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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在工程测量过程中,GPS测量技术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并且该技术的应用能够取得很
好的应用效果。一方面,该技术在实际测量过程中受环境的影响较小,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影响,另一方面,
该技术有着较高的测量精度,并且自动化水平也较高,这对于工程测量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工程测量精度
一直是工程测量管理的重点,只有不断的提高GPS测量技术的精度,才能够为后续工作的进行提供更加
精准、可靠的服务,而且才能够有效的带动工程测量行业的发展。基于此,本文主要对GPS测量技术应用
的问题,以及测量精度的提高进行了分析,以期能够给相关人员带来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GPS测量技术；工程测量；应用；精度提高
中图分类号：TB22 文献标识码：A

How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GPS in Engineering Survey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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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in the process of engineering survey, GPS survey technology is widely used,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echnology can achieve good application results. On the one hand, this technology is less
influenced by the environment in the actual measurement process, or even has no influence. On the other hand,
this technology has high measurement accuracy and high automation level, which is very beneficial for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Engineering survey accuracy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engineering survey
management. Only by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GPS survey technology can we provide more
accurate and reliable services for the follow-up work, and can we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ngineering survey industr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GPS measurement
technolog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measurement accuracy, hoping to bring some reference to relevant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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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工程测量的精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测量精度达到了毫米单

工程测量已经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作,有效

位。GPS测量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使得测量结果更加准确,

的工程测量能够给后续工作的进行提供最精准、最可靠的信息

从而为后续工程的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减少与实际情况的偏

资料,从而为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工程测量精度是工程测量中非

差。另外,在应用GPS技术进行建筑物和大型构件的变形测量

常重要的考察要素,只有保证测量技术具有极高的测量精度,才

时,GPS技术可以达到毫米级别的测量,使变形监测和变形评估

能够全面发挥出工程测量的真正作用。GPS测量技术作为应用非

更加有保障。

常广泛的测量技术之一,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但是在实际测量

1.2仪器适应性强

过程中,仍然不可避免的产生一些问题,影响测量精度。因此,

在传统的工程测量过程中,所使用的测量仪器很容易受到

如何提高GPS在工程测量应用中的精度已经成为测量行业非常

测量环境的影响,例如水准仪的使用对于环境的要求就比较高,

重要的问题。

不仅要保证测量区域的光线,而且还对地质情况有着一些要求,

1 GPS技术与传统测量技术相比的优势

否则势必会对测量结果造成影响。而GPS技术则很好的打破了传

1.1测量精度高

统测量仪器的这些漏洞,GPS测量技术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一般

与传统的测量技术相比,GPS技术应用了更加先进的技术,

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只要确保GPS接收机能够接收到卫星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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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够良好的开展工程测量工作。而且GPS接收机是依靠卫星进

