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矿测绘

Geological min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第 2 卷◆第 2 期◆版本 1.0◆2019 年 4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地理信息技术在工程测绘中的应用研究
杜力立 张克铭 徐吉松 刘世飞 钱小波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DOI:10.32629/gmsm.v2i2.124
[摘

要]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都在不断加快,与此同时,地理信息技术也实现了较快速度的发展并

被广泛应用在各行各业的日常生产和工作过程中,且人们对它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高。此外,由于它具有精准性的特点,因此在
工程测绘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将主要阐述地理信息技术的主要特点以及其在工程测绘中的具体应用,希望
能给相关的工作人员带来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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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而使得测绘结果的准确性得不到有效保证。还有一部分测绘

测绘工作是整个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

人员在工作意识方面较为缺乏,在工作过程中对相关的操作要

环节。相关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测绘技术了解到施工建设的

求和操作规范不重视,经常会以自己的经验与主观判断来开展

具体情况,并以此来更加科学合理地指导施工过程中的相关

相关的工作,致使测绘结果总是和准确数据存在比较严重的误

工作。此外,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工程项目的数量

差。而与这种传统的测绘方式相比,地理信息技术能够通过使

及其建设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测绘工作也变得越

用卫星接收器来收集各种所需数据,确保了数据的真实性与可

来越重要。但是,传统的测绘工作总会被各种外界因素所影

靠性。此外,它也可以使用计算机开展相关的数据整理以及分

响,致使其最终结果的准确性得不到保证。地理信息技术和

析工作,促使数据的准确性得到大幅度提升,以此来有效保证

传统的测绘技术相比,在遥感、数据实时监测分析方面有明

施工工作的顺利开展,质量也能够得到有效的保证。

显的优势,它主要是采用计算机分析各种类型的数据,从而

1.2.2 受外部干扰小

不但能够确保测绘结果更加准确,而且也可以提高帮助提高

在工程项目的实际建设过程中,传统的测绘工作总是会

工作效率。但是从目前来看,其推广与实际的应用过程中还

被各方面的外界因素所影响,最终的测绘结果的真实性和准

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因此,相关的工作人员必须要深

确性也就没办法得到保证。在遇到那些比较复杂的地质条件

入了解这项技术的实际特点,以此来促使测绘工作的结果更

的时候,相关的测绘工作的开展总是会受到影响,从而使得

加准确。

建设管理人员不能及时地了解到工程建设的具体情况,也就

1 地理信息技术概述

难以对工程建设施工进行更加科学合理的指导,工程建设的

1.1 概念

质量也就得不到有效的保证。此外,在工程测绘中使用地理

地理信息又称作 “地理信息系统”,它是一种十分关键

信息技术能够通过卫星接收器接收相关的测绘数据,这样,

的特定空间的信息系统。在计算机软体硬件系统的作用下,

即使在复杂的地理环境下,相关的测绘工作也可以顺利开展,

地球表层(包括大气层)空间中相关地理分布数据完成采集、

从而使得天气、气候等因素对工程测绘工作的影响大幅度减

输出、存储、运算、分析、显示等一系列工作。而地理信息

少,工程管理人员也就可以实时掌握施工的实际情况,并对

技术在工程测绘中的具体应用主要包括数据采集及数据显

相关工作进行更加有效的指导。

示、数据输出,并统计采集到的相关数据,然后把它们转化为

1.2.3 工作效率高

数据库,与此同时,把相关的地理图形转化成模型,随后进行

在现代工程建设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工程项目的规模也

科学的空间分析和研究,并提出科学合理的措施。

在逐渐扩大,施工工作的持续时间也在不断增加,因此工程

1.2 地理信息技术特点

测绘工作量也在持续增加。传统的工程测绘工作的主要方式

1.2.1 测绘数据准确性高

是人工实地测绘,在测绘过程中对人力、设备等的需求量非

传统的工程测绘工作经常会被外界各种各样的因素所

常大,但是因为人力的能力是有限的,测绘设备又比较复杂,

影响,致使最终的测绘结果总是存在一定的误差。此外,由于

因此测绘工作的效率通常都是比较低的。地理信息技术的使

一部分工程建设单位的测绘人员的综合素质及技术水平较

用,可以通过卫星来进行相关的测绘工作,也可以同时对工

低,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总是不能规范地使用相关设备,从

程项目的多个监测点进行检测,因此工作效率也就能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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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提升。此外,一系列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也是通过

