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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GPS技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其应用范围也逐渐扩大。在进行土地勘测工作中,通过GPS网络
RTK定位系统可以明确的对土地情况进行测量,该技术具有精准性高、自动化以及高效益的特点,受到
科技工作者的广泛认可。本文针对GPS定位系统在土地勘测工作的实际应用展开分析工作。
[关键词] GPS网络RTK技术；土地勘测；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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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RTK Positioning Based on GPS network in land exploration survey
Chu Xu
Hubei coal geological geophysical survey team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application of GPS technology has gradually
expanded. In the process of land survey, RTK Positioning System Based on GPS network can clearly measure
the land situation. This technolog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accuracy, automation and high efficiency, and
is widely recognized b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worke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GPS
positioning system in land survey.
[Key words] GPS Network RTK technology; land survey; pract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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