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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相关部门着重重视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合理应用。为确保数
字化技术的测绘实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提高测量工作效率,提升测绘人员的水平,提高工程测量工作质
量。因此本文主要针对现阶段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进行简要分析,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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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at the present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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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relevant department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ational application of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engineering surve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effectiveness of digital techn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surveying efficiency,
the level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personnel and the engineering surveying quality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engineering survey at present, and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Key words]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application analysis
前言

1.2自动化水准高

极强,必须要利用相关的计算机将数据

随着经济的发展,工程测量质量备

在数字测绘技术应用于工程测量中,

信息进行整合,改变传统的旧观念和旧

受关注和重视。所以文章当中将主要针

可降低数据采集难度,改变操作人员操

思想获取工程数据的手段,能够给予较

对我国在相关的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工程

作工作量,简化数据采集流程,避免复杂

好的实效性。

测量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

设备在野外地区的暴露以及损害,节省

1.4实现测绘方案的优化

应的解决措施,为其发展提供更加全面

了测绘作业中相关人力消耗与资金消耗,

在数字测绘技术应用于工程测量中,

的保障。

利用数字化测绘技术修改和储存采集数

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了解所需要测量地

1 数字化测绘技术应用优势

据,更新数据和地图,实现高水平数据的

区的点位置,确保工程区域的测量难易

1.1数据处理速度快

合理应用和处理,实现高标准的数据标

区分,做好一定的点控制方案,提高点控

在数字测绘技术应用于工程测量中,

准化创新。

制利用效率。根据所采集到的信息数据

可提高工程测量的精准度,短时间内整

1.3流程的规范化操作

整理工程图,在计算机中实现方案路径

理所获取的测量数据,将这些数据作为

在数字测绘技术应用于工程测量中,

的优化,再聘请专业的人士来对数据整

底图测量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地图

其测绘流程较为灵活,数据要素收集可

合,实现不同区域范围内的数据信息的

的绘制,将这些数据添加到地图绘制中。

以先于工程调查工作开展之前收集,不

改进,从而创建出最佳的测绘方案。

工程数据的测绘不需要人工操作就可以

需要采用传统的工程测量方法,只需要

直接应用,借助计算机的处理能力和自

在绘图时期将调查结果与工程要素整合

2 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工程测量
的缺陷

动化功能,加快呈现速度,避免人工数据

即可,再利用数字化技术将相关的资料

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工程测量在具体

测量和计算在图纸绘制中的误差,确保

分门别类的整理,实现数据的核定分析,

操作和使用的过程当中,对设备要求十

工程测量的精确度和正确性。

提高工作效率。由于该项工作的变通性

分的高。由于工程测量时往往都会需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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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矿测绘

Geological and Mine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第 4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中图刊号）：561GL001

