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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 GPS 技术的主要设备进行探讨,分析了 GPS 技术运用于土地地籍测绘的优势；从控制测量、土地利用变更调
查、细部测量以及勘察定界等方面对 GPS 技术使用情况进行了探讨；从是否需要增设或测量三角网、确保地籍控制网点的
密度与精度、布网选点以及处理数据等方面对 GPS 技术的要点进行了探讨,对从业者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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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测绘是获取和表述土地和土地上建筑物的权属、位

2.1 GPS 技术运用于控制测量

置、形状、数量等信息的基础工作,并为产权管理、税收、统

地形地籍控制测量过程中采用 GPS 技术进行测量,由于

计等多种用途提供定位系统和基础资料。随着 GPS 全球定位系

GPS 技术不要求观测站点之间具有良好的通视性,因此妥善处

统技术的日益成熟及广泛运用,极大地提高了地籍测绘的先进

理了对测量点的方位进行选取的问题。控制测量过程中出现精

性和科学性。

准度估算值较小的现象时,采用 GPS 技术能有效保证测绘精准

1 GPS 技术概述

度。测绘工作中,面临增设三角网的对角线以及加测问题时,

1.1 GPS 主要设备

采用 GPS 技术进行测量,仅需要仪器与设备能满足相应精度即

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是指采

可,不会导致工作量被加大。夏海宁等[1]将 GPS 运用于高铁的

用定位卫星对全球范围内地点进行定位的技术。GPS 系统由

控制测量,得到较为经济、成果可靠且精度良好的 GPS 网形,

GPS 用户设备、注入站、主控站、监测站以及 GPS 卫星构成,

为工程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

其中的核心因素是 GPS 卫星,由卫星实现定位；注入站、主控

2.2 GPS 技术运用于利用变更调查

站以及监测站是地面支持系统,负责对卫星进行监测与控

当地实际情况发生变动时,地形地籍的信息也将随之发

制,GPS 用户设备对 GPS 信号进行测量、变换、跟踪以及接受,

生变动,因此土地信息处于动态变化的状态,需要具有较强

其关键部分是 GPS 芯片(图 1)。

的空间逻辑能力才能对其进行准确分类。未采用 GPS 技术进
行利用变更调查时,多需要采用平板仪进行补测,尽管这种
方法具有操作程序简便的特点,但是该方法的工作效率不高,
因此无法满足测绘工作的要求,对测绘行业的发展也是不利
的。将 GPS 技术运用于土地利用变更调查,不仅能为测绘工
作的精度提供保障,还确保了测绘工作的效率。
2.3 GPS 技术运用于细部测量

图1

GPS 系统图示

1.2 地籍测绘中运用 GPS 技术的优势
1 2.1 适用性强
地籍测量过程中采用 GPS 技术对控制点的选取要求不
高,因此具有较高的适用性。GPS 技术测量过程中,不要求地
面具有良好的通视性,确保无信号干扰即可,选点具有较高
的灵活性,能有避免危险区域测绘过程中的选点危险,因此
具有极强的适用性,能进行全天候作业。

以往地形地籍测绘工作过程中,进行细部测量的过程中,
多采用局部剖析的方法进行测量,通过局部剖析对权属界址
点的外部形状、方位等予以掌握的同时,还要分析并测绘其面
积大小。将 GPS 技术运于运用于细部测量,可以通过 GPS 技术
联合其它技术进行测量,丰富了细部测量的测量方法。
例如,魏二虎等[2]对北斗、GPS 单系统以及北斗+GPS 组
合单点定位的精度进行分析与评价,认为组合系统单点定位
的稳定性、精度等均更优(图 2)。

1.2.2 效率高
地籍测绘过程中采用 GPS 技术,当对地形较为简单的测
区进行测量时,设站一次即可完成半径 5km 区域的测量。GPS
技术的采用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明显减少了外业工作人员的
工作量,减轻了其劳动强度,对节省外业费用作用明显。
2 GPS 技术在各种情况下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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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北斗、GPS 与北斗+GPS12 测站的东北天方向均方

3.3.1 确定观测方案
测设过程中,布设地籍平面控制网,结合规模确定收集

根误差、平均卫星个数与 POP 值
地址界限所属界址点、地址界线位置等数据需要通过细
部测量才能获得,《城镇地籍调查规程》中关于界址点的误
差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例如城镇与街坊内部的界址点误差