息技术的计算机模块能够进行自动读数,相关的操作人员仅

卫星和计算机系统来完成的,不但能够最大化地解决人力资

仅需要把地理信息技术系统移动至水准点位置就可以,在这

源,也可以提高测绘工作的实际效率。

种操作下,读数和操作的误差基本上接近零。此外,在测绘精

1.2.4 数据利用高

度方面,当前的卫星定位技术能够非常轻松地在距离地球

在工程建设实际应用中,地理信息技术能够对数据进行

120km 的轨道平面上捕捉到地面的一只小型动物,对于目前

有效的分析和处理,而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对一些属性数据

测量精度要求来说,这方面的误差基本上是可以忽略的。最

以及空间数据进行最大限度的利用。与此同时,在实践当中,

后,地理信息技术可以在测绘点形成一个回路,通过操作人

可以直接利用空间数据库当中的内容来对数据形成良好的

员输入的检测标准分析和判断相关的测量数据,然后准确地

管理和应用,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对数据的整体管理质量和水

找出其中的错误数据并进行再次的审查。因此,地理信息技

平,而且还能够提高数据的整体利用率。同时,地理地信息技

术已经被广泛使用到现代的高精度测绘中见图二,最终所得

术的科学合理应用,能够与其他一些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有

到的测绘结果也相对来说比较准确。

效的结合,这样不仅能够实现对地理位置的准确定位,而且
还能够实现对各项数据进行切实有效的管理,大大提高了数
据的利用率,充分体现数据的价值。
2 地理信息技术在工程测绘中的具体应用
2.1 测绘应急数据快速处理技术
测绘应急数据的应用主要指的是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相
关的加工操作,然后制作成一些比较容易处理的图件,同时将
其与当前的遥感影像一体化测图系统等专业的测绘软件结合
起来,在此基础上对应急数据进行有效的分析以及处理的技
术。在这个过程中,遥感影像一体化测图系统主要使用的是摄
影测绘技术,通过图像的形式把数据信息传送到人们手里,这
种系统可以恢复物体的确切位置和大小,并将他们和各种类型
的多源数据进行融合,促使信息处理能力得到有效提高。此外,
通过遥感影像技术编辑相关的工程测绘操作,然后和快速制图

图二

大坝监测

系统融合形成测绘应急过程的数据,并提取和编辑采集到的相

2.3 数据的采集与管理

关数据,最后对应急数据进行快速的标记(见图一)。

工程测绘工作开展过程中需要收集一系列的地理信息
数据。而使用地理信息技术能够实时地监控需要测绘的地区,
并根据该地区的实际的情况绘制出相关的图形,之后将地理
信息中的相关数据制作成一系列的模型。此外,在工程测绘
中使用地理信息技术也可以实时监测工程项目施工的具体
情况,并将获取的数据和信息通过其输出功能进行分类整理
和分析,然后将分析结果建立成一个数据库,通过该数据库
就可以更加全面地分析施工中需要的重要数据,并且能够确
保施工过程中更加高效地找到主要信息。

图一

滑坡应急快速处理

2.2 高精度测绘

2.4 数据的转换和处理
在全面和准确地收集相关信息的时候,地理信息技术也

地理信息技术主要指的是通过卫星来获取定位数据手

能够通过一系列的转化和处理工作把这些信息转变为能够

段展开监测工作,它能够把卫星定位以及遥感技术有效地结

直接拿来使用的数据资料。因此,在地理信息技术的使用下,

合起来,尤其适用于一些对大型构筑物进行的高精度测绘。

数据的准确性和全面性都可以得到大幅度提高,测绘工作的

在地理信息技术使用的过程中,以往需要耗费许多人力、物

质量也就可以被有效保证。具体的转化和处理工作主要分为

力的定点、调平工作逐渐被代替,从而不但提高了测绘工作

以下几步：第一,把相关的数据信息录入地理信息系统中,

的准确度,也加快了操作速度。对于实际的操作来说,地理信

然后地理信息技术就能够自动地展开相关的数据分析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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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第二,地理信息技术能够通过建模的方式对图形展开
叠加分析,对于那部分已经在地理信息技术内部存在的测量图
形以及数据进行分析并得到相关的测量图形,然后将那些一致
的部分进行进一步的叠加处理(见图三)；第三,运用地理信息
技术还可以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重构,转变这些数据的格式,
使其能够被设备识别,以此来促使各种类型数据源之间的进一
步兼容。

图四

三维地形地貌图

3 结束语
总之,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地理信息技术
在工程测绘中的使用范围也更加广泛。因此,从目前来看,
传统的工程测绘工作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工程建设的实际
需求。所以,相关的工程建设单位必须要转变这种测绘方
图三

多源数据叠加

式,尽可能地把地理信息技术以及其他的先进技术使用到

2.5 三维成果输出

实际的测绘工作中,以此来促使工程测绘工作的质量和效

在工程测绘的前期工作都完成之后,对于数据进行有效

率得到有效提升。

处理以及对图形进行准确绘制是最为复杂的一部分工作。在
这部分工作开展的过程中,测绘人员需要处理大量的繁杂数
据,特别是对于大型项目来说,绘制图形是就需要花费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在发现异常数据的时候,还需要及时地对其
进行修改和调整,工作难度也就进一步加大。而地理信息技
术具有良好的外界软件性能以及输出功能,要是将地理信息
技术上使用到工程测绘中,它能够根据前期的测绘结果自动
绘制图形,从而使得操作流程更加简便,达到节约时间的效
果。此外,地理信息技术也可以把前期采集到的准确数据快
速地输出至各种绘图软件中,最终得到的测绘图形也就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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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最后,地理信息技术在工程测绘中的应用能够快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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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分析相关的数据,并根据实际的地区情况绘制准确的“三

杜力立,(1975--),男,回族,硕士,高级工程师,从事工程测

维地形地貌图”,从而使得地貌、海拔等信息能够更加直观地

量专业技术工作至今,测绘专业审核人,多次担任省部级高等

呈现出来(见图四),后续的工程建设工作也就可以顺利开展和

学校测绘技能大赛裁判员。

完成。所以,在工程测绘中使用地理信息技术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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