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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分析研究了工程测量误差来源,指出了减少误差的措施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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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sources of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errors are
analyzed and studied, and the measure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reduce errors are pointed out.
[Keywords] Engineering survey; Error source; Difference elimin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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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来源分析

呢？笔者就这几个问题在实际工作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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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测量等。此外,还将用于大型设备的

无论是工程建设各阶段的测量工作,
还是不同工程类型的测量工作,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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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误差分析和测量平差理论选择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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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绘图工具的标称精度是不一样的,仪

3 工程测量误差减少的措施和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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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门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都要考虑各

不到位等致使测量结果的差异。③天气

在科学技术发达的当今世界,测量

级政府或部门的权限或裁量范围,在测

暗淡和被观测目标隐蔽会造成目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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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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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仪器检查校正要求严格检校,减少因

间；风力最好在一级一下；观测视线应

差理论来分析,其精度不一致,对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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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客观环境等因素综合考虑,选择最佳

保持仪器的稳定性和通视良好；选择大

的方法进行测量。

3.3根据客观环境条件采取必要的

气透明度好的天气才能保证照准精度高

4 结束语

工程测量的客观环境条件有它的绝

和仪器内的清晰度。通过这些措施选择

不论什么性质的工程测量只要克服

对性和相对性,具体表现在：一是绝对性

有利的观测时间和避开不利因素,可以

人为因素、仪器设备因素和客观环境条

主要表现在工程项目地所处的地理位置

使这些外界因素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件因素,选择最佳测量方法,通过专业技

固定性,派生出地形、地势条件的不可更

从而降低误差绝对值。

术人员公正、客观、科学、准确地进行

措施达到减少误差的目的

改之特点,从而在测量方法、仪器选择是

3.4明确工程测量范围界址和界标

测量,对国家和单位、个人都不会造成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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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既要考虑到有利于提高精度,又要考

确与否直接影响面积的准确性。范围界

管理工程建设项目的目的,最终为我国

虑到节约时间,省工提高效率,更重要的

址和界标也具有相对性和绝对性,四至

的经济建设服务。

是要考虑安全等因素视其具体情况而

界线双方协定时是相对的,将界址和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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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期间团员青年成长的探析
张扬 张芮菡
山东沂蒙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DOI:10.12238/btr.v4i3.3686
[摘 要] 抽水蓄能电站的建立,可改善火电机组运行条件、减轻电网调峰压力、增加电网应急能力,同时,
将进一步拉动人民就业,推动当地旅游和经济产业发展,对推进区域经济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电站模式也给我国电力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为了可以全面落实抽
水蓄能电站建设工作,必须对团员青年队伍思想现状进行提升,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切
实发挥共青团组织在加强和改进企业青年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本文主要阐述了在抽水蓄能电
站建设期间团员青年成长成才教育方式,为进一步提升电网人才素质提供参考。
[关键词] 抽水蓄能电站；团员青年；思想政治建设
中图分类号：TD872 文献标识码：A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f Youth League Members' Growth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umped Storage Power Station
Yang Zhang Ruihan Zhang
Yimeng Pumped Storage Co., Ltd. in Shandong Province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pumped-storage power stations can improve the operating conditions of
thermal power units, reduce the peak load of the power grid, and increase the emergency response capacity of
the power grid.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further stimulate people's employment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tourism and economic industrie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djusting structure, promoting transformation and benefiting people's livelihood.This power station model also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my country's power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fully imple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pumped-storage power sta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current ideological status of the
youth team, play a pioneering role and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in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of enterprise
youth. This article mainly elaborates the education methods for youth growth and talent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mped storage power station,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ower grid talents.
[Keywords] pumped storage power station;youth league members;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引言

外由认识到共识、从共识到共为,为能源

的开展一些活动,并没有从宣传,岗位需

在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期间,为了深

电力事业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求以及资源配置的角度来开展具体工作,

1 团员青年成长成才面临的主
要问题

因此所建立的企业文化较为片面。青年

化国企改革、党的建设和能源电力发展
的一系列重要精神,落实“四个革命、一

工作的改进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和青年群

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建设具有中国

1.1团员青年思想政治工作效率低

体的变化,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机

特色国际领先的能源互联网企业的战略

在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期间,重实际

制明显滞后,团青工作的实效不明显,青

目标。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有许多新技

生产、轻精神建设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年员工对基层团组织的关注度降低,缺

术、新问题亟待研究解决,迫切需要基层

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和渗透性不

少依赖感。

青年人才队伍进行支撑。充分发挥青年

强,开展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少。在实际建

1.2组织建设与时代发展不协调

人才队伍的优势,贡献智慧,推动行业内

设团员青年文化的过程当中,知识单一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进步,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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