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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监控系统在茅洲河流域河道底泥
处置工程监理中的应用

陈新生
!深圳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广东 深圳!Q"%####

!摘!要"!茅洲河流域!宝安片区#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清淤及底泥处置工程监理计量存在对象多&工作量大&难

度高的问题' 为此"建立了视频监控系统"有效地解决了该工程监理计量工作难题"为类似工程监理提供了参考

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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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

茅洲河流域"宝安片区$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是

为解决茅洲河流域内水体污染严重(水体黑臭#改善流

域水生态环境而兴建的重大民生工程% 该项目于

J#"O 年 " 月 $" 日正式开工% 项目总投资 "QJ 亿元#包

括管网工程(排涝工程(河流治理工程(水质改善工程(

补水配水工程(清淤及底泥处置工程 O 大类 PO 个子项

工程% 为便于组织施工与管理#该项目共分为 "# 个标

段#由两家监理公司实施监理%

清淤及底泥处置工程为茅洲河流域"宝安片区$

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中投资规模较大(工程量最大(涉

及范围最广且最重要的一个子项工程% 该子项工程估

算投资额 "JM"Q 亿元#合同工期为 J 年#于 J#"K 年 "#

月 "%日正式开工% 该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清淤和底

泥处置两个部分#其中底泥处置工程量约为 P"K 万7

$

#

属于本子项工程实施清淤的底泥工程量约为 $K# 万7

$

#

由本项目其他 "Q条支流和 J 个排涝工程负责实施清淤

的底泥工程量约为 PK 万7

$

% 底泥通过输泥管(船运和

车载三种方式运送至茅洲河底泥处理厂进行无害化处

)!&)



置% 底泥处置产出物包括余土"泥饼$(余沙(余水等%

%&监理工程量计量工作及存在主要问题

JM"!计量工作简述

鉴于该子项工程计量和计价方案暂未经造价站审

定#工程计量对象不明确#为满足工程开展和后续工程

量计量需要#经协调#监理机构暂定底泥处置工程监理

计量对象为进入底泥处理厂的底泥及底泥处置后的产

出物% 工程计量成果资料为工程量原始记录#包括!清

淤及底泥运输计划(底泥运输及接收票据(底泥运输台

账(底泥接收台账(产出物联合测量成果文件#及相应

的带水印的照片%

由于清淤及底泥处置工程涉及多家施工单位和两

家监理单位#工程实施主体众多#具有工程量浩大#子

项工程和实施主体众多(关系复杂#监理计量对象多(

工作量大且难度大等特点%

JMJ!监理计量工作遇到的难题

底泥处置工程实施过程中存在如下问题#如不妥善

解决#将造成工程量失实#监理机构面临较大的风险%

>M本项目范围内各干支流及排涝工程底泥是否

存在未按合同约定运送至指定底泥处理厂进行无害化

处置问题%

@M是否存在项目外底泥进入底泥处理厂处置

问题%

;M底泥处置产出物是否存在重复倒运造成重复

计量问题% 由于底泥处置工程为 JP 小时不间断的持

续性工作#底泥处置产出物需随时产生随时清理% 项

目监理机构要求对每一批次拟出厂的产出物进行联合

测量确认工程量% 但现场监理人员无法通过肉眼鉴

别(判断各批次待测产出物是否存在重复计量问题#无

法通过常规监理措施和手段予以杜绝%

-&视频监控系统的应用

$M"!视频监控系统的原理

视频监控系统是指后断监控中心(传输端和前段

视频监控摄像头等设备的系统集成#集查看实时视频

监控录像(调阅历史视频数据(红外夜视(摄像变焦和

视频雾透(远程操控等功能于一体% 其工作原理是将

前段视频监控摄像头采集到的图像模拟信号#经过传

输端传输至硬盘录像机*硬盘录像机将模拟信号转换

成数字信号方式在电脑中进行存储(传输(调阅和远程

操控% 视频监控系统可在平台监控中心实现对终端系

统集中监控和统一管理%

$MJ!茅洲河底泥处理厂视频监控系统

基于前文所述原因#J#"% 年 P 月初#项目监理部在

茅洲河底泥处理厂安装了一套高清视频监控系统"见

下图$#配备了 % 个高清摄像头(" 个视频录像机(" 台

电脑和 " 台监控电视#总共耗资 J# 余万元#费用全部

由监理单位承担% 装设的 % 个摄像头对出入底泥处理

厂的所有通道进行监控#监理人员只需要坐在视频监

控室便可实现对底泥进厂和产出物出厂情况 JP 小时

无死角监控%

茅洲河底泥处理厂视频临控系统图

监控点布设情况如下!

