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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经济建设在改革开放以后不断发展,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同时获得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
认可。测绘技术已经应用经济建设中的各个行业,不管在军事国防建设工程中还是民用建筑工程中的应
用都很广泛。城市基础测绘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测绘新技术的应用。其测绘效果的应用对城市建设
的影响较大,而测绘效果的好坏与现场团队配合程度、设计工作人员选择的测量技术科学性息息相关。
所以在城市建设中进行基础测绘时,施工团队除了要认识到不同测绘技术的概念和作用,更需要培养正
确的工作态度,基于此,文章就测绘新技术在基础测绘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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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has continued to develop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and has been recognized by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has been applied to various industries in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it is widely used in military
national defense construction projects or civil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is the application of new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ies. The application of its surveying and
mapping effect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urban construction, and the quality of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effec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gree of cooperation of the on-site team and the scientificity of the measurement
technology selected by the design staff. Therefore, when conducting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 urban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team must not only recognize the concepts and functions of different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ies, but also cultivate a correct working attitude.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new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ies in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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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社会发展和建设水平发展的重要部分,基础测绘

数据、人工智能等相关模式。在获取信息时,它具有三维性、自

工作与城市规划、国土空间信息收集、农村土地确权等工作息

动化、实时性、社会化和网络化的特点。这些特点也使基础测

息相关。同时基础测绘成果随我国当前测绘工作的发展慢慢提

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构建新型测绘体系也是当前城市

升,随之在各个领域中被广泛应用。相关从业人员需要从全面出

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

发结合当前测绘新技术的优点,合理发挥其应用效果,提高基础
测绘工作的效率,以此确保社会建设的正常开展。

目前,我国建设CORS站点的主要原因是它们独立于相关部
委和地方行政部门,但缺点是参考方缺乏统一的web服务器系统

1 新型基础测绘概述

连续运行标准。其次,在地震、地壳形变监测、测量和气象观测

新型基础测绘是对传统基础测绘的继承和发展。与传统基

等许多应用领域,没有与CORS网站实际要求相关的服务标准,尤

础测绘相比,新基础测绘具有“全球覆盖、海陆兼顾、联动更新、

其是在地壳运动或地震领域；第三,由于现代文字技术的发展和

按需服务、开放共享”等特点。新基础测绘系统是利用现有科

新型高精度重力机械的广泛应用,国家重力控制网、测量技术和

学技术,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进行测绘的一种方式,如互联网、大

仪器的布局要求发生了变化,现有重力测量标准已不能满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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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是利用感知卫星发出的无线信号来定位,它覆盖整个世

技术和仪器的要求。

2 基础测绘对数字城市建设的影响

界的的地球卫星定位。GPS全球定位系统可以全天候的进行快速

作为数字城市建设中的重要部分,基础测绘工作的内容就

导航和追踪,同时具有良好的保密性,同时抗干扰能力也较好。

是使用各种测绘技术获得相关信息数据,再把相关数据进行特

在基础测绘时,GPS系统能准确地进行定会并测绘,并通过感知

殊处理,以便规划对数字城市的后期建设。但是不管对地表信息

卫星发出的信号对目标进行直接输出,不需要转换。同时GPS定

的获取还是处理相关数据信息时,都要严格按照相关技术的标

位系统可以直接观测目标,再将获取到的信息数据导入到数据

准执行工作。所以在施工方案制定时,要想确保获取到的数据信

库中,并处理数据误差再进行测绘工作。要想提高GPS系统再基

息的误差减小,要做好以下几方面：首先使用的技术和标准要确

础测绘工作中的效果,就要主要对选点建立标志、数据处理、和

保科学性、严谨性；第二就是要依据地表现状,在进行实际测量

外业测绘三个方面进行重视,使得全球定位系统的操作更加精

和数据处理时制定测量方案,将系统误差、偶然误差降到最低。

准化。

当前我国的测绘技术发展趋势良好,在进行基础测绘时应用测

4.2地理信息系统技术

绘新技术可以更好的代替古早的测量技术,有效降低测量误差,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GIS)可以对环境空间进行测绘,并通过

