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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GPS-RTK 测量技术具有自动化程度高、误差小、精度大、操作简单、可以全天候测量、测量的结果自动统一等优
点,其在地质勘测工作的应用可以有效提高地质勘测工作质量。而地质勘测工作主要包括布设工程点的测量、地质工程点的
定位测量、地形测量、矿区控制测量、贯通测量、勘测线剖面的测量、勘测坑道测量、物化探测量等。因此为了保障地质勘
测工作的有效性,本文概述了地质测绘,阐述了 GPS-RTK 测量技术的主要特征以及 GPS-RTK 测量技术在地质勘测中应用的
重要意义,对 GPS-RTK 测量技术在地质勘测中的具体应用进行了探讨分析,旨在提高地质勘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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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了测量技术水平,同时地质

坐标系中的三维坐标。RTK 技术的精度非常高,可以精确到

勘测工作也不再仅局限于最简单的测量方法和仪器,开始利

厘米级。测设放样和测点定位是 RTK 系统应用的主要测量任

用先进的勘测技术和勘测仪器进行地质勘测工作。先进的测

务。在流动站和基准站共同工作时,工作人员带着流动站系

量技术就是将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以及数字化测绘图结合

统在测区来回行走,进行对工程点采点测量。GPS-RTK 测量

起来,共同为地质测绘服务,实现数据的全面收集,并且在系

技术主要具有以下特征：(1)GPS-RTK 测量技术相比于传统

统内部正确安装,输入、导出,进而进行标准化的测绘操作。

测量作业,不易受到气候和季节等因素的影响,测量精度和

在进行测绘过程中,较多的应用到自动化系统,促进了测绘

效率较高,可以在可见度低和通视条件差的情况下进行测量

效率的提高,自动化程度的加大,减少了人力资源的使用量,

作业。(2)定位准确,数据安全度和可靠性较高。GPS-RTK 技

不仅实现了人力资源成本的节约,而且保证了测绘结果较高

术可以在地形复杂和地物障碍重重的环境中进行快速高精

的精度以及准确度,可以客观、真实的反应地质状况。其中

度定位。(3)综合测量能力强,实现了集成化和自动化作业。

GPS-RTK 测量技术在地质勘测工作的应用,可以更好的为地

GPS-RTK 测量技术可以适应各种内外地质勘测测量的实际需

质勘测服务。以下就地质勘测中 GPS—RTK 测量技术的应用

求,并通过基准站直接与用户联系,传输实时数据信息,实现

进行探讨。

了对测量作业的高效控制和管理,同时还为作业指挥系统的

1 地质测绘的概述

建立和完善提供了良好的基础。(4)操作流程简单,具有强大

地质测绘主要是通过对与工程建设相关的地质现象进

的数据信息收集和处理功能,存储信息量大,可以自由与计

行严密观察、分析和描述后,将相关的工程地质理论作为理

算机和全站仪等设备通信。(5)定位快速,作业人员少,具有

论指导,确定所观察的建筑地段的地质条件后,根据规定比

很高的综合效益。在测量作业中,整台 GPS 接收机只需一名

例尺,按照精度要求规范在地形图上将工程地质条件中具备

操作人员。同时,该技术的测点定位较快,只需两秒即可获得

的各个要素标出,与测试、勘探和其他相关的勘察资料相结

待测点坐标,综合效益明显提高。

合后,最终将地质工程图绘制出来。其能够对场地和地段的

3 GPS-RTK 测量技术在地质勘测中应用的重要意义

适宜性与稳定性进行合理评估,最大程度避免其给工程建设

地质测量工作是地质勘测工作的的重要环节,通过地质

带来的损失。将现代测绘技术引入地质测绘工作中,不仅可以

测量可以为地质勘测工作提供比例尺地形图、地质剖面图、

实现高速度的网络传送,信息共享和妥善处理；而且数字化测

布设规则测网等,从而为具体的地质勘测工作提供最全面的

绘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依据地质工程的实际状况进行调整。

依据。GPS-RTK 测量技术在地质勘测中应用的重要意义主要

2 GPS-RTK 测量技术的主要特征

体现在：(1)提高地质勘测工作效率。利用 GPS-RTK 测量技

GPS-RTK 测量技术是实时、动态定位技术,也是 GPS 测

术,通过基准站上的 GPS 全球定位系统,接收所要勘测地区

量技术和 RTK 数据传输技术的合称。其将 GPS 测量技术和

的地质信息,可以有效地避免因地势、地形、建筑等原因而

RTK 测量系统相结合,是一种实时动态载波相位分差技术,具

造成的干扰。此外,还可以减少传统测量过多的控制点、测

有强大的勘测功能,其精度和可靠性较高。其中 GPS 技术,

量仪器的数量,能够快速的定位,能够一次测完以测量点为

即全球定位系统,是由美国研制的一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中心,2km 半径的侧区。GPS-RTK 测量技术受电磁波的影响比

