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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地下管线测量业务和RTK技术的不断发展,地下管线的测量中越来越多的开始应用互
联网以及信息技术。地下管线封装和地下管线信息体制建设是地下管线测量的核心。迅速收集地籍和地
理空间数据,提供准确的基本测量数据给地下管线管理,以满足城市地下管线不断新增的需求,这同时也是
测绘人员的责任。作为新出现精准定位技术,RTK具有上手简易,水平定位精度高,自动化程度高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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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RTK Technology in Urban Underground Pipeline Measurement
Ming Li
Huzhou Chengjian Joint Surveying and Mapping Co., Ltd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urban underground pipeline measurement business and RTK
technology, more and more underground pipelines measurement began to apply the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nderground pipeline packaging and inform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are the core of underground
pipeline measurement. It is also the responsibilit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personnel to quickly collect
cadastral and geospatial data and provide accurate basic measurement data for underground pipeline management
to meet the increasing needs of underground pipelines. As a new precision positioning technology, RTK has the
advantages of simple handling, high horizontal positioning accuracy and high degree of automation.
[Key words] underground pipeline measurement; underground pipeline inform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RTK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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