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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测量技术也在不断的进步,经过近几年的研究,GPS-RTK这一项
科技感较强的测量技术已经可以达到厘米级的测量精度。这项科研人员所研究出来的科技成果,在任何
时候都能够进行测量,不受到天气和气候的影响,测量的效率也比其他的测量技术要高。我国的建设部门
对于此项技术是相当的重视,在各项工程的测绘当中都有所应用。譬如地矿测绘,道路的建设以及安保巡
逻当中都有所广泛的应用。因为它的技术特点是基于GPS上的,具有动态的特点。本文基于此,主要对地
形和地矿的测绘作出分析,探讨GPS-RTK的工程测绘技术在地形测绘当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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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GPS-RTK measurement technology in engineering mapping
Chunhua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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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China's measurement technology is also making
continuous progress. After recent years, GPS-RTK, a strong sense of technology, can have reached the
centimeter measurement precision.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studied by the researchers can
be measured at any time, free of weather and climate, and are more efficient than other measurement
techniques.China's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is technology, and is applied in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of various projects.For example, geological and mining mapping, road construction and
security patrol have been widely used.Because its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are based on the GPS, with dynamic
characteristics.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topographic and geological mapping, and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GPS-RTK engineering mapping technology in topographic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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