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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地质工程测绘在矿产资源勘查中的重要意义 

尹 娜 

辽宁省地质矿产调查院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沈阳 

【摘要】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各项科研技术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科技全面发展带动了测绘

技术的多元化改革趋势。在地质勘测过程中测绘技术占据着尤为重要的位置，因此测绘技术在地质工程测

绘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断推陈出新的测绘勘测技术在地质测绘工程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文章主要

分析测绘技术在地质工程测绘中的应用价值，包括测绘精度的控制以及地形的适应、降低测绘事故的发生

概率以此提升测绘的质量，为后续地质工程的顺利施工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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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y country, various scientific research 
technologies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an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driven 
the trend of diversified reform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the process of geological survey,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occupies 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position, so the importanc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geological engineer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is self-evident.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geological engineer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cluding the control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accuracy and terrain adaptation, reducing the probabilit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accident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and laying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smooth construction of subsequent geolog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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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拥有较为丰富的矿产资源，因此在勘察和

开采过程中需制定完善的科学开采方案，确保地质

测绘工作为矿产勘察的建设与安全生产提供有效的

科学保障，以此提升地质勘察产业的经济效益。目

前为止，我国在矿产地质工程测绘过程中仍存在诸

多不足之处，需要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监测方案，

提升地质测量的整体水平。结合地质测量新技术的

不断涌现背景，对地质工程测绘过程中所应用的技

术进行可行性的深度探究，通过合理把控和深度利

用的方式为矿产资源的勘查和开采提供高质量的科

学保障。 
1 地质工程的测绘重要性分析 
地质工程测绘主要是通过地面测绘和井下测绘

两个方面对地质工程的实际情况进行详细的分析，

地面测绘是通过勘测矿场本身周围环境的基础上对

其进行简单的论述，而井下测绘则是通过井下测量

的方式，对所处的生产环境地质情况进行详细的说

明。例如：发生地形变化或矿层厚度变化时危险系

数会不断增加，会严重影响施工的顺利进行，极大

作者简介：尹娜（1986-）女，汉，辽宁省地质矿产调查院有限责任公司，中级工程师，从事固体矿产勘察工作。 

https://jesr.oajrc.org/�


尹娜                                                                论地质工程测绘在矿产资源勘查中的重要意义 

