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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测绘新技术的的应用提高了施工工程的安全性,更加更高效率的提升各种建筑施工工作,并准
确的提取数据的正确性。本文通过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联合测绘的实际应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期为相
关工作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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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Joint Surveying and Mapping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Acceptance
Aijun 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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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new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mproves the safe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 correctness of various construction work and the accurate extraction of
data. This paper makes the detailed analysis through the actual application of joint surveying and
mapping for completion acceptance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staff.
[Key words]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joint surveying and mapping for acceptance; completion acceptance;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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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验收联合测绘工作的主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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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关操作流程进行把握,并对这一环

信息进行获取和处理,真实、客观的反映

工程测绘工作,CORS测绘技术对比传统

节予以认真对待。外部数据信息采集工

出建筑工程的实际情况。验收联合测绘

的测绘技术可以说是有非常高的进步

作,直接影响到了验收联合测绘工作的

在规划验收中应用,实现了对数据信息

了,传统的测绘技术在测绘的过程中比

实际效果。在验收联合测绘时,需要选

的搜集,弥补了建筑工程资料的不足,提

较容易出现精确度的差距。于是,人们

择科学、合理的测量手段,能够对各个

高了竣工档案的质量。竣工档案质量的

便开始尝试新的技术应用,就是CORS测

标段 的 工 程 量 进 行 统 计 ,例 如 建 设 规

完善,进一步加强了测绘工作的发展,二

绘技术,有效的解决了建筑工程竣工验

模、土地平整情况等,这些信息的采集

者相辅相成。此外,验收联合测绘在规划

收测量时的工作,施工人员在进行这一

需要以数字量的方式进行体现,之后将

验收上的应用,促进了竣工档案信息化

技术的应用中,应该合理的应用测量的

具体的数字信息进行记录。数字信息的

发展,加快了档案信息系统的建设。验收

过程以及实施标准,更好的确定测绘的

统计,主要涉及到了图件、技术报告等。

联合测绘在对测量工作应用过程中,注

控制点,另外,要严格的把控手簿开启

例如在绿化建设工程验收过程中,规划

重对信息化技术进行利用,而为了满足

工作的相关设置,并有效的利用坐标点

部门与测绘部门进行合作,测绘部门需

这一要求,竣工档案也必须实现信息化

进行相应的数据计算。在进行相应的测

要在项目竣工图上对建筑控制线、建筑

发展。竣工档案搜集数据信息后,对数字

试环节过程中,应该合理的运用平面的

实际距离进行标注,之后交给规划部门

信息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其在规划验收

精准度以及坐标位置,在进行相应的测

进行审核。在采集信息时,需要将点测

方面,均反馈了真实、可靠的基础数据信

量。另外,在进行测量的过程中,建筑工

绘成果与规划坐标进行对比,分析二者

息,这些信息也都在竣工档案中进行了

程人员要利用三脚架进行相应的测量,

之间存在的误差值,看其是否处于允许

有效体现。

从而,更加有效的完成工程竣工的测绘

范围内。
1.3采集信息数字化处理

2.2促进城市地理信息库的更新
城市地理信息库反映了一个城市的

工作。
3.2 3D模型技术

在对采集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过程

规划状况,对于提升城市建设水平发挥

3D模型技术是目前在建筑工程验

中,需要对验收联合测绘的数据信息进

了重要的作用。验收联合测绘工作对建

收联合测绘中被广泛应用的一项技术,

行有效整理,之后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进

筑工程的详细情况进行了反馈,为城市

通过这种新的测绘技术,可以利用专门

行数字化处理,从而满足验收联合测绘

地理信息库的更新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加

