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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GPS 技术是当前阶段最先进的空间定位技术,GPS 系统是全球性一款定位系统,具有多功能、高效率、高精度的一
系列特点。市政工程测绘的工作精确度要求较高,运用 GPS 测绘这一自动化技术,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能够提
升工作质量,并满足实际测绘的工作要求,大大节约了测绘时间,让测绘精度得以保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工程行业的较快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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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政工程测绘的目的和特点

运行,亦可选择最佳航线。特别是对军事上动态目标的导航,

市政工程建设包括市区生活所需要的一些基础设施和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配套设施,比如公路、桥梁、下水道等等。测绘的主要目的

3 GPS 在市政工程测绘应用

就是为城市所要进行的规划设计以及工程建设等等提供详

3.1 工程控制测量

实的测量图纸。所以,市政工程对测绘图纸有着很高的要求：

这一项要求控制网具有极高的精度,可以借助 GPS 将控

图纸要具有较大的比例尺,内容要尽可能地详细丰富,同时

制网建立起来,静态测量是最为精密准确的一种方法。这种

还要有很大的信息含量。市政工程测量往往具有以下的特

方法于进行测量的时候,可以随时得到需要的定位精度,多

点：测量图纸通常为具有大比例尺的带状地形图；测量所涉

台接收机可以一起进行作业,作业效率大大提高起来,这样

及到的内容极其丰富且琐碎；测量环境具有复杂而多变的特

后期的工作变得更加简单易行。还有一点需要注意,从 GPS

点,困难比较大,难度也比较大；还需要具有时间短、速度快、

自身的特点出发的话,控制点一定要进行合理的布控,站点

精度高的特点。

的四周应当是开阔的,一定不能有面积较大的 GPS 信号反射

2 GPS 技术概述

物,这样数据链才不会至于出现丢失,观测到结果的精度也

GPS 定位是以 GPS 卫星和用户接收天线之间的距离为基

不会受到影响。

本观测量,根据已知的卫星瞬时坐标,确定用户天线所对应

3.2 在隧道市政工程测绘中的运用

的位置,其实质是空间距离后方交会。在一个测站上只需 3

在以往的隧道工程测绘中,通常需要工作人员进行自行

个独立距离观测量。GPS 采用的是时差测距原理,即通过测

操作,而这种人为操作形式,难以保证测绘工作的精度,且工

量 GPS 信号从卫星传播到用户接收机的时间差计算距离,由

作效率较差。尤其在隧道市政工程测绘中,其地质条件较为

于卫星钟与用户接收机钟不同步,因此,观测的测站至卫星

复杂,若是没有对复杂地段进行安全性分析,很容易出现安

间的距离称为伪距。卫星钟差可以通过卫星导航电文提供的

全事故。而利用 GPS 测绘代替人工作用,可以保证工程测绘

钟差参数修正,接收机钟差难以预先准确确定,可将其作为

的安全性,且在实际测绘中,可以实现工程测绘的交互定位,

未知参数与观测站坐标在数据处理中一并解出。在一个测站

并显示出精确的测绘结果,对工程测绘工作流程进行分析,

上,除了三个待定位置参数外,还需要增加一个接收机钟差

以确保测量技术在实际工程测绘中达到最佳的效果。同时,

参数,因而至少应有 4 个同步伪距观测量,即至少必须同步

在工程测量前,利用计算机技术,还可以对实际测量的位置

观测 4 颗 GPS 卫星。

予以分析,以便及时发现测量过程中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做

GPS 技术相对于其他的定位、测量技术,其技术优势是
很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功能多、用途广。GPS 系统不仅可用于测量、导航,
还可用于测速、测时。测速的精度可达 0.1m/s,测时的精度
可达几十毫微秒。其应用领域不断扩大。

好相应的防治措施,以确保测量工作者的安全。而在隧道工
程测绘中,通过 GPS 动态测绘,还能够保证测绘数据的专业
性、权威性。
3.3 利用 GPS-PTK 直接进行全野外数据采集,绘制电子
图的方法

