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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结构智能检测机器人》（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目前，国内对隧道初支、衬砌质量的无损检测主要依靠人工检测，一般需要

有着丰富经验的检测人员来利用地质雷达来检测实施，这种检测效率低且采集的

数据可靠度差；特别是在对隧道拱部进行检测时，一般要利用升降装置帮助检测

人员将检测设备贴紧衬砌表面，安全风险高。其次受隧道现场施工作业的影响，

在不停工的情况下难以正常开展检测，检测专用车行走不平稳也会影响采集图像

的质量；需要一种智能化装备代替人工进行操作。

虽然近年来出现了运用检测专用车对隧道进行检测的方法，但检测专用车成

本极高，普及十分困难；检测专用车对路面平整度要求极高，现场检测环境未能

达到此要求，导致检测数据质量差、检测效率低且安全性差，在建隧道衬砌检测

需要封闭交通且雷达设备连接线路较多，成本高、精度低，不易推广。国内传统

的雷达由主机、天线、电缆组成，雷达采集图像受环境、操作人员手法等因素影

响，检测结果易出现不一致的情况；需要一种精度高、无线传输、空气耦合等功

能的地质雷达代替现有传统雷达。

地质雷达自上世纪 70 年代在国内外开始应用至今将近 30 年了，技术越来越

成熟，仪器种类繁多。无论从探测深度、探测精度、还是从探测方式上，都有针

对性的仪器。但国内外都缺少一种隧道衬砌、高空建筑结构快速、高效、安全的

自动检测装置。特种检测机器人正好解决了传统隧道衬砌及其他高空结构雷达检

测危险性，减少车辆及人工成本。通过将雷达、无人机、机器人有机结合，成功

实现了对隧道衬砌的高速无人智能化检测。

1.2 主要工作过程

1.2.1 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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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6月，由中铁十二局集团山西建筑构件有限公司相关人员组成

的《混凝土质量智能检测机器人》团体标准编写小组，明确了各自的责任和任务，

并开展工作。编写小组认真查阅有关资料和收集相关数据信息，结合国内外产品

的技术质量要求，进行本团体标准的编制。

1.2.2 启动

2021 年 6 月～10 月，由中铁十二局集团山西建筑构件有限公司协调组织召

开了标准编制启动会，并成立了《混凝土质量智能检测机器人》标准编制工作组。

此次明确了标准的适用范围、标准主要框架内容，以及标准编制的时间节点、任

务分工及工作方案等。

1.2.3 初稿编制

2021 年 10 月～2022 年 3 月，工作组结合前期调研工作，进行了标准初稿的

编制，并在工作组内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交换意见，并根据生产和用户的要求，对

《混凝土质量智能检测机器人》标准相关的技术指标和要求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形成标准初稿。

1.2.4 立项评估

2022 年 3 月 26 日，中国合作贸易企业协会通过线上会议形式组织行业内专

家召开了立项评估会。专家组对初稿的技术内容、技术指标和要求进行了质询和

讨论，一致同意该团体标准通过立项评估。此外，专家组提出标准名称改为《混

凝土结构智能检测机器人》。

1.2.5 研讨

2022 年 3 月～5月，工作组根据评估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并咨询行业内专家

的意见和建议，对标准的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形成标准讨论稿。2022 年 5 月

12 日，中国合作贸易企业协会通过线上会议形式组织行业内专家召开了标准讨

论会，工作组根据专家意见和建议对标准的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形成征求意见

稿。

1.2.6 征求意见

2022 年 6 月～2022 年 7 月，通过咨询行业内专家及网上征集意见的形式，

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完善，形成送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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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送审

拟定 2022 年 7 月底，邀请行业内专家对送审稿进行审查，根据审查专家的

意见和建议进行修改和完善，形成报批稿。

二、制作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智能制造是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贯穿于设计、

生产、管理、服务等制造活动的各个环节，具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

行、自适应等功能的新型生产方式。加快发展智能制造，是培育我国经济增长新

动能的必经之路，是抢占未来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战略选择，对于推动我国

科技发展，实现制造强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从目前实际应用来看，传统检测依然以检测车托举人工高空手持雷达天线为

