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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建筑工程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想要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必须要做好建筑工程测绘工作。工程

测绘是建筑工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但当前的建筑工程测绘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主要从测绘技术在建筑工程中的
应用出发,分析了当前建筑工程测绘技术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几点改进建筑工程测绘技术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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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建筑工程中常见的测绘技术
1.1 GPS 定位技术

2.1 控制网的施测方式
在工程测量时,根据建设方提供的平面控制网来摆设相

GPS 定位技术在工程测绘中的应用比较广泛。GPS 的特

应的控制坐标点,该项目中场地南侧鸿福路上有东莞市规划

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应用范围广。GPS 测量技术不

局布设的一级控制点 I0372、I0371,经检查,控制点保存完

仅可以应用到工程测量中,在航空摄影测量、海洋测量、大

好,精度均较好,可以作为起算点使用。在测量过程中可以利

地测量等方面都比较成熟,而且还能够测速和测时。二是定

用全站仪设备进行坐标点的设置,根据该项目的实际情况,

位的精准度较高,GPS 在工程测量中的 50km 范围内的相对精

一般设置 4 个控制坐标点,控制点坐标情况如下表。在测量

度达到 1×10-6～2×10-6,100～500km 范围内的精度可以达

中需要反复测量,尽量降低误差情况。

-7

-9

到 10 ,1000km 以上可以达到 10 。三是操作难度较低,GPS

表1

控制点坐标

测量的使用较为方便,在实际操作中也没有太高的难度,上

点名

X 坐标

Y 坐标

等级

手操作简单。此外,使用 GPS 测量技术不受时间、天气、环

II0371

545789.5550

375305.3380

一级控制点

II0372

545959.1230

375060.6010

一级控制点

II01

545989.3206

375097.3136

二级控制点

数字摄影测量技术是将传统的测量技术、影像处理方式

II02

546160.1067

374809.9484

二级控制点

等多种技术融合到一起,最终以摄像图片的方式呈现出来。数

II03

546527.1929

375060.9149

二级控制点

字摄影测量技术是在摄影基础上加入了多种测量方式,最终

II04

546278.1448

375221.3094

二级控制点

境等外在因素的限制,还能够建立三维坐标系统,实现数据
的精准测量[1]。
1.2 数字摄影测量技术

备注

实现对工程的测量。数字摄影测量技术可以突破地理位置上
的局限性,传统的测量方法在遇到一些面积较大或地形情况

2.2 高程控制点的施测方式

较为复杂的地区时,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无法保证测量的精

为了确保工程测量的质量,需要将该项目的测量精度提

准度。而数字摄影测量而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升到三等水准的位置。根据实际情况,在设置中建筑物和水

1.3 信息化测绘技术

准点之间的间距需要在 25 米以上,并且保证水准点和护坡

在工程测绘中应用信息化技术可以提升测绘技术的数

之间的距离要保持在 15 米之上。在进行水准的测量时,测量

字化水平,借助信息化技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工程测量

结果要符合精度的要求。该项目的坐标控制点和水准点要在

的效率。信息化测绘技术中包括现代坐标的构建以及 RTK 技

同一控制桩上。

术。信息化测绘技术可以提升工程测量的准确性。当前,信

2.3 施工阶段的标高施测要点

息化测绘技术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这种测绘技术的应用可

在施工中要严格控制测量中偏差,根据三等水准点来进

以提升建筑施工的效率,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促进社会的

行标高的测量,层高之间的误差一般在 3 毫米的范围内,而

发展。

建筑物整体高度的误差允许在 15 毫米的范围内。标高的测

2 测绘技术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
项目位于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东莞大道与鸿福路交界,东
城与南城两大人口秘籍交汇处,西临东莞大道,南面鸿福东路,

量有 0±0.000 以上和 0±0.000 以下两种标高测量方法。
3 建筑工程测绘技术存在的问题
3.1 测绘工程进度难以控制

北接簪花路,东面有一规划中的道路。本项目占地面积 104870

一般情况下,在测绘结束之后需要对测绘结果进行检查,

平方米；长约 382 米,宽约 272 米；总建筑面积 104.5 万平方

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在确保测量结构准确无误的情况下,

米；整个项目由 4 层地下室、地上 5 楼塔楼及裙房组成。

才进行后续的施工,测绘工程的进度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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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进度。但就实际情况来看,测绘工程的进度是难以控制

