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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时代的发展,工程项目建设中许多新兴技术也逐步得到应用。GPS便是一类全新的技术,
依靠卫星系统完成定位,比起以前的技术,其有着很高的应用优势,可以有效提升测绘精准度。因此,为
了能够更好地发挥GPS技术的价值,当前就需要做好深入的研究。本篇文章主要描述了GPS测绘技术
的优点,并对于GPS技术在工程测绘的应用发表一些个人的观点和看法。一起为工程测绘技术的提升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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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Discussion on GPS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Engineer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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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many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have been gradually applied. GPS is a new type of technology that relies on satellite systems to complete
positioning. Compared with previous technologies, it has high application advantages an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herefore, in order to better play the value of GPS techn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do in-depth research at present. This article mainly describes the advantages of GPS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and expresses some personal views and opinions on the application of GPS technology
in engineer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It is hop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ngineer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Key words] engineer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GPS;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引言

将会形成两个坐标系统,即空间固定坐

用户手中。GPS系统主要包括三部分,分

对于工程项目而言,测绘一直都是

标系统和地固坐标系统。利用这两个坐

别是GPS卫星星座、地面监控以及GPS信

极为关键的环节。在实际测绘的时候,

标系统可以判断测绘对象的具体位置,

号接收机。首先是卫星星座,其一共有24

经常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造成最

进而对测绘对象进行精确的测量,从而

个GPS卫星,里面21个属于工作卫星,另

终结果发生一定的偏差,使得工程建设

得到精确的、真实的工程测绘数据。可

外3个则是备用卫星。这些卫星全部运行

受到了影响。为了确保工程测绘的效果

以说,GPS技术是一种应用效果良好的科

在6条轨道平面上,周期时间是12小时,

得到提高,工作人员就要尝试采用GPS技

学技术。

以此给导航定位提供相应的信号。其次

术,充 分 发 挥 其 价 值 。 相 比 于 其 他 技
术,GPS有着多方面优势。比如：精确度

1 GPS测绘技术概述

是地面监控,其又能细分为1个主站、5

所谓GPS,是英文单词Global Posi

个检测站以及3个注入站,实际作用则是

高；测量时间短；操作简单等。GPS技术

tioning System的缩写,指的是全球定

对卫星展开监测,并做到全面控制,当卫

的工作原理主要是GPS接收机设置在某

位系统,主要依靠卫星展开连接,完成地

星出现了故障,就要立刻予以调整,通过

一点上,GPS卫星不间断的发送定位信息,

面定位。不论地球处于任何方位,其都能

发布指令,改为备用卫星。其三是GPS信

再利用计算机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数据

正常完成监测,将获得的信息转化为载

号接收机,诸如导航仪或者手机定位,主

处理 ,从而确定接收机所在的三维位

波信号,传到地面系统里面,完成定位。之

要目的便是对信号进行接收,并完成全

置。将GPS技术应用于工程测绘中,GPS

后对这些数据展开计算,并传递给广大

面跟踪,实现测量的效果。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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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矿测绘

Geological and Mine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第 5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中图刊号）：561GL001

2 GPS技术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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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应用价值。
3.6水下工程中的应用
在进行水下测量的时候,特别是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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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测量,早期几乎采用的都是探测仪,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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