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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建筑施工中,为保障施工效果,完善的工程测量工作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而在测量工作中,数字
化测绘技术的应用可以更好地保障测量效果,优化测量工作。为促进测量工作的顺利开展,本文对建筑工
程测量中数字化测绘技术的应用进行研究。以期为促进建筑工程测量中数字化测绘技术应用的提升奠
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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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building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ensure the construction effect, perfect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is an indispensable link. In the measurement work,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can better ensure the measurement effect and optimize the measurement work.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surveying work,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surveying. It is expected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surve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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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可以通过无人机遥感这一技术,整体地测量建筑区域；或以全站

在数字化测绘的支持下,计算机不再只得到传统的一类文

仪,在现场对地形的三维坐标进行自动采集；在三维扫描所支持

字信息,而是获得带颜色的一类图像系统,它能更加直观地展示

下,也能完成非接触式、快速的扫描,得到三维、高精度的数据,

相关信息。和传统测绘相比,它的测绘效果更好,效率也更高,

然后生成相关物体三维化的虚拟模型。在测绘的数字化影响下,

更能够满足新时期中工程测量的需求。为将其技术价值充分地

可以将测量的人工误差减少,保障数据采集的精确,使得工程质

发挥出来,在现阶段,便需要加强对它的研究分析。

量获得保障。

1 数字化测绘技术

其次,在计算机等的发展下,数字化测绘诞生,因此其有自

1.1技术概述

动化的功能。在制图时,应用相关技术软件,便能自动地识别数

数字化测绘技术是相对于传统人工测绘技术而言,基于计

据,对图示符号分析计算,并且正确选择。这样一则能确保数据

算机、网络技术发展而兴起的测绘技术,其通过计算机、互联网

更为精确,二则能保障地图的科学、规范,为施工带来数据上的

等工具的应用来开展的测绘工作,主要是通过对数据的采集,系

可靠支持。

统的对相关数据进行整合分析,旨在提升测绘效率与测绘质量。

再次,在测绘的数字化影响下,数字化产品在存储上的步骤

现阶段工程测量中,数字化的测绘应用,能够解决以往测绘的问

操作得到了充分简化,存放此类产品的环节被省略,数字化的各

题,为工程顺利的开展打好基础。同时,它们的应用,也能帮助工

种信息能够保障充分的准确。此外,在测量时,因为很多仪器都

程有效决策,将测绘的传统方式改变起来,实现一种自动测量的

能和计算机进行连接,所以,测量到的很多数据也能储存于其中,

目的。

在需要使用、查看信息时,只需在计算机内对关键词进行搜索即

1.2技术特点

可。而在发现数据存在误差时,也能直接在计算机内做修改,这

首先,和传统测量相比,它的测量往往精度更高。在测量时,

为测绘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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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测量中,图形属于非常关键的依据,其绘制要以测