主要检测手段，数据传输与数据处理缓慢，检测效率与管理效率低下，难以满足

国家大力推进交通建设的目标，在原本紧张的工期上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检测

结果资料繁多，不易调取查阅，消缺闭合资料更新及管理繁琐，针对隧道某一段

或某个位置的空洞等质量问题，难以快速查阅；一个段落经常涉及多份检测报告，

无法横向比对，针对施工现场混凝土质量管理及施工工艺不易总结，出现的重大

质量问题不能及时预警及推送至相关管理人员，质量安全风险极高，存在极大的

安全隐患。

目前国家大力推进智能化、数字化，特别强调“机器换人”，技术创新，他

不仅能给工程项目节省空间、节省资源、提高效率，还能提高品质、增加利润、

赢得市场。必须抓紧进行智能化和网络化的科技改革，将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与检

测工程深度融合，针对性的突破现场检测模式的瓶颈环节，将智能化检测向前推

进。

综上所述，应充分利用新型技术手段，摆脱传统检测手段的束缚，发明混凝

土智能检测机器人，研制无线空气耦合雷达，实现快速检测及数据传输，开发混

凝土质量智能化管理平台利用 AI 对衬砌质量进行智能分析，及时预警，提升实

体质量管理，对隧道混凝土质量检测将是一次革命性的改革，未来推广应用市场

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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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准编写原则

一是满足用户使用需要的原则，力争达到“科学、合理、先进、实用”。二

是实践标准供给侧改革的原则，争取实现团体标准的“先进性”和“实用性”的

要求，满足团体标准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要求。三是努力创新的原则，在与国家

标准体系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在标准结构和主要技术指标等方面进行创新。

四、主要技术内容

4.1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混凝土结构智能检测机器人的基本参数及工作特点、系统组成、

技术要求、标志、标签、分类和随行文件、包装、运输和贮存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公路、铁路、水利、市政、工业与民用建筑等领域的混凝土构

筑物检测。

4.2 术语和定义

对无损检测、混凝土结构智能检测机器人、感知、定位、探测深度、纵向分

辨率、数据位数、扫描速率、记录道长度、实时软件处理功能、测量方式、显示

方式等术语做出定义。

4.3 技术要求

（1）依据检测任务合理选用仪器，仪器的技术性能有：可选用的天线频率、

探测深度、纵向分辨率、数据位数、扫描速率、记录道长度、实时软件处理功能、

测量方式显示方式等。

（2）所有仪器设备，应指定专人负责，严格按操作手册规定使用、维护和

管理。

（3）仪器设备应存放在阴凉、通风、干燥、无腐蚀性气体、无强磁场等的

地方，使用和运输都要在安全状态下进行。

（4）检测开工前和收工后，要对仪器设备进行全面检查、维护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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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非工作期，所有仪器设备应每月进行一次通电检查，仪器电池应按说

明书要求定期充电。

4.4 技术内容

4.4.1 机器人智能化定位技术

根据两栖机器人的使用场景，需要机器人在隧道等未知环境下或者无 GNSS

定位数据下的定位问题。目前在隧道等未知环境下机器人定位的主流技术是激光

雷达SLAM技术[ZL201610621165.X]，激光雷达SLAM技术的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GPS/INS 紧耦合组合导航算法技术研究方面，通过卡尔曼滤波得出高质量的 INS

