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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 GPS RTK 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传统的地籍测绘方法在测量速度上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地籍测绘的要求,本文针对
GPS RTK 技术在地籍测绘中是否可代替常规的一、二级导线测量和界址点测量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了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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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知位置信息进行比较,得到 GPS 差分改正值。然后将这个改

GPS 是英文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的简称,其中文

正值及时地通过无线电数据链传递给流动站以精化其 GPS

简称为“全球定位系统”
。是 20 世纪 70 年代由美国陆海空三

观测值,得到经差分改正后流动站较准确的实时位置。流动

军联合研制的新一代空间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其主要目的是

站可处于静止状态,也可处于运动状态。

为陆、海、空三大领域提供实时、全天候和全球性的导航、定

RTK 分修正法和差分法。修正法是基准站将载波相位修

位服务,并用于情报收集、核爆监测和应急通讯等一些军事目

正量发送给流动站,以改正其载波相位,然后求解坐标。差分

的。经过 20 余年的研究实验,耗资 300 亿美元,到 1994 年 3

法是将基准站采集的载波相位发送给流动站进行求差解算

月,全球覆盖率高达 98%的 24 颗 GPS 卫星星座己布设完成。在

坐标。前者为准 RTK 技术,后者为真正的 RTK 技术。

我国测绘行业中,GPS 以其全天候、高精度、高效率等显著特

2 试验过程

点,成功地在大地测量、地形测量、工程测量、航空摄影测量、

2.1 使用仪器及解算方式

资源勘查等测绘领域得到了广大的应用,并随着其成本的降低,

使用中海达 V8 双星双频 GPS 接收机,其 RTK 标称精度

技术的发展将会给测绘领域带来一场空前的技术革新。
GPS RTK(Real Time Kinematic)技术又称载波相位动态
实时差分技术。它的出现使野外测量工作变得更加轻松,更

为：水平：±(20mm+1ppm×基线长度),RTK 差分数据采用
GPRS 网络传输模式。利用测区内已有的 4 个国家Ⅳ等三角
点作为起算数据并求解四参数进行地方坐标系的转换。

