

由下图可见，EVD 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碾压的效果，但其效果并不明显，其

测试精度存疑。另一方面其相关系数也达到了 0.908，说明了 CEV 值的稳定性。

图 2-4-7 不同碾压遍数下各点 EVD 检测结果

2.4.2 验证案例（2021.10，河北，每延米相关）

与 2.4.1 试验相同，但采用各延米的落球、EVD 均值进行相关比较。

1) CEV 与落球回弹模量的相关性

2) CEV 与 EVD 的相关性

3) 小结

综合以上测试结果可以看出：

（1） CEV 值与落球回弹模量、EVD 模量均有较好的相关关系。其中，CEV 值与回

弹模量间的线性拟合的相关系数达到了 0.891，与 EVD 模量间的线性相关系

数也有 0.787；

（2） 其中，两个车道的 CEV 值与落球回弹模量的相关关系基本一致，说明土质

变化对落球回弹模量的影响不大。而 CEV 值与 EVD 模量在不同车道的相关

关系差别较大，说明土质变化对 EVD 模量的影响较大；

（3） CEV 值～落球回弹模量关系曲线呈上凹曲线（2 次元系数为正），说明在材

料已处于坚硬状态时，碾压对表层的效果相对更大。其原因在于落球检测

的影响深度较浅，一般在 10～20cm，因此其对碾压效果的反映更为明显；

（4） CEV 值～EVD 模量关系曲线略微呈上凸曲线（2次元系数为负），说明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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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处于坚硬状态时，EVD 值已经难以反映材料的变化；

（5） 总体而言，CEV 值与落球回弹模量的结合可以较好地应用于 ICCC。若采用 2

次拟合，其相关系数更高，可达 0.90 以上。

第 3章 基于 ICCC 的填方工程质量实时管理

3.1 基于 ICCC 的填方工程质量管理的现状

3.1.1 规程要求

目前，在填方工程施工质量管理中，主要沿用的方法是以压实度、回弹模量或者 K30

基床系数为代表的管理方法，而 ICCC 的相关规程（铁路路基填筑工程连续压实控制技

术规范（TB 10108-2011），公路路基填筑工程连续压实控制系统技术条件（JT/T

1127-2017）也沿用了这套体系，通过换算相关参数的办法，来对压实质量进行控制。

表 3- 3-1 主要规程中关于压实质量的管理参数

规程名称 物理指标 力学指标

公路路基设计规范（JTG D30-2015） 压实度 回弹模量

铁路路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TB10414-2018） 压实度 地基系数（K30），重载 Evd

高速铁路路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标准（TB10751-2010）

过渡段基底 - Evd

其它 压实度 K30、Evd

另一方面，为了发挥 ICCC 的优势，在 ICCC 的相关规程中，除了上述的压实程度以

外，还提出了压实稳定性和压实均匀性作为质量管理指标。其基本管理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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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V值 压实度、回弹模量、K30、Evd

标定

相关系数>0.7

压实程度通过率压实稳定性 压实均匀性

均符合要求 结束压实
是

压实至设计遍数

否

分析原因、整改

图 3-1-1 现阶段基于连续压实控制的填方质量管理流程

3.1.2 主要问题点

在现有的 ICCC 系统的实际应用中，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1) VCV 与压实控制参数之间的相关性较差