数据，基于 MATLAB 建立仿真模型输出仿真数据结果，采用最优的导航系统选星

方法可使 GPS 的选星效率得到提高。基于激光雷达的 SLAM（激光 SLAM）和基于

视觉的 SLAM（VisualSLAM 或 VSLAM），视觉是通过摄像头采集图像进行计算，这

样的方式容易受到不同光源强弱的影响，导致定位失效或者精度降低。激光雷达

优点可以获得极高的角度、距离和速度分辨率。激光雷达抗有源干扰的能力很强，

适于工作在日益复杂环境中。激光雷达的结构相对简单，体积小，质量轻。维修

方便，操纵容易。

4.4.2 机器人内置 900 MHz 无线空气耦合雷达

采用现有成熟技术研制 900 MHz 远程无线遥控式探地雷达主机，彻底摆脱了

电缆线的束缚，与检测机器人完美结合，集成控制单元模块和 GC900HF 天线于一

体。无线雷达基于 5GCPE 数据链路的图传及远程控制技术及远程无线遥控式探地

雷达控制软件，控制软件同时融合探地雷达、测距仪数据，并预留姿态传感器、

GPS、视频等数据接口，实现多种探测器数据控制及数据处理。能展示二维、三

维立体综合图像结果[2015SR094388]。在满足目前 900 MHz 探地雷达功能与性能

基础上，性能上着重提升接收灵敏度与线性动态范围、降低功耗、提高实时数据

处理能力；功能上增加远程通信功能、GPS 定位功能。同具体体现在以下研究：

1）高精度大动态接收系统；2）嵌入式低功耗数据实时处理系统设计；3）远程

无线通信功能；4）完成 900 MHz 远程无线遥控式探地雷达主机结构设计。侧重

于小型化、标准化、通用化，能搭载无人机、机器人等操控平台，使用灵活多变。

4.4.3 混凝土质量智能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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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质量智能监控系统在大数据处理的基础上对所采集信息分析处理，以

5G 信号为纽带将智能处理系统与监控平台相链接，分析计算数据传输、信号接

口、模型数据调取及加载、平台以数字区间分类计算、系统信息与用户智能串联

等。

4.5 技术指标及特点

4.5.1 无线空气耦合雷达

无线空气耦合雷达高度集成了原有的探地雷达主机与天线，内部采用低功耗

嵌入式实时数据处理系统设计与高精度大动态接收系统设计，32 位数据输出，

大大提高了整机探测性能。该产品采用一体化设计，小巧轻便，且支持 WIFI 通

信，远程操作，方便灵活。其技术指标如下：

1） 探测深度：素混凝土中病害探深可达 80 cm；

2） 纵向分辨率：满足 1/2 波长要求（由天线主频和电磁波传播速度确定）；

3） 数据位数：32 位；

4） 扫描速率：32/64/128/256 scan/s 可选；

5） 记录道长度：256/512/1024/2048 可调；

6） 实时软件处理功能：滤波、道间平均、去背景处理；

7） 测量方式：逐点测量、距离触发测量、连续测量三种可选；

8） 显示方式：灰度图、堆积波形可选；

9） 无线数传距离：≥100 m；

10） 整机重量：≤2.6 kg；

11） 连续工作时间：≥4 h；

12） 整体尺寸（长宽高）：≤300 mm×200 mm×150 mm；

13） 工作温度：-10 ℃～50 ℃；

14） 储存温度：-20 ℃～60 ℃。

仪器特点

项目 LTD—W900A

功

能

指

标

测量方式 点测、距离触发、连续测量

实时处理 滤波、放大、道平均、去背景

有线数传 100 M 网络

无线数传 可达上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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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300 mm×200 mm×150 mm

重量 ≤2.6 kg

操作方式 一体化操作

性

能

指

标

AD 位数 32

灵敏度/μV 50

采样点数 128～8192

扫速 s/s ~4096

时窗 ns 5～50

线性动态范围 110

功耗 ≤15 W

工作温度 -10 ℃～50 ℃

4.5.2 混凝土检测机器人

技术指标：

1） 有效载荷≥2.6 kg；

2） 探测位置（隧道）：拱顶、拱腰、边墙指定位；

3） 雷达检测面与受检测面间距：水平且最高悬空面≤30 mm；

4） 最小遥控距离（无遮挡）≥200 m；

5） 纵向航线允许位置偏移±200 mm；

6） 单次吸附续航≥15 min；

7） 探测速度：0.5 m/s～2 m/s；

8） 避障系统：可实现高清视频采集及传感器避障。

仪器特点

90°墙面上贴壁自由行驶 在指定隧道内进行演示

支持高清影像拍摄功能
具有视频录制功能和探照灯

视频可在地面端平板电脑上悬浮显示

拱顶/拱腰/边墙贴壁自由

行驶、桥墩表面行驶
在指定隧道、桥墩进行演示

操控方式 人工遥控

手动追踪目标体行驶 遇特殊情况，可人工通过高清摄像头进行追踪特定目标的行驶

地面端遥控器 支持架设 7 英寸 win 平板电脑

高清摄像头、图传

具有拍摄衬砌缺陷，辅助人工识别障碍的功能

具有 720*640 分辨率视频录制功能

可悬浮在三防平板电脑屏幕上

镜头视角：前方水平及俯仰 120°旋转

分辨率：720*640

LED 射灯：可满足 3 m～5 m 内辅助识别错台、裂缝、长度 50 mm 直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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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的钢筋等障碍