它通过地面卫星接收机来接收卫星发出的各种信号,进而建

较小,在电磁波的环境下也能快速的定位、测量。作业速度

立起一个定点三维坐标,实现跟踪定位。而 RTK 技术又称载

快,提高了地质勘测工作的效率。(2)提高地质勘测的精确

波相位分差技术,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确定测量点在一个指定

度。GPS-RTK 测量技术所受条件限制少,所用的仪器和技术

128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地矿测绘

Geological min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第 2 卷◆第 3 期◆版本 1.0◆2019 年 6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都是最先进的,因此定位精度高、测量数据、信息安全可靠。

适应地质勘测工作的复杂环境,使野外工作的时间得到减少,

(3)可以快速分析处理测量数据信息。GPS-RTK 测量技术自

从而提高工程点布设的精确度,提高工作效率。(2)地质工程

动化程度高,操作简单便捷,只要在基准站上进行一些简单

点的定位测量。采用 GPS-RTK 测量技术可以把离国家规定控

的设置,就可以自动的获得测量结果坐标。此外,GPS-RTK 测

制点较远的测量工区控制点发展到 GPS-RTK 测量控制区域,

量技术具有较强的数据输入、存储、处理和转换的能力,能

从而便捷、准确的对地质工程点进行定位测量。在采用

够和计算机等其他仪器一起使用。

GPS-RTK 测量技术对地质工程点进行定位测量的时候,架设

4 GPS-RTK 测量技术在地质勘测中的具体应用分析

移动站和基准站要选择有利的地形对工程测量点进行逐步

测量是地质勘测中的基础性工作,直接关系到整项勘测

的测量。(3)地质勘测中 GPS-RTK 测量技术的地形测量。

工作的最终成效。随着我国地质勘测水平的不断提升,地质

GPS-RTK 在测量单点时和全站仪一样,所用时间都较短。但

测量技术呈现出自动化、实时化、数字化、多功能化发展趋

GPS-RTK 测量技术实施数字化测图,无需频繁的换测站点和

势趋势。其中,GPS-RTK 测量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地质勘测测

定向通视,减少了转站时的误差积累,同时还实现了多个流

量工作中,以下就 GPS-RTK 测量技术在地质勘测工作中的应

动站同时工作,测量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由此可

用进行分析。

知,GPS-RTK 测量技术在测量地形中具有很大优势,不仅测量

4.1 应用 GPS-RTK 测量技术的基本依据

速度快,而且测量准确率高,提高了作业效率。(4)地质勘测

应用 GPS-RTK 测量技术进行地质勘测工作之前要以国

中 GPS-RTK 测量技术的剖面测量。GPS-RTK 测量技术具有测

家级土地资源局所提供的控制点作为地质勘测坐标和高程

量、放样、检算于一体的特征,能够在勘测线的横断面上进

起算点。其依据主要有：《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

行剖面测量,并且能够对土石方进行相关的计算。相比传统

《地质勘测测量规范》等。

的勘测线剖面测量,GPS-RTK 测量技术的放样功能较强,整个

4.2 结合实际合理架设基准站、移动站
基准站架设的地点要选择在周围无高度角超过 10o 的

勘测线剖面测量工作只需一名操作人员即可完成。
5 结束语

障碍物、附近没有强烈干扰卫星信号、远离大功率天线发射

综上所述,随着全球定位系统测量技术的不断完善,促

源、视野开阔的地方。基准站架设的时候要综合的考虑人员

进了 GPS-RTK 测量技术的应用发展,并且地质勘测中应用

操作的便利性,要根据 GPS 发射电台的功率和覆盖能力设定

GPS-RTK 测量技术可以充分利用 GPS-RTK 测量技术的特点,

基准站和流动站之间的间距。架设好基准站上的 GPS 接收机

提高地质勘测工作的效率和精确度,从而更好的为地质勘测

和天线之后,要用手簿连接基准站,通过采集基准站点的坐

工作服务。因此对 GPS-RTK 测量技术在地质勘测中的应用进

标,输入基准站仪器的高度,保存基准站的设置。连接基准站

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和移动站的时候要注意保持它们之间的各项参数的一致性。
4.3 地质勘测中 GPS-RTK 测量技术的具体应用分析
地质勘测的设计、地层构造的研究、矿体地质储量的计
算及地质报告的编写所用的基础资料都是由地质勘测测量
工作提供的。因此地质勘测测量是地质勘测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 分 。 地 质 勘 测 测 量 包 括 以 下 几 方 面 ： (1) 地 质勘测中
GPS-RTK 测量技术的放样地质勘测工作需要进行工程点的布
设。一般地质勘测区域面积较大,多在山区,地形也较复杂,
严重影响传统测量的通视效果。利用 GPS-RTK 定位技术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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