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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测绘技术各种新技术新方法被广泛应用在水利工程中,数字化测绘技术就是其中一种,并

且是其中很重要的很有代表性的一种。数字化测绘技术应用多种多样,对工程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该技术具有高精度
性、高可靠性、节省原料成本,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本文主要就数字化测绘技术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进行深入研究。首先
介绍了数字化测绘技术发展背景,然后分析了其特征,最后结合实际案例给出了该技术在水利工程测绘中应用形式,希望本文
的工作能为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帮助。
[关键词] 数字化测绘技术；水利水电工程；工程测量；高精度；高可靠性
引言

值得一提的是该技术精确性高。数字化测绘本质为将采集得

水利工程是我国的基本工程,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

到的相关地区地形地貌转化为数字信号,经数字接口输入计

关。现阶段,水利工程测量中需要综合考虑开工区域环境、

算机内部,通过计算机的处理,获得信息更加全面的电子地

区域特点等,前期水利工程调查阶段需要应用相关测绘技术,

图。经过大量的实践证明,采用数字化测绘点位精度更高,

数字化测绘技术因为其优越性得到施工单位的重视。数字化

以数字化测图得到的精度完全符合我国《水利水电测量规

的技术及相关设备在我国应用较为广泛,经过大量的研究证

范》中精度要求。从以上两种优点可以清晰的看出,将数字

明：现阶段测绘技术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尤其是网通网信、

化测绘应用在水利水电工程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它能够实现

信息技术及定位系统得到了人们的重视。水利水电工程测绘

点位误差小于图上误差的 0.12 毫米。应用原图数字技术时,

阶段十分复杂,经常去施工现场,因数字化测绘技术装备体

只需对数字地图进行软件化分析处理,将扫描仪、计算机、

积小、重量轻、精度准,给水利量测带来较大方便,备受施工

绘图仪等互相配合,便可以实现精确测量,与此同时能够在

人员青睐。通过应用该技术,可直观有效的获得各类测量图形,

较短的时间区间得到精确的数字化成果,采用数字化测绘,

为工程后期工作效率的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现阶段普遍采用

原图的精度一般比测绘图形要高,另外,与白纸成图对比而

的数字化测绘技术包含以下几种：遥感技术、自动测绘系统、

言,数字化测量图缺少一定的现实性,为了进行有效补充,可

GPS 全球定位技术、电子平板仪技术、数字地图技术。将这些

采用补测和修测的方法进行,将有效增加原图测量精度。另

技术与计算机技术融合在一起可最大限度的降低人力、物力的

外,传统绘图中展点绘图需要进行野外实际操作,然而采用

使用,并可及早的获取开工周边信息。在以上技术中,遥感技术

数字化测绘技术将大幅度减少野外测量时间,缩短人员野外

主要用以获得水利工程开工区地形地貌信息；全球定位系统技

工作时间,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降低了施工人员工作

术可对开工区地貌特点探测；地理信息系统则可快速的制出工

量。水利测绘过程中,运用现代化的数字测量工具对原始数

程现场地图。应用这些数字绘图技术,将有效的降低施工所需

据进行加工处理,将得到精度相对较高的绘图作业产品,为

时间,保证施工项目安全、高效的开展。

用户提供良好的支撑。通过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将测绘图

1 数字化测绘技术的特征分析

片进行播放,可真实的展现出工程实际,满足用户使用需求。

数字化测绘技术首先是具有高效性,不但可以将勘测和

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能够将地图相貌和形象绘制出来,这

设计融为一体化,而且能够进行及时更新、自动采集信息。

给工程施工人员提供了一定的便利,获得的测量结果更加直

现阶段,GIS 数据采集方法已包含数字测绘,与其他由经纬仪

观,取得的工程效果更加明显。

等设备测图方法相比,数字化测绘技术具有更高的效率,该

2 数字化测绘技术在水利工程测量中的应用形式

技术会以建站点为原点,利用全站仪测量,测量最低范围为 1

2.1 数字化遥感技术在水利工程测量中具体应用

千米,不仅如此,通过数字化测绘将大幅降低成图周期。一般

数字化测图系统及遥感技术通过传感器和数字化控制

情况下,运用传统的经纬或白纸测图来测量地形,24 小时内

实现,具体而言,将水利工程现场地貌信息及相关勘测设备

可完成 200 个地形点测量,而选择数字化测绘技术,一天内

获得的实地信息进行汇总,与此同时,利用数字化测图和遥

可完成 400 个地形点测量,正好为传统手段的 2 倍。另外,

感技术特点对水利水电工程开发研究阶段、实际成果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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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探测、试运行阶段等进行数据统计,能够发挥十分巨大
的作用,以此为背景,数字化遥感技术应用十分广泛。应用数

