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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GPS-RTK技术是当前在我国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的一项新型精确定位技术,本文首先介绍
了该技术的基本工作原理,对该技术在我国地质矿产开发工作中的测量应用精度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
指出该技术在应用中的优势和相应的注意事项,就RTK技术在实际矿山测量工作应用中的注意事项及
问题进行解决,希望给我国环境和地质灾害工作带来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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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GPS-RTK Technology in Metal Min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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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PS-RTK technology is a new type of accurate positioning technology which is widely used in
many fields in China. Firstl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sic working principle of this technology,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easurement application accuracy of this technology in China’s geological and mineral
development, then points out the advantages and corresponding precautions of this technology in application,
and the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 and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RTK technology in actual mine survey are
solved, hoping to bring some help to the work of environmental and geological disaster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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