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矿测绘

Geological and Mine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第 5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中图刊号）：561GL001

工程测量过程中精度的影响因素及控制研究
孙檬睿
黑龙江省弘跃测绘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分公司
DOI:10.12238/gmsm.v5i3.1378
[摘 要] 对于工程测量来说,工程测量的精度直接影响整个测量体系的质量,同时也是保证后期施工质
量的重要基础和前提。近几年,我国建设行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工程结构越来越复杂,规模越来越大,这都
加大了工程测量的难度,同时对于测量精度的控制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具体的工程测量过程中,对工程测
量精度造成影响的因素有很多种,只有详细掌握了这些影响因素的特点,才能够采取针对性的控制措施,
保证工程测量精度。基于此,本文主要对工程测量精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工程测量精度控
制的措施,希望能够给相关人员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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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engineering survey, the accuracy of engineering survey directl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the whole
survey system,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and premise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later construction. In
recent years,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developed very rapidly, and the engineering structure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complex and the scale has become larger and larger, all of which have increased the difficulty of
engineering survey,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trol requirements for measurement accuracy have become
higher and higher. In the specific engineering survey process, there are many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engineering
survey accuracy. Only by mast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detail can we take targeted
control measures to ensure the engineering survey accurac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gineering survey accuracy, and puts forward the measures of engineering survey
accuracy control,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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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等资料,并且能够清晰的展示被测区域的空间和平面结构,

在工程测量过程中,为了能够给后续工程提供更加精准的

提供更为精准的位置信息,为工程建设质量和效率的提升打下

测量数据,就需要做好工程测量的精度控制工作。但是受到一些

基础。因此,在进行工程测量时,工作人员要加强对测量精度的

因素的影响,工程测量精度很难得到严格的把控,从而导致测量

把控,将误差控制在范围内,使工程测量更加规范、标准。在具

数据存在一定的偏差,影响整体工程测量的科学性。近几年,各

体工程测量中,对测量精度造成影响的因素较多,接下来介绍几

类科学技术与工程测量的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工程测量

种主要的影响因素。

的精度。但是其实际工作过程中仍然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

1.1对工程测量的重视度不够

无法真正意义上实现工程测量的精准性。因此,加强对工程测量

近几年,建筑领域的快速发展,对于工程测量的需求也就逐

精度影响因素的分析,并据此制定科学的精度控制措施已经成

渐增多,测量企业的数量也在不断的扩大,这给工程测量企业带

为工程测量的重点工作。

来了很大的压力。所以,有些企业在进行工程测量时,为了能够

86

1 工程测量过程中精度的影响因素

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就会将大部分的时间和资金投入到财务

工程测量工作的有效开展,能够给后续施工作业提供数据、

管理方面,而对于工程测量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投入的人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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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也就相对较少。现阶段,有些企业仍然在使用陈旧的测量设

也是突发性的,并且这类因素还难通过前期的措施来避免,这给

备,并且有些测量仪器还存在严重不足的问题。近几年,工程测

工程测量精度的控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在工程测量前期,

量技术和相关设备的更新速度非常快,但是由于对工程测量缺

要加强对当地地质和气候等因素的了解,并分析其可能造成的

乏重视,就导致各个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最终导致工程测量精

危害,通过采取一些措施来适当的减小自然因素对工程测量精

度的下降,严重影响后续工程的进行。

度的影响。

1.2设备的影响

2 工程测量过程中控制测量精度的措施

设备是工程测量精度的影响因素之一,如果在测量过程中

2.1提高重视程度

测量设备不符合工程测量的要求,势必会对结果造成直接影响,

为了能够有效的提高工程测量的精度,首先就要加强对工

因此在进行工程测量精度把控时要加强对设备要素的管理。从

程测量工作的重视程度,确保每位员工都能够认识到工程测量

目前工程测量市场环境来看,测量设备采购人员对于设备的适

的重要性,这样才能够确保他们以端正的态度对待工程测量,保

用场景和环境了解较少,而且由于市场监管的不全面,测量设备

证工程测量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并确保工程测量工作的质量,使

质量存在很大的差别,一些不正规厂家生产的设备精度很难得

工程测量的精度得到保障。因此,相关管理人员要大力宣传工程

到保障,再加之有些采购人员不具备精准辨别设备质量的能力,

测量的重要性,并且还可以通过参与一些培训和宣讲活动,使员

这就会造成测量设备存在很大质量问题。另外,除了设备的采购

工提高对工程测量的重视程度,为工程测量精度的提升打下坚

环节,后期设备的维护质量也会对测量精度造成影响。在进行设

实的基础。

备维护时,相关人员并没有建立针对性的管控办法,在不了解测
量设备的故障和维护要求的基础上,就随意对仪器进行检测,从
而加大了设备的问题,无法确保测量设备真正作用的发挥。

2.2制定合理的测量方案
在正式开始工程测量前,要先制定科学、合理的测量方案,
测量方案的制定对于工程测量精度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因此,

