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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地质工程
测量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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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工程测量是一切工程设计和施工的前提和依据，因此在进行社会体系建设的时候，必须高度重视地

质工程的工作质量。由于近些年来我国信息化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速度不断提高，许多新型的测绘工程技术层出不
穷，推动着地质工程测量体系向着更加智能化、数字化的方向稳步发展。本文主要针对地质工程测绘中数字化技
术的应用展开分析，并且结合应用过程中的发展方向和应用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的优化建议，希望能够对推
动数字化测绘体系的构建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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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测绘技术的重要性

然后再利用数字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形成图形和地图，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推动着各行各

这样就能够从根源上解决传统测量过程中野外作业量

业的优化与改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地质工程

较大、工作压力较大等等诸多的问题，既保障了工作效

测绘的重要性逐步凸显出来。一方面，各行业的发展

率，又保证了工作质量，能够有效地降低劳动力需求，

对能源的需求与日俱增，无论是电力资源、矿山资源

节约施工成本是测绘工程发展的必然方向。

还是煤矿资源，都需要在地质工程前期进行测绘，才

3 数字化测绘技术优势

能够为后续的开采与挖掘提供基础和信息支持。另一

3.1 增加准确率

方面，无论是建筑工程施工还是水利工程施工，都需
要应用测绘技术对地质条件和地下结构的稳定性进行
探查，这样才能够保证建筑工程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和
合理性，不会因对地质条件勘测不明而导致设计上的
失误，从而诱发严重的安全事故。由此可见，测绘技
术对于我国的社会发展来说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因此必须将信息化技术、智能化技术应用到地质工程
测量之中，提高测量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保证数
据的精准和实效性，这样才能够为整个行业的发展打
下坚实的基础。

传统的测绘技术在测量的过程中需要应用大量的
人力物力资源，将仪器送至指定位置之后，由人工进
行搬运，大部分的测量工作都是以人力为主进行，因
此测量的最终结果、精准度不仅要受当地地质条件的
干扰，还可能受自然条件因素的影响，与工作人员自
身的工作素养也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传统测绘技术
的数据存在着偏差较大、实效性较低等等诸多的弊病，
而数字化测绘技术有效地突破了传统测绘技术的束缚，
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数据收集，再通过数据软件将其
翻译成文字信息形成地图图纸，还能够利用大数据建

2 数字化测绘技术概况

模技术，形成三维数据模型，这种数据处理的测绘技

数字化测绘技术是近些年来新兴的一种数字测量

术极大地降低了出现误差的可能性，使工作流程有迹

技术，这种技术应用大数据分析和大数据收集与计算

可循，哪怕出现问题也能够第一时间进行纠正，保证

机技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通过利用 GPS 等系统软件

工作质量 [2]。

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数据收集，覆盖以工程测绘仪扫

3.2 促进点位精度

描仪等智能化测量硬件为工具，保证工作效率，无论

传统的测绘方法就是将测量到的数据点标记在图

是信息的收集采集还是计算处理，都更加高效精准 [1]。

纸之上，这就对工作人员的自身职业素养有着较高的

工作原理基本上是先利用数字化仪器进行数据扫描，

要求，但是这种绘制方法哪怕数据再为精准，也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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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理信息系统作用
能因为现场的实际地形与测量结果不符造成一定的误

题，在传输时节约传输时间，并且保证文件传输的完

差，从而使得点位的精准度大幅度下降，为后续数据

整性和精准性。另外就是数字信息的可复制性，能够

体系的准确性带来不必要的影响，而且随着工作的推

让多个用户同时使用到该数字技术，将信息资源的利

进，图像必然大量增多，图纸上可以形成的图形也会
进一步叠加使误差进一步加大。数字化测绘技术则是

用效率达到最大化，这也是提高行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利用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将这些点位形成立体式多

工作发展的主要助力。

层次的表达方式，例如利用经度和纬度的特性进行数
据点的表达，这种数据处理方法实现了点位的高精度
表达，误差范围在行业的允许值之内，而且不会因为
图形的叠加造成干扰，反而会构建一个新型的数据模
[3]

