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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测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测量的作业效率和工程质量。其
中,GPSRTK测量技术不仅拥有GPS的技术优势,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改进,在测量中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基于此,本文主要阐述GPSRTK测量技术在八达岭高速公路确权项目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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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区域利用加密控制点使用全站仪进行
数据采集；最后是内业的评定和分析,
将获取测区内地形点数据输入到内业,
之后进行内业数据的评定和分析,测量
结果满足要求后,进行宗地图的绘制。
将基准站架设在测区内空旷地带,
采用外挂电台模式建立基准站和流动站
的通信关系,使用流动站采集已知控制
点的大地坐标,通过手薄软件计算转换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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