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矿测绘

Geological and Mine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第 4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中图刊号）：561GL001

对于测绘发展现状的工程测量测绘技术分析
崔腾飞
江苏师范大学
DOI:10.12238/gmsm.v4i6.1273
[摘 要] 在工程测量领域中,测绘技术是影响测绘结果有效性的关键。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测绘技
术也在不断成长,逐步实现测绘手段的自动化、集成化发展,进一步降低工程测量工作对人工的依赖,提
高对测量难度较大地区和场景的覆盖,保证测绘质量和效率。本文主要探讨工程测绘领域的发展,分析当
下常见、常用的测绘技术,讨论工程测量领域中测绘技术的应用,为推动测绘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些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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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engineering survey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s the key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result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s also growing, the automation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means are gradually realized ,which can further reduce the dependence of engineering surveying
on manpower, improve the coverage of areas and scenes with great measurement difficulties, and ensur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engineer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analyzes the common and frequently used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ies, and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engineering surveying, so as to
provide some ideas for promot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Key words] engineering survey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引言
测绘是建筑工程、地质开采、土地

1 测绘领域发展现状

都是静态的,反映的是测绘工作开展时

1.1人工测绘向多维度测绘发展

间点上测绘对象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流

资源规划等工作开展的必要前提,能够

传统测绘领域的工作开展主要依赖

逝,测绘对象在发生着或缓慢或突然的

帮助人们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看待将要开

人工进行简单的二维丈量和手工绘图,测

变化,如果建筑等工程还依照过去的测

展工作的区域,保证后续工作开展的质

绘质量和效率都难以保证。随着光学仪器

绘成果开展工作,难以保证成果的安全

量和效率。传统的测绘技术主要依靠人

的出现,测绘工作开始逐渐向着三维方向

和有效。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今天

工来完成,随着信息技术领域的发展,信

发展。飞行器、人造卫星加入测绘领域成

的测绘工作者已经可以借助信息化测绘

息化测量技术已经成为测绘领域的主

为测绘技术的一部分后,针对测绘对象进

技术从地球整体的高度去开展测绘,并

流,有些提高测绘成果的准确性,降低

行的三维测绘成为测绘领域的主要形式,

且记录下的实时变化的数据,使得测绘

测绘工作所消耗的时间和人力成本,降

有效提高了测绘数据、图像的质量和精准

结果在任何时候、任何工程规划中都可

低因人工操作所导致的误差。测绘工作

度,还提高测绘工作的开展效率。

以应用,不必进行反复的测绘。

者需要顺应潮流趋势的改变,积极应用

1.2从静态测量向动态测量发展

1.3从单一向多层次、全面发展

现代化、信息化测绘技术,更好地完成测

传统的人工测绘、数年前的光学仪

过去的测绘工作主要表现土地表层

器测绘所采集到的数据及所绘制的图纸

的自然状态或人工建设状态,想要反应

绘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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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地矿测绘

Geological and Mine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第 4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中图刊号）：561GL001
[2]
测量系统 。