1.3人员素质

在进行测量方案的制定时,相关工作人员要对现场进行实地调查,

在工程测量过程中,有些测量人员的专业技能不能够满足

掌握现场的实际情况,并结合以往的工作经验,制定出更加符合

工程测量进度的要求,不管是自身的素质,还是对于测量技术和

实际需求的测量方案。同时,在测量方案中还要明确的指出工程

设备的掌握程度都存在一些不足,很难保证工程测量能够规范、

测量的流程和要求等,严格要求测量人员按照测量方案进行测量

标准的完成,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测量的精度。在进行工程测

工作,这样能够确保测量过程的规范性,减少失误,提高测量精

量精度控制时,不能够完全依靠员工自身的经验,如果只是依照

度。另外,在测量过程中,还要不断的对测量方案进行优化和改善,

以往的测量方式和观念,将会使实际情况与测量结果出现很大

使测量方案不断的完善,以便于更好的开展测量工作。

的偏差。但是目前很多测量人员并没有掌握先进的测量方法和

2.3加强对测量设备的管理

测量设备的使用,并且对于一些突发事件不能够很好的解决,这

测量设备对于测量结果的精准度也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工程测量的有序开展,也就无法有效的保

因此在进行工程测量时,加强对测量设备的管理也是非常必要

证工程测量的精度。

的。首先,积极引进先进的测量设备,更加先进的测量设备不仅

1.4测量技术的影响

具有更高的精度,而且还能够使测量效率得到提升,这对于测量

近几年,科学技术的大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各个领

精度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其次,在日常工作过程中,还要加强对

域的发展,各类信息技术与工程测量的结合,使工程测量技术得

测量设备的保养和维护,维持测量设备的性能,延缓设备的老化

到了很大的改善和进步,而且各类技术的应用也给工程测量精

速度,保证设备精确度。另外,定期对设备进行保养和维护,还能

度控制提供了坚实的后盾。现阶段,有些测量企业虽然以及进行

够减少设备发生故障的概率,为工程测量的顺利进行打下良好

了测量技术的升级,但是在具体的应用环节对于技术的准确实

的基础,保证测量精度。

施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并且还有些企业对于测量技术的发展不

2.4提升测量人员综合能力

够重视,也就无法发挥出了先进技术在测量中的实际作用和价

在工程测量中,测量人员的综合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工

值,也就无法推动工程测量精度的提升。

程测量进度也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为了保障工程测量的精度,

1.5自然因素的影响

要注重提升测量人员的综合能力,使他们能够规范、标准的完成

工程测量的有效开展,能够实现对施工现场的实地勘察,从

测量工作,提高测量数据的准确度。首先,要对测量人员的综合

而获取准确的数据和信息,为施工方案的制定提供可靠的数据

能力进行培养,可以适当的安排一些培训,通过培训使测量人员

支持。而在工程测量工作开始前,也需要进行相应的准备工作。

的能够得到锻炼和提升。同时,还可以进行相关测量设备应用的

相关人员需要到实地进行勘察,了解当地的地质环境和气候条

培训,使测量人员能够熟练的掌握各种测量设备的应用防范,并

件等等,为工程测量的顺利开展创造条件。这些测绘区域的自然

结合测量技术发挥出工程测量的重要意义,顺利推动工程测量

因素也是导致工程测量精度下降的原因之一,自然因素存在很

的完成。其次,还要让测量人员明白工程测量精度的重要性,改

大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等特点,所以对于工程测量的影响

变他们懒散的工作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始终以保障测量精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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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认真开展测量工作,并及时发现和解决测量中的问题,使工

程测量的监督时,为了更好的防止测量过程存在错误,对测量结

程测量的精度得到有效的保障。

果造成影响,最好是对同一测量工程进行两次测量,然后将两

2.5合理选择测量方法

次结果进行对比,进一步提高工程测量的精准度,发挥出监督

在实际测量过程中,经常使用的测量方法有放样测量,该方

的作用。

法有着很好的测量进度,并且在测量效率方面也存在很大的优

3 结束语

势。但是并不是说放样测量就适合于所有的测量工作,在进行测

综上所述,工程测量精度对于后续施工质量的影响十分明

量时,测量人员要根据工程的需求以及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选

显,相关人员应予以重视,加强对工程测量精度的把控,并且对

择更加合适的测量方法,并且在选择时还要考虑各类因素的影

影响精度的要素进行深入的分析,并结合影响因素提出针对性

响,确保工程测量方法的选择符合实际需求,并能够取得良好的

的控制措施。另外,在工程测量发展过程中,还要加快对测量技

测量精度。坐标测量法也是工程测量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测量方

术和应用的革新,切实提高工程测量的精度,为工程测量的发展

法,其具有极高的测量进度,并且还能够利用坐标定位的方法,

提供强大的动力。

找到施工中如果出现问题的一些细节,减少一些隐患的发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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