>M泵船处"设置 " 个摄像头$!安装在底泥厂右侧

茅洲河干流河道堤岸防浪墙上#监控范围覆盖停放在

河道内的两所泵船区域#用于监控船运底泥进厂情况%

@M大门口"设置 " 个摄像头$!安装在底泥处理厂

内#正对底泥处理厂进厂大门#用于监控车载底泥入厂

或车载泥饼(余沙出厂情况%

)"&)



;M称重处"设置 " 个摄像头$!安装在底泥厂地磅

正前方#监控范围覆盖称重处#用于监控进厂载泥车辆

称重情况%

BM泥饼库"设置 J 个摄像头$!安装在泥饼库顶棚

两端#J 个摄像头交叉设置#覆盖整个泥饼库#用于监

控余土 "泥饼$生产(转运至待测区及测量后出厂

情况%

9M洗砂区"设置 " 个摄像头$!安装在洗砂区旁#

监控范围覆盖整个洗砂区#用于监控余沙生产(转运至

待测区及测量后出厂情况%

:M余水池 "(J"分别设置 " 个摄像头$!J 个余水池

旁各安装 " 个#监控范围覆盖整个余水池#用于监控余

水达标排放情况%

上述*(@(0摄像头主要用于监控底泥进厂情况#

同时对于产出物出厂情况起辅助监控作用*=(.(8摄像

头主要用于监控产出物生产(转运情况% 通过该 % 个

摄像头实现了对底泥处理厂进出厂及生产情况 JP 小

时不间断(无死角视频监控覆盖%

$M$!视频监控系统具体应用情况

>M实时抓拍% 基于视频监控的抓拍功能#监理人

员对载泥车俩进厂和称重(载泥船舶泵泥进厂等情况

进行抓拍#记录车辆(船舶牌照信息#用于核对该车辆(

船舶是否已向监理部备案#如未备案#监理人员能第一

时间做出反应和处理% 因此#实时抓拍为监理人员核

实工程量原始记录的真实性#以及监控并杜绝项目范

围外底泥进入底泥处理厂提供了强大的有力的武器%

@M录像回放% 基于视频监控的录像回放功能#监

理人员可随时对任何时段底泥处理厂生产情况进行回

放#例如查看车辆和船舶进出厂数量(设备运转和产

能(余水排放等情况*对施工单位申请联合测量的每批

次余土(余沙转运过程进行回放#核实是否存在来回倒

运造成重复计量问题%

;M录像存储% 监理对人员每天对前一天形成的

视频监控录像进行拷贝#对不同监控部按照时间顺序

分别进行永久存储#形成连续的影像资料#使得底泥处

理厂整个生产过程和工程量原始记录过程可以溯源%

*&视频监控系统的效果

PM"!规范施工行为

视频监控系统设置后#底泥处理厂各项工作均处

于监控状态#由于实时抓拍和录像回放功能的震慑作

用#使违规作业和不规范行为无处遁行#规范了底泥处

理厂施工行为#为实现底泥处理厂施工生产和现场管

理处于规范有序的状态提供了强有力地保障%

PMJ!保障数据的真实性

现场监理人员将监控录像作为凭据#可核实底泥

进厂和产出物出厂工程量原始记录的真实性*视频监

控的安装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施工单位必须如实做好

工程量原始记录#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PM$!及时发现异常情况

在安装视频监控系统之前#主要依靠现场监理人

员巡视检查的监理手段来对底泥处理厂实施监控% 但

由于监控对象多#且底泥处理厂为 JP 小时不间断生

产#单凭传统的人力监控难免顾此失彼#有所疏忽% 安

装视频监控系统之后#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间都可以在

监控中心对施工现场的动态进行观察和监督#若发现

违规操作可以通过抓拍图像留下证据#第一时间提出

整改要求并监控整改落实情况%

PMP!实行阳光透明化管理#有利于增强监理人员

的责任意识#规范监理行为

!!视频监控系统安装后#监理人员同样也处在监控

状态下% 通过安装视频监控实行阳光透明化管理#客

观上有利于监理人员增强责任意识#规范监理行为#促

使监理人员在底泥处理厂认真开展工程量计量工作%

PMQ!规避监理人员工程计量风险

清淤及底泥处置工程与传统的项目最大的区别就

在于施工完成后不形成工程实体#造成工程实施过程

中发生的工程量只能通过原始记录查询#无法通过事

后查看实体效果来确认% 因此#本子项工程监理面临

的最大风险就在于此% 借助视频监控系统的实时监

控(录像回放及存储功能#能够完整(清晰地记录所有产

出物产出(转运(测量和外运的过程# &下转第 OO 页'

)#&)

陈新生R视频监控系统在茅洲河流域河道底泥处置工程监理中的应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