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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各行业的技术都得到了进步和更新,特别是测绘行业。测绘工作是工程项目规划
建设的重要基础工作,测绘行业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于工程项目建设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基于此,本文主要分析了工程测量中
的测绘新技术,研究了 RTK 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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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测量中的测绘新技术

谱分辨率有所提高,在当前的地理基础信息观测方面发挥着

1.1 信息化测绘技术

重要的作用[3]。

就信息化测绘技术来说,其是以国内传统测绘技术为基

1.5 数字摄影测量技术

础发展起来的,其发展过程为：由传统测绘技术发展为数字

随着各项技术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测绘行业中出现了

化测绘技术,之后发展为信息化测绘技术,该技术的发展在

数字摄影测量技术,其在工程测量中发挥着重要的效能。通过

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测绘行业的发展[1]。随着测绘技术进入信

应用数字摄影测量技术,工程项目建设中获取的测量数据更

息化阶段,测绘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也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

具有可靠性、真实性。同时,该技术涉及了计算机技术、卫

使得国内测绘技术朝着智能化、信息化发展。实际上,信息

星监控、摄影技术等多个方面,兼具多项技术的优势,大大提

化测绘技术是一项地理信息服务,在各个行业中的到了广泛

高了工程测量的理论依据。

的应用,比如工程测量、生态建设、节能减排等,该技术的应
用不仅增加了经济效益、国民效益,而且提升了综合国力,

2 测绘新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研究
本文以吉林省数字松原地理空间框架建设为例,对测绘
新技术在工程测量中应用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具体如下：

促进了国家的持久稳定发展。

2.1 工程概况

1.2 全球定位系统技术(GPS)
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发展的背景下,全球定位系统技术

本次测量地区属于吉林省松原市,松原市位于吉林省西

在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工程建设领域应用

北部,地处松嫩平原南端,且气候四季分明,交通便利。本次

比较普遍,极大程度上保障了定位测量的精度,为工程项目

测区范围为东经 124°46ˊ～124°54ˊ,北纬 45°04ˊ～

建 设 奠 定 了 坚 实 的 基 础 。 同 时 , 随 着 RTK 技 术 的 出

45°15ˊ,总面积在 110 平方公里左右。该测区测量采用的

现,GPS-RTK 技术受到多个领域的青睐,不仅保障了测量精度,

是 1:500 地形图测绘比例尺,施测范围包括两部分,即江南

而且还具有作业要求低、作业自动化和集成化程度较高、数

测区、江北测区。其中,江南测区的范围为：东至两加山村、

据处理能力强等优点。

西至小后屯和石油工矿区、北至松花江南岸边,东南与西南

1.3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GIS)

分别到达葛新窝堡、G203 与 G302 交汇处。江北测区的范围

就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来说,其涉及计算机科学、测绘遥感

为：北至雅达红工业集中区北端、南至松花江北岸边、东至

科学、空间科学、环境科学等多个学科,具有数据采集、存储、

G45 大广高速路、西至原松北药厂。作为数字松原地理空间

管理等多方面内容,通过对获取数据的分析和研究,并得出一

框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次测量按照国家及行业标准,

定的结果结论,能够为项目建设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另外,

采用 GIS、GPS 等测绘新技术进行该测区的测绘工作。

地理信息系统本身可以完成数据、图形的显示和输出,其是

2.2 技术路线

现阶段的一项高新技术,能够进行数据处理、测量测绘等多

2.2.1 已知图片资料和控制点资料

[2]

方面作业 。

为了有效地进行测区的测绘工作,为测区所属区域的规

1.4 遥感技术(RS)

划建设,则需先调查与研究测区已知数据。经调查得知,测区

所谓的遥感技术,是建立在航空摄影技术基础上的,其可

内存在以下几项图片资料：一是 2011 年由吉林省测绘地理

以获取基础的地理信息,在工程测量中也有广泛的应用。遥感

信息局编绘的 1:50000 比例尺地形图图纸；二是松原市规划

技术在实际的工程测量应用中,可以实现大范围面积的同步

局提供的 2006 年航测法施测的 1:500 地形图,坐标系为松原

观测,并保障测量数据的有效性、完整性。在遥感技术的不

城市坐标系等。控制点资料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平面控制

断推广应用中,逐步实现了中小比例尺形图数据的有效收集,

资料,有 2004 年由吉林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施测的 C 级 GPS

为城市规划建设提供有效依据,同时使得形图数据的全色光

成果(C702、C703、C704、C705、C706)和 D 级 GPS 成果(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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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学校、气象局、韩家店),1980 西安坐标系；二是水准点

表 1 D 级 GPS 控制网基本技术要求

资料,有黑龙江省第一测绘大队敷设的长春二等水准点、长
岭二等水准点、三岔河二等水准点,1985 国家高程基准成果,

GPS 网等级

D级

项目指标

以及吉林省第二测绘院敷设的新发屯三等水准点、大洼子镇

闭合环或符合路线的边数

三等水准点,1985 国家高程基准成果。

相邻点最大距离

(km)

≤10

相邻点最小距离

(km)

≥2.5

相邻点平均距离

(km)

≤5

2.2.2 作业流程
在本次测量中以已有控制点进行 D 级 GPS 控制网的布设,

GPS 网设计

≤10

并通过几何水准方法,结合高等级水准点完成四等水准联

最简异步环或符合路线边数

测；通过 JLCORS 进行图根控制点的布设,在 RTK、全站仪等

GPS 网点布设平均密度点 km

——

水平分量

(mm)

≤20

垂直分量

(mm)

≤40

进行数据采集；以《南方 CASS8.0 成图系统》软件为基础,
进行数据信息处理、图形信息的编辑；并通过 EPS2008 地理

≤8
2

基线测量中误
差б

信息工作站、arcgis 来完成地形图数据库的建立。相应的

GPS 测量模式

作业流程图,如下图 1 所示：

卫星截止高度角 (°)

≥15

数据采样间隔 (s)

5～15

GPS
观测

静态

同步有效观测同类卫星数

≥ 4

观测时段长度 (min)

≥60

观测时段数

≥1.6

PDOP 值
同步观测接收机数
平差基线最弱边相对中误差

＜6
≥2
≤ 1/45000

2.4 数据的采集,测图的绘制
通过 RTK 技术进行相应数据的采集,并对获取的数据进
行处理。经对比分析可知,上述测量结果符合测绘工作需求,
根据测绘的结果,进行测区图的绘制工作。

图 1 作业流程图

3 结束语

2.3 控制点的布设和 RTK 测量
按照任务的测量要求,对控制点进行了布设。完成控制点

综上所述,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和人们的不断钻研下,

的布设后,在检验一切工作满足技术指标要求后,应用 RTK 技

不断出现了测绘新技术,这些技术在工程测量中发挥着重要

术进行测区的测量工作。并应用全站仪极坐标法辅助测量工

的作用,不仅提高了工程测量的精度和质量,而且极大程度

作的完成,并保障测量数据的有效性、可靠性。其中,D 级 GPS

上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为工程项

网布设示意图,如下图 2 所示,技术指标要求如下表 1 所示。

目的后续规划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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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D 级 GPS 网布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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