工作温度：-20 ℃～50 ℃

非模糊量程：0 m～12 m

响应时间：200 ms

当雷达感知到障碍时，可以自动减速直至停止

避障、绕障模式

测距轮一键起放，控制转停

当通过高清影像人工识别到障碍或通过避障雷达自动识别到障碍时，会

停止向前行驶

如障碍高度小于 25 mm 时，可手动行驶通过

如障碍高度小于 25 mm，且宽度不大于 1 m 时，可人工遥控进行绕障行驶

如障碍高度小于 25 mm，但宽度大于 2 m 时，可人工遥控行驶至拱顶，转

换成旋翼模式，进行绕障飞行后再以爬墙模式回到预定检测线

不超过 25 mm 深的凹槽或裂缝可手动行使通过，否则需人工遥控行驶至

拱顶，转换成旋翼模式，进行绕障飞行后再以爬墙模式回到预定检测线

防尘、防水等级
防尘：并不防止全部灰尘进入，但进入量不妨碍设备正常运转

防水：可以提供全方位和角度的防泼溅防水保护

螺旋桨 有防尘、防水处理和物体碰撞安全防护

轮胎 有防滑、防尘、防水处理

防坠机措施

失控保护：当无人机失去遥控信号时，会停止在该位置，并通过机身上

LED 灯语、地面端蜂鸣器示警，直至恢复遥控信号

低电压保护：当无人机电压低于 30％时，会停止在该位置，并通过机身

上 LED 灯语示警，提醒工作人员行驶回拱顶位置

便携性
支持快拆结构

定制航空箱，可提、可拉，空间尺寸最优化设计，便于携带

五、标准水平及预期效果

5.1 技术先进性

技术先进性及取得的知识产权通过对本标准的研究，研制隧道特种检测机器

人，建立智能检测及管理系统为一体的操作系统，形成 AI 智能质量监控平台。

检测机器人的应用规避了现场交通拥堵，检测人员可独自完成检测，摆脱装载机、

检测车及工人配合等难题，大大加快检测进度，避免窝工，为项目节省时间成本、

经济成本；通过 AI 智能质量监控平台，项目管理人员及时发现质量问题，提出

有效整改及闭合方案；通过智能分析系统，在施工中调整工艺，规避质量问题的

发生，节约消缺成本及时间。研究成果在湖杭铁路全线、山西东山供水等隧道质

量检测中成功应用，极大的提升了隧道衬砌混凝土质量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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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用于无人机飞控的基站自动配置方法（专利号：ZL201610621165.X）、

一种攀爬式检测机器人（专利号：ZL202120526099.4）、一种攀爬检测机器人框

架与转向轮连接装置（专利号：ZL202121442471.X）、一种用于隧道衬砌拱腰位

置雷达检测施工装置（专利号：ZL202022795097.3）、一种基于空陆两栖机器人

的空气耦合雷达升降装置（专利号：ZL202121443036.9）、一种桥墩混凝土质量

无人机地质雷达检测装置（专利号：ZL201922146560.9）

获得奖项：2021 年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创微创新大赛获得特等奖（中施

企协科委字〔2021〕22 号）。

5.2 效果

智能监控系统及“铁航”空陆两栖混凝土检测机器人已在山西水利厅质量与

安全监督站、湖杭铁路全线推广使用，并已成功并入全国铁路工程管理平台。湖

杭铁路自使用以来共节约经济成本 600 余万元，山西水利厅质量与安全监督站使

用系统后，工作效率大大加强，对部属单位质量得到有效把控。

六、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

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有关基础和相关标准

不矛盾。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未产生重大分歧意见。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归口单位为中国合作贸易企业协会，经过审定报批后推广使用，由本

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和专家进行标准的宣贯和讲解，并进行实地参观和交流推广。

建议在混凝土构件相关制造及检测单位和部门宣贯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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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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