在运用GPS技术进行工程测量时,为了取得更加良好的测量

行数据信息的传输和定位的,只要确保周围没有较大的微波干

精度,准备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做好了完全的准备,才能够

扰,就不会对测量过程造成影响,为测量结果的准确性提供重要

给GPS测量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有力的条件,从而使测量精度得

保障。

到保证。一方面,工作人员要提前准备好测量过程需要用到的资

1.3可操作性强

料,并且根据测量工作的实际需求对各项工作进行落实,同时还

在以往工程测量过程中,有时候测量仪器较大并且所需要

要提前准备好测量需要用到的各类设备。另一方面,在进行测量

用到的仪器也较多,整个测量过程就需要较多专业人员的操作,

的准备工作时,还需要进行GPS测量技术相关知识的普及,确保

而且操作流程非常复杂。但是在使用GPS测量技术后,整个测量

全体员工都能够了解GPS测量技术,以便更好的开展测量作业。

过程就不需要太多人员的参与,只要确保天线在检测站上进行

在准备工作不断推进过程中,还要及时完善所需要的资料和设

了可靠的安置,就能够使真个测量体系有序的进行下去,而且该

备,保障准备工作的良好进行。

操作环节对于人员的专业要求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测

3.2提升工作人员操作水平和专业性

量仪器的可操作性。在测量工作结束后,工作人员也只需要将仪

在GPS测量技术的实际应用过程中,测量人员的应用水平和

器收好即可,测量仪器会自动完成数据的采集、保存和传输过程

测量手法对于工程测量数据的精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

中,通过对数据的处理转化成可供工作人员观看的文字数据,为

素。因此,在提高GPS测量精度的过程中,不断的提高工作人员的

工程测量提供详细的测量结果。

操作水平和专业性有着很大的帮助。首先,在日常工作过程中,

2 影响GPS测量精度的因素

要注重对测量人员进行专业性较强的培训,并且培训内容还有

2.1卫星信号传输对测量精度的影响

具有良好的针对性,使每位测量人员都能够熟练的掌握GPS测量

GPS测量技术的应用完全依靠卫星定位系统,所以说卫星信

技术的知识,并通过不断的实践提高测量人员操作的规范性和

号的强弱对于测量精度的影响非常大。卫星信号在传输过程中

标准性,使GPS测量技术的应用过程更加专业,这样不仅能够提

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对信息的传输质量过程造成影响。同时,

高测量人员的操作水平和专业性,而且还能够为测量精度的提

传播速度也会相对较慢,这对于GPS测量精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

高打下良好的基础。其次,在进行GPS测量时,测量人员还要根据

的。所以说,在进行GPS测量时,要对卫星信信号采取一些措施,

测量工作的实际情况进行职责的划分,强化工作过程中员工的

减少不良因素对卫星信号的影响,为测量精度提供强大的保障。

责任意识,全面发挥出GPS测量技术在工程测量应用中的优势,

一方面,在进行测量时,可以采用双频观测法来进行测量,并且

为后续工程的顺利进行提供测量精度的保障。最后,在GPS测量

根据电离层信息频率的特点,获取经过修正后的电离层数值,为

过程中,还要加强对测量人员操作过程的考核,确保他们能够始

测量精度的提高打下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还可以利用同步观

终保持高度的责任感,严格按照标准进行测量环节的实施和操

测求值的方法来进行GPS测量精度的提高。在测量过程中,卫星

作,保证GPS测量技术的应用优势能够得到全面的发挥,提高工

信号在到达每一个观测点的介质情况和传播途径都是非常相似

程测量精度。

的,同时利用两台接收设备进行观测,可以详细了解具体的差值,

3.3控制实际作业的测量时机

从而很好的避免电离层折射对测量精度的影响。

在进行测量工作时,测量时机的把握也会对测量精度造成

2.2 GPS卫星对测量精度的影响

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实际测量过程中,对于测量作业的时间也

GPS测量技术的顺利开展,离不开GPS卫星定位功能的支

要进行严格的控制。第一,加强对气象部门的沟通和联系。气象

持,因此,在利用GPS测量技术时GPS卫星也会对测量精度造成

条件是GPS测量技术开展的重要基础,相关人员在开展测量前要

影响。现阶段,在利用GPS测量技术时,往往会采用单点定位的

与气象部门进行及时的联系,获取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为GPS

方式进行,这种方式很容易造成测量结果与实际位置存在差异,

测量技术的顺利开展打下良好的条件。在天气晴朗、可见度高

从而导致测量结果产生偏差,这些偏差往往会对GPS测量技术的

的气候条件下进行GPS测量,肯定会获得更加精准的测量数据。

最终精度造成直接影响。为了更好的解决GPS卫星对测量精度的

第二,为了能够给测量工作提供良好的开展时机,工作人员要对

影响,就应该通过设置区域性GPS跟踪网的方式对GPS卫星轨道

GPS技术进行深入的分析,尤其是一些影响因素的分析,并通过

进行随时的监控,在此基础上进行地心坐标的监测工作,确保测

各类方案的排查,确保测量工作的开展时机更加科学、合理,为

量精度。

测量工作提供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为测量精度的提升打下坚实

3 提高GPS测量精度的措施

的基础。

在工程测量过程中,GPS测量技术的测量精度直接影响其测

3.4合理划分观测区域

量结果的应用价值,因此不断的提高GPS测量技术的测量精度是

现阶段,在GPS测量过程中,观察区域对接收机的配置数量

非常必要和必须的。这就需要在测量过程中采用一些科学的控

有着很大的要求,在进行较大范围的观测时,很难同时配置相应

制措施,为GPS测量精度的提升提供重要的保障。

的接收机,这对于工程测量的有序进行非常不利,肯定会对工程

3.1做好准备工作
52

测量精度造成影响。因此,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要加强对GPS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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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支持,结合测量精度提高的实际需求,合理的划分观测区

综上所述,GPS测量技术凭借其众多的优势,在各类测量技

域。同时,还要加强对分区检测方法的使用,使接收机的工作效

术中脱颖而出,不仅应用于各个方面的工程测量,而且还能够取

率和工作质量得到很大的提升,使GPS测量技术的开展更加科

得很好的测量精度。测量精度对于工程测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学、有效,全面提高GPS测量技术的测量精度。另外,在进行观测

考察目标,只有符合测量精度要求,才算是合格的工程测量。在

区域的划分时,测量人员为了提高GPS测量精度,就需要对GPS测

实际测量过程中。GPS测量技术会受到一些外界或者自身因素的

量技术的实践效果进行科学的评估,为测量进度的提高找到合

影响,测量精度经常会受到一些影响,这对于后续工程和测量工

适的突破口。

作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如何通过采取措施,使GPS测量精度得

3.5对数据进行有效的管理
工程测量具有反复性的特点,为了更好的方便后续测量工
作的开展,做好数据管理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数据管理的有效实
施,能够减少数据的丢失,而且还可以节约很多测量时间,通过
与之前测量数据的对比,来进行测量精度的分析和判断。GPS测
量数据管理工作机制的建立,能够使数据管理工作得到很好的
落实,不仅能够提高数据管理的效率,而且还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测量精度。另外,在GPS测量过程中,还要培养工作人员
科学管理测量数据的意识,使数据管理工作的开展更加有序,
有效的减少和处理对工程测量精度造成影响的因素,提高工程
测量精度。

4 结束语

到提高,这是GPS测量技术未来的发展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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