(2)定位精度高。GPS 可为各类用户连续提供动态目标

对 GPS-PTK 实时观测技术进行应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

的三维位置、三维速度及时间信息。随着 GPS 定位技术及数

定位需要的动态、快速以及高精度要求,并且进行野外数据

据处理技术的发展,其精度还将进一步提高。

采集时候更加快捷方便,数据进行存储和记录也更加安全有

(3)实时定位。利用 GPS 进行导航,既可实时确定运动目

效。只要是可以对卫星信号进行接受的地方,GPS-PTK 就可

标的三维位置和速度,由此可实时保障运动载体沿预定航线

以发挥出许多作用。利用 GPS-PTK 就可以对野外数据进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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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采集,并且具有以下优点：无须对控制点进行加密,只需要

对测量环境要求很高,因为许多因素可以对 GPS 信号的传送

根据些许基准点就可以完成坐标转换工作,可以迅速测地物

和接受造成影响,实地测绘无法做到和控制布网一样,可以

点的三维坐标,通过编码对数据进行记录；操作过程简单、

随意选择控制点周围的自然环境,所以,使用 GPS-PTK 来进

效率高。基准站开始工作之后,全部系统只需要一个人就可

行碎步采集的时候,无法将其作用全部发挥出来。此外,多路

以进行作业,另外一个人可以对数据进行记录和制图。此外,

径效应也是 GPS 中普遍存在误差的一个环节,想要使它减弱

也可以将基准站利用起来,一起设置多个流动站进行工作。

就要采用更好的天线设备,选择的测站要尽可能地与反射物

这种测量方法适合在地形开阔的测区进行使用,也可以是地

远离。

形比较平坦的测区,因为这样的地区影响 GPS 信号接收的因
素极少。

4.1 测绘地物点处无接收信号时的测量方法
GPS-PTK 在测量时往往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对地物进行

3.4 在房屋地形细部测绘中的运用。在市政工程地形的

测量时,流动站手持杆和所测地物点石重合的,PTK 无法进行

测绘以及规划图的绘制工作中,运用 GPS 定位测绘技术,可

初始化,接收机或者接收不到信号或者只能接收到很弱的信

以确保工作效率。例如,在房屋建筑地形的测绘中,通过利用

号,没有办法将坐标位置直接测量出来。如果一直等着接受

实时动态差分法,便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并确保工作精

信号,就会浪费大量的工作时间,降低工作效率。碰到这样情

度。而实时动态差分法除了能够进行建筑地形测绘,还可以

况的话,也可以用许多方法测算其平面坐标。

对界桩位置、土地权限分晁点等具有较高测绘难度的项目进

4.2 测绘地物点不能到达时的测量方法

行准确定位,且定位精度在厘米级,且整个测绘工作只需一

当作业者不能到达待测地物点时,或者是无法将 PTK 接

位操作人员便可以完成,大大降低了测绘成本,提高了测绘

收机放在待测地物点时,比如说是淹没在水中的建筑物。碰

效率。而在房屋建筑的测绘中,通过工程细部的测绘,能够更

到这样的问题,可以使用交会法来对坐标位置进行测量,实

加精确的分析房屋的使用状况,并对目标位置及数量进行确

施起来非常简单,具体步骤是：使用 PTK 在两个地物点连线

定,对内界址点、街坊外围界址点等间距差进行严格控制。

上分别测出两个坐标点,每两个坐标点就和地物点进行连线,

3.5 在施工时水准点中的运用。在传统的测绘过程中,
若是测绘间距相对较远,会导致水准点较难确定,使得工程

这样只需要得到四个坐标就可以将地物点的坐标推算出来,
绘制出其平面位置。

测绘进度受到影响,并降低实地勘探质量,无法进行缜密计

5 结语

算。而 GPS 测绘技术,可以协助工作人员结合卫星观测所记

综上所述,GPS 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也证明了当前

录、收集的工程信息、工程数据等,找准水准点,并确保了测

信息技术正在不断发展,这是一种新型的定位技术。能够对

量结果的精度,为工作人员的测绘工作提供了便捷,并降低

工程中需要掌握的点进行精确定位,提高了测量工作的准确

了测绘者的工作强度。

率,在使用这项技术的同时还应该注重它自身存在的问题,

3.6 利用 GPS-PTK 放样功能,配合图板,现场绘制不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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