在现有的铁道部和交通部的 ICCC 相关规程中，VCV 值与控制参数（如压实度、回弹

模量、K30 等）的相关系数达到 0.70 即可使用。显然，0.70 的数值勉强达到“高度线

性相关”的下限，并不令人十分满意。

（1） 控制参数的特性影响

具体到压实控制参数，可以分为两类，亦即物理指标（压实度）和力学指标（K30

等）。考虑到 VCV 值本身反映的是压路机的力学特性，显然其与路基结构的力学特性有

较强的相关性而与物理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较差。

实际上，VCV 值与压实度之间的相关性与材料的种类也有密切的关系。对于无粘性

材料（如砂砾石等），其相关性较好，而对于粘性材料，相关性较差而且受含水量、级

配的变化影响很大。

（2） 相关关系的数学表达式

在 ICCC 的相关规程中，VCV 与各控制参数之间均采用线性回归，缺乏力学背景，在

一些情况下可能带来较大的偏差。

2) VCV 值的离散性和可靠性

目前，对于 VCV 值的具体定义并未统一，其计算方法多种多样，但大致可以分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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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1） 以频谱特性为基本参数（相对幅值）：该类方法的稳定性较好，但敏感性相

对较差，在压实度较高时往往比较钝感；

（2） 以振幅特性为基本参数（绝对幅值）：该类方法的敏感性较高，但稳定性较

差，受传感器的固定、温度变化等的影响均较大。

3) 标定作业繁杂

由于压路机运行是一个动态过程，振动轮的与地面的接触面积也较大，因此在标定

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位置难以一一对应的问题。而且，对于压实度的挖坑灌砂法，K30 的

平板载荷试验等方法本身耗时长，难以增加标定点的数量，更加降低了标定的精度。

4) 存在与验收指标数量间的矛盾

ICCC 是动态、实时、全面的质量管理体系，以统计意义和保证率为核心，而现行的

验收标准是静态、局部的验收办法。因此，即使采用 ICCC 管理合格的工程，在采用先

行验收标准时，也可能在局部、个别位置出现不合格的现象。

3.2 基于 ICCC 的填方工程质量管理方案

3.2.1 基本思想及特点

综合现有的验收及 ICCC 相关规程，以及我们开发的技术的特点，提出以 ICCC（CEV

值）+落球检测技术的连续压实质量控制体系。该体系的主要特点有：

1) CEV 值的可靠性较好

如前所述，CEV 值采用频谱特性为基本参数，通过结合理论分析得到。在保证原有

可靠性的同时，因采用高次方程而提高了灵敏度。

2) 标定简单、相关性高

（1） 采用落球检测技术的回弹模量作为标定对象，测试简单、快捷，结合 RTK

定位，可大量得到标定数据，进而提高相关系数；

（2） 由于 CEV 值本身即为模量值，其与落球得到的回弹模量间有良好的的线性

关系。试验表明，该相关系数可达 0.90 以上；

3) 机能完善，易于推广

（1） 基于落球检测的回弹模量，可以与压实度、K30 等多个物理力学指标建立经

验或者理论联系；

（2） 集成了 RTK 等定位机能，更好地满足实际工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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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方案流程

本方案的流程如下，其中，基于落球检测得到的回弹模量与压实度、K30（基床系

数）之间的关系如下：

对同一种材料，变形模量E ～压实度 rS 或干燥密度 d 间有良好的相关关系。

1) 基床系数（反应模量） 30K ；

其中，D为载荷板直径，为 0.30m。

CEV 值 回弹模量 E
标定

相关系数>0.7

压实程度通过率压实稳定性 压实均匀性

均符合要求 结束压实
是

压实至设计遍数

否

分析原因、整改

压实度 Sr 基床系数

图 3-3-1 基于连续压实控制的填方质量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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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结语

最后，衷心向各位合作伙伴以及关心、支持我们的各位朋友表示诚挚的谢意！

技术支持

 本资料为内部资料，仅供本公司及相关单位人员参考。未经本公司许可，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能下载、阅读以及转载；

 有关本资料相关的任何疑问，请咨询：

 四川升拓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咨询专线

 TEL：(028)6861-1507、6861-1511、6861-1527

 MAIL：Support@scentralit.com

 HTTP：www.scentralit.com

 有关本资料的最新更新，可在本公司网站的下载中心下载：

http://www.scentralit.com/download_201003181343459218.html

mailto:Support@scentralit.com
http://www.scentralit.com
http://www.scentralit.com/download_2010031813434592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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