一些专业的设备来进行支撑,这需要更

增多,对于数字化测绘技术的应用效果

三,详细分析建筑工程框架结构具体情

加专业的技术人员以及更加先进的技术

以及质量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与

况,提升测量方案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来进行保障,引进专业知识技术人员保

此同时,缺乏监督管理会使得在技术运

4.2在控制网布置方面的运用

障行业在发展时得到支撑,但我国工程

营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现象行为并不能

将数字化测绘技术应用于建筑工程

测量行业技术发展落后,设备应用效率

够及时发现,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

测量工作当中,可以在保证测量工作效

差导致在发展过程当中容易出现很多问

工作人员在今后的工作中的消极怠工等

率的基础上,全面提升建筑工程建设质

题。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

不良情绪,对工作的效率的提升产生不

量。在实际进行建筑工程数据采集控制

团队的质量也青黄不接,对工程测量的

利影响。工作人员只有在意识上对该项

网布置的过程中,需要在科学控制以及

保障会造成众多负面影响,所以必须从

工作有足够重视,才能在工程测量应用

深入分析数据信息的基础上,对数字化

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进行专业人才的

工作中,勤勤恳恳、认认真真的工作,尽

测绘技术进行充分应用。实际展开建筑

培训和培养 。

量不发生错误或者问题。只有工作人员

工程测量工作时,要想获取精确度较高

3 提升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工程
测量的应用方案

意识到该项技术的应用对工程测量工作

的工程测量结果,要求测量工作人员灵

的重要性,才能够本着负责的态度进行

活控制全站仪数据,在全面搜集信息资

3.1加强对专业技术人员培训

技术的应用。由于管理当中缺乏了对数

源的基础上,对数据采集控制网进行科

在数字化测绘技术应用中,只有做

字化测绘技术以及设计的指导审查工作,

学布置,为更加顺利的完成后期的工程

好各项工作才可使得工作人员的技术水

对该方面的设计意识较薄的,在日后的

测量工作奠定良好基础。例如,在综合分

平得到提升,使得工作者的能力被强化,

设计工作中要注重对数字化测绘技术和

析建筑工程整个待测点时,应将工程测

实现对技术水准的合理应用。若是想要

设计及建设指导和审查工作,对设计工

量控制中心设置为据采集控制网,结合

增强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工程测量施工效

作足够重视。在对系统的初步规划设计

采集测量点数据的具体情况,持续、实时

[1]

[3]

率,要重视对相关工作人员的技能培训,

时 。该设计规划是比较复杂且存在一

获取控制点数据信息,实现对数字化测

加强对其实践技能及理论知识的培养,

定难度的,需要工厂加强对建筑设计方

绘技术的完善与优化。

建设专业化的工程测量团队以及后期的

案的规划,制定明确的流程规划,才能为

管理团队。一方面,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的

日后工作的顺利开展,指引方向,提供理

理论培训,通过对各类先进技术的有效

论依据。

视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合理

应用来丰富施工人员的数字化测绘技术

4 工程测量中数字化技术的
应用

应用。为确保数字化技术的测绘实效,

在工程测量理论知识。在此基础上,加强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相关部门着重重

需要积极了解其应用情况,并了解应用

对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工程测量的熟悉程

4.1在数据采集方面的运用

过程中潜在的风险点,采取针对性的措

度,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整改,提升二者的

在建筑工程测量工作中应用数字化

施增强测绘技术应用效果,针对这些问

匹配度,减少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工作

测绘技术,可以从多个角度出发,针对数

题进行全面的解决,保障数字化测绘技

团队要重视与科研院校的交流合作。通

据采集方面来讲,通常以分析和测量建

术在工程测量质量水平,为日后的发展

过与其交流,提升工作人员对数字化测

筑工程内部主体结构信息采集点为主。现

作出全面支撑,为我国发展做出全面的

绘技术在工程测量的应用分析,为专业

阶段我国在实际进行建筑工程测量的过

帮助。

化团队的建设提供人才保障。在强调人

程中,建模规划工作通常以建筑内部主

[参考文献]

才强国的时代发展背景之下,数字化测

体结构中相关信息采集点为主,建筑工

[1]王龙.加强工程测量管理提高工

绘技术在工程测量的发展也离不开高素

程测量数据采集中对数字化测绘技术的

程测量技术[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

质、高技能水平人才,要根据实际情况为

应用,通常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版),2017,(03):242-243.

第一,应明确建筑规划设计以及建

[2]李晓飞.加强工程测量管理提高

[2]

筑主体结构,深入分析建筑工程三维坐

工程测量技术[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

3.2加大对工艺的创新力度

标数据,提升建筑平面图的完整性；第二,

子版),2017,(14):213.

其提供更为优质的技术以及知识方面的
支持 。
在数字化测绘技术应用中,工程测

在对数字化测绘技术进行充分应用的过

[3]刘利均.加强工程测量管理提高

量工作缺乏了监督管理,使得数字化测

程中,通过上一环节的数据分析结果,从

工程测量技术[J].科技资讯,2016,14(12):

绘技术在运用过程当中出现的漏洞次数

建筑结果差异化特点出发实施测量；第

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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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