保证城市建设顺利进行。

测绘遥感、空间计算等程序对物象进行转化,GIS系统被广泛应

然而,对于一些地形复杂的地区,仍然需要使用水准仪和其

用。应用GIS系统可以高效收集地理数据,并进行保存和管理,

他手动测量仪器。在这些情况下,有必要提前探索测量环境,并

可以提供基础性数据深化后期的处理工作,同时能起到预测、空

制定一个全面的测量方案。经过上述充分而严密的准备,获取

间提示和辅助决策作用。使用传统的测绘技术,会有例如地址状

的地理信息通过专业软件和专业技术进行处理和模拟,并实

况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导致获取数据的难度加大,但是应用GIS

际应用到数字城市建设过程中。由此可见,基础测绘获取信息

测绘技术,就能更好的对野外数据进行大量的采集和分析。通过

的手段、最终数据的准确性以及数据处理的过程都直接影响

GIS技术的应用,可以更好解决野外测绘的问题,通过收集数据

着数字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测绘工作将在多个环节影响数

的及时性,通过系统直接将测绘数据进行实地上传,接着通过技

字城市建设。

术中心进行性分析,这样就能更好提升基础测量的工作效果。

3 测绘新技术在基础测绘中的优势
3.1简化处理数据

4.3数字化测图技术
随着计算机制图技术的不断成熟,越来越多的工程测量采

大量数据会在基础测绘时随之出现,测绘新技术可以将这

用这种方法。数字测图技术是一种先进的技术形式,主要利用测

些数据进行科学处理,随之实时数据就可以获得,接着就能更直

量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结合,通过计算机直观地获取测量测图。

观更形象的展现这些数据。相关数据进行简化后更简单明了、

根据实际监测比例,在计算机中进行测绘,根据不同需要使用不

更容易读懂,就算是非专业者也能够明白,这些数据更容易接

同的测绘软件,输入相关数据,计算机可以快速计算和分析指令,

受。并能够更有效保证测绘工作的规范和精准度,与此同时也提

快速形成所需的测绘,并以数字形式更形象地显示地图坐标点

高了测绘工作的效率、确保了测绘质量。

和事物。

3.2对数据及时进行总结

4.4遥感技术

在基础测绘时产生的数据,测绘新技术会及时存储这些数

遥感技术是工程测量技术中的一种新的测量技术。它主要

据,这样相关测绘工作人员能将数据进行及时的核实和处理,并

采用远程操作来控制测量技术,并采用现代技术手段来加强遥

有效控制数据的误差。这样不仅能更好节约工作时间更能有效

感技术的测量范围。从某种意义上说,遥感测量技术可以通过实

提高基础测绘的精准度,同时在基础测绘时有效应用测绘新技

施在线比例尺研究,分析和展示地图的功能,快速分析来自地图

术,还能为从业人员对数据进行及时的检索,实现资源共享。

的工程测量数据的准确性,这样,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了解工程

3.3提高测量的精准度

建设的测量,还可以快速整合测量数据,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

测绘新技术在基础测绘工作进行时,能有效提升空间十五

5 测绘新技术在基础测绘中的具体应用

投影想过的准确性,并能在一些奇特地形的测绘中,帮助测绘工

5.1三线阵推扫式航空摄影技术

作人员更好的获取信息,还能有效避免由于人工手绘和复杂数

随着IMU技术和GPS技术的不断发展,将其应用到三线阵推

据处理时产生的误差和错误。在基础测绘工作时应用测绘新技

扫式航空摄影技术中,利用动态捕捉能力较强的摄影技术捕捉

术,能实时采集相关数据信息,除去人工测量造成的误差。与此

冲击,可以在保持拍摄精度的基础上更好地提高采集图像的清

同时使用先进的仪器设备可以分析复杂的数据信息,最大限度

晰度,这样可以更好地提高图像质量。在应用三线阵推扫式航空

地降低分析误差。因此,在基础测绘中应用夕会新技术可以提高

摄影技术的过程中,可以在一次飞行中从多个角度和类型连续

测量地精准度。

拍摄目标区域,并通过这种形式获得高质量的图像。在当前三线

2

4 当前测绘新技术类型简述

阵推扫式航空摄影技术的应用中,通常会补充POS航空摄影测量

4.1全球定位系统(GPS)