型，形成更加直观的表达 。

3.3 推动地质工程的发展
虽然近些年来传统的测绘工作为地质工程的发展
带来了诸多的优势，但是传统的测绘方法要求工作人
员首先要实地进行测量，再利用人工绘制的方法绘制
成图，使得工作效率始终不高，而且出现错误的几率
较大。因此地质工程的发展速度一直不尽如人意，数
字化测绘技术的绘图依托新型的绘图软件将数据输入
软件之后，就可以自动进行定位和标点，实现了自动

可以说数字化图形的保存和读取效率是地质工程测绘

4 数字化测绘技术的应用体系
4.1 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
地理信息技术为了让工人能够准确地把握自身负
责范围内的信息，必须要对测绘点进行精准的判断，
工人能够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对信息做出全面的查询和
筛选，选择最适宜自身的测量信息，有效地规避其他
因素的干扰，同时地理信息系统能够与计算机系统有
机地融合到一起，保证整个工作的高效率进行，例如
遥感技术、实时监测技术都能够为地理信息系统的构
建增添力量。无论是在进行定位、测量还是勘探方面
都能够实现动态化的工作推进，精准度也有了大幅度
的提高（见图 1）。

化绘图这种高效率的绘图方法，能够为我国地质工程

4.2 影像定位技术应用

测绘减少许多不必要的工作，因此数字化测绘技术能

在进行历史勘探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勘测到岩

够有效地提高地质工程测绘的工作效率，为整个地质
工程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石层的状况，对这类地质环境进行探测时，就需要借

3.4 提高图形的存取效率

助影像定位技术。该种技术的主要原理就是对地质环
境的实际情况进行探测，得到相应的数据点，再利用
图像化技术进行处理，得到完整的地下情况概括图。

数字化测绘技术能够实现数据的有效存储，不仅
精度更准，而且效率更高，无论是文字图形还是数字

该种技术同时还可以辅助无线电波探测技术、遥感影

符号都能够实现无误差的保存。同时在进行数据传输

像定位技术等同时使用，得到的影像更加真实全面，

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克服纸质文件易损害易丢失的问

并且具有三维属性，能够将地下岩石层的地质情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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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GPS 测绘原理
周围的环境因素全面多角度地表达出来，而且实际使
用起来更加便捷，有助于工作人员互相探讨，深入了
解地下情况。

4.3 数字栅格测绘地形图
在进行地下资源探测的时候，通过数字化栅格软
件进行分析，能够直观地反映地下资源的储藏情况以
及所处位置，将这些基本信息加以整理，辅助经济发
展情况进行组合分析，能够形成完整的框架。该种技
术具有着位置简便、数据储存空间大等诸多的优势，
而且还能够为后续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构建数字化平台
和数据框架，为后续开发减少工作压力。

绘系统就能够实现全范围的动态监测，保证在实际监
测过程中有效地排除环境和自然气候的影响，保证测
绘的精准性。

5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我国社会的建设来说，地质工程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各领域中都有着极为广泛的推
动作用，因此必须加强地质工程测绘工作的完善，应
用数字化测绘技术，并且不断进行革新，只有这样才
能够有效地提高测绘的工作效率，保障数据的精准性
和实效性，为后续工程建设以及资源开发打下坚实的
信息基础。

4.4 GPS 测绘技术
GPS 全球卫星定位测绘技术是应用较为广泛的一
种新型测绘技术（见图 2），能够与卫星实现数据连
接，在矿山开发以及相应交通工程建设时起到了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该种技术不仅能够对数据进行监测，
还能够实现 24 小时监控保障数据的可靠性和实效性。
同时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还能够做到 360 度无死角测绘，
保证测绘数据的真实性，为后续测绘图纸的绘制打下
坚实的信息基础，测绘的精度越高，后续工作的难度
就越小。

4.5 实时动态控制系统
地质工程测量工作需要对地质的面积进行有效的
监测，但是这一属性处于微妙变动的阶段，所以我国
必须要进行实时动态控制系统的构建，应用数字化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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