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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RTK技术使用方便、精度等级高、数据处理方法能力强、自动化技术水平高、制图功能齐全,
在工程测量中获得广泛运用。与此同时,在具体工程测量中,有时候会发生测量质量问题。为了更好地进
一步将RTK关键技术应用于工程测量的质量控制,对已经知道点查验比较法、进行复测比较法和微波射
频变换即时测定法的办法和效果,探索达到工程项目RTK测量成效质量控制的渠道和方式,以做到期望
的工程测量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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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TK technology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easy to use, high precision, strong ability of data processing
method, high level of automation technology and complete mapping function,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engineering survey. At the same time, survey quality problems sometimes occur in specific engineering survey.
In order to better and further apply the key technology of RTK to the quality control of engineering survey, the
methods and effects of known point inspection comparison method, retest comparison method and real-time
measurement method of microwave radio frequency transform are explored to achieve the quality control of
RTK measurement effect of engineering project, so as to achieve the desired purpose of engineering survey.
[Key words] engineering survey; quality control; RTK technology;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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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通讯卫星系统软件的细心观测,

RTK技术高效率使用的核心技术支撑点,

整数模糊值也是RTK技术性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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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运用RTK系统软件时,整数金额模

前提下,选择性的应用RTK技术进行测量

方式。可是主要的工作目标是一样的,

糊不清值的确定关系到精准定位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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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数据链

大山体、高大建筑物和各种高频信号源

将该数据键入到操作系统中。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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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门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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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具体工程项目测量的高效率。

1.2.4初始化有时所需时间较长

利用RTK技术性实现测定时,很有可

2.2.4坐标系统

在山区,一般林区,城镇密楼区等地

能会具有一定的精确测量误差,关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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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容易造成同频带相关误差。与别的

地核坐标系(WGS84)的座标,如1980年西

率都会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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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技术工作原理

程项目勘测的的半径。

的提前准备,提早获得总体目标房屋建

即时差分信号精准定位技术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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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绘工程新项目的详细计划方案明确

用可以提升传统式的地形测绘方式,与

以充分发挥平稳的功效,这也是系统的

测点,依据总体目标点的状况进行放样

此同时可以不会受到控制点总数和测绘

显著特点。导致这种要素的首要因素是

工作,为RTK作业系统的正常的运作打好

间距的影响。因此专业技术人员在应用

全 部 GPS 系 统 有 一 定 的 局 限 性 。 事 实

基础；次之,假如点位设定不用太高的精

RTK技术性时,无须太过依靠控制点。即

上,GPS可以接受来源于外太空的卫星信

度,可以灵活性挑选精确测量技术,给出

使针对相对性比较复杂的地形,如丘壑

号,其优点是頻率高、输出功率小,没法

的结论会形成一定的测量误差；反过来,

或山区地带,也不用控制点中间的通讯。

合理透过一些障碍物。事实上,信号接收

假如对点位设定的精度规定较高,可选

RTK作业系统可以即时获得地形转变的

器和卫星中间的所有物件都在对信号的

用RTK技术性做好整体规划放样,保证精

各种各样信息数据信息,降低人为因素

合理接受造成不良危害。有的房屋甚至

确测量精度达到工程项目规定。

偏差,提升测绘高效率。

安装屏蔽器。因此GPS不可以在房间内应

3.2环境测绘

此外,假如在测绘新项目中碰到房

用。也不可以在其它有障碍物的条件下

进行早期准备工作后,技术人员要

屋建筑聚集的地区,要与其协作开展精

应用,例如隧道施工、水中,信号也会产

进一步剖析附近测绘自然环境和有关区

确测量。依据测绘新项目的要求,在总体

生反射和反射面。

域优势特点,在此基础上确立测绘新项

目标工程建筑群中挑选合理的位置,设

6 结论

目的基本建设,设置对应的测绘总体目

定为控制点。

总的来说,在当代城市的发展趋势

标。在此基础上,技术人员要同步设定服

4 RTK测量质量控制的方法

中,测绘工程项目是不可替代的。伴随着

务器的各种主要参数,确保精准定位基

4.1已知点查验比对法

中国科技发展整体实力的不断强化,各

“已知点查验比对法”就是指在观

种各样新技术五花八门。在新发展理念、

准点的精度,为之后的工程项目施工放

测RTK的与此同时,挑选一些高精密的基

新技术的大力支持下,RTK操作系统不但

3.3实时测量

准点,如静态数据GPS已知点或高水平基

可以进一步提高测绘新项目的工作效率,

样工作打下优良的基础。
在测绘工程中,测绘工程数据信息

准点开展观测,精确测量这种已知点的

还能够简单化精确测量,为城市可持续

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尤为重要。RTK操作系

座标开展核对。假如发现问题,马上采取

发展方向的顺利完成给予支持。同时因

统将全自动收集工作站接收器的全部数

一定的有效措施给予改正。

为众多因素的影响,RTK技术在使用全过

据信息,根据机器设备间的即时传输数

4.2复测比较分析法

程中依然具有一些缺点。专业技术人员

据,高效率进行全部阶段的模糊度进行

“复测比照法”就是指RTK观测时,

要增加科研力度,从细节中搜集影响因

校正,进而确保精确测量新项目的有效

每一次复测取得成功后,对周边1~3个

素,确保RTK技术在应用过程中的总体实

进行。因而,为了更好地充分运用RTK电

评测RTK点开展复测,现场对比2次观测

际效果。

脑操作系统的完成作用,技术人员必须

的 结 果 ,分 辨此次复位是不是准确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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