加有效,更加灵活。真正实现多快好省。目前各测绘单位在

2.2 试验区情况

地形测量的碎部点采集、施工放样等工程中已经开始使用本

试验区以辽西某县级城镇地籍测量数据为基础,试验区

项技术；但在地籍测绘工作中对 GPS 的应用还只是停留于利

内有 2008 年布设的一级导线网点 232 个,二级导线网点 287

用 GPS 的静态、快速静态等方法建立平面控制网、平面加密

个,其中一级导线网平均边长 291m,测角中误差±3″,平差

控制网,没有将 GPS RTK 技术应用于一、二级加密控制测量、

后 最 弱 点 平 面 中 误 差 为 ± 32mm, 最 弱 边 相 对 中 误 差 为

图根控制测量、地籍界址点测量当中,而且国家也无本技术

1/18000,以上精度满足一级导线要求；试验区内以平房区为

方法在地籍测绘中的应用规范,其成果的精度一直受到质疑,

主带有少量山地及楼房区。

尽管如此,它的诸多优点仍然引起了很多地籍测绘工作者的

2.3 GPS RTK 测量方法代替一、二级导线

兴趣。为此本文以在实际工作中的实验数据为基础,对 GPS

在试验区内均匀选取了 72 个一级导线点,利用 GPS RTK

RTK 技术在地籍测绘中的一些应用作了试验,并得出了一些

进行测量,基站设置在测区内一较高楼房顶部,距被检测最近

试验的结论,供广大地籍测绘工作者参考。

一级导线点为 46m,最远 5463m。在测量中为了减小对点误差,

1 GPS RTK 技术的基本原理及测量方法

每一个被检测点均使用了摆设三脚架的方式进行对中,使利用

RTK 技术采用差分 GPS 三类(位置差分、伪距差分和相

对中杆进行直接对中的对点误差控制在了 3mm 以内,在数据采

位差分)中的相位差分。这三类差分方式都是由基准站发送

集时,每一站上的采集都在得出固定解后,采用平滑采集最少

改正数,由流动站接收并对其测量结果进行改正,以获得精

2 分钟,从而提高采集精度。在内业处理过程中以一级导线点

确的定位结果,所不同的是发送改正数的具体内容不一样,

坐标成果作为真值,RTK 坐标成果与导线点的坐标成果进行比

其差分定位精度也不同。前两类定位误差的相关性会随基准

较,其最大差值Δx=±35mm,Δy=±41mm,RTK 观测中误差为±

站与流动站的空间距离的增加其定位精度迅速降低,故 RTK

44mm,从点位中误差的试验比较结果分析,RTK 代替一、二级导

采用第三种方法。

线测量满足规程要求；为近一步证明本结果,又利用全站仪测

RTK 的工作原理是将一台接收机置于基准站上,另一台

量了 29 条导线边,并与 RTK 测量结果的反算边长进行了比较,

或几台接收机置于流动站上,基准站和流动站同时接收同一

其检测边最长 362m,最短边 175m,平均边长 285m,距离最大较

时间相同 GPS 卫星发射的信号,基准站所获得的观测值与已

差 9mm,最弱相对中误差为 1/16500,满足一级导线 1/14000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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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工程测量科技进步很大,发展很快,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发展还很不平衡,尚跟不上国民经济建设发展和社会进

步的需要。令人可喜的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发展,以及 GPS、RS、GIS、3S 集成技术等测绘新技术以及数字化测绘、地
面测量等先进技术设备的应用,仅保证了土地测量信息的准确性,而且作为一种便捷的测绘工具,给地籍测绘工作带来很大的
便利,也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测绘人员的工作量,目前,测绘技术还在不断的探索和发展当中,在未来的工程测量中,必然会有更多
的测绘新技术应用到工程测量中,更好的促进工程测绘的发展。
[关键词] 测绘工程；测量技术；应用；发展
1 测绘工程测量技术的发展分析

在测绘技术上就有了新的发展,其中出现了较为先进的测量

测绘工程作为一门科学技术,在实际中的应用主要用于

工具与技术含量更好的测量方式和测量手段。另外,科技的发

对事物的测量及抽象表现,在以往测量工作中,测绘工作的主

展使激光电子等科技在测绘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如

要对象为建筑、交通等领域,测绘的内容也相对简单,在概念

电子的仪器、激光扫平等一系列都说明了测绘的发展也随着

上也单单指测量工作与绘图、放样等,涵盖的内容较少。而现

科技的发展在不断的进步,同时也是新时期测绘技术发展的

如今,在科技的不断进步的过程中,测绘工程技术已经有了新

基础。目前,测绘工程的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的发展,同时其作用也有了更高的要求。除了包含以往的测量

无论是在对房屋、道路等基础测量上还是对地形、地貌等较

绘图等工作,还有对测量的内容进行转化与对物态发展变化

为复杂的测量都有着一定的作用,并且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做初步的预报等内容。而其发展的过程也是由传统的测量技

测绘工程测量建设应用新型数字化技术可以通过计算机

术发展而来,在发展过程中逐步的加入了新的科技,新的内容,

的模拟信号,在屏幕上直观生动表达,在测量成果的使用、维护

逐渐的走向数字化,范围也更加广阔。从上个世纪的中后期,

和更新上具有方便快捷的特性,能够随时保持产品信息的现势

要求。综合以上两项,试验认为 GPS RTK 技术可以代替一、二

用。通过本次在地籍测绘中的试验,充分说明了应用 GPS RTK

级导线及图根控制测量。

技术进行地籍一、二级控制测量完全可以替代常规的一、二

2.4 GPS RTK 直接测量界址

级导线测量。

在试验区内分别选取了两个区域,一个区域为平房区,

3.2 利用 GPS RTK 技术进行地籍界址点测量时,在高层

界址点类型多数为Ⅱ类界址点,界址点点位中误差规程要求

建筑密集区不适合。在平房区且界址点多数为Ⅱ类界址点的

为±15cm,限差为±30cm；另一个区域为县中心楼房区,界址

区域可以使用 GPS RTK 技术进行界址点测量。

点类型多数为Ⅰ类界址点,界址点点位中误差规程要求为±

3.3 在本次试验中使用的为地籍一、二级加密控制点,因

7.5cm,限差为±15cm。检测过程中共检测了平房区 152 个界

原成果中甲方对控制点高程没做具体要求,所以,所采用的控

址点,与全站仪极坐标法观测结果相比较,其最大差值：X,Y

制点的高程精度不高,因此,在本次试验中没有考虑高程精度。

分别为Δx=±196mm,Δy=±184mm,点位中误差为±86mm,结

3.4 利用 GPS RTK 技术进行地籍测绘中的一、二级加密

果满足Ⅱ类界址点测量要求。在县中心楼房区共检测 34 个

控制测量可以大大提高测量的速度,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

界址点。中误差较大不能满足Ⅰ类界址点测量求,而且在测

及成本。

量过程中由于楼房较密较高,对 GPS 的卫星信号遮挡较严重,
有时得不到 RTK 固定解,所以,根据试验,GPS RTK 在多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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