地下部分的状态难度很大。这就使得测

度、不同范围的测绘信息获取,人造卫星

绘工作得到的数据和图纸更多起到工程

遥感可实现对测绘对象的实时信息更新,

2.5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

辅助作用,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价值。

满足工程测量测绘的实际需求。除此外,

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是无人机出现

随着空间测绘技术、信息化测绘技术的

遥感技术还具备测绘地下资源信息的价

并应用后发展起来的新测绘技术,借助

发展,人们开始从全方位、多维度了解地

值,能够将工程测量测绘技术的应用范

无人机自由移动、操作灵巧的特点和优

球,了解生活地这片土地,测绘工作开始

围从地上向地下拓展,为给排水工程、地

势,对一些不规则的测绘对象进行倾斜

向着更大范围、地上地下的方向进行发

下资源开采工程等提供更准确地测绘结

测绘,根据测绘对象的特点选择最佳测

展,从而更好地反映出测绘对象的全貌,

果辅助,满足工程测量的实施需求。

绘角度和测绘坐标,展现卫星、飞机或数

也使得测绘成果成为工程的决定性因素,

2.3地理信息系统

字摄影所难以展示的死角,提升测绘结

成为区域发展和建设不可缺少的力量。

地理信息系统,即GIS系统,这是一

[3]
果的真实、有效程度 。随着无人机的

2 工程测量测绘技术及其在工
程测绘中的应用概述

种能够将各个渠道采集来的信息汇总、

不断研发和功能假设,无人机在工程测

处理,并进行显示和描述的计算机技术

量中的应用越来越高频,成为很多测绘

2.1全球卫星定位技术

系统。测绘工作人员可直接在GIS系统中

工作者的工具,也为越来越多不规则、难

全球卫星定位技术,即GPS技术,这

输入测绘对象的地理信息,查询系统内

以拾取坐标的测绘对象完成了清晰测绘,

是一种借助人造地球卫星实现的空间观

保存的环境、地质信息数据,为测绘工

提高工程测量的整体质量。

[1]

测、定位、导航、授时技术 。测绘工

作提供辅助和旁证；将从GPS或RS途径

作者在应用全球卫星定位技术时,只需

获取的测绘信息在GIS系统中进行分析

地图数据处理技术是一种对地图数

要利用移动设备向卫星系统发出请求定

和处理,也能够帮助测绘工作人员进一

据进行数字化处理、挖掘地图数据价值

位的请求,即可通过人造卫星、信号基站

步提升测绘图最终的呈现效果和处理效

的技术,能够有效提高测绘领域数据库

进行定位,获得准确的位置信息。目前,

率。GIS系统与GPS技术、RS技术的配合

中测绘数据的价值和可用性,最常用的

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就可

应用,有效提高了测绘对象的实时状态

方式就是应用地图数据处理技术对现有

以为测绘工作者提供这样的服务,满足

反馈效果,在地质灾害发生的地区,GIS

地图进行比例尺调节和矢量图的缩放。

测绘工作者从地球空间的高度对测绘对

系统可实时反馈受灾地区景物的当下状

经过地图数据处理技术的处理后,现有

象进行三维定位和全方位测绘,保证测

态和变化,为灾后重建工作提供了巨大

的工程测量测绘图能够更细致地呈现一

绘结果精度。全球卫星定位技术不仅能

的便利,有效降低了信息重复采集部分

些细节内容,充分发挥工程测量测绘成

够测绘规律、边界清晰的人造物,还能够

的工程测量成本。

果的价值。

2.6地图数据处理技术

对边界不清晰的自然资源、土地覆盖物、

2.4数字摄影测绘技术

3 结束语

环境斑块进行整体测绘,所得到的测绘

数字摄影测绘技术是一种用计算机

随着测绘领域及相关技术的不断发

成果和数据可供专项处理和分析,满足

提取摄影结果,对摄影结果中信息进行

展,工程测量测绘技术的应用会逐渐朝

不同工程测量的需求,提高地籍确认等

数字表达的测量方法,能够有效提高测

着自动化、集成化、无人化方向发展,

相关工作的认证准确性,满足多个领域

绘技术的实施质量和效率,将测绘摄影

测绘范围逐步从地上向地下、从正海拔

的测绘数据要求。

成片转化为数字地图、数字高程图或直

向负海拔发展,充分满足不同工程领域

2.2遥感技术

接组建成为虚拟景观图,满足不同环境

的测绘需求。

遥感技术,即RS技术,这是一种借助

下的测绘成果使用。数字摄影测绘技术

人造卫星、飞机、无人机从高空采集地

有不同的实施途径,其一为利用计算机

[1]王元.研究新形势下测绘工程中

面数据信息的技术。遥感技术利用的是

与测图仪配合,对采集到的图像数据进

测量技术的发展和应用[J].中国设备工

物体对电磁波的反射或物体辐射电磁波

行分析和处理,于数据库中形成数字地

程,2021,(09):225-226.

的原理,人们在高空设备上安装遥感器

图或数字高程图；其二为利用计算机视

[2]陈银.基于测绘发展现状的工程

来采集电磁波,并根据记录下的电磁波

觉设备代替人眼直接进行测绘对象的立

测量测绘技术应用研究[J].世界有色金

的特征对测绘对象进行判断和辨别。遥

体测绘,直接提取测绘对象的数字信息,

属,2021,(10):229-230.

感技术在测绘领域的应用根据高空设备

比如海拉瓦的DCCS系统、我国武汉测绘

[3]魏仁慧.工程测量与测绘技术的发

的不同有不同的名称,可以满足不同高

科技大学研发的WUDAMS系统都属于此类

展思路总结[J].智能城市,2019,5(18):68-69.

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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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