绘的效率提高。

量的数据作为基础开展。在测绘的数字化支持下,在绘图时,能

2.3原图数字化方面

够快速找到地物符号,且对其进行调用,在短期内高效地绘制完

在以往的测量中,受资金等因素所影响,原图测绘往往比较

地形图。在绘图时,受数字技术的支持,测绘员也能系统了解地

形式化,其中经常有原有图像在应用中效果较差的问题,难以将

物连接的状况、地物位置等信息,在地图内容得到丰富的同时,

测绘效果充分地发挥出来。

也保障了地图的科学、规范。

首先,在测绘的数字化支持下,原图可以被数字化,原图能

2 建筑工程测量中数字化测绘技术的应用

够充分地发挥自身作用,这使得原图处理的效果得到了提升,也

在测量中,数字化测绘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地质勘察、地理

实现了投入资金、测量时间的节约,充分提升了测绘的效率。在

信息、原图数字化等方面,具体如下：

数字化处理原图时,一般会用到扫描矢量化这一处理方式,能将

2.1地质勘察方面

其精准度高、效率高等特点发挥出来,借助辅助的一定工具,最

在传统测量时,因为技术比较落后,外界的因素会带来较大

后将工作质量提高。但是,此类方法往往容易影响到原图本身的

干扰等原因,测绘一般不够精准,效率也比较慢。而在测绘的数

准确性,所以,它也一般作为测绘内比较紧急的一类措施被使

字化后,测绘在环境上的要求比较低,测量的精准度也比较高,

用。为避免其应用问题,可以通过修测、补测等方法,保障原图

效率比较快,满足工程测量的当下需求。对于一些工程内特殊的

本身的精准度,完成制图中的要求。

状况,可以对地面做等比放大的成像处理,将区域内的状况清晰

其次,在测绘的数字化下,数据及图纸内不完整的一些部分,

地展示出来。在测绘的数字化中,也能辅助应用一些传统技术,

也能被顺利恢复,利用缩放图等技术,使得所得图纸变得更为完

更为合理地去控制精度范围,将测量精度提高,避免有测绘误差,

整。此外,应用CAD软件,也能完成绘制工程轴线、俯视图的活动,

使得后续工作能够有序地开展起来。

获得工程施工的具体信息。在实际工作时,利用对数字地图、纸

在当下的测量中,对载波相位差分技术的应用较多。在它的

质地图的转换,能够将测绘成本控制起来。而其中对图层划分这

应用中,能得到准确性更强的测绘信息,并以三维坐标,对测绘

一方法的合理应用,也能将管理工作有效提升,把信息相同的属

的数据做优质处理,将其方便、精度高等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保

性收集且顺利储存起来,将整理归类信息的工作完善起来,便于

障工程测绘的质量。在数字化的支持下,也能对测量的各类数据

后续查找各类资料。

进行自动化的更新控制,能便于智能化地将数据、图纸管理起来,

2.4变形监测方面

也能扫描已有图纸,把它们转化成数字化的地图,为地图应用带

受材料、气候等因素所影响,在施工时,工程可能会变形,

来较大便利。此外,在地质勘察时,GPS的应用也比较常见,它有

如出现墙体裂缝等问题,这会对工程的稳定、安全带来严重影

定时定位的功能,可以把测站当作测量对象,以接收设备、传输

响。为减少、避免此类问题,应该将变形监测做好。而测绘的数

数据的系统,实现移动站、卫星间数据的实时传递。在移动站内,

字化,能够保障对变形问题及时的发现,使得施工得到正确的指

能整理分析数据信息,保障测量数据的高效、实时和精准。一般

引。在数字化的变形监测中,主要会在计算机系统内输入二维化

来讲,GPS的应用能把精准度合理地控制于亚米级别中。

的成像信息,全面分析工程变形的数据,在得到变形数据之后,

2.2地理信息方面

能及时地告知施工队伍,使其将变形信息掌握起来,基于实际去

地理信息即地学信息系统,它属于以数字地球这一理念为

分析,然后进行正确调整。在施工时,变形监测的应用,受数字化

基础,是空间信息测绘的一种现代系统。在计算机发展下,包含

的支持,能准确、快速找到变形问题,如裂缝等,利用参数调整避

了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此系统变得更为完善,可以通过数字化的

免变形的恶化,充分保障建筑安全。

测绘,在工程测量中对此系统进行应用。它以计算机系统为依托,

2.5地表沉降监测

针对部分、整个的地球表层具体空间,对其地理分布相关的数据

在现阶段,科技发展飞快,数字地球这一概念也逐步被人熟

采集及分析等等。因为它包含的数据,数据覆盖的面比较广,因

知。数字地球有海量的信息,也有虚拟特点,而它的建设需要计

此,在测绘中,各部门应该将数据交流加强,通过先进技术高效

算机的支持,计算机属于建设的前提基础。而在以计算机作为基

利用相关信息。

础后,还需要搭建结构框架。在数字地球内,它会涉及很多系统,

在它的支持下,能够统一整合各项数据,集中数据信息,然

相比于传统测绘,其中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它能实现测绘的传统

后形成多元化的一类资源形式。它能顺应当下数字地球的发展,

功能,也能为建筑业带来有价值的一些参考。在测绘中,各人员

也能使得工程方在使用数据时变得更为快捷、方便。此外,它的

要掌握一些计算机技术,便于他们以计算机去及时地处理好测

应用能弥补在传统测绘时收集地图信息不够完整的缺陷,满足

绘数据,顺利形成信息源,尽快地共享资源。在工程现场,若地表

比例不同的数据要求,也能将输入、更新信息的效率提高。最后,

沉降的速率比原本控制的标准更高时,则要将测量结果当做入

它也能形成自动化的一类框架体系,在确保测量数据比较精确

手点,将改善问题的合理措施规划起来,将沉降速率减缓,将数

的基础上,打好数字地球不断普及的基础。在测量中,因为它的

字化在沉降控制内的效果充分发挥出来,提高测绘的价值。

应用有着较高要求,所以可以将其和遥感等技术进行联用,将测
122

2.6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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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有复杂、长期等特征,不管是前期测量,还是后续

测量的效率,提高测量的准确度。所以,建筑企业需要看到它的

施工,其中都会有一些难度。在传统测量中,虽然能采集数据,

应用作用,基于实际合理地运用它,以此提高自身测量的效果,

但其过程十分漫长,也容易有各类问题,数据上的误差会比较大,

满足建筑行业整体发展的需求。

精确度也会更低。在测绘的数字化下,它能解决测量中难度大等
问题,也能保障数据的真实、准确。
在数据采集时,数字化的应用,会涉及几点：首先,采集主体
结构方面数据。如在三维扫描中,利用激光扫描,能对墙面结构
的数据进行确定,将三维目标构建起来,将三维模型生成起来,
将其信息呈现出来并采集,将信息以地质绘制的形式呈现出来,
打好后续施工的基础。其次,也能采集工程天花板方面的数据。
在数字化的支持下,能对吊板高度进行测量,在计算机内传输数
据,以供人员进行分析,最后深入、全面地了解吊板信息。

3 总结
在经济发展下,建筑行业也快速发展。在新时期中,人们对
工程的质量问题更为重视。而测量属于施工内的重点,测量的准
确与否,会对工程的质量、性能等带来直接影响。在测量中,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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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测绘的应用,可以将传统测量内的问题顺利解决,也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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