提供必要的数据参考。下表是 GPS 控制点三维坐标：
测量点号

X

Y

H

备注

字化遥感技术时,数字化测图系统和遥感技术可被用水利水

1

4586,917,853

426,110,567

818,916

无

电工程实际开工团队和研发团队运用,用以得到地形图遥感

2

4587,219,165

436,432,107

846,927

无

图片,经过计算机数字化处理,得到可以被肉眼是别的图像。

3

4586,788,943

426,445,956

881,523

无

这些图片将有助于开工团队和开发研究单位对开采现场地

4

4587,630,914

426,2089,113

799,624

X Y H 已知

5

4587,849,122

426,208,979

762,243

无

6

4587,493,278

426,338,345

345,876

无

形地貌的了解,为后续工程提供有力帮助。
2.2 数字地图技术在水利工程中具体应用
数字地图技术可用以有效反映水利水电工程开工现场,

3 案例分析

以数字化手段为开工及研究团队提供数据支撑,具体而言,主

以黔西先凹水河水利工程项目为例进行分析,根据贵州

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采用数字化地图技术可明确水利

省水利部门下达任务,需对该水库工程进行可研测绘,该工

工程开工实际,明确水库开工后波及范围,以数字化技术将区

程西溪上游 1000 米、下坝地处东经 27 度,距林泉镇政府约

域范围进行标注,确保所有范围内的开工安全。这些对施工团

13 千米,主要用以解决黔西县、林泉镇等地区的供水。这项

队提供有利的帮助,为下一步疏散工作奠定基石,利用数字地

工程工期比较紧,测量过程中采用了数字化测绘技术,通过

图技术,还可以为水利水电施工团队预测可纳入水库的水量。

运用该技术获得了良好的效果,不仅圆满的完成了工程勘察

2.3 电子平板仪技术在水利工程中具体应用
数字化测绘技术应用阶段,可采用电子平板仪技术对工

任务,而且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4 改善测量技术的主要措施

程进行测量。在调查分析研究阶段,水利工程项目的数据信

在当前的工程测量当中对于水下技术的测绘当中,仍然

息可通过该技术反馈给研究部门,尤其是在工程测绘实践过

还没有一项单一的设备来有效实现,因此就需要采用技术组

程中,该技术通过全站仪设备的采用达到数据实时收集的目

合的方式进行数据的采集。相对于水下的地形可以采用 GPS

的。同时,通过对数字化电子平板仪技术的原理研究,可有效

技术进行测量,并且在采用 GPS 进行定位之外还可以利用导

发挥电子平板仪优点,对提升水利测量工作有较大帮助。它

航软件对测量船只定位,重视对测量船的指导并且使其能够

能够及时获得水利工程测绘点的三维数据,比传统的测绘技

在测量断面当中航行,导航软件能够实现对于水深数据的自

术更具有优势,这也是其被广泛应用的原因之一。

动记录,并且对潮位输出数据有效验证,同时在结合平面测
量坐标来实现对于水下地形的有效测量。

2.4 GPS 技术在水利工程中具体应用
现阶段普遍采用的数字测绘技术,GPS 应用比较广泛。
该技术使用比较成熟,能有效提升地形精度及探测度,目前

5 结束语
总之,水利水电工程中采用数字化测绘具有较高的实用价

水利工程测量阶段,GPS 通过对卫星系统利用,对开工区域的

值,利用这种新技术可以确保水利水电工程顺利施工的基础上,

地貌特点进行细致研究,并将获得的数据进行加工处理,用

缩短工期,并同时确保测绘所得的数据精确性高。然而,数字化

以获得有效数据。下表是 GPS 的作业基本指标

测绘技术应用在水利工程中还存在制度不完善问题,针对这类
问题,还需要在以后的工程实践中不断应用,以此提升工程实

项目

指标

数据采集间隔

15 秒

有效观测卫星个数

大于等于 6

观测时段

大于等于两小时

平均重复设站数

大于等于 3

GDOP 值

小于等于 6

卫星截至高度

大于等于 15

际开工、降低工程开工所需资金,提升施工单位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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