控制为各等级地籍平面控制网点,采用 GPS 进行地籍控制时,
可采用近似等边代替常规三角网。
3.3.2 选点与确定观测方案

应在 5cm 内,城镇街坊与村庄内部隐蔽的界址点的误差应在

GPS 运用于地籍测量时,不要求两点之间的通视性,对网

10cm 内。将 GPS 技术运用于细部测量,能为地籍细部测量精

形结构的要求也不高,因此选点更为方便、简单。选点时需要

度提供保障。

对定位与测量结果的关系进行充分考虑,全面了解并掌握测

细部测量过程中,部分情况下可能导致 GPS 技术无法运用

区内的原测点、环境以及地理位置后,再确定观测站的位置。

于地籍细部测量,此时采用 GPS RTK 技术进行测量,与全站仪、

选点时需要确保所选点的对空通视条件良好,尽量避开雷达、

测距仪等相比,采用该技术具有实时传递的特点,也能明显减

电视塔、发射天线等,保持布置场地平稳,避免设置于斜坡上。

少通讯交流的频率,从而为工作效率与精准度提供了保障[3]。

3.4 处理数据

2.4 GPS 技术运用于勘察定界

3.4.1 预处理

我国对土地管理极为严格,集体所有地、个人住宅基地,

预处理原始数据,对基线向量进行解算,检核环闭合差、

农村用地还是城市用地的管理制度都极为严格,标号登记制

同步观测数据等,要求其精度与设计书以及相关规范保持一

度是土地的管理制度,通过这一制度对土地的使用进行了严

致。预处理数据,从而对原始数进行整理、加工以及编辑,

格的管理。勘测过程中必须对误差进行严格限制,从而为数

将信息文件予以分流,从而为平差计算提供条件。

据库中的数据权威性提供保障。

3.4.2 后期处理

土地勘察的定界工作是否到位,影响着地形地籍登记与

对预处理后的标准化数据文件进行平差计算,完成 GPS

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的同时,也对相关主体是否能合理使用

网的三维无约束平差并得出可靠的观测量,结合需求选取城

土地具有直接影响。未采用 GPS 技术进行地形地籍测绘时,

市或国家坐标系进行二维约束平差[6]。

人们开展勘察定界工作时,多采用测量设备进行,但是以往

3.4.3 分析误差

的测量设备具有受环境影响较大的缺陷,进而导致测量结果

GPS 地籍控制网的控制网精度影响因素为观测数据的精

的精度受到影响。将 GPS 技术运用于勘察定界工作中,由于

度,观测数据的精度误差来源较多,因此需要对误差进行分

GPS 技术受到环境影响较小的缘故,测绘工作的精度得到极

析并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控制。

大提高,GPS 技术的采用使得工作强度得到明显降低,测绘质
[4]

量与测绘效率均明显上升 。

4 结束语
GPS 技术已经成为当前常用的地籍测绘方式,工作人员

3 GPS 技术在土地地籍测绘中的技术要点

必须熟练掌握工作原理以及操作方法,从而为地籍测绘的质

3.1 三角网的增设或测量选择

量提供保障。本文对 GPS 技术的主要设备、技术特点、在土

传统地籍测绘过程中,不测量已有三角网或增设三角网

地地籍测量过程中的使用情况以及技术要点进行了探讨,具

就开始传统地籍测绘,其测绘结果是不可信的,为了确保测

备一定借鉴意义。

量精度,必须增设三角网或对一个三角网进行测量以便于为

[参考文献]

测量结果的可靠性提供保障。

[1]夏海宁,张帆宇扬,袁德宝,等.GPS 在高铁控制测量中的

GPS 技术运用于地籍测绘的过程中,可以结合精度要求
以及其它要求,自行选择是否需要增设三角网或测量三角网,
当精度要求不高时,可以选择不增设或测量三角网,原因在

精度分析—以西成高铁为例[J].测绘通报,2018,(10):117-121.
[2]孙家兵,何雪,张立功.联合多台 GPS 观测值计算动态
定位 GPS 高程的改进方法[J].测绘通报,2018,(05):90-92.
[3]魏二虎,刘学习,刘经南.北斗+GPS 组合单点定位精度

于 GPS 测绘不要求两点通视。

评价与分析[J].测绘通报,2017,(05):1-5.

3.2 确保地籍控制网点的密度与精度
地籍测量工作开展前,先控制测量全测区,从而为数据采
集、地籍图件的绘制打好基础。确保地籍控制网点的密度与精
度,从而满足待测量土地权属的特征点的要求,地籍测绘控制
测量包括地籍控制测量与基本控制测量,对基本控制测量予以
分级,以分级结果为依据,进行地籍控制测量。实际测量过程中,
[5]

布设相应等级的 GPS 网、导线网、测边网以及三角网 。

[4]马铭,陈好宏.GPS 施工控制测量投影变形工程应用研
究[J].测绘通报,2016,(10):148-150.
[5]徐家峰.GPS 测量技术在衡水市地下管线普查项目中
的应用[J].测绘通报,2016,(2):69-71.
[6]李邱林,杜全维.GPS 与全站仪数据联合平差方法研究
[J].地理空间信息,2017,15(07):73-75+85+10.

3.3 布网选点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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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