- 22 - 

程度限制了测量和勘探的效果，严重者还会发生不

同程度的安全事故。在地质工程测绘过程中为实现

矿产资源勘查的深度测量，需根据测量单位的实际

情况选用全新的测绘技术强化地质测量工作的可控

性，尤其是在井下定位时对井下的测绘位置进行合

理地设置，在明确测绘位置的基础上确保井下测绘

的安全进行，以此提升井下测绘的实效性[1]。 
在此过程中为确保地质测绘工作科学有效地进

行，相关从业人员需充分认知地质工程测绘在矿产

资源勘查中的必要性，为后续地质测绘和矿产资源

的有效开发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地质工程测绘的

第一步就是调查地质问题，因此在测绘技术作为补

充技术的存在过程中，为确保地质工程测绘工作的

顺利进行，需对地质工程的双重理论进行详细的解

决和分析，大面积收集该工程的详细地址资料作为

信息基础，确保后续测绘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经

验和常识保障整体工程测绘工作的时效性和准确

性，对工程地质实地勘察的各项需求需进行灵活的

变革，合理运用测绘技术全面测量工程施工现场的

各类现象和情况。例如：在自然地质现象、地质构

造不良地质现象以及地质地貌等方面进行测绘过程

中，为确保地质测量的结果符合理想的标准，需设

立完善的地质测量标准。以矿产普查及勘探为根本，

坚持地下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通过矿物开发价

值选择适宜的测绘技术，在探明基础目标和位置的

过程中，为后续的勘探工作提供极大的便利。 
2 测绘技术应用的注意事项 
作为技术与其他新兴的科研技术有着本质上的

区别，根据不同项目工程的需求会选用不同类型的

测绘技术，尤其是在地质工程测绘过程中最基础的

要求是确保勘察结果的准确性，将数据的误差缩减

到允许的范围之内提升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2]。

考虑到地质测绘工程收集数据的数量较大，因此在

测绘过程中需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由专业的测绘

人员根据地质工程的测绘需求，具备足够的耐心、

减少人为的失误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加强对测绘精

准度的科学把控，有利于推进测绘工作的顺利进行。

相关从业人员需结合实际情况建立符合各地区地质

工程测绘需求的测绘控制网络，以此提升网络的覆

盖全面性、确保测绘数据的完整性。 

地质工程的项目规模深度和高度都在经济快速

发展中持续扩大，为地质勘测的工作带来了更高的

挑战，工作区域的复杂性特征也在跟着土壤资源的

减少而变革，在区域地形情况适应过程中选择适宜

的测绘技术，加强相关数据的深度研究和绘图监督

质量。在确定区域地形气候环境条件以及生态环境

等内容的过程中制定完善的测绘规划，有利于确保

测绘任务的顺利完成。在测绘过程中降低测绘事故

的发生概率，结合我国测绘系统的创新发展需求，

在减少信息收集和地质测绘绘图风险的基础上降低

测绘事故的发生概率，确保测绘工作人员的生命安

全。为其提供针对性的安全业务培训，在提升专业

素养的基础上正确认知测绘工作的流程以及环节，

制定完善的测绘计划避免潜在风险以此提升测绘工

作的安全性。 
3 地质工程测绘在矿产资源勘查中的实际应用 
3.1 设定科学完整的地质工程测绘方案 
地质测绘工作并不是简单对地理环境的基础检

测，而是根据从业人员的综合素养，采取严谨的工

作流程对施工区域的地质环境进行详尽的测绘勘

查，测绘的对象是工程项目周边的岩石[3]。因此为

确保矿产资源的深度开发，需对地质工程进行详尽

的策划方案设定，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前到准备监督

力度，主要是通过相关部门所收集的数据，由专业

技术人员进行详细的分析处理，确保地质测绘成果

资料符合矿产资源勘查的各项需求。除此之外，在

测量过程中测量人员应首先到达勘测的施工现场，

根据勘测需求对施工现场的矿产分布情况，以及地

面地下的地质构造进行详细的勘测并将探测数据进

行详尽的记录。选择适宜的测试方法，在科学实验

之后取得真实有效的测量证据，确保后续地质工程

的顺利开展，为矿产资源的快速稳定发展提供科学

稳定的地质测绘数据支撑。 
3.2 提升测绘工作人机水平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测

绘全新技术和方式涌现到它社会大众面前，极大程

度提升了地质工程的社会水平，在此过程中全新的

技术拥有较多的突出特点，尤其是自动化的机械应

用为社会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面对繁杂的工作

环节，通过计算机的自动化处理方式，有利于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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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从根本上提升了测绘工作的

整体效率。但在此过程中，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和

专业技术水平仍应得到全面的提升，制定完善的科

学发展规划从根本上改善测绘过程中所存在的问

题，有效提升人机的应用水平[4]。 
地质工程的测绘技术优势较为明显拥有高精

度、高质量的发展优势，有效规避测绘和控制过程

中因传统误差带来的缺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因此在矿产资源勘查过程中，需由负责开采的矿产

企业选择针对性的人才建设队伍进行测绘技术的专

项培训，以此提升测绘人员的整体水平。使其在后

续工作过程中充分展现自身的价值，以专业严谨的

态度和完善的测绘技术，推动后续工程测绘工作的

顺利开展。为测绘结果的精度提供可靠的保障，加

强对矿产工程测绘工作的深度管理，矿产工程所涉

及的测绘工序和环节较为复杂，应以安全为前提认

真分析和核对各个施工环节并加强各环节的深度管

理力度，促进企业项目的顺利进行。在矿产资源勘

查过程中，通过地质测绘技术提升工程的信息化水

平，结合项目管理的各项需求为企业获得更大的经

济收益。 
3.3 提升地质工程测绘信息化技术水平 
地质工程测绘需要满足时效性、全面性和数据

精准性的各项需求，因此在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首

先需对矿产资源进行详细的勘测，但是由于变化性

以及不确定性的特点较为明显，建议运用数字化的

电子信息技术提升矿产资源的勘察质量。通过计算

机信息技术和网络互联网的优势建立线上数据云端

资料库，通过监控网络对各地区矿产资源勘查过程

中，地质测绘技术应用现状进行详细的分析，以此

提升地质工程测绘的信息化水平和测量精度，为后

续测绘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相比传统

的地质测绘技术，数字化的测图技术是较为复杂的

科研创新技术，从业人员需具备较强的数字化技术

水平，在构建待测绘区域三维模型的过程中分析测

绘的内容以及应用的系统。包括对传统测绘技术、

地面测绘技术、数字地球测绘技术的内容进行合理

的把控，在相互兼顾的基础上提升地质测绘的整体

质量。在地质研究过程中通过数字化测绘技术，由

专业的测绘人员选择适宜的组合站GPS 和其他空间

制图设备，将收集的信息传输到线上云平台数据统

一集合系统当中，进行合理的分析和把控[5]。 
在此过程中对该区域进行地理坐标体系的矩形

观察，在计算平均值和消除误差后获得有效的数据

信息，对云存储系统进行详尽的数据信息处理，为

后续地质工程的顺利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为确保

研究效果的准确性，技术人员应调试测绘仪器设备

的精准度，判断测绘仪器的使用条件，从而避免人

为因素而产生较大的测绘数据误差。结合数字化信

息测绘技术各项需求开发数字化摄影测绘技术，在

传统测绘技术应用基础的发展过程中，根据测绘成

像的需求推出无人机测绘的创新改革方向。结合数

字化摄影测绘技术的空间直角坐标体系需求，应将

额外的测绘结果添加到数据云端资料库当中，通过

排序添加数字信息的方式便于后续数据信息的合理

整合，以此提升数据收集的使用价值。 
结束语：综上所述，地质工程作为工作在矿产

资源勘查过程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运用信息

化管理和科研技术相融合的方式有利于促进测绘技

术的深度改革，为后续经济发展以及矿产安全生产

提供了有效地保障。矿山企业不仅是开发矿产资源

的企业，更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基础，因此

需强化对矿山企业的深度管理，提升从业人员的综

合素养不断引进先进的测绘设备，在确保地质工程

测绘方案符合科学发展需求的过程中，运用现代信

息化的数字云端控制系统完成矿产地质工程的测绘

工作，使矿产企业的生产可以达到高效、安全、稳

定运行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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