的建模设备来完成相关的建模工作,同

的实际需要。通过对采集的验收联合测

强验收联合测绘的应用,实现了每一份

时为了保证建模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还

绘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后,会得出相应

数据信息的有效更新,将规划资料与城

需要在现场进行大量的工作,进行大量

的技术报告资料,在资料中明确的反映

建信息进行了紧密结合,使城市地理信

的航摄工作,并对这类数据进行必要的

出了验收联合测绘数据与规划审批的数

息系统的更新具有更好的实时性,真实

参考,利用相关的专业图形处理软件对

据信息。对验收联合测绘数据信息进行

的反映出了城市地图的状况。

建筑物的整体参数进行还原,以确保计

数字化处理后,可以更加直观的反馈出
实际建设与规划审批的差异性,从而满
足竣工建设的具体需要。

2.3确保工程建设质量符合竣工验
收标准

算结果的真实性和灵活性。有了这种技
术支持,员工才能更准确地完成测绘工

验收联合测绘测量在规划验收方面

作,并能保证测绘工作的整体质量,为

2 验收联合测绘的作用分析

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工程建设质量符合竣

工程施工的进一步开展提供可靠的参

验收联合测绘的应用,能够对建筑

工验收标准。验收联合测绘测量作为特

考数据。

工程建造的实际情况进行反馈,通过对

殊的建筑工程测量工作,与城市规划建

3.3实景复制技术的应用

验收联合测绘工作获取的信息进行数字

设存在着紧密联系,并且与民生保障息

顾名思义,实景复制技术是一种精

化处理,直观的反映出了规划验收的情

息相关。为此,相关部门要加大对验收联

确扫描整个建筑环境的技术,它利用激

况。关于验收联合测绘工作在规划验收

合测绘的重视度,充分发挥其在规划验

光扫描技术,通过相关技术设备的支持,

中的作用,如下述分析所示：

收方面的利用价值,确保工程建设质量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获得大量的建

符合竣工验收标准。

筑数据,并保证这些数据的准确性。通

2.1完善了工程竣工档案信息
建筑工程发展过程中,通过规划验
收工作,对建筑工程的实际信息进行搜
集,并将其反馈到工程竣工档案上。在这

3 测绘新技术在建筑工程验收
联合测绘中的实际应用
3.1 CORS测绘技术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过这一项目,工作人员和设备可以在不
接触建筑物的情况下进行施工,减少了
工作量,同时利用精确程度更高的激光
151

地矿测绘

Geological and Mine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第 4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中图刊号）：561GL001

技术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整个工

5 结语

规划验收上的作用[J].军民两用技术与

程验收工作的质量。有了这种技术支持,

经过前文总结,在验收联合测绘工

产品,2017,(10):11.

员工们就能根据建筑物的实际情况,得

作中积极融入新技术,不仅可以提高验

[4]王小广.现代测绘技术在城市建

到各 种 参 数 的数 据 ,方 便 了 进 一 步 的

收工作的效率,还能大大降低误差,保证

筑 竣 工 测 量 中 的 应 用 [J]. 工 程 技 术 研

研究和测量。与此同时,该技术的数据

竣工验收工作的有效性。这种方式的采

究,2016,(07):73.

采集 速 度 可 达每 秒 三 十 万 条,因 而 在

用能够适应于人们越来越高的竣工验收

结构 比 较 复 杂,施 工 难 度 比 较 大 的 建

标准和要求,并且对于较为复杂的建筑

筑的竣工验收工作中得到了比较广泛

工程也有很好的适用效果。不仅如此,

的应用。

新测绘技术还能将测量结果更加清晰地

[5]陈智聪.浅析建设工程竣工规划
核实测绘的质量控制[J].现代测绘,2015,
(06):43-45.
[6]唐文佳.现代测绘技术在城市建
筑竣工测量中的应用[J].造纸装备及材

3.4 RS技术的应用思路

展示出来,能够让工作人员对于工程竣

第一,结合对卫星观测数据的处理

工的概况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目前

[7]刘桂磊.现代测绘技术在城市建

和综合分析,以确保测量数据更加全面；

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来到了一个崭新

筑竣工测量中的应用[J].四川建材,2019,

第二,利用遥感技术,建立不同数据。比

的阶段,也将不断有新的手段应用到测

45(08):85-86.

例尺地形图可以保证卫星应用的广度和

绘技术当中,并且给验收工作提供新的

深度,充分反映遥感技术在结构工程研

方法。

料,2021,50(01):125-126+141.

[8]崔欢玲.小议现代测绘技术在城
市建筑竣工测量中的应用[J].居舍,2018,

究中的应用价值。RS技术在工程测量中

[参考文献]

的应用,可使测量工程师得到及时、准

[1]傅凌云.竣工测绘在规划验收中

[9]王大伟.现代测绘技术在城市建

确、全面的测量资料。技术测量员当然

的作用[J].黑龙江科学,2018,9(12):124-

筑竣工测量中的应用[J].江西建材,2015,

也要有较强的测绘数据分析能力。对有

125.

(04):216+218.

明显缺陷的工程,应及时抛弃数据,如有
必要,可采用RS技术进行二次检测,只要
工程单位的施工要求得到满足,可使工
程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

152

(12):7.

[2]俞烈.竣工测绘在规划验收中发挥

[10]俞云群.浅谈竣工测绘在规划

的作用分析及讨论[J].经营管理者,2017,

验收上的作用[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3,

(11):94.

(01):34.

[3]范国峰,杨利亚.浅谈竣工测绘在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