技术,以更好地保证拍摄精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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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卫星定位连续运行基准站网

测绘、地图制作、工程测量、地质测量等,进一步演变为一个综

在当今的基础测绘过程中,卫星定位连续运行参考站网所

合性的学科领域。如今,测绘技术的发展彻底消除了以往测绘中

占据的位置非常重要。在应用过程中,卫星定位连续运行参考站

单纯获取空间位置多维坐标的传统模式。其总体意义正在进一

网络,也称为gscors,由永久连续运行参考站和数据中心控制服

步扩大。探索的内容和发展空间也在不断扩大。技术领域之间

务中心组成。主要为基础测绘提供精确的动态定位、RTK和DGNSS

相互收集和交叉应用的速度正在加快。同时,数学、信息技术、

技术支持。由于其定位精度非常高,在新的测绘技术中具有很大

电子科学地质学等诸多领域都融入了各自的应用范围,特别是

的优势。

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的深度联合应用,以及

5.3大地水准面精化模型

测绘专业技术的综合集成,这使得今天的测绘技术进一步朝着

在当前基础测绘的发展过程中,大地水准面精化模型的发

多元化的趋势发展。

展趋势和发展空间都很好。应用准大地水准面精化模型技术可

6.3新型的3S测绘技术

以更好地模拟测绘位置的实际情况,因此其精度非常高。在应用

3S技术是近年来测绘技术领域的一项新技术。在测绘工程

该技术的过程中,测绘人员可以全面了解测绘场地的地形、地形

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3S技术主要包括GPS技术、GIS技术

等数据,从而掌握更详细的信息。在此基础上,通过准大地水准

和RS技术。GPS技术是目前应用最广泛、技术高度成熟的技术。

面精化模型与gscors技术的结合,可以更好地获得传统测绘技

GPS技术可以对被测对象进行高效、准确的连续测量,从而有效

术无法实现的大地高程数据。此外,将建立的模型与三线阵推扫

提高测绘数据采集的效率和质量。同时,可以对测量数据进行自

航拍技术相结合,可以制作相应的航空三角测量坐标系,为基础

动处理和分析,不仅有效提高了测绘的质量和效率,降低了测绘

测绘提供更详细的数据。

人员的工作强度,而且为工程项目的建设提供了全面准确的数

5.4无地面像控点布设

据参考。GIS测绘技术不仅可以收集和存储数据,而且可以有效

中国的陆地面积很大,所以不同地区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在

地管理和预测数据信息,为工程项目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这种情况下,地面分布过程中存在各种困难。因此,在基础测绘

7 结语

过程中使用传统航空摄影测量不仅会耗费大量时间,而且会面

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城市基础工程建设的渐渐发展,也让

临许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应用无地面影像控制点布设技

测绘工作在城市建设的基础测绘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测量技

术,可以将三线阵推扫航拍技术与POS数据相结合,更好地提高

术的运用可以有效保证工程测绘工作的效率和质量。随着国家

测绘效率。更好地完成一些特殊地区的基础测绘工作。

经济的不断进步,同时测绘新技术的发展也在同步进行。我国相

5.5高精度数字高程模型

关工作人员应重视和强化测绘新技术在基础测绘中的应用,这

高精度数字高程模型技术,又称DEM技术,主要用于深部裂

样才能提升测绘技术水平。与此同时从业人员要不断学习和研

缝的全方位测量或检测,有助于提高测量效率。在实际应用过程

究测绘新技术,来提升基础测绘工作的精准性和工作效率。国家

中,高精度数字高程模型通过应用网络技术和多匹配基元等图

相关部门也要对测绘人才的培养加大力度,更好的发展测绘新

像匹配算法,可以更好地提高测量精度。采用DEM和多机多核批

技术。

量数字差分校正技术获得DOM,然后调整图像颜色,编辑拼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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