最后,在测绘中要需要建立完善的执行和监督机制。加强对

的,大部分测绘工程都只对最终的测绘结果进行分析,一旦

测绘工程的监督,确保每一个环节的测绘都满足质量要求。

发现问题,整个测绘工程需要重新开始,这样不仅造成的时

4.2 严格检查测绘的数据

间上的浪费,还将会影响施工工期。另外,测绘工程的进度不

测绘数据的检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图形数

当将会给影响最终测量结果的准确性,测绘结果的准确性会

据检查。在测绘工程中图形数据是最基本的要素,只有确保

对施工的准确性产生影响,给施工带来较大的困难,甚至会

图形数据的准确性,才能保证最终的测绘结果。在进行图形

造成严重的质量问题。

检查时,要注意是否存在缺边、悬点等问题,在检查中要采取

3.2 测绘数据处理不当

严谨的态度,真正实现质量控制。二是对数据完整性的检查。

工程施工一般会通过招标的形式来选择相应的施工单

在大型测绘工程中难免会采用多个测绘机构同时作业的形

位,测绘也是如此。在实际的测绘工程中,经常会出现测绘人

式,各测绘机构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还有可能测绘

员从属多个测绘机构的情况,不同的测绘团队在进行测量时

单位和检查单位之间还存在符号对接匹配问题,产生数据无

往往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即便是使用相同的测绘技术,最终

法联合使用的情况。针对这些问题,需要加强对数据完整性

的测量结果也有一定的差异。这样在绘制地形图时就容易造

的检查,解决不同数据风格之间不兼容、不通用的问题。三

成一定的混乱,缺乏统一的标准。测绘结果的多标准化将会

是拓扑机构的检查。不同的测绘处理软件会产生不同的拓扑

给后期施工带来极大的不便。

结构,在检查中,需要注意拓扑结构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对拓
扑结构中存在的问题要及时采用相应的解决措施[3]。

3.3 测绘工程检查力度较弱
测绘工程的检查涉及到很多方面,不仅要检查测绘的质

4.3 加强测绘工程各阶段质量控制

量,还需要考虑资源消耗、成本控制以及施工质量等问题。

对于测绘的实施环节和验收环节都要加强质量控制。测

但在实际测绘工程检查中,大部分测绘工程都是采用测绘人

绘单位在测绘工程中需要定期做好数据的录入和输出工作,

员检查的模式,不应用专业的设备进行相应的检查,这种方

在绘制图像中要注意调整和修正数据,加强数据的完整性,

式存在一定的人为主观性,在检查中缺乏相关的依据,检查

做好每一个环节的质量控制,才能保证最终测绘结果的准确

不够细致。再加上测绘人员在检查过程中会存在包庇的行为,

性。验收阶段是质量控制的最后一个环节,在验收过程中需

不能完全保证测绘结果的准确性。

要对测绘方法以及测绘技术进行相应的检验。如果有必要还

3.4 测绘技术人员素质水平较低

需要进行检验机构的专业检验,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只有保

近年来,我国测绘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测绘人

证数据的准确性,后期的施工才比较顺利。

员的水平确没有明显的提升,整体素质偏低。在当前的测绘
工程中缺乏专业的测绘技术人员,而且人员更新的速度较慢,

4.4 提高测绘技术人员的综合水平
测绘人员的技能水平在测绘工程中也占有较大的地位。

测绘人员缺乏先进的理念,对先进测绘技术的理论知识和使

为此,测绘单位需要加强对测绘人员的培训,使其掌握最新

用方法掌握情况不够熟练,在测绘工程中遇到一些较为复杂

的测绘知识和先进的测绘技术,提升人员的技能水平,进一

的问题时,难以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导致测绘结果质量不

步保障测绘结果的准确性。此外,还需要加强人员队伍建设,

高、效率较低等问题[2]。

不断引进优秀的人员,提升测绘队伍的整体质量。

4 建筑工程测绘技术的改进措施

总而言之,想要提升测绘结果的准确性,需要在测绘工

4.1 健全测绘工程质量控制体系

程中不断应用先进的测绘技术,并解决当前测绘技术在建筑

测绘质量将直接影响施工工程,为了提升测绘质量,确

工程中存在的问题。

保施工工程的顺利进行,需要建立健全的测绘工程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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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测绘结果的统